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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智者大师的智慧境界被称为)旋陀罗尼*#
语出+法华经,#谓于种种法门得旋转自在之力% 嘉
祥+法华义疏,卷十解释说曰-)旋陀罗尼#于法门中
圆满具足#出没无碍%* 这是指于佛法的智慧纵
横自由(出入无碍的境界% 这是从作为禅观结果的
个人智慧的角度来说的% 获得旋陀罗尼#从佛教的
角度#有其对应的修行方法和相应的经典依据%
其一#据智者+六妙法门,说修行呼吸法门的第
七)旋转六妙门*#其结果就是可以得到)旋转陀罗
尼*% 智者说这是)唯独菩萨所行#不与声闻缘觉
共* #属于菩萨特有的法门% 而且是)从空出假*
观门#其中的智慧是)法眼(道种智*% 实际上是用佛
教所有的哲理智慧#即贯穿于一切基本佛理的空慧
来穷尽观察思维#通透所有的现象#但是又不否定现
象的存在% 智者称之为)修旋转陀罗尼菩萨所行无
碍方便*%
其二#在+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四中说到-观佛
顶肉髻光明成就#可以听见大菩萨说法#获得)旋忆
持*时世尊放肉髻光!其光千色!色作八万四
!! 尔
千支!一一支中!八万四千诸妙化佛" 其化佛
身!身量无边!化佛顶上亦放此光!光光相次!乃
至上方无量世界" 于上方界有化菩萨!如云微
尘从空而下!围绕诸佛" 此光现时!十方微尘世
界诸佛亦悉得见!此光直照诸佛顶上" 诸佛放
光!其光亦照释迦文顶" 佛告阿难,众生欲观释
迦文佛肉髻光明!当作是观" 作是观者!若心不
利!梦中得见!虽是心想!能除无量百千重罪"
如是观者!现身必见诸大菩萨" 见菩萨故!闻其
说法!闻说法故!得陀罗尼!其陀罗尼名旋忆
持"
这里有非常具体生动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观想
成功的结果和标志是听菩萨说法% 显然)旋忆持*就
是)旋陀罗尼*% 旋陀罗尼是智慧辩才的表现#证悟
者本人也是有强烈的感受的%
智者当年证到)旋陀罗尼*的情景是二七日!诵至.药王品/,诸佛同赞!'是真
!! 经
精进!是名真法供养(" 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
而入定!持因静发" 照了法华!若高辉之临幽
谷$达诸法相!似长风之游太虚" 将证白师!师
更开演!大张教网!法目圆备" 落景咨详!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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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旦!自心所悟!及从师受!四夜进功!功逾百
年" 问一知十!何能为喻0 观慧无碍!禅门不
壅!宿习开发!焕若华敷矣0 思师叹曰,非尔弗
证!非我莫识" 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
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 纵令文字之师千群
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为第
一"
智慧的境界和感受犹如太阳照耀幽谷#长风遨
游太虚% 然后经过与慧思连续几日的问辩验证#得
到慧思的认可和印证#证明智者证的定是)法华三昧
前方便*#所表现的智慧境界是)初旋陀罗尼*% 可见
)定
*的
影象境界与)慧*的表现是具有不可分割的相
关性的% 法华三昧的智慧#在佛教禅修者看来#具有
一定的客观性#而非内心的主观造作% 后来有人在
慧思面前赞扬智者#慧思说)思亦无功#法华力耳*%
他把智者的智慧辩才归结于法华经的加持和法华三
昧的威力#实际上对)法华三昧*的禅观是倍加赞赏
的% 这也体现了慧思大师对于禅观的高度重视#以
及对禅观所现境界和真理的坚定信心%
另据+法华传记,卷第二于此山!行法华三昧" 始经三夕!诵药王
!! 顗
品!心缘苦行!至'是真精进(句!解悟便发" 见
共思师处灵鹭山!七宝净土!八万菩萨!万二千
声闻!共听佛说法"
这样的影像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智者大师看到
)灵
山一会#俨然未散*的情景% 禅宗在+五灯会元,
中对此事也有记载#大慧宗杲禅师(彻悟禅师等都用
这件事作为启发学人的公案%
)灵
山一会#俨然未散*的影像#在+法华经,中是
有值得分析的根源的%+法华经,卷第五+如来寿量
品,有这样的说法善男子!如来所演经典!皆为度脱众生"
!! 诸
或说己身或说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己
事或示他事!诸所言说皆实不虚" 所以者何+
如来如实知见三界之相!无有生死#若退若出!
亦无在世及灭度者!非实非虚!非如非异!不如
三界见于三界" 如斯之事!如来明见!无有错
谬" 以诸众生有种种性#种种欲#种种行#种种
忆想分别故!欲令生诸善根!以若干因缘#譬喻
言辞!种种说法!所作佛事未曾暂废" 如是!我
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祗只劫常
住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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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种种说法示现#都是针对众生的种种根
性而发的方便法门% 如来久已成佛#)常住不灭*%
这里)如来*其实已经超越了)人格化*的形象#己经
是实相的表示了% 但是#就佛教学人而言#必须超越
了个人的业力和烦恼的执著和障碍#才能体会到%
要有真正的)信*#才有可能初步进入佛的境界% 所
以+法华经,卷第五+分别功德品,说阿逸多!若有闻佛寿命长远!解其言趣!
!! 又
是人所得功德无有限量!能起如来无上之慧"
何况广闻是经!若教人闻#若自持#若教人持#若
自书#若教人书!若以华香#璎珞#幢幡#缯盖#香
油#酥灯供养经卷!是人功德无量无边!能生一
切种智" 阿逸多!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我说寿命
长远!深心信解!则为见佛常在耆阇崛山!共大
菩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 又见此娑婆世界!其
地琉璃坦然平正!阎浮檀金以界八道!宝树行
列!诸台楼观皆悉宝成!其菩萨众咸处其中" 若
有能如是观者!当知是为深信解相"
深信佛的寿命无量无边#实际上是超越了历史
的(具体的佛和佛教的表达与形象#上升到超越的绝
对的本体的实相的层面来理解佛和佛法% 实际上这
是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障碍的认识层面% 在具有
很强宗教性的+法华经,中的表示是)佛的寿量*#影
像的表述是佛永远在净土中说法#在主观的宗教信
仰的层次上是表现为)信*以及)解*!宗教知识的体
悟"#在佛教哲理和智慧上的表述是)一切种智*% 而
这样信解的人#可以获得种种)陀罗尼*#包括)旋陀
罗尼*说希有法!昔所未曾闻,世尊有大力!寿
!! 佛
命不可量" 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利
者!欢喜充遍身" 或住不退地!或得陀罗尼!或
无碍乐说!万亿旋总持"
如上的境界偏重于宗教色彩% 从另外的角度#
可以把这些境界与)真如*()法身*()实相*()中道*
等属于)第一义谛*的概念系列等同起来% 如果说类
似于+法华经,这样的经典#是偏重于信仰的(影像化
的佛教真理的表述方式#那么各种大乘的)论*就是
以概念的体系#从智慧和逻辑思维的角度阐述同样
的境界#同样的本体% 所以智者的天台思想体系#虽
然有极强的哲理性抽象#但却是从多年对+法华经,
的研读和禅观中得来的智慧% 这正是佛教哲学的特
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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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个体宗教体证的境界而言#还有必然产
生的禅观影像#智者的影像是看到)灵山一会#俨然
未散*% 智者的所有天台佛教哲学#可以说就是)旋
陀罗尼*的表现%
二! %物不迁论&的哲理境界
僧肇的+物不迁论,#充分显示了在佛教的智慧
观照下的世界图景% 在常人看来#世界万物是流转
变迁的#所谓)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
常情* % 日月交替#人事更迭#身心老去#这些显
而易见的现象会给人造成强烈的变化的印象% 动
静(来去(古今等等#都是对这样的感觉的描述% 但
是这在僧肇看来#只不过是世人的错觉% 他说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
!! 夫
非静" 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
而非动" 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
不去"
同样对于己经逝去的事物#常人站在)今*时的
立场#觉得过往的东西不能来到现在#所以认这是动
态地流逝了% 而同样地#如果站在过去的事物本身
本来的立场来观察#因为过往的事物不能到达现在#
也可以说过去的事物是)静*而非动的% 所以#对于
)昔
不至今*的现象#转换观察点#可以得到物的)动*
和)静*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感受% 所以说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 何则+ 求向物
!! 往
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
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
不去" 覆而求今!今亦不往" 是谓昔物自在昔!
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
今"
昔物不至今#今物也不至昔% 换句话说#就是
)昔
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 但是仅仅停留在这样
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事物本身的动静是一体的#正所
谓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
!! 旋
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
因为现象的动静(去来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如果
通过智慧的鉴照而达到既不执著于现象#也不执著
于现象的存在形式#所谓的)动静(去来*在观者的心
中#也就只是一种心的现象动而静!似去而留!可以神会!难以事求"
!! 若
是以言去不必去!闲人之常想$称住不必住!释
人之所谓住耳" 岂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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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越的智慧鉴照中#是无所谓去来(动静(今
古的#僧肇引用了+摩诃衍论,中的)诸法不动#无去
来处*#以及+放光般若经,中的)法无去来动转*来说
明这一点% 他说#)言常而不住*#以消除对于法的
)静
止*的僵化的看法.)称去而不迁*#以消除对于法
的)运动*的绝对的看法% 在中道的佛教智慧中#动
静是万物的一体两面% 同时#对于孔子临川所讲的
)逝
者如斯*的感叹#僧肇的独特的解释是#这不是对
于事物的流逝的感叹#而是)感往者之难留*% 不是
说事物是流逝的动#而是因为意识到了过去的东西
永远停留在)过去*#无法到达现在% 另外一个非常
生动而引人深思的故事是)梵志出家*的故事志出家!白首而归" 邻人见之曰,昔人尚
!! 梵
存乎+ 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 邻人皆愕
然!非其言也"
梵志少年出家老年回乡#回答乡人)吾犹昔人#
非昔人也*% 其实包含了对)今*和)昔*的深刻认识#
对生命的即动即静#超越动静的认识% 所谓)吾犹昔
人*是指俗人看来的相似相续的假象的连贯的人的
存在.所谓)吾非昔人*#是指实际上个人的身心刹那
变灭迁转#实在没有一个固定的主体% 所以#佛教
中#)谈真有不迁之称#导俗有流动之说* % 在佛
教的智慧观照中#没有古今来去的影像#万物各驻于
自己的)法位*今常存!以其不动" 称去不必去!谓不从
!! 古
今至古!以其不来" 不来!故不驰骋于古今$不
动!故各性住于一世"
所以+法华经,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
住* #而且得到+法华经,的信仰和智慧的人#所说
的一切)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 这里有真实的智
慧#保证了无量的方便观察和思维演说的法的正确
性%
所谓的)物不迁*#是为了打破常人对于现象的
执着#让人们认识到事物的不去不来(不生不灭的法
性% 如果仅仅从)动静*的辩证关系来分析#还是远
远不够的#并没有显示出佛教智慧的超越性% 这里
更应该注意的是一种对事物的)法性*的认识#这是
就世界的本质而言的% 所谓的世界万象以及生命现
象#都是在实相或者般若的境界中观照的% 这种境
界的获得#是必须要通过佛教的禅观才能获得和印
证的% 在僧肇的论述中#其实隐含了一个)观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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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的认识#是这个具有般若智慧的观者的境
界所现% 观者超越了自我#超越了动静今古的两边#
用)中道*的智慧#才能通透地理解事物的法性% 僧
肇说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 复何惑于去
!! 不
留!踟蹰于动静之间哉0
获得这样的智慧#就是要能够进入佛教的澄明
境界#僧肇称之为)契神于即物*能契神于即物!斯不远而可知矣0
!! 苟
)契
神于即物*#就是以佛教的中道实相的智慧
来观照世界的本质%
三! "物不迁#的哲理与"灵山会未散#禅观影像
的内在关系
关于)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的影像#可以从+法
华经,和其它的佛教经典中找到许多宗教意味很浓
的根据#也可以从禅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 从佛
教哲理的角度#也可以进行分析% 这里试用)物不迁
论*中的佛学哲理来进行解析%
首先#灵山会上佛讲经说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在佛陀在世讲法的那个时间#在灵山这个特定的地
点#确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如果我们用)时间*和
)空
间*把)人物(事件*定位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某时
某处#确实发生的某事件#是具有永恒性的#是固定
的#绝对的#无法代替的% 也就是说#以时间和空间
所定位的某事件具有严格的)排它性*% 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佛在灵山说法的情景#具有相对的暂时性和
绝对的永恒性%
其次#时间和空间以及表象世界的存在#具有多
重性% 在同样的空间#存在不同的光和声音% 时间
和空间以及对于它们的感觉#是相对的% 也可以说#
时间(空间(事物的存在具有相对性和多重性% 另
外#作为人和众生而言#具有不同的生命存在形式和
相应的不同的感知能力% 佛教唯识学经常用天人(
恶鬼(人所看到的海水的不同景象来说明这一点%
但是#佛教又强调一切唯心造#人心的感知能力是具
有多重性的#而且人心的本质是具有超越的特质与
能力的% 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人的)一念*就具有
无限丰富的法性内涵% 智者当年替慧思讲般若经
时#讲到)一心具万行#忽有所疑* #慧思对他说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
!! 如
旨也" 吾昔于夏中!一念顿证!诸法现前" 吾既
身证!不必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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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慧思以自己所证的)法华三昧*的境界来
为智者证明般若经中最重要#也是佛教中最重要和
最难理解的一点% 慧思说自己)身证*的境界#就是
)一
念顿证#诸法现前*% 就是说在法华三昧的境界
#
中可以在一念心中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观照到
万法% 这是一念法性心的开显% 智者的)一念三千*
的哲学理境#也是描述了同一件事% 在华严宗著名
学人李通玄的+新华严经论,中#也说到同样的境界)无
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
当念* % 实际上#整个华严经的境界#就是这样
的境界的宗教描述#而华严宗的祖师们用)十玄门*
等哲理性语言来描述这样的境界%
在普通人的感知中#佛在灵山说法是个历史事
件#是)往昔*的事情#人们的感知能力无法超越时间
和空间去看到和听到佛的说法% 但是在法华三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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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中#却没有了这种时空的间隔% 根据这样的原
理#智者证到)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也就是很自然
的事了%
+物
不迁论,实际上也隐含了这样的境界% 从哲
理的角度#灵山会的景象是永远)在那里*#佛是永远
在说法的% 众生能不能看见#取决于烦恼是否消除#
智慧是否开显% 这样的影像在智者的心中显现#证
明了这一点% 不仅仅是智者#在所有众生的心中#都
有可能证到这样的境界% 再引申开来说#不仅可以
彰显佛在灵山说法的影像#还可以彰显所有法界中
的种种万象#这是心的本体的功能% 影像的显现#正
是心的功能的证明% 正是在真心鉴照法性实相的时
候#才能真正体会)物不迁*()法无动转去来*的佛教
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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