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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智圆净土思想之天台教义探赜
可

祥

（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046）
摘要：孤山智圆是北宋天台宗山外派的著名学僧，也是宋代倡导儒佛互融的代表性人物。智圆一生致力于
天台三观，同时又“刻心净土”，力求以天台宗圆教的“心性”论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净土”，又以“心
性”为诸法之体来消解净秽二土之别。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在净土”的坚定信仰者，
其净土思想具有鲜明的“唯心净土”和“实在净土”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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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
庸子，又号潜夫，宋代天台宗山外派著名义学

关于“心性”，智圆曾说：
夫心性之为体也，明乎！静乎！一而已

与修行高僧。他一生勤登讲席，阐天台教观，

矣。无凡圣焉，无依正焉，无延促焉，无净

述儒家学说，对推动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与儒

秽焉。及其感物而动，随缘而变，则为六凡

佛的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今人研究宋代

焉，为三圣焉，有依焉，有正焉。

①

佛教乃至“宋学” 时无法回避的人物。目前，

[2]350 下

智圆认为“心性”为诸法之本源，而“明”

学界对智圆的天台义学颇为关注，在研究上也

“静”则是心性之本体。关于“明”“静”，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对其净土思想，尤

北宋天台宗僧遵式在为慧思《大乘止观法门》

其是其净土思想与天台教义的关系则鲜有人

所作序言中曾阐释说：
“止观用也，本乎明静；

问津，或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探析。智圆“刻

明静德也，本乎一性。性体本觉谓之明，觉体

[1]367 下

心净土”“劝发往生”

，是净土思想的虔

[3]641 中

本寂谓之静。”

智圆承扬了遵式的心性论，

信者、践行者，其净土思想集中体现在《佛说

他认为从唯心无境而言，本无凡圣、依正、延

阿弥陀经疏》《金刚錍显性录》《维摩经略疏

促、净秽之别；然因心性往往“感物而动、随

垂裕记》《涅槃经疏三德指归》等经疏中。智

缘而变”，故而有凡圣、依正等分别。

圆的净土思想基于天台宗学，其净土思想中究

智圆极为重视运用“心性”说来阐述弥陀

竟蕴含哪些天台教义？他又是如何作出善巧

净土。在《金刚錍显性录》中，他指出：“依

阐扬？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

正皆由心造，全体是心，此能造心性具诸法，

以求正方家。

生佛互遍，理事相融，皆空、假、中。”

[4]517 上

一、智圆净土思想中的心性说

按“心造”之说，源自《华严经》“心如工画

心性学说是天台宗的一个重要命题，智圆

师，能画诸世间，五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净土思想中的“心性”论，主要体现在其所作

一语。对此，唐天台宗僧湛然认为：“《华严》

《佛说阿弥陀经疏》《金刚錍显性录》之中。

葛景春云：一切世间中，无不从心造，心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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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师，造种种五阴。若观心空，从心所造，一

即法身（疑为衍文），寂即解脱，光即般

切皆空。若观心有，从心所生，一切皆有。心

若。应知前三是事，后一是理。

若定有，不可令空。心若定空，不可令有。以

智圆的“四土”说，源自智顗 ，而以理事

不定空，空则非空。以不定有，有则非有。非

分殊“四土”，则取自湛然所说的：“常寂属

空非有，双遮二边，名为中道。”

[5]887 上

又说：

[2]354 上

④

[9]872 上

理，余三在事。”

这里，智圆以常寂光土

“言心造者不出二意：一者约理，造即是具；

为“心性妙理”，这与他主张“心性”为一切

二者约事，不出三世。”而“心造”一切法，

诸法之本的观点相一致，然独以常寂光土为心

即是“心具诸法”

[6]292 中

。智圆的这一“心”

性妙理，则与他在《佛说阿弥陀经疏》中所说

能“造心性具诸法”之说，实质上就是“心具

的弥陀净土“无凡圣焉，无依正焉，无延促焉，

诸法”，他之所以未取传统天台宗的“心具

无净秽焉”

诸法”说，当是受湛然以“造”来解释《大乘

的绝待说相抵触 。因为，从“心具诸法”而言，

②

[2]350 下

这以“心性”为体，超越二元
⑤

起信论》中真如随缘说的影响 。他认为，无

但凡众生，一念心性即具四土，何况往生凡圣

论是天台宗圆顿性具三千的心性说，还是就

同居土者，即可“横生上三土” ，圆净四土，

“理”“事”相对关系而言，“心性”与“诸

圆见三身，圆证三不退 。故智圆的四土理事二

法”本圆融无碍，
“皆空假中”。所谓空、假、

分法，又与其“唯一心性，待对既绝”

中，
《妙法莲华经玄义》有“心性即空、即假、

存在着矛盾。

即中”之说

[7]716 下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
③

过是对实相不同角度的阐述 。

⑥

⑦

[10]880 中

说

智圆是在天台宗圆教立场上构建其净土
之说，其“心性”不离空、假、中三谛之说，

智圆为了说明“心性”与空、假、中三谛

实质上是以“心性”来统摄净土法门的“唯心

皆是实相，特别强调：“三谛相实相，谓心性

净土”。虽然，他持理事分殊之说论“四土”，

虽空、虽假，不离心性，三一本融，故云俱实

与其“唯心一贯”

相，故释成中谛也。既三千即心性故，知心性

性”仍然是其净土思想的主轴。

即是三千。”

[8]551 上

所谓“三一本融”，指空、

假、中三谛与“心性”俱是实相，两者异名同

[11]201 上

观点有所冲突，但“心

二、智圆净土思想中的净秽二土圆融说
智圆的净秽二土说，植根于天台宗“心性”

实。三千诸法即“心性”，“心性”即三千诸

理论，并以“心性”消解二者之间的隔阂。因

法，犹如诸法即实相，实相即诸法之义。他认

其净秽二土圆融说是在天台宗圆教教义基础

为，从“性具诸法”的角度而言，弥陀净土也

上展开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溢出“心性”圆融

属三千诸法之范畴，故观诸法即“心性”，观

原理。

弥陀净土亦“心性”，“心性”是弥陀净土之
“心性”，弥陀净土是“心性”之弥陀净土。
论及西方极乐世界中的“四种净土”，智圆

智圆论净土之净秽，从生身与法身切入。
夫诸佛皆有生、法二身，则有两种无
量：一、生身无量，此则有量之无量；二、

认为，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实报无障碍土，

法身无量，此是无量之无量。法身譬虚空，

为“事”土；常寂光土，则为“理”土。

无生无灭；生身如水月，有隐有显。故释

言四土者：一凡圣同居土，谓具缚凡

迦、弥陀俱得法身之无量，但此土机劣，

夫、断惑圣人同居住故；二方便有余土，

故见生身是有量；彼土根胜，故见生身是

谓修方便道断四住惑，而余有无明在故，

无量，但以人天莫数，故言无量。若望法

所以出三界外受法性身而有变易生死也；

身定属有量，当知释迦亦能现无量以取净

三实报无障碍土，谓修中道真实之观破无

土，弥陀亦能现有量以取秽土。

明惑，得生彼土而受色心无碍之报也；四

智圆认为诸佛皆有生身（即应身）和法身

常寂光土，即心性妙理也。常即法身，寂

二种无量，“生身”即佛为度化众生而托于母

[2]35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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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所生之肉身，呈现为有量之无量；“法身”

性空思想，彻证“心性”的众生是超越净秽二

即佛之本身，万法之理体，无形无相，横遍十

土的，既无厌欣之念，也无净秽分别。因为，

方，竖穷三际，故呈现为无量之无量。法身犹

净秽二土依“心性”随缘而生，同时又统摄于

如无生无灭之虚空，生身犹如有隐有显之水中

众生“心性”之中。为此，智圆又说：“释迦

月，释迦、弥陀俱得无量之法身，然因秽土众

现有量而取秽土，非欲其厌耶！弥陀现无量而

生根性钝弱，但见释迦、弥陀生身有量；而净

取净土，非欲其欣乎！”

土众生根性锐利，故见释迦、弥陀生身无量。

秽二土在内的一切诸法皆空无自性，在净中自

由于人天道众生无法认识到生身“有量之无量”

性无净，在秽中自性无秽，净秽两者皆属因缘

中的“有量”，大到什么程度，就只能说生身

和合而生，空性平等，故彻证“心性”者，终

是无量的。其实，释迦、弥陀俱现无量法身和

无净土之爱，也无秽土之厌。

生身，他们现何种身，取何种土，只是据众生
之根机而采取不同的摄化方式而已。

[2]350 下

以此说明包括净

在智圆的净土思想中，
“心性”即是净土，
净土不离“心性”，净土不在“心性”外，极

智圆认为不能将释迦佛、弥陀佛所居国土

乐世界的依正庄严、主伴融摄，皆是生佛现前

绝对化，即不能将释迦佛限定于娑婆世界，也不

一念“心性”的现影。也就是说，包括极乐世

能将弥陀佛囿于极乐世界。《大论》曰：“释迦

界在内的一切法皆融摄于一念“心性”之中。

文佛更有清净国土，如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亦

“众生由心性具三千故，能遍造遍计；圣人由

[2]351

有不严净国，如释迦文佛国。”

释迦牟尼、

心性具三千故，能现土现身。如清浊二水，并
[12]533 下

阿弥陀二佛都在净土和秽土教化过众生，处在

由湿体无差，具波性故，方能为波。”

净土或秽土，都是随缘而定。释迦佛、弥陀佛都

此说明无论众生之“心性”，还是圣人之“心

是视众生之不同根机而立教法：

性”，皆具足“三千法”，而“心性”与诸法

物机不等，为化亦殊。若唯于一佛有
缘，则始终自化；若于二佛有缘，则彼此

以

的关系，犹如“清浊二水”同具湿性，“心性”
与诸法、净土与秽土同样圆融不二。

共化。是故释迦现秽土而折伏，弥陀现净

智圆净土思想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是运用

土而摄受。此折彼摄，共熟众生，令至菩

“心性”消解净秽二土之对立，理路是“心性”

提耳。

[2]351 中

为包括净秽二土在内的诸法之体性，而体性是

因众生各自的根器、机缘不同，所受教化的

平等一如、无二无别的；另一方面是以“心性”

方式则有不同。接受一佛自化，还是二佛共化，

统摄净土，论证离“心性”便无净土。因此，

取决于众生与佛之缘分。但无论是释迦佛的折伏，

无论是心性消解净秽之说，还是一念心即净土

还是弥陀佛的摄受，都是为了成就众生往生西方

之论，智圆的净土思想均未超出天台宗的“性

极乐世界，达到觉悟。

具”圆融说。

智圆认为，觉悟就是俾众生“复其本”，
即“使其复本而达性”

[2]350 下

。

假道于慈，托宿于悲，将欲驱群迷，

三、余论
智圆的净土论在“心性即净土”逻辑下展
开。心性为诸法之源，摄纳净土；净土乃唯心

使复其本，于是乎无身而示身，无土而示

所变，极乐净土世界实存于众生自性之中。因

土，延其寿，净其土，俾其欣，促其寿，

此，智圆净土思想中的“心性”论，实是基于

秽其土，俾其厌，既欣且厌，则渐诱之策

天台宗的“性具”说，即：“心性”即实相义，

行矣！

[2]350 下

释迦佛和弥陀佛应机设教，俾众生厌离秽
土，欣慕净土，仅是策诱之善巧方便，其根本
宗旨在于使众生明心见性。然按大乘佛教诸法

“心性”与包括净土在内的诸法相融相即，
“心
[13]742 下

性”与净土是性相一如、“体用不二”

的

圆融关系。
智圆不仅是“唯心净土”论者，也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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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宗要。
智圆对净土真实性的坚信，也反映在其“五

序》中说：
吾所撰十疏者，乃始于《文殊般若》，

重玄义”第四“论用”中，“此经以舍苦得乐为

而终于《阿弥陀经》也。虽皆乘兴偶然而

用也。用谓力用，依言修习能舍此方之众苦，得

作，及论其次第，似有旨乎。得非始以般

受彼国之极乐，是经之力用也”

若真空荡击著于前，终依净土行门求往生

说阿弥陀经》修行，不仅能舍却众苦，而且能

于后邪？

[14]875 下

[2]352 中

。若能依《佛

获得净土之极乐。
⑧

智圆虽自称“十疏”为“即兴随缘”而作 ，

作为净土法门的弘传者，智圆除了主张西

然以《文殊般若》开头，以《阿弥陀经》结尾，

方净土真实存在外，还力倡藉他力往生成佛。

这一以般若为先导、净土为依归的排序，恰恰

在明人李贽所集的《净土决》中，录有智圆的

反映出了智圆的内心世界，证明了其晚年仰慕

一则语录：“孤山法师云：夫求生净土者，是

庐山之风，而孜孜以净业为终极之追求。

假他力。弥陀愿摄，释迦劝赞，诸佛护念，三

智圆深信西方净土真实存在，深信阿弥陀

者备矣，苟有信心，往生极易。如渡大海，既

佛的愿力不可思议，深信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

得巨航，仍有良导，加以顺风，必能速到彼岸

深信极乐世界的美好殊胜，深信净土法门能让

矣！”

所有众生当生解脱。这些充分体现在其以天台

资的智圆还专门作《阿弥陀经疏西资钞》○ 为

“五重玄义”○ 方式对《佛说阿弥陀经》所作

众生提供“西归净剎之资粮”

的教相判释中：

有行无解之偏失。

9

[15]497 中

为便于众生往生净土，力倡解行相
10

[14]875 下

，以补时人

三明宗者，信愿净业为经宗致，然则

智圆的净土思想具有“唯心净土”和“实

宗者要也，种种众行言因则摄，无量功德

在净土”两重性，前者显然受天台宗性具诸法

言果则摄，当知因果并宗要。经云：应当

的影响，后者则受《佛说阿弥陀经》中西方净

发愿生彼国土，是明因也。又云：闻是经

土说的摄化，其净土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

受持者，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代净土学说在佛教进一步中国化趋势下的发

提，是明果也。虽两义兼有而因正果傍，

展特点。

以正劝行人求生故。故经云：若有信者，

注释：

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又云：闻说阿弥陀佛

① 关于“宋学”，韩剑英指出：“在北宋初期形成的、以儒释道

执持名号，乃至七日即得往生。故以信愿

三家核心经典之学为精神主旨，包括儒释道三家哲学、史学、

净业为宗也。

[2]352 上

智圆将因果判为《佛说阿弥陀经》之宗要，
认为若以了解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是因，则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为果；若以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为
因，则得生净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果。

文学和教育在内，在北宋时期思想文化占主流的、并对宋以后
的文化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模式。”参见：韩剑英《宋学
先觉孤山智圆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4-5 页。
② 湛然在《十不二门》中说：“当知心之色心即心名变，变名为
造，造谓体用。”（《大正藏》，第 46 册，第 703 页上）对
此，龚隽认为：“北宋天台解《起信》真如随缘义，基本都在

正是因与果的相互转化，所以极乐世界的无量

湛然的格局里作文章。”参见：龚隽《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

功德既是因又是果，娑婆世界的信愿念佛同样

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中国哲学史》2005

既是因又是果，因果“两义兼有”。而对于普
通信众而言，抓住“信愿念佛”这个因，通过
苦修，自然能往生净土而获得无量功德这个果，
故云“因正果傍”。因此，众生执持阿弥陀佛
名号，“乃至七日即得往生”，全凭信愿净业
之因，故“信愿净业”即是《佛说阿弥陀经》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③ 张风雷指出，智顗“把实相分别为空、假、中三个方面，只是
为了令人易于理解，实际上空、假、中只是‘言端’或角度的
不同”。参见：张风雷《智顗评传》，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
年，第 141 页。
④ 《维摩经略疏》卷一：
“一染净国凡圣共居；二有余方便人住；
三果报纯法身居，即因陀罗网无障碍土也；四常寂光即妙觉所
居也。前二是应，即应佛所居；第三亦应亦报，即报佛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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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后一但是真净，非应非报，即法身所居。”参见：《大正藏》

［3］ 慧思. 大乘止观法门: 卷一[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46 册.

第 38 册，第 562 页下。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⑤ 潘桂明等曾指出：“将常寂光土指认为‘心性’妙理，这在智
圆思想体系中也有一种矛盾性，因为按照智圆对‘心性’的确

［4］ 智圆. 金刚錍显性录: 卷一[M]//大藏新纂卍续藏经: 第 56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6.

认，‘心性’为体，无二元之对立，无依正、圣凡之分。”参
见：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

［5］ 智顗. 观音玄义: 卷下[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34 册. 石
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版社，2001 年，第 589 页。

［6］ 湛然. 止观辅行传弘决: 卷五[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46

⑥ 即一方便有余土、二实报无障碍土、三常寂光土。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⑦ “三身”，即应身、报身、法身；“三不退”，即位不退、行

［7］ 智顗. 妙法莲华经玄义: 卷四上[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不退、念不退。

33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⑧ 关于“十疏”之作，智圆曾说：“予忝学天台之道，誓欲用三
观法门撰‘十疏’以伸‘十经’，以为法施之资焉。”参见：

［8］ 智圆. 金刚錍显性录: 卷四[M]//大藏新纂卍续藏经: 第 56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6.

智圆《佛说阿弥陀经疏》，《大正藏》第 37 册，第 352 页中。
⑨ “五重玄义”是天台宗为释经而立的五种义解法，即“释名第

［9］ 湛然. 维摩经疏记: 卷上[M]//大藏新纂卍续藏经: 第 18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6.

一、辨体第二、明宗第三、论用第四、判教第五”。参见：智
顗《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一上，《大正藏》第 33 册，第 681

［10］ 智圆. 闲居编·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正义序[M]//大藏新纂卍
续藏经: 第 56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6.

页下。
⑩ 据光荣在明正德年间《刻弥陀经义疏序》中称：“孤山圆师撰

［11］ 宗晓. 乐邦文类: 卷四[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47 册. 石
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弥陀经义疏》，后又钞之名曰《西资》，吾邦未见流行，学
者憾焉！比偶获《义疏》，订正镂刻，使学者免传写之劳，他

［12］ 智圆. 金刚錍显性录: 卷二[M]//大藏新纂卍续藏经: 第 56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6.

日若有得钞者，与此疏并行于世，则在西剎行者，岂不大资哉！
窃望焉。”（参见：智圆《佛说阿弥陀经疏》，《大正藏》第

［13］ 智顗. 妙法莲华经玄义: 卷五[M]//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33
册. 石家庄: 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 2008.

37 册，第 350 页下）说明该书在明代正德年间或之前已散佚。

［14］ 智圆. 闲居编·阿弥陀经疏西资钞序[M]//大藏新纂卍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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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iantai Doctrine of Gushan Zhiyuan’s Pure Land Thought
KE Xiang
（Buddhist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Zhejiang, Ningbo 315046, China）

Abstract: Gushan Zhiyuan was a famous scholar monk of Tiantai sect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ntegr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iyuan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ree views of Tiantai s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absorbed in the pure land, striving to dominate the idealistic pure land with the heart thought of Tiantai sect. He also took “heart”
as the nature of various dharmas to elimin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lean and dirty land. Zhiyuan is not only an advocate of
idealistic pure land, but also a firm adherent of real pure land. His pure land thought has distinct duality of idealistic pure land
and real pure land.

Key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iyuan, pure land, Tiantai sect,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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