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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

人們常說佛法博大精深，深奧難懂。這的確是事實。釋迦牟尼

佛一生講經約 300 會，說法 49 年，開設了 84000 種法門，對治

84000 種煩惱，繁蕪叢雜，深邃精微，令人望而生畏。

然而，如果把人腦看成電腦，將 84000 種法門看作 84000 種

思維軟體，能夠祛除人們心中的 84000 種思維病毒，那麼這個時

候，佛法就會變得非常容易理解，而且更能夠貼近現實人生。

大家都知道，電腦軟體需要不斷更新才能夠運轉正常。我們的

大腦同樣如此。思維一旦形成，需要通過修行不斷提升，才能避免

凝滯不前。修行的目標之一就是提升人的思維高度，而思維的高度

決定了人生的成就。

愛因斯坦說過，人們解決世界的問題，靠的是大腦的思維和智

慧。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們的大腦是解決各式疑難問題，調和人與

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矛盾的最好武器，而決勝的關鍵就在

於是否擁有先進的、科學的思維。

不同的人由於對自身的要求不同，或對其思維軟體的更新有急

緩之別，從而形成了深淺不一、形態各異的思維模式。著名科學家

錢學森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接受《文藝研究》編輯部採訪時，就

提出了著名的「三種思維形式」理論，即將人類思維劃分為形象思

維、抽象思維和靈感思維三種。他還指出，人們在解決一個問題、

做一項工作或某個思維過程中，至少是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兩種並

用的。1而靈感思維，就是人們常說的直覺、頓悟，從佛教修學的

角度，我們也可以稱其為「悟性思維」。雖然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

是更基本的思維形式，但靈感思維、悟性思維卻是人類思維和智慧

所能達到的最高形態。

錢老已經注意到靈感思維的性質與形象思維及抽象思維不同，

靈感思維是一種「潛思維」，是潛意識的表現。這種思維雖然能夠

明顯意識到，而且是與顯意識相互協調工作的，但潛思維的具體運

作方式卻通常是人們難以反省的，就連目前的腦科學也尚不能清楚

地揭示其生理基礎和運行機制。不過，從佛教修學者的角度來看，

靈感思維並非完全不可捉摸，而是切切實實可以通過修行習得的。

點、線、面、體是當前商界比較流行的另一種對思維結構的分

類方式。

「點式思維」指的是一葉障目、不見森林那種短淺狹隘的思維

方式。在商業社會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種急功近利、只做一錘

子買賣的短視行為。而在佛教修學上面，追求當下受益或執著於一

個心結，難以開解、不願開解的情形也屢見不鮮。

「線性思維」，也就是邏輯思維。推此及彼、由因知果，在單

一事件的推理上並不算錯。但是，生活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往往是多

種因緣聚合分化的結果，而線性思維是單向的，如盲人摸象般只顧

及自己所知的單一維度，往往淪於缺乏變化、不知轉彎的執拗。

「平面思維」，即形象思維。在這一層面，人們能夠從多個角度

去審視和理解問題，大致推斷出事件的全貌，但仍不能洞察根由，

尤其是不能預測或控制事件的走向。

1 參見《人民日報》1985年 2月 18日。

* 心舉法師、黃偉龍博士對書稿做了細緻全面的校改，提高了本書的品質，在此表示誠

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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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體思維」，則是從整體結構上，動態、綜合地觀察把握

對象的一種系統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能夠整合諸多瑣細的零散要

素，清理出由各種因果錯雜交織而成的立體網絡，於紛繁中洞察到

事物的本質，乃至預見未來。

在一定意義上說，立體思維也就是作為人類思維最高形態的靈

感思維、悟性思維。這種思維的特點是通過長期有效的知識積累而

獲得悟性，由悟性產生靈感，從而明察秋毫、見微知著。掌握這種

思維方式的人，表現為直覺異常敏銳，判斷精準明確，行事果敢迅

速，從而無往而不勝，在各個領域均能比較容易地取得巨大成功。

我本人曾經有一段難忘的經歷。一次乘飛機，當天下雨，我本

以為無法坐飛機出行了，沒料到飛機卻如期起飛了。當飛機穿過雲

層的時候，窗外全是雲，什麼都看不到，但穿過雲層之後卻是晴空

萬里。這本是十分尋常的一件小事，但後來我恍然認識到，惠能大

師所講的「人人皆有」的「佛性」，就像天空中的太陽始終都在，

從來不曾改變，只不過種種煩惱猶如烏雲般遮蔽了我們的正確思

維，讓我們看不到心中的太陽，也就是看不到與生俱來的佛性。

同樣，惠能大師所講的「煩惱即菩提」，跟思維亦有關係。比

如當思維處於低層次的時候，很小的事兒都會使我們感覺十分惱

火。隨着修為的提升，思維水準雖然有所提高，但我們可能仍會感

覺迷茫。就像很多修學者，修行的時日不短，也不能說一無所得，

但在重大問題上仍然容易產生困惑之感。其原因就在於，他當前的

修行程度就好比飛機已經起飛，距離地面有一定高度了，但剛剛鑽

進雲層，周遭只見雲霧彌漫、迷蒙一片。這種時候尤其不能鬆懈，

必須進一步提升自身，才能穿越雲層，撥雲見日，看到晴空萬里

的壯觀景象。換句話說，當你的思維達到某個高度的時候，就等

於把所有煩惱拋到了腳下，以往纏繞、困惑自己的問題就不再是

問題了。越度煩惱，方見菩提，這就是所謂的「煩惱即菩提」。可

見，提升思維的高度至關重要，很多成功人士對此都有自己獨到的

見解。

明末清初的江南大儒陸世儀對「悟」有精闢的見解：「人性中

皆有悟，必工夫不斷，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

光始現。」�1置換為現代語言，即是說人的思維，從比較低級的思維

形態，通過精勤修習，不斷更新思維軟體令其逐步提升，是一個積

累的過程，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最後到達悟性思維的高度。

悟性是人人都有的潛能，有的人善於發掘，而更多的人則是甘於庸

碌，棄而不用。

靈感思維、悟性思維之所以被認為是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

在於它能使人超越慣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步入悟性空間，獲得準確

的直覺和敏銳的靈感，激發出自身的創造力和其他各種潛能。人們

可以憑藉它登上巔峰，創造輝煌的人生，也藉此為社會、為全人類

作出卓越的貢獻。很多人的成功都明顯受益於這種悟性思維，商界

如日本松下電器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美國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史蒂

夫．賈伯斯，政界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科學領域更是不勝枚

舉。歸根結蒂，悟性思維、靈感思維屬於一種創新思維，因為它跳

出了習慣性和常規性的思維窠臼，具有鮮活的創造力和生命力，不

時表現出超常規，甚至反常規的特徵，卻出人意表地勘破問題的實

質，想常人所不能想，行常人所不能行，從而建立非凡功業。

一般說來，在世俗社會中獲得巨大成功離不了悟性思維、靈

感思維等創新型思維，而在佛道修學上也同樣如此。譬如，在漢字

文化圈中，通常只有各大宗教開創者的言行錄被尊稱為「經」；在

漢譯佛典中，譯經者一般也只將佛教創教者釋迦牟尼的言行錄稱為

1 （清）陸世儀撰：《陸桴亭思辨錄輯要》（一），收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 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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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可是，從古至今卻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將惠能的言行錄追

稱為「壇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特例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個

中玄妙，或許主要在於惠能大師能夠運用由悟性和靈感搭構而成的

創新思維，從內心深處領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種種至理，再將這些至

理用既平和又玄虛的特殊表達方式展示出來。《六祖壇經》（以下簡

稱《壇經》）承載着惠能大師對人生、對佛法的感悟，是一部由悟

性和靈感凝結而成的智慧寶典。換句話說，正是這種獨特的創新思

維成就了《壇經》，它的偉大正在於揭示了這種創新思維的力量。

本書的主旨，一方面在於揭示《壇經》中創新思維運作和表現

自身的方式，令讀者了知《壇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特殊地位

的思維形式根源，另一方面更期待通過對《壇經》的分析，使讀者

認識到悟性思維和創新思維的重要性，從而借助《壇經》的智慧，

增強運用創新思維方式化解人生困惑的能力。既然我們已經知道思

維方式是決定勝敗的關鍵，悟性思維又代表了思維的最高層次，那

麼，我們最好能夠學習、掌握這種超越慣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的新思

維方式，不斷突破常規思維的界限，善於靈活運用超常規，甚至反

常規的方法，以獨特而精準的視角去審視和思考問題，提出與眾不

同卻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從而收穫既能提升自身，又有益國計民

生的思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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