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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护生画集》共六册，四百五十幅护生画，前后共占了丰子恺笔耕绘画

生涯中的四十六年。这一系列作品虽以护生为核心，有绝大多数的学者探讨了

《护生画集》内的护生观，但提及护生戒杀后的素食观却极为少的。所以本论

文将探讨的是以《护生画集》的护生为基础，从而引申至戒杀与素食观的剖析，

从中获得《护生画集》的内层意义。本文的研究方法采文本分析法，即通过分

析文献与文本、收集相关的资料再加以分析，将资料梳理排比后，从中截取所

需的资料文献。文本分析法即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由丰子恺《护

生画集》中的绘画重点以及诗文的重点进行探讨与分析。其中画集中的诗文是

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诗句所展现的表层意义，深入挖掘其中内含的附有的深

层意义。 

 

关键词：护生画集   丰子恺   护生   戒杀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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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护生画集》是家喻户晓的护生画册，以护生为主题，可说是人类爱护

自然与爱护动物的“教本”。《护生画集》乃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诗的

一部以爱物惜生为主的护生画册。《护生画集》是于 1929 年，丰子恺为祝贺弘

一法师五十岁而作的寿礼，共绘五十幅护生画，然而丰子恺还承诺每隔十年弘

一法师寿辰时出版一册护生画集，直到法师百岁为止1。 

绘画界的佼佼者丰子恺在著作《护生画集》的起源无疑是涉及到了对他

影响一生的老师——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俗名）。在 1918 年李叔同出家时，丰

子恺对于佛教有了初次的接触，并且有了不解之缘。李叔同出家后被尊为律宗

第十六代祖师，他于生活中实践爱物惜生的戒律深深感召了丰子恺。在李叔同

身上，丰子恺接触与学习到了不少人生真正的意义，艺术心灵就此启迪。所以

在丰子恺 30 岁那年，不仅皈依了弘一法师，并命法号为婴行，更与弘一法师两

师徒合作，诞生了《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共六册，四百五十幅护生画，前后共占了丰子恺笔耕绘画

生涯中的四十六年。初集出版在于 1929 年 2 月，是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同住上海

居士林时共同完成的。此后分别在 1940 年 12 月出版第二集、1950 年 2 月出版

第三集、1961 年初出版第四集、1965 年 9 月出版第五集、1979 年 10 月出版第

                                                           
1
 弘一法师（1880－1942），于《护生画集》第二集出版后圆寂，丰子恺仍信守承诺，每隔十

年出版一册《护生画集》当弘一法师的寿礼，至到弘一法师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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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第一集和第二集的诗文为弘一法师题写、第三集则为叶恭绰撰写
2
、第四

集和第六集为朱幼兰题写3、第五集则为虞愚书写4。（高明芳，2007：209-217） 

《护生画集》传承了佛法的护生思想，成为画集里重要的精神内涵，以

大慈大悲的心灌输和培育众生，将护生的慈悲心广大弘传。佛法最重视的就是

慈悲心的长存，佛教戒律中首要的也是戒杀，所以《护生画集》内所传达的重

要信息就是护生戒杀以长养慈悲。 

《护生画集》虽以护生为核心，也有绝大多数的学者深入探讨了《护生

画集》内的护生观，但提及护生戒杀后的素食观却极为少的。所以本论文将探

讨的是以《护生画集》的核心内容——护生为基础，从而引申至戒杀与素食观

的剖析，从中获得《护生画集》的内层意义。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对于选择《护生画集》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动机即是因为笔者本身与丰子

恺同样为素食者，对于戒杀与素食也有一定的基础认识，对于茹素二十年的笔

者而言，爱物惜生当然是人生的一大哲理，也是一生需要研究的课题。 

现今的素食者是占据地球人数中的少数，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半素，吃一

时段素的非全素食者，扣除起来，全素食者真是少中又少。其中绝大肉食者都

                                                           
2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庵。擅长于诗文、考古、书画、鉴赏等，喜

爱搜藏历代文物，同时是中国现代书画大师。 
3
 朱幼兰（1909-1990），浙江桐乡人。皈依印光法师，法名智开。茹素六十余年，常写佛经格

言。 
4
 虞愚（1909-1989），字佛心，号德元。爱好书法，曾受右任和弘一大师两大书家的指导，于

文学、佛学与明学有精通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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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物为主要食材，这不仅侵犯了动物的自主权利，更是隐埋了自己本有的恻

隐之心，杀害同样有感受、有父母、有血肉，同体共生的动物。 

此外，动物权利也是应该被得到重视的。动物权利主张非人动物应该被

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等规范所顾及，动物也应该被当作法理上的“人”和道义

上的社会公员，而不仅是被人类当作生产工具甚至是食物，与众生平等或护生

的理念相当。动物权利的观念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也有很深厚的根基，从这

种意义上说动物权利是中国的动物保护观念。然而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就是

这样的一部作品，讲求的是爱物惜生，主张动物保护与重视动物，更是结合了

佛、文界的作品，堪称是一部经典之作。但对于其中含有的素食深层含义，学

术界仍未有对于素食的相关研究。 

例如高明芳的<试论《护生画集》的护生观>里，确切地深论了丰子恺爱

护与保护动物的思想概念，也引述了许多大师的语句论证《护生画集》里戒杀

的论点，从而探讨丰子恺的护生观，但其中尚未提及素食的讨论。 

又如在王振钰与王艳的<《护生画集》中的佛教生态伦理思想> 中先是以

因果作为起点，探讨《护生画集》里为反衬杀生之恶所带来的教育意义。再者

更引申到慈悲为怀，护生护心的道理层面，最终以布施作为护生意义的结尾。

其中在<惜福布施，素食简朴>的章节中提及一些的素食概念，但其中更多的是

集聚在布施层面上，未提及《护生画集》中内有的素食真正涵义与意义。所以

本文将以研究《护生画集》为主，深入探讨《护生画集》中以戒杀为主的素食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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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范围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文本分析法，即通过分析文献与文本、收集相关的资

料再加以分析，将资料梳理排比后，从中截取所需的资料文献。文本分析法即

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由丰子恺《护生画集》中的绘画重点以及诗

句的分析进而进行探讨分析。其中画集中的诗句是主要的研究对象，针对诗句

所展现的表层意义，深入挖掘其中内含的附有的深层意义。 

为《护生画集》题诗的不只弘一法师一人独自的写作，其中也参考了不

少古典名作，也为画集中的诗句斟酌运用以及修饰花了不少功夫。所以对于诗

句的重点探讨将会是本文的主角，对其进行分析以及赋予它本有的深层含义。 

对于题目范围的局限性，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在于丰子恺《护生画集》全

6 册，由第一集至到第六集，一共四百五十幅画都在范围内，针对其诗句探讨

丰子恺的戒杀素食观，在叙述的当中也会引用一些圣人、大师、经典的语句论

述本文观点。 

 

第三节 研究难题 

当然对于研究素食题目会面对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中牵涉到了其它广大范

围的元素，如因果报应、生态环境、动物保护权等。因为当要处理戒杀以及素

食观念思想的时候，不免会于这些问题有链接与碰撞，甚至是息息相关，如要

完全处理清楚是需要庞大的空间与时间进行深入研究。介于时间与资料的限制，

本论文只处理丰子恺对于《护生画集》内含的素食观念，即研究《护生画集》

里有关戒杀与素食的题材，加以引用印证，缩小了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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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参考文献方面的难题，即研究《护生画集》素食方面资料的缺

乏。面对于这些问题，本论文将会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加以整肃，先是解决与理

清丰子恺《护生画集》里的护生戒杀观点，从而引申至其素食观，同时将会引

述大师与圣人之语句，加强与论证其的观点。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关于丰子恺《护生画集》的研究成果中，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是专

研《护生画集》的起源（李叔同对于丰子恺的影响）与其出版状况等之类的研

究。第二类为研究《护生画集》中的内容与内含的护生观念，即是丰子恺的护

生思想。第三类为引用《护生画集》的概念与文本印证佛教的因果、布施等教

义的阐述，也有儒家的思想与生态伦理。第四类是对于《护生画集》题材的寻

觅以及编绘风格研究。 

 在第一类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者是占多数的，有高明芳的 <丰子恺与《护

生画集》的编绘>、朱幼兰的 <丰子恺先生绘《护生画集》因缘略记>、朱美禄

的 <弘一法师与《护生画集》>、李风池的 <李叔同师生与 《护生画集》>、柯

文辉的 <弘一法师与《护生画集》>、杨崇文的 《“护生即护心”丰子恺《护

生画集》研究》、陈星桥的 <护生乃方便护心为究竟—— 以丰子恺《护生画集》

的创作及其特色为例>以及朱晓江的 <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辩说>。

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在于对于《护生画集》的创作起因做个深入研究，其

中也包括了丰子恺与弘一法师的关系以及弘一法师对丰子恺的影响，更处理了

丰子恺受到弘一法师爱物惜生的感召而始于创作《护生画集》。当然《护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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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也可以说是他们俩师徒的共同思想的结晶品。但在于朱晓江的论文中是以

儒家的角度阐述丰子恺是否受了佛教的影响而创作《护生画集》，进一步对丰

子恺创作动机作了阐述。 

 此外，也对《护生画集》的出版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即由创作起

源叙述一直到初集的诞生，之后也对每一集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及每一集

是由谁为《护生画集》写序都分星擘两。另外也有对于每一集内共有多少幅画

也列清楚，资料可谓是一目了然，毛举缕析。 

 第二类的研究成果中的内容涵括比较广泛，但研究者是少数的。研究成

果有高明芳的 <试探《护生画集》的护生观>、冉祥华的 <《护生画集》的护生

观及其对生态美学的启示>、杨文丰的 <仁爱慈悲的命运—— 丰子恺《护生画

集》小札>、陈星桥的 <护生乃方便护心为究竟—— 以丰子恺《护生画集》的

创作及其特色为例>、杨崇文的 《“护生即护心”丰子恺《护生画集》研究 》。

其中在陈星桥的论文中更把《护生画集》的内容分为四类：一是戒杀警示，二

是善护生灵，三是歌颂，四是讽喻，陈星桥更为这些内容附上了许多的例子，

清楚明了。高明芳的论文则是注重护生观点的论述，先是举例许多经典与大师

主张戒杀的观点内容，再引述了其中的语句来研究分析《护生画集》里护生观

念的究竟。此外也将《护生画集》所呈现的护生世界进行分类，以解析文本为

主，阐述观点。然而冉祥华的论文是较为详细的，将护生观点分为基础、理论、

启示三大要点进行探讨。 

 第三类的研究主要以引用《护生画集》的概念与文本印证宗教（佛教）

的教义以及儒家的思想，也有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有王振钰与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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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生画集》 中的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王振钰的<《护生画集》中的儒家

生态智慧>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以及朱晓江的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

想辩说。 

 《护生画集》中所体现的佛教深信因果、厚植善因，又或慈悲为怀、惜

福布施、素食简朴等思想，再依对于生态环境伦理思想，都成了宗教伦理不可

缺少的资源，对于研究此类题目的学者而言是份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料。王振钰

所研究的儒家思想也应用了《护生画集》展现近代僧俗两界共同弘扬戒杀、护

生等宗教生态伦理的脉络，作进一步的研究，于论文里阐述了民胞物与、和乐

自然等儒家思想。 

 第四类的研究是针对于《护生画集》题材的寻觅以及编绘风格进行探讨

的，对于此类研究题目的成果目前只有一篇为高明芳的 <丰子恺与《护生画集》

的编绘>。其中除了提及画集中的出版缘由与资料，更为画集中的题材搜索进行

了分析。据弘一大师的提议，每集的护生画集应各具特色，可用连环画体载、

采集用语体新文学题句、纯用欧美或外国的护生事迹等。然而面对于题材的局

限，丰子恺的题诗中有选自古人作品、古籍记载的故事、来自于日本古典长篇

小说《源氏物语》的名载故事、《动物鉴》等。 

 

第五节 研究价值 

 《护生画集》是一部经历四十六年心血的作品，参杂了绘画、书法、诗

词等各种形式合成这样的一部作品。除了艺术精神之外，《护生画集》的内涵

是更值得去讨论的，从生命的礼赞到戒杀，再到护生以及万物有灵方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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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是欲求而不可得的，都是于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循环发生的具体事件，并且

关系日常中人类最基本的饮食问题，而且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肉几乎是

随手可得，再也没人关心动物的生死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 

 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主张爱护生命，劝诫戒杀的，关系到自然生态，

动物权益，更关系人类仁慈方面的各种问题，其中本论文将要探讨的就是为何

人类必须戒杀吃素，观点在于人类心理层面的各种启发。 

 

第六节 论文架构 

本文研究的部分将会分成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分成六节：第一节

乃研究动机，解析说明选择《护生画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由。第二节为研究

方法与范围，采取文本与文献分析，解析文本的深层意义，在将所有参考资料

重整，重点截取所需资料进行论述。第三节为研究难题，即面对广大范围的牵

涉以及相关题目的研究资料的缺乏，提出解决方案。第四节为前人研究回顾，

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重点参考。第五节为研究价值，即针对所研究的课题，

提出研究的意义与发现。第六节为整篇论文的章节架构。 

第二章为《护生画集》的创作背景和出版状况，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

为李叔同对于丰子恺的影响，解析丰子恺思想转变的过程与接触佛教的原因。

第二节为《护生画集》的创作动机，即作护生画的起因与动机。第三节为《护

生画集》的出版状况，为《护生画集》全 6册的出版年份与情况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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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护生画集》的护生观，其中分为三节。第一节将重点分析

《护生画集》的护生观，以及其中引申出戒杀。第二节即分析《护生画集》中

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第三节为小结。 

第四章为《护生画集》中素食的观念，分为三节。第一节将深入探讨

《护生画集》里含有的素食观念，加以印证。第二节则是探讨《护生画集》素

食观与佛教经典内含素食观的论证。第三节为小结。第五章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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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护生画集》的创作背景和出版状况 

第一节  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 

李叔同（1880-1942），是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的西画与

音乐教师，同时也是启迪丰子恺艺术心灵的先驱，是影响丰子恺思想转变最深

的人。李叔同前半生是艺术全才，在美术方面的造诣是世所公认的，也在书法、

戏剧、音乐、金石5等方面都有深入的造诣，自小受启蒙教育的他不仅有进步的

思想和改革的精神，早前还将他的乐歌作品都注重在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方面。

（崔卫，2004：1-3）后半生遁入空门，一心向佛，以自己的书法抄写佛经佛语，

宣传佛教。 

早在李叔同五岁时因父亲去世请僧人“放焰口6”超度，就在心中就种下

了佛教的最早的种子。（崔卫，2004：1-3）然而真正开启李叔同的出家之路是

在李叔同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常与夏丐尊到西湖畔的佛寺游玩，

与佛教有亲密接触。在 1916 年也曾在虎跑定慧寺进行断食，近距离接触佛家人

的真实生活，逐渐坚定了向佛之心。之后在 1917 下半年，李叔同开始发心吃素。

到 1918 年 7 月 13 日，李叔同便在杭州的虎跑大慈寺披剃，皈依了悟法师，法

名演音，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丰子恺，2013：137-159）弘一法师在出家

后，佛学思想也感染了他的弟子丰子恺。 

李叔同与丰子恺的相遇是在 1914 年初秋，李叔同在两年前从日本留学归

国后，受老友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经子渊邀请，担任该校的西画与音

                                                           
5
古代镌刻文，在牌匾上刻有纪念铭文的刻字（以石刻为主）。 

6
 佛教仪式，全名为瑜伽焰口施食仪。一种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施食饿鬼之法

事，以饿鬼道众生为主要施食对象，施放焰口，饿鬼皆得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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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师，与夏丐尊、姜丹书等人为同事。而此时，丰子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

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李叔同在该校任教了 6 年之久，丰子恺就

是李叔同培养出的杰出艺术人才之一。 

丰子恺欣赏的导师很多，如夏丐尊、马一浮等人，唯独李叔同是他影响

最深，也是最为钦佩的老师，因为李叔同不仅仅是他的艺术老师，更是他的人

生老师。丰子恺原想研究古文，但跟从了李叔同学起绘画之后，让他对艺术爱

不释手。丰子恺打小的艺术天分极高，在学习过程中也颇受李叔同的青睐和得

于栽培。丰子恺曾在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里言，李叔同曾经对丰子恺说出这

么一句话： 

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

速的人。你以后可以……（丰子恺，2013：148） 

因为这两句话，让丰子恺的方向大变，艺术成为了他一生所要追求的目

标。李叔同这一席话能成为丰子恺的人生关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李叔同的人

格魅力所致。丰子恺在他的文章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中曾表述李叔同在

他心目中是个伟大的形象，更是他的榜样。“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是认真的，

严肃的，献身的。”（杨牧，1982：173）这是丰子恺对李叔同的评价。又言李

叔同的教育特点：“做一样，像一样”（杨牧，1982：173），正是因为李叔同

的身教与言行，说到做到，不论做何事都是认真、严肃与献身，深得学生的心。

李叔同也会利用大量的时间补课，教导学生更多地音乐和艺术知识，这种积极

和奉献精神都是丰子恺所钦佩的。再加上李叔同对自己的开导、鼓励、青睐等，

丰子恺就已倾心追随了。丰子恺曾在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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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丰子恺，2013：

138） 

又在 <我与弘一法师> 里言： 

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宗教的导师。我的一生，受法师

影响很大。（丰子恺，2013：160） 

由此可见，李叔同在丰子恺心中的地位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除了在绘画方面外，因当时西洋艺术理论多从日

本到中国，李叔同也单独教授了丰子恺日文，教导与训练他阅读从日本得来的

西洋艺术理论，使丰子恺在 1921 年初远赴日本留学，却因经济问题只停留在日

本 10 个月。（陈星，2004：8）这么一来就很清楚丰子恺对于李叔同的敬爱和

钦佩程度已远超其它的教师，丰子恺也曾作了许多篇文章来缅怀弘一法师。在

师徒关系亲密的他们，李叔同的思想也逐渐感染了丰子恺，因丰子恺时常陪伴

在李叔同身旁，所以李叔同生活細微的部分丰子恺都能了如指掌。丰子恺从李

叔同身上受到的熏陶不仅是艺术思想上、心灵上、人格修养上、更多的是佛教

的思想。 

李叔同曾在一册明代刘宗周著的《人谱》书的封面上写着“身体力行”

四字，并在字旁加个红圈，向丰子恺叙说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7”的意义，传

以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穿的文艺观。（张梅，2011：6）说明做人的

要求与修养，要求丰子恺首重人格修养，其次才是文艺技术。这番教导使丰子

                                                           
7
说明是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量与见识，任何技艺都是不足以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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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刻骨铭心，犹如开了扇明窗。后来的丰子恺继承了李叔同以“士先器识而后

文艺 ”为生活准则，非常注重涵养的内心。 

丰子恺就是这样受李叔同的熏染之下，走上艺术之路，以博爱的心灵关

怀一切，给予万物热诚的同情。这也是丰子恺在作画《护生画集》的萌芽之初。

当然也是因为这份关怀与热诚，使丰子恺的佛根深种。 

 

第二节  《护生画集》的创作动机 

从创作缘起而言，最直接的就是丰子恺在佛家惜物护生的思想启迪下产

生的。丰子恺认为，对世间万物拥有热诚与同情关怀是佛教的真谛，是佛教的

本质，而这样的真谛需要通过艺术和文学传达出来，造就了丰子恺博爱仁慈的

个性和促使《护生画集》的诞生。丰子恺虽从小被父亲培养成一个非宗教信仰

的天生素食者，但丰子恺真正开始接触佛教的思想是当他遇上他一生的老师—

—李叔同。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得意门生，再加上丰子恺本身对李叔同的敬爱和

钦佩，所以李叔同的思想与人格也在无形中熏染和启迪了丰子恺，使他自觉地

接受李叔同传达的佛教精神文化，对亲近佛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甚至在丰子恺的生日当天 1927 年 9 月 26 日发愿要皈依弘一法师，法名

为婴行。师徒二人就时常在一起弘扬佛法，劝人向善戒杀，《护生画集》也是

当时要劝诫世人从善戒杀计划的第一步。弘一法师是很尊崇印光大师的，也曾

带丰子恺拜见过印光大师。1920 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再次发生抗

日战争，导致中国军阀混乱，民不聊生。印光大师就提倡戒杀放生，扬言仁慈

风气。（崔卫，2004：1-3） 弘一法师也深受影响，身为素食者的弘一法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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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赞同戒杀，普渡众生。这样的想法自然也传达到了丰子恺的思想上，以丰

子恺博爱，仁慈的个性，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转折。再加上当时中国社会

背景受西方影响甚重，西方正在提倡素食主义，保护生灵团体的活动也举行的

如火如荼。在中国就有蒋中正在《护生报》题的“为东亚提倡保护动物，宣传

素食主义之专刊”（陈星，2004：97-98）《护生画集》就在这个素食主义大潮

中诞生出来了。 

但促使《护生画集》计划实践的契机是在 1927 年。自 1918 年李叔同出

家后，弘一法师便常出各地云游。在 1927 年，弘一法师云游到上海，居住在丰

子恺位于江湾的家中，两师徒的《护生画集》便是此时酝酿出来的。当再次碰

见弘一法师时，佛学思想已非常成熟的丰子恺就要求皈依弘一法师，皈依后两

师徒除了宣扬佛学和仁慈仁爱之外，也策划《护生画集》的画册编绘。利用丰

子恺绘画的艺术，再搭配弘一法师的书法题诗。 

当然更大的原因在于丰子恺想赶在 1929 年弘一法师五十岁大寿，作为礼

物送给他最敬爱的老师，并承诺每十年都会出版一册《护生画集》直到弘一法

师百岁为止。《护生画集》最初只打算绘制 24 幅护生画，但弘一法师捎信于

丰子恺说：“彼谓画集出版后，擬赠送日本各处。朽意以为若赠送日本各处者，则此

画集更须大加整顿。”（编辑委员会编，2010：368），应于要发行到日本的要

求就增加了 22 幅画，以凑满 50 幅护生画。所以《护生画集》第一册的绘画篇

数的 50篇，正好是弘一法师岁数的数字，作为一份附有深层意义的礼物。 

《护生画集》在 1929 年 2 月出版之后，因战乱师徒二人分别各自居住在

福建泉州和江西宜山。但丰子恺仍再次计划作画《续护生画集》，打算远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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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泉州祝贺弘一法师 60 大寿。当弘一法师看到《续护生画集》出版非常高兴，

并捎信江西嘱托于丰子恺： 

朽人 70 岁时，请仁者做护生画第三集，共 70 幅；80 岁时，作第四集，

共 80 幅；90 岁时，作第五集，共 90 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

集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2009：II） 

最初丰子恺本认为世事无常，再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混乱，自己又流亡在外，

生死难卜，深怕自己履行不了对老师的承诺。但既然是老师嘱咐的，必定遵从，

所以丰子恺在回信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丰子恺，2009：II） 

所以丰子恺就将编绘《护生画集》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一直作画，至

到《护生画六集》面世，才离开人世。最终共作 450 幅护生画。不幸弘一法师

在未能在《护生画三集》出版时就已圆寂，弘一法师圆寂之后，丰子恺也将绘

画护生画当作是一种怀缅弘一法师的方式，依然履行自己对弘一法师的承诺。 

 

第三节《护生画集》的出版状况 

《护生画集》初版是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在上海居士林合作而成，为庆弘

一法师五十大寿，丰子恺作画 50 幅护生画送于自己的老师。丰子恺在 1927 年

就开始作画护生画，画毕便请弘一法师题诗，其中十七首引用古德诗，其余的

由弘一法师自作。之后请马一浮先生作序，李圆净写跋，定名为《护生画初

集》，最后于 1929 年 2月正式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发行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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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护生画集》初集出版后，丰子恺有愿为纪念弘一法师的六十寿辰而

作画第二册《护生画集》，名为《续护生画集》。在 1939 年，因由抗日战争的

战乱，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分隔两地，居住在江西宜山。但丰子恺依旧作画 60 幅，

由宜山寄去福建泉州让弘一法师题诗祝寿，由夏丐尊与李圆净作序。之后在

1940年 11月初正式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 

弘一法师看见《续护生画集》出版后欣慰非常，捎信于丰子恺委托他继

续作画至到弘一法师百岁为止：“今年朽人世寿六十，承绘画集，至用感谢。但人

命无常，世寿有限。朽人或不久谢世，亦未可知。仍望将来继续绘此画集（每十年绘

辑一编，至朽人百龄为止），至第六编为止。”（编辑委员会编，2010：374）丰

子恺也遵照弘一法师的意愿作护生画续集，于是《护生画三集》则是在 1949 年

1 月 14 日，丰子恺在厦门作护生画完成，配上自序，共作画 70 幅。丰子恺给

居住香港的叶恭绰先生写信要求题字，很快就收到回应允诺，并亲自携带护生

画远赴香港让叶恭绰先生题词。4 月初，丰子恺就携画回上海，于 1950 年 2 月

在上海的大法轮书局出版。（丰子恺，2009：II） 

第四册的《护生画四集》的创作时间在 1960 年，于上海作画 80 幅。由

广洽法师作序，朱幼兰题词。由于抗日战争，广洽法师移居新加坡，在恰巧之

下，广洽法师归国参加传戒大会，在南普陀寺认识了丰子恺，并将自画的《今

日我来师已去，摩娑杨柳立多时》送给广洽法师。（陈星，2004：101-102）作

画一年后，在得到广洽法师的协助下，于 1961年初在新加坡的薝蔔院出版。 

至于第五册《护生画五集》，因公众催盼的关系，丰子恺提前在 1964 年

9 月绘作护生画 90 幅。在 1965 年 6 月初丰子恺就已经收集完毕诗文 90 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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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北京的虞愚居士题诗，配上自序。至到 8 月下旬就已完成了定稿。此时，广

洽法师已在新加坡与印刷厂签订了合同了。所以 1965 年 9 月就寄往星洲广洽法

师，在新加坡薝蔔院出版。而《护生画六集》，丰子恺因招受“文革”的影响

迫害，饱受折磨，令其百感交集。所以提前在 1973 年于上海在逆境中作画 100

幅，交由广洽法师作序，朱幼兰题词。最终在香港的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初版。

出版时间为 1979 年 10 月。（朱幼兰，1982：36-37）不久两年后，丰子恺也随

之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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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护生画集》的护生观 

第一节 《护生画集》之护生观——戒杀 

丰子恺是天生的素食者，因弘一法师的缘故深信佛教思想。接触了佛教

之后所做的《护生画集》以一画一诗的形式将里面的内容思想呈现出来，主打

易懂、易悟的方式传达出去。《护生画集》的宗旨是弘扬护生观念，宣扬戒杀，

透过护生戒杀种善根。通过以画说法的方式，希望普及众生去除残忍心，长养

慈悲心。 

丰子恺在《护生画集》的序文中言： 

护生就是护心。爱护生灵，劝诫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

诱致世界的“和平”。故我们属爱护的，其实不是禽兽虫鱼的本身（小节），

而是自己的心（大体）。换言之，救护禽兽虫鱼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

（丰子恺，2009：IV） 

说明了爱护动物就是爱护自己心，这个心是仁爱心，慈悲心。孔子在论语的

《述而》曰：“仁远乎哉？我与人，斯仁至矣。”（孟颖，2002：519）如一个人

有意要达到仁，就能做到。真正的仁者，言行绝不离开仁，透过言行举止表达

出仁的涵义。然而护生，就是一种仁的行为；仁爱就是一种慈悲的行为。丰子

恺也在序文里说了“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丰子恺，

2009：IV）所以丰子恺主张护生，强调的是慈悲心，对于慈悲心的培养。弘一

法师在第一册《护生画集》的<生的扶持>中题诗： 

一蟹失足，二蟹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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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知慈悲，人和不如。（丰子恺，2009：4） 

揭示了人的慈悲之心早已被杀害动物的残忍心盖过，不仅不知如何爱护动物，

还狠心地杀害它们，动物都知道互相扶持，人却因自己的私欲残杀同样有血有

肉的生命体。《护生画集》里《母之羽》、《推食》、《羊感救命》、《救

象》、《救蚁》等都是描述了动物之间的慈悲激起人类的慈悲心。 

护生作为《护生画集》的核心内容，可谓篇篇都是护生的题材。如：第

一册《护生画集》的<！！！>： 

麟为仁兽，灵秀所钟。不践生草，不履生虫。 

繄吾人类，应知其义。举足下足，常须留意。 

既勿故杀，亦勿误伤。长我慈心，存我天良。（丰子恺，2009：

16） 

在这幅画中是一双人类的脚，即将踩死脚下的一只小虫。不论是画或诗，丰子

恺所要传达的是佛教的慈悲之心，是佛法精神。不只是佛教，儒家的《孟

子·公孙丑上》也言：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颖，2000：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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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天性本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应该“长我慈心，存我天

良”。丰子恺言，麒麟因性情温和，不伤人畜，不践踏花草，所以被称为“仁

兽”。想表露的就是麒麟都可以做得到“仁”和“慈”，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为何又做不到呢？在《儿戏（其二）》、《盥漱避虫蚁》等都有提及护生即等

于慈悲，应实施我们的慈悲心，放生动物。丰子恺认为，众生应该破除执我，

平等如一，对万物一视同仁，培养慈悲胸怀。《护生画集》的《沉溺》里就已

说明了爱护万物是始于人类本有的恻隐之心，是成为仁的开始。对应上丰子恺

主张的护生即护心的理念。 

而护生的第一步就是戒杀。想要真正爱护万物，放生动物最好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戒杀。丰子恺信仰佛教，而佛教是非常重视慈悲，甚至律制以戒杀为

本，以放生为行善的基本。关于戒杀，如第一册的《护生画集》，第一幅《众

生》画诗里就写到了 

是亦众生，与我体同。 

应起悲心，怜彼昏蒙。 

普劝世人，放生戒杀。 

不食其肉，乃谓爱物。（丰子恺，2009：2） 

俗语说：“肉字里边两个人，里边罩着外边人；众生还吃众生肉，仔细思量人

吃人。”弘一法师在诗文中已言，所有的众生乃与人同体，都是一样的生物。

我们是众生，动物同样也是众生，不该贪图一时的口福而杀害自己的同胞。孟

子在《梁惠王章句上》云：“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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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颖，2000：72）不忍心，即仁慈的表现。

仁者应视动物生命如同自己生命，将仁爱之德扩大至每个微小的生命。护生观

最基本的就是爱护众生的生命，而真正的“爱”和“护”就必须戒杀，因为不

杀生才是真正的仁慈。所以弘一法师呼吁众生“应起悲心”并且“放生戒杀”，

才是真正做到爱物惜生。 

丰子恺所信仰的佛教是以慈悲为本，禁止杀生的宗教，所以主张的是禁

绝伤害动物，不再为满足食饮而残杀动物。在《义狗救猪》： 

   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难伸， 

   设身处地扪心想，谁肯将刀割自身？（丰子恺，2009：18） 

《论语·卫灵公》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颖，2002：1018），将心比

心而言，谁都恐惧与害怕刀刃在自己的身上游滑，更何况是要取性命呢！一边

就是惨遭宰割之苦的动物，“血肉淋漓”；另一边就是坐等享受以动物血肉烹

成的山珍海味的人类，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带出了人类的自私，贪图口腹的

欲望。 

此诗已经道明“谁肯将刀割自身”，设身处地的从动物的角度想，别在

为了一己私欲，而残酷地剥夺动物。俗语说：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

痛苦之上。没人会愿意为了你的欲望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眼看屠场没有一

只动物在临死前是不哀嚎的、是不挣扎的，也不会自动将颈项伸向刀锋下任由

宰割。人类如果遇到生命威胁都会拼死地喊救命、拼命地挣扎，祈求一丝的生

机，动物也是一样的。只是动物不会人类的话语，甚至有些动物没有声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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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却无能为力，人类偏还要置他们于死地。丰子恺希望众生止恶向善，停止

杀戮之孽。 

此外，第一册里《喜庆的代价》： 

喜气溢门楣，如何惨杀戮， 

唯欲家人欢，那管畜生哭。（丰子恺，2009：44） 

也言明杀戮所带来的伤害，不是肉体上的疼痛，更多是心灵上的恐惧、无助之

感。杀生只会为动物在临死前带来彷徨、害怕、甚至绝望、煎熬的感觉，看着

刀刃即将在自己的身上割，一片一片将自己的肉取下，是无比的痛不欲生。只

有“家人欢”，却看不见“畜生哭”。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动物就要牺牲自

己的性命为人类做成生鱼片、焖活鱔、烤鸭、蒸蟹、烹蝦。杀害是最恶劣的行

为，更何况是为了满足自己，这样不尊敬生命实令人唾弃。丰子恺就是用这样

鲜明地对比已经带出他极力想劝诫众生杀戮的理由。 

相同，在《乞命》、《人鱼互膏腹》、《互割互啖图》等都在透露着同

样的信息，即是众生被宰割之苦，应以慈悲之心戒杀，放过那些可怜的畜生们。

在第一册的《平等》，题记取宋朝诗人黄庭坚的《戒杀诗》： 

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 

原同一种姓，只是别形躯。 

苦恼从他受，甘肥为我须； 

莫教阎老断，自揣应何如？（丰子恺，20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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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表达了众生平等的观念，所食之肉本体同一，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

就将杀戮的痛苦带给其它众生。我的肉和众生的肉，名称虽然不一样，但功用

却是一样的。人类的肉就称人类；动物被烹饪了就称鱼肉、羊肉、猪肉，实为

同一种东西。然而却将动物的肉变成美食，变成人类的需求，如若了解因果的

人都知道，将来必须还他。将来百年归老，先叫阎王爷不要断案，自己先揣测

该如何做。 

佛教理念是万物不分贵贱大小，都看作平等造物，都给予悲悯怜惜。上

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即便再微小的生命也要有爱护之情。更何况

动物与人类本就是同样的、平等的，只是“别形躯”，为何要徒增烦恼、徒增

痛苦在与你毫无关系，毫无恩怨的动物身上，痛苦由它们受，快乐却自己享。 

最后，丰子恺认为，如果这个世界无杀生，无屠戮，不仅可以带来世界

的和平，也可以让身为人类的我们与自己的同胞动物们和谐相处，世界大同。

丰子恺也向往着这样的生活，在《护生画集》第二册里《鹬蚌相亲》就深刻透

露了这样的思想感情： 

世间有渔翁，鹬蚌始相争。 

若无杀生者，鹬蚌自相亲。（丰子恺，2009：102） 

利用《战国策·燕策》里《鹬蚌相争》的故事，向众人说明劝诫人类不要当

“渔翁”，劝诫世人放下你争我夺、自私自己的心，应该常以慈悲为怀的思想

对待众生。如果世上再没渔翁，就不会出现渔翁得利的情况，没有互相厮杀，

这个世界就会相当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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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护生画集》中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 

自然生态系统分为两种：一种是水生生态系统；一种是陆生生态系统。

佛教提倡不杀生、积极护生，其中环保护生是核心内容，不论是陆生还是水生，

都出于对于动物的保护，有非常积极慈悲的思想。因为任意地杀生，不仅会汙

染心灵，还会破坏自然生态。自然生态的协调被破坏，就会导致动物的灭亡。

《护生画集》的第二册《游山》里： 

众生恶残暴，万物乐仁慈。 

不嗜杀人者，游山可跨狮。（丰子恺，2009：114） 

众生向往的是“万物乐仁慈” ，如一个心常存慈悲，爱惜物命的仁人，会进而

影响周遭的人事物，连森林之王都能顺从，被感化而丢掉兽性。反之，如动物

们都生活在刀光血影的世界里，只怕都会显出自己凶猛的一面。人与万物是同

体共生的关系，只有彼此尊重爱护，才能共存共荣，世界也少了许多的杀戮。

再者，在第二册《护生画集》的《方长不折》： 

古人爱生物，仁德至今传。 

草木未摇落，斧斤不入山。（丰子恺，2009：62） 

古来至今，不论是佛教或古人都推崇慈爱，爱物。如孟子《尽心章句上》：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颖，2000，1041）人类应于爱惜和保护万物，

从而扩天之仁德，也应该爱物于报答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推己及人地去爱护

万物，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是随意摧毁破坏，更何况是随意屠杀动物或

把动物当成食物。丰子恺认为，要以爱惜自己的心情，推而去关爱万物，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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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爱物，才可以培养或流露人原有的恻隐心、仁慈仁爱的心。又或第一册的

《暗杀》里：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丰子恺，2009：26） 

这首诗是引白居易的偈頌，幼鸟等着母鸟回去喂食，如等不到母鸟回归，幼鸟

也就命不久矣。不管是何种动物，都是有血有骨有肉有皮，与人类的构造只差

个外形的分别，实属我们的同胞，他们同样有家庭有生活。丰子恺就利用子待

母归的真情奉劝世人生存仁慈之爱，勿要残害和拆散动物家庭，推广的是仁心

仁术。在第三册的《鱼子初生不畏人》里：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 

   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丰子恺，2009：64） 

此诗言浅意深，非常发人深省。湖里的鱼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丝毫不畏惧

人类，但经过人类不断地以鱼钩去伤害鱼儿的嘴唇，不断地以刺穿鱼儿嘴唇为

乐，鱼儿便开始恐惧人类、恐惧鱼钩、甚至恐惧自己的生命何时会被夺取。 

畜牧是破坏森林的最大力量，大量地猎杀动物会使自然生态的平衡遭受

破坏。素食不但对你的健康有益，对地球也很有帮助，因为不含肉类的饮食有

助于保持天然资源。荤食不但对人类的健康有害，对环境也有相当大的杀伤力

坏地球的杀手。 

此外，天然资源的浪费也是在破坏者自然生态的原因之一。养活一个肉

食所需的土地生产力，就能养活二十个素食者。根据记载，世界 75％的植物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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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拿来喂禽畜，而一只禽畜可能只给一个人类食用。以美国为例，如果一年少

消耗 10％的肉类，就可以释放出一千两百万吨谷类给人类食用，这个食物量足

以喂饱六千万人。这样看来，其实是有很多天然资源是被浪费掉了。当人们在

抱怨资源能量逐渐减少时，却未曾思考到其实肉食就是个祸源所在。 

如今的社会背景是基建在一个无视动物权利和剥削自然环境的架构上，

以动物作为食物、用于娱乐或者用于研究。动物权利和众生平等或护生的理念

相当。在二十一世纪里的社会中，爱护动物已是十大环保工作之一，也与丰子

恺提出的相同，用爱与关怀来尊重生命，保护自然生态之外，也能培养人类的

同理心与慈悲心。 

 

第三节 小结 

北宋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写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林乐昌，

2012：887）意欲万物与人的本性一致，皆有其灵性，宇宙万物都是我们自己的

同胞。所以，不应残杀自己的同类。《护生画集》的内容除了宣扬佛教的慈悲

以外，最重要的是主张爱物惜生的理念。 

护生的最终目的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脱苦渊。”发挥至仁

的天德，长养慈悲，布施救命。丰子恺信仰的佛教以慈悲為本，是大乘佛教的

心髓，然而具体内容就是利他。所谓“利他”在丰子恺的护生戒杀思想就是慈

悲，惜生爱物，不能被自私欲望所蒙蔽，狠心残害动物们。所以最简单能做到

的护生，即是断荤茹素。 



27 
 

总结以上所言，丰子恺所绘画的《护生画集》倡导的就是一颗慈悲的心，

维护动物同时也维护自己的慈悲心。强调了护生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护生所能

得到的好处，即保全动物、保护自然生态，最重要的是长养自己的慈悲心与良

知良能，流露出本有的佛性、善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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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护生画集》之素食观 

第一节 《护生画集》素食观的探讨 

丰子恺受先父遗传，是天生的素食者，在《护生画集》的序里言：

“《护生画集》中的画，不过是我素食后的感想的造形的表现。”（丰子恺，2009：

IV）。当然，《护生画集》中也有许多例子是从戒杀表现出素食的必然性。 

很多人认为自身的饮食习惯不该受到道德制定规范或被道德伦理所限制，

应该是跟着自身的喜好而言的。但丰子恺并不认为，他认为虽为饮食，但人类

都会畏病惧老，知痛识痒，更何况同样有血有肉的动物们也莫不如是。人类不

应该为了私欲，满足口腹就造杀孽，残杀动物。丰子恺认为对生物爱护之情，

应该与对人类之爱并无二致。在第一册《护生画集》的<吾儿>诗文里言： 

人贪滋味美口腹，何苦拆开他眷属。 

畜生哀痛尽如人，只差有泪不能哭。（丰子恺，2009：10） 

人类因贪恋短暂的口腹之欲就屠杀动物，或为满足一时的贪欲而宰杀畜生，却

忘记如是自己受到如此的刀割痛楚也会痛不欲生。戒杀的宗旨是禁绝伤害动物，

将不再满足饮食而残杀动物，让动物首足异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曾说：“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去吃我的朋友。” 此意就是

不能让自己欲求健康长寿，就令他生物消瘦短命，更何况是自己的“朋友”。 

丰子恺提倡护生、戒杀，那么护生戒杀的下一步就是素食，戒杀的真正

含义就是以茹素带出其中的宗旨。在第一册《护生画集》里《尸林》：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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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应起悲心，莫贪口腹。（丰子恺，2009：74） 

诗句是以《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颖，2000：72）为引，弘一

法师将最后一句改为了“应起悲心，莫贪口腹”。孟子言君子对于飞禽走兽，

若看见他活着，就不忍看见它死去；听见他临死哀嚎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

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那宰杀畜生的厨房。孟子的语句已固然清晰，说明人类

就应以慈悲心为先，不改去杀害动物为自己解口腹之欲，此乃君子之举，也就

是“仁”之举。弘一法师改的最后一句“应起悲心，莫贪口腹”也就是此意，

以仁慈长养为首要。 

其实能感受食物味道的不过就经过我们区区三寸的舌头，经过舌头吞了

下去就再也感受不到味道了。为了满足这三寸舌头的欲望，就让无辜的动物们

遭受如此痛苦的刀刃、火烹之苦，何必为了满足这三寸石头而做出如此残忍的

事情呢！所以在《护生画集》里的《咬得菜根百事成》就说明白了： 

口腹贪饕岂有穷，咽喉一过总成空， 

何如惜福留余地，养得清虚乐在中。（丰子恺，2009：124） 

此诗是引用了宋朝苏轼的《戒杀诗》。苏轼从湖州被捕，押到京城关在御史台

监狱，在狱中写了<狱中寄子由二首>给他弟弟苏徹，形容自己在监狱如待宰畜

生的痛苦。后因为苏东坡经历过死里逃生，其感受就如同将被宰的鸡鸭惶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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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忽然得以从厨师的刀下逃此一命，因此从此之后不忍为了贪图口腹之欲，

而使生灵动物遭受无量的恐怖痛苦了。 

弘一法师就以苏轼的故事，引用了苏轼这首非常贴切的戒杀诗，说明口

腹之欲如过眼云烟，一过成空，倒不如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清虚”指的是清

虚寡欲，透露了勿为肉腥蒙蔽了自己本有的慈悲。在罗大经著的《鹤林玉

露·卷十一》里提及： “若疏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可以养神也。”

（罗大经，1975：11）说明其实不食荤腥，同样可以健康养生，表露了素食的

宗旨与目的，从戒杀放生开始做起。 

 另外，在《将人试比畜》里： 

每馔必烹鲜，未见长肌肉， 

今朝血溅地，明日仍枵腹。 

彼命纵微贱，痛苦不能哭， 

杀我待如何，将人试比畜。（丰子恺，2009：16） 

此诗同样引用了苏轼的《戒杀诗》，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同胞，食肉者

无异是在食自己的亲眷。平日在肉禽市场里，看见的架上挂满的都是被屠宰后

的动物的肢体。换个角度，如果“将人试比畜”，架子上挂的都是人类的手手

脚脚、心肝脾肺，我们会做何感想，于心何忍？有句话说：不要将自己的肚子

作为动物的坟场。还要伤害多少人类口中“有生命”的动物。 

或又如《吃的是草，挤的是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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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慕牛力大，牛食草为粮； 

若慕猪体肥，猪食糟与糠； 

请观牛与猪，不因食肉强。 

若慕肉味美，何不自割尝？ 

自割知痛苦，割他意扬扬； 

世无食肉者，屠门不开张。（丰子恺，2009：2） 

人们常说吃肉的是为了想要增强自身体力，但最强壮的动物如大象、牛、

马、骆驼等，都是草食动物，却很强壮。又或者以大猩猩而言，它的生理构造

和人类的非常相近，但却比人类强壮多了，而他的食物就只是水果和植物。 

说明了荤食与素食并无异别，吃素照样可以成长得牛高马大，只是存在

食肉的欲望与否。在诗句中明言，牛与猪每日吃的也不是他们的同伴，不是肉

食，而是草是或糟糠，但他们一样粗壮成长，力大无穷，不会瘦小无力。既然

如此，为何还要取他人性命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诗句里“若慕肉味美，何不自

割尝”与之前的“将人试比畜”相同，如若真觉得荤肉美味，何不自己割下自

己块肉尝尝是何种滋味？ 

著作《一只海豚的微笑》的作者科罗拉多大学的马克·科夫曾说，动物

也会经历恐惧、痛苦、喜悦、愤怒，还有更多复杂的情感，例如尴尬、爱和忧

伤。（蔡京仙，2008：97）其实动物与人类相同，同样有五感，也同样会知恩

报酬。据万物有灵论来说，人类善待动物，以动物的灵性也会感知别人待自己

如何，会投保回相同的态度，而且甚至不会畏惧人类，还会报答之前所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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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如画集里《酬谢》、《报恩》、《智能胜力》、《虎感拔刺》、《象感

出搓》等都是在叙述动物们受到了恩惠，怀着感恩的心向施恩者酬谢报恩。 

在诗句里“世无食肉者，屠门不开张”，正正是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是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如世上没人食肉，就不会有人买卖肉食，相同

没买卖就没杀害，任何动物都一样，表明了生命个个平等，不该将刀刃指向别

人。 

 

第二节  《护生画集》的素食观与佛教经典 

《护生画集》中的素食观有很大部分与佛教经典有相同之处。佛教的五

戒中第一条戒律就是戒杀。以培养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宗旨。而素食就是实

践戒杀的第一脚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杀业，长养慈悲，与《护生画集》

的理念相辅相和。佛教的基本观念就是众生平等，众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

所以以“慈悲为本”的大乘佛教经典中也有很多记载戒杀吃素的文献，如《涅

槃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楞伽经》、《梵网经》与《首楞严经》等。 

在《大乘入楞伽经》的卷六就有<断食肉品第八>是在阐述杀生与茹素的

原因，如： 

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大

正 16，P.624 a） 

这与《吃的是草，挤的是乳》里的“世无食肉者，屠门不开张”是一样的道理。

世上只因为会有屠夫是因为有买卖，之会有买卖是因为有人食肉，因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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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无人食肉，那么也不会有人去杀生求财。所以在《大乘入楞伽经》里说食

肉就是等于杀生是正确的，就算是从菜市场买回去的肉类已死，已被切成肉块，

但罪魁祸首仍是将肉买回家的人。 

另外，《大乘入楞伽经》也有记载： 

大慧，菩萨慈愍为护众生，令不于如是之心，不应食肉。（大正 16，

P.623 b） 

慈愍即为仁慈怜悯，佛教以菩萨思想，大慈大悲为主，所以真正的仁慈

与慈悲就是放生动物，爱护动物。如何做到真正的放生，除了戒杀，就是茹素。

茹素才能真正地断根，断因果根，断杀业根。所以“不应食肉”是重点，在

《金刚经》里说：“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大正 08，P.748 c）这个

“住”可以解释为欲望、障碍等，意为达不到清净，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

想食肉的心，食肉的欲望。如果产生了这样的心，就应该用佛本思想，用慈悲

之心去降伏它，做到自然地不食肉。因为素食可以保全动物，也可以令自己达

到长存慈悲的境界，免造杀业。 

《涅槃经·卷四》中迦叶菩萨问佛： 

云何如来不听食肉？”佛言：“夫食肉者，断大慈种。（大正 12，

P.626 a) 

食肉的人是不能生起慈悲心的，因为已经麻木动物是拿来吃的，让自己的良心

和慈悲心都远离了自己，佛性无法流露出来。所以“断大慈种”便是这个意思，

不仅污秽了自己本来的恻隐之心，也无法将菩萨本能的慈悲心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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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网经菩萨戒本》记载： 

若佛弟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断大慈悲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

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若故食者，犯轻垢罪。

（大正 24，P.1005b） 

与上述相同，食肉的人将断大慈悲性种子。佛教主张众生皆有佛性，有灵性，

都是我们自己的同类同胞，所以不得食肉。食肉的人会违背了自己良心与慈悲

心，残忍地杀害别人的性命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这种行为在佛教是不能容忍的。 

《护生画集》的宗旨与理念是护生，顾名思义就是要护全动物的生命，

爱护动物的一切。所以不论是《护生画集》或是佛典，表达的都是应该同感其

苦，怜悯众生，以慈悲心为本质地去看待所有的事物。然而不杀生就是培养慈

悲心的首步，实践不杀生最基本地就是茹素。 

 

第三节 小结 

佛法的精神就是以慈悲之心度化众生。但若想达到慈悲或平等的心，首

先要做的就是殺生，之后要救生，再来就是吃素。若是都做到了，慈悲心就会

自然显露。佛家言，慈悲心即佛心。所以护生戒杀茹素看似简单普通的行为，

但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许多人茹素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其实这是对的。但当然除了健康问题，

茹素最重要的点就是能保全动物，减少杀戮，更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如今

现世界是肉食主导的世界，人类已习惯于以特定的看待动物，譬如：猪是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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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的；小狗却是拿来疼爱的，牛是拿来食用的；小猫却是拿来疼爱的。其实

大多数人吃动物其实不是因为生存的需要，而是一种选择，一种基于信念的选

择。人类不愿多去了解肉类是如何来的，不想知道其制作过程。因为他们认为

吃肉与屠杀动物是两码子事，肉是死去的尸体，不愿多加思考在这个方面。不

愿想起动物屠杀的血腥画面，会大倒胃口。伦理哲学家 peter singer 曾说：

任何习惯吃动物的人，在判断被养动物承受的痛苦时，都不可能不偏不倚。 

再者，佛法说：动物是自发的活动意识，是“有情众生”，是五蕴和合

而成的生命。所以人类怎么着都不该去伤害有情众生来为自己填饱肚子，人类

不是一出生就是肉食动物，只不过是后天才抚养和教育的过程中才被教化成肉

类是人类的食物。所以《护生画集》就是为了让众生发现自己的良知良能而作

的，与佛教中各个经典的内容雷同。丰子恺希望众生能觉悟，停止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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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护生画集》是人类发自内心深处之爱物惜生的教本，在近代中国的文

学界和佛学界，更是有一定的地位。号称中国漫画之父的丰子恺所创作的《护

生画集》，最触动人心的是创作背后的动机，即丰子恺对弘一大师的承诺，用

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去实践《护生画集》。当然也不能忽略画集里的核心内容—

—护生，因为是以画说法的方式，所以不论是各个年龄层都适于阅读，脍炙人

口。 

《护生画集》里不论是护生画或者诗文，都是在叙述着护生的重要性与

必然性。丰子恺最注重的护生，其最终的宗旨就是想劝诫世人“启发”自己的

那颗最纯最真的慈悲心，当动物是自己的同胞般地爱护，更别说是宰割它们了。

动物也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很应该去守护而不是剥夺这份

权利。保全动物所能引申出的好处不计其数，最重要的几项便是爱护生灵、保

护自然生态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守护自己那颗慈悲心。 

虽然护生观是《护生画集》的中心思想，但从护生戒杀中引申出的素食

观也不可忽略。丰子恺身为素食者，也对素食观有一定的见解。他将素食观融

入在护生与戒杀的概念里，从而衍生出素食观的分支。《护生画集》里的素食

观其实显而易见，在绝大多数以护生和戒杀为主的诗文里，里面都透露出了素

食的必然性，也就是护生和戒杀后的脚步。想要真正做到护生戒杀，最直接的

方法就是茹素。因为茹素后便不会将自身牵扯进杀戮、肉食买卖等，自然也就

不会有想去吃动物的那份残忍心。所以本文里除了探讨护生的理念之外，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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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是去剖析隐藏在护生概念里的戒杀与素食的观念，深入地去解释和论证

《护生画集》里所含纳的戒杀素食观，再截取佛经经典加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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