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5 集【不入名相 若见性者】

今天继续给大家说《白话佛法》，我们学佛人，学佛念经首先要用心。心是最重要

的，无心念经很难感应。你看很多人念经，嘴巴一闭，这么念，他没有用心 那感

应力就不够。你每念一遍心，你要得到菩萨的感应的，所以念经就是念心。我们

平时做人就是这样，你说你念经，就犹如放一本经书在你边上，你说你有一本经

书在边上，你很难感应。因为经书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去念它，你念它的时候你

要用心，你就会有感应。

所以持经人的用心，就是在你意念起来的时候，我要念经了，你的意念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动了。动的是佛心佛念，动的是什么心呢，是无相无名，

因为在念经的时候人是不着相的。心中没有任何需求，心非常地安静，所以念经

就是念心，如果一边在眼睛到处乱看，一边嘴巴里在念经，你说这个一遍经文出

来，效果就是差很远很远。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不执着名相。当你不执着名相的时候，它是非常地清

净的。你说我们不为名，不为利，我们不执着于名相，我们人是不是非常地高尚，

很干净。犹如一朵莲花，它在成长的当中，实际它长势非常好，它像一朵莲花，

就长起来了。但是杂念进入了我们的心中之后，你念经为什么有相地去念，有目

的地去念，那么就犹如你的莲花边上，生出了很多的花枝。而且这些花枝如果无

人剪割，没有人去割 把它剪掉，你一定会影响到莲花的繁茂成长。

所以真正地念经要无相无名。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名，着相

因为我有所求，我求这个，我求那个。他都是心中有一个目的去做的。所以人在



这个社会当中，自生自灭也好 自取生灭也好，实际上为了一些利益，为了一些虚

幻的看不见的利益，慢慢地人的正智就被埋没了。

正智就是正确的智慧，就会被埋没了，那这个时候你没有正确的智慧，你就很难

辨别哪些是烦恼，哪些是欲望，哪一些是应该防止的，那么你慢慢地就离开了般

若，很多人为什么整天被烦恼所困，他早就远离了般若智慧，所以不见性者不信

佛陀的。

一个人如果看不见本性，看不见一件事情的真正的根基，就是根底。就是说我们

像做一件事情一样，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我做义工，我只是为做义工

而做义工，我因为家里有一个亲人正在医院里，我想让他身体好 所以我来做义工，

这个不是你看到了根本。你应该懂得看到了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你见性。

因为我今天为了救度众生，因为我把自己的家里的亲人，哪怕在医院里的亲人，

也看作是一个众生。我今天学佛在救度众生，我相信佛陀，相信观世音菩萨，我

学着观世音菩萨在救度众生。那么你就是见性者。若见性者视之为佛，如果你这

个人见到了本性 你就是佛，你做一件事情，你想到这件事情是为了众生的，是为

了救更多的众生离苦得乐，那你就是菩萨 就是佛，所以识佛之人才能信入。如果

你一个人仅仅为了我们说拜佛，为了家里经济好一点，为了自己所求，那你还没

有信入，还没有完全信佛，只是为一些福德而求。



所以佛不远人 而人远佛。就是说佛永远在我们身边，你只要想到佛 佛就来了，

而我们人很多的毛病就是想不到佛，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佛友，白天念经 念佛，

到了晚上做噩梦的时候，他也很自然地叫“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马

上醒过来了，远离噩梦。但是我们有很多人，根本脑子里平时没有想到菩萨，所

以等到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想不起来第一时间要求菩萨。等到他做噩梦的时

候，他也想不到，我第一时间，我必须先要求得观世音菩萨。

所以即心即佛，你的心就是佛，你今天能够有这个心，你就是这个佛，你今天能

够解脱，就是因为你没有离开佛，所以佛不远人。就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迷

失了自心和自性，而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了菩萨，我们不知道。

所以人就远离了佛法，就相当于一个人，明明应该懂这件事情的，但是他为什么

做不到？他不懂。因为他迷失了方向。你今天喝酒开车，你明明知道这条路是对

的，但是你开错了。别人拦住你的时候，你说：“哎，我本来应该这么开的，我怎

么会开到那里去了？” 是你离开了你原本的道路，而不是这个道路离开了你开车

的意念。所以佛是心作，就是我们心。

很多人问师父说：“师父，佛在哪里？”佛就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就在你的心里。

你只要低头一看，你就看得到你的佛性，迷惑之人他总是在书本上要找到佛。

所以很多人说，佛在哪里，我看看书就知道了。书上的佛那是写出来的。是文字

当中你在需求，而真正的佛性是在你的心里，自心而作的。所以一些迷惑之人，

他总在各种形式当中求佛。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看得见佛的，

那么大家都很羡慕他 说：“哎哟 你看得见佛”。



我问你，你看得见佛吗？佛就在你心中，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看看你心中的佛。

当你正知正见的时候，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当你自己觉悟的时候，佛已经在你

心中指导着你了。所以觉人向心而觉 迷人修因待果。一个迷惑的人，哎呀 总是

在修啊修啊，我要修到看到佛，我要修到离苦得乐。

实际上在你修心的时候。你这个善因种下去了，你用不着等到这个果的，果自会

来的。当你做件坏事的时候，你这个因种下去了，果报一定自受。如果觉悟的人，

你只要问问你自己的良心，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的话，你的心就是

在觉悟当中。觉者就是佛，当你心中明白了，我想通了 我开悟了，那你就是佛在

心中。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悟人了无心相。开悟的人 你想想看，他根本不要去天边寻佛，

佛在心中。所以我们平时应该修因懂果，而不应待果，不应该自己做了因都不知

道，天天还等待着果报的现前。很多人说 我去年来求过菩萨，菩萨怎么到今天还

不给我感应？迷人执物 守我为己。一个迷惑的人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在这个世

界上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他不知道本来就无我。

你从哪里来的，从你生出来之前，你在哪里，所以你把你的家庭，你的亲人，你

的名，你的利，还有你的烦恼，还有你的自我的生死，你都当成真实的。“哎呀 这

是我的。“ 那么你慢慢地就会执迷了，就会执著不舍得这些名利了。你放不下了。

想一想 你来的时候带来了什么？所以觉悟的人他不会迷惑的，他知道这个世界一

切都是，我们暂时地拥有，暂时地借来的，所以不会永远属于我的。所以他处而

不染，他不染著，无处不是佛性。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哪一天，哪一件事情，哪一个时辰，不是在佛性当中？

所以无处不在西方。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懂得，一个想不通的人整天地在执空。

就在执著地空，为什么？这个是我的，以后会没了，怎么办？我会很痛苦，他又

执著空了。所以真正理解空性的人，他不会去执著这个空的。因为他知道今天的

拥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这个也是没有。

所以真正的空是完全地放下的空。见性了，你明白佛性了。你自然而然地得到了

空性，人只有懂得不执空，我也不执有，我中观。我没有对这个空执著，也没有

执著我今天拥有的东西。你就没有两边，没有两边就是心空，心空就会没有，心

中就没有空性，心中也没有执著有。

举个例子，今天你们拥有的家庭，百年之后这个家庭就没了，我不执著这个家庭，

但是我也不执著以后这个家庭没了，我来不及把这个家庭就破坏掉，所以这个就

是叫中观。我们不能心空相灭，有吗？有的，空吗？是空的，两个都有两，个都

不能灭度，只能惟有中性，一个有智慧的人见自己的本性，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

因为本性即空，看到的这是虚空，也是一个空字 但是它是虚的，所以我们人不能

有四相的执著，你执著于人相 我相，寿者相 众生相，这个四相的执著，那你慢

慢会毁掉，你心中的本灵的智慧和般若。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切让你喜欢 让你悲伤，所有人间的情，

它都是虚空的，它到最后都是没有。它有时候像一张网一样，我们自己用了执著，

执空和执有，来慢慢地编织了这张网，来慢慢地主宰着我们，每天的悲伤和幸福，

是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自己的悲伤和幸福。



每一天的爱情，友情，兄弟情 父女情，每一天的母子情和朋友之情，每一天执著

在里边，觉得这是我执，这是我应该拥有的，所以一旦失去就会痛苦万分，我们

说只要有因缘的一定会相遇，但是相遇也是个因缘，因为因缘也会失去，所以缘

分没了就慢慢地失去了，但是在失去之前还会有业力的感召，也就是说，你在行

缘的时候，在进行你这个缘分的时候，你还种下了更多的业果和业因。为什么会

有业缘呢，那是前世的累积，所以我们这一世等于重新地上演了，上一世上一世

的故事，精彩啊，很多人一碰到这件事，突然之间会感觉到很忧伤，实际上他触

碰了，他八识田中的前世的果。

所以 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转换人物，我们人前世的生活和今世不同的

生活，前世的人物，和今世你所处在的不同的人物，实际上都在重回 就是在轮回，

所以今世有的时候我们相见了，似是而非的相见，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所以

不必去执著，因为这一切都是缘分所为。

菩萨曾经跟我们说过，是空，是无相，是无作为。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

都是空的，这个世界你做任何事情，到最后你不要著相，它是没有相的，你是无

作为，你没有做任何事情。空就是无相，无相即是无作，所以若空无相无作。你

的心就没有意识的存在，这个就是等于三个归于一解脱门。就是用这三个：“空“、”

无相“和”无“，成为一个解脱门。就是三解脱门。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是空性无常，因为它无常的 它会结束，这个结

束了之后，是不是你过去的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变得没有了？那么就是无相，

你没有了。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拍过很多照片，我们有很多美好的

记忆，和那些非常不愉快的记忆，这属于相。那么我们今天知道空，因为它终有



一天会空，空了之后 它就属于无相，所以空无相，因为空了，无相，你没有这个

记忆了，你已经无相了。

你小时候很多事情你做过没有？做过。做过在哪里？无作。你做了哪些有为之事？

曾经做过哪些事情？无作为。所以就是告诉你们，这就是三解脱门。把自己怎么

样来解脱自己内心的束缚，能够懂得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就

是告诉你们 若空无相所作，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一切是空的，而且是无相的，而

且你没有作为过，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你说你哪来的心里的意识。

【白话佛法相关链接】

原文

“佛念经首先要用心。无心念经很难感应。你看很多人念经，嘴巴一闭，这

么念，他没有用心，那感应力就不够。你每念一遍心，你要得到菩萨的感应

的，所以念经就是念心。所以持经人的用心，动的是佛心佛念，动的是什么

心呢，是无相无名，因为在念经的时候人是不着相的。”

佛的相应法

摘自《白话佛法五，11.相应佛缘合佛道》

“相应法又称相对。如果你有佛的相应法，就是说你把你的身心全部成为佛

菩萨一样，你再来感应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你所得到的都是佛的感应。也就

是说你在用佛的心去对所有的人，你得到的反馈就是佛心。因为你布施出来

了佛心，所以你得到的一定是佛心。要明白在用相应法的时候，你的意念就

是佛的感觉。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用佛的意念来思考问题的，所以想出来的

一定是为人家想的，你一定是佛念，你的行为举止就是佛的举止。因为你脑



子里、你的意念里、你的概念里都是学佛，都是怎么样来救度众生，所以你

出来的行动也是照顾人家、帮助人家、劝慰人家，你的动作出来一定是很高

尚的，也是佛的举止，这就叫相应。”

原文

所以持经人的用心，就是在你意念起来的时候，我要念经了，你的意念起来

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动了。动的是佛心佛念，动的是什么心呢，是无

相无名，因为在念经的时候人是不着相的。心中没有任何需求，心非常地安

静，所以念经就是念心，如果一边在眼睛到处乱看，一边嘴巴里在念经，你

说这个一遍经文出来，效果就是差很远很远。

无相念经的开示

Wenda20180330 27:01

男听众：请师父开示一下“无相念经”，也就是不着相地念经。

“卢台长”答：不着相，念到自己声如洪钟，念到自己不自觉地就可以念出

来了，心中完全没有罣碍地念，一开口就是念经，那就是无相了。没有目的

地念经，只知道念经是好的，已经养成一种好习惯了，一开口就念经，那你

开口就不会骂人了，开口就不会害人了（上次您开示过，有些经文，念大悲

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小咒不用祈求了。这种无祈求地念经是不是无相

念经呢，师父？）无祈求地念经跟无相念经还有一点点区别。无祈求的话，

是你不求，但是并不代表你没有意思；无相念经就是完全不着相，没有对某

一件事情特别去求，就叫“无相”。无祈求的话，就是“我只是没有去求，

但是我还是希望从经文当中得到很多的回报”。这很正常啊，明白吗？（明

白。那我们平时可以无祈求地念经吗？还是最好有祈求地念经？）你功德做



得大的话，当然就无祈求念经了，就很好。

念功课前是否祈求，有何区别 wenda20170210 11:25

男听众：最近我们共修的时候，发现很多同修在念功课大悲咒、心经等经文

的时候不做祈求，自己身体能量也不是很强，对很多事情也想不通。请问师

父，做功课祈求和不祈求有没有大的区别？

台长答：做功课祈求，那么你这点功课就被这个祈求用掉了；你做功课不祈

求，不就存起来了吗？你拿完工资后就买东西了，那是不是就用掉了？你拿

到工资之后不买东西，是不是就储存起来了？（嗯。那我们到什么时候才不

祈求呢？）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不祈求，各方面都比较顺利了，不要随便祈求。

我问你一句话，你平时从来不祈求，一求就灵；你经常去祈求，有时候自己

功德不够，你说会灵吗？（没有功德是祈求不灵的）嗯。

原文

所以真正地念经要无相无名。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名，着

相。因为我有所求，我求这个，我求那个。他都是心中有一个目的去做的。

所以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自生自灭也好 自取生灭也好，实际上为了一些利

益，为了一些虚幻的看不见的利益，慢慢地人的正智就被埋没了。

一个人怎么才能成为菩萨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1 集 起心动念即是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iie1EF-0

一个学佛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为菩萨？因为他无我。他没有想过我今天要

做什么事情是为了我的将来、我的名、我的利。因为他一切都忘记了。没有

我相 ，你才能有佛相。一个自私的人，哪来的佛相。所以佛从来没有想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iie1EF-0


自己要成佛，他成佛了；一个善良的人从来没想过要占人家便宜，但是他最

后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佛想过什么？佛只想怎么样来救度众生？怎么样

来施舍与别人？怎么样能够让每个人心灵充满着智慧和般若？因为佛菩萨

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样帮助别人、方便众生。如果我们天天想着舍下自己、能

够为别人多多地着想、什么事情为别人服务、每天想着我应该为他多做一点、

我应该帮助他、我应该去承担责任，然后每一天默默地付出，而且他不夸耀

自己，慢慢地，他只是在责任当中理解、包容、去原谅。在任何学佛当中，

他没有欲望和贪图，这个就是无欲。一个人没有欲望地付出，这个人就是未

来的菩萨。

原文

识佛之人才能信入。如果你一个人仅仅为了我们说拜佛，为了家里经济好一

点，为了自己所求，那你还没有信入，还没有完全信佛，只是为一些福德而

求。”

“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什么事情，都是都是心中有一个目的去做的，为了一些

虚幻的看不见的利益，慢慢地人的正智就被埋没了。你没有正确的智慧，你

就很难辨别哪些是烦恼，哪些是欲望，哪一些是应该防止的，那么你慢慢地

就离开了般若，整天被烦恼所困。”

很多人天天说我要成佛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1 集 起心动念即是业》

很多人天天说“我要成佛，我要一世修成，我要求得到，我能够改变自

己……f”其实这种需要，佛都是没有的，因为不管什么事情，佛对我们没

有任何的欲望，所以我们做事情、做人，也不要动不动为自己来打算。真正



能够为别人所想、为别人而活的人，他的愿力就出来了。愿力在哪里？愿力

在心里。愿力不是告诉别人，愿力是自己用真心默默地耕耘。所以“行愿之

道”，你今天有愿力，你还要去行，当你行了这个愿力，你才能修成正果。

师父跟你们讲，佛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佛也没有想过要帮助别人，但是佛

天天在做佛的事情，在救度众生，他怎么会不成佛呢？我们人，想做一个好

人，只要你天天做好事，不去想“我是个好人”，你不就是一个好人吗？所

以功德怎么来的？默默耕耘啊！一个人能够舍去身上的毛病，舍去自己内心

的贪瞋痴，就是在佛的道路上精进修行。

人一般的概念是有求，如果你求了，就会有得失之心。今天不管做什么

事情，我没有求，做菩萨是应该的，学佛是应该的，为别人付出，我没有任

何条件作为自己的交换，否则就不能成就佛道。很多人为什么自己舍了而得

不到？因为他在舍的时候就想到要得回来。如果一个人直接就能得，实际上

就是他舍了。佛从来没想过从我们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佛一直在帮助我们，

这不就是我们的福报，不就是我们自己做功德而佛给我们的加持吗？所以做

人要学会拥有无量的德、无量的福。无量的德是怎么来的？是守戒。无量的

德是哪里来的？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任何私心地付出，当一个人没有私心地

付出，你就拥有了道德。

原文

“学着观世音菩萨在救度众生。那么你就是见性者。若见性者视之为佛，如

果你这个人见到了本性 你就是佛，你做一件事情，你想到这件事情是为了

众生的，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离苦得乐，那你就是菩萨 就是佛，所以识佛

之人才能信入”



无相无名 空性了然

摘自《白话佛法六, 35 无相无名 空性了然》

不见性者，不信佛法。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良心本性，他不会坚信佛法，所以

他不相信佛法能够惩罚他，他才敢这么做。你看看那些不见良心本性者以后

的报应，小时候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大起来吃苦头，就是他受报的时候。你

们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听吗？跟你们说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

凉，要注意保暖……好了，现在年纪大了，一个个毛病全出来了。怎么会出

来的？就是不听话呀。师父现在就像你们的父亲一样，天天在给你们讲啊讲

啊，给你们讲了多少因果报应啊，讲了这么多有人还不好好听。

若见性者，号之为佛。如果这个人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就称之为佛。也就

是如果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本性，这个人就可以称之为佛。人

家说凭良心讲，凭良心做事情。你们现在凭良心做事了吗？识佛之人，方能

信入。也就是说认识佛的人才能相信、才能进入佛的境界。你只有认识他，

你才能跟他交好朋友啊。你连菩萨都不知道、不认识，你怎么样能信佛？怎

么样能进入佛门呢？如果你们现在连师父在教你们，在为你们好你们都不懂

珍惜，你们怎么样来跟师父学佛学法呢？所以佛不远人，而人远佛。也就是

说佛菩萨从来不离开我们人的，而是我们人离开了佛。是你自己离开了佛菩

萨，佛菩萨天天在这里要救度你们，而你们不理佛菩萨。所以人远佛，而不

是佛远人。

原文

所以佛不远人 而人远佛。就是说佛永远在我们身边，你只要想到佛 佛就来

了，而我们人很多的毛病就是想不到佛.

所以即心即佛，你的心就是佛，你今天能够有这个心，你就是这个佛，你今



天能够解脱，就是因为你没有离开佛，所以佛不远人。就是告诉我们，因为

我们人迷失了自心和自性，而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了菩萨，我们不知道。

菩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是人离开了菩萨

摘自《201608012 槟城》

你追逐再多的人间福报，你就算再快乐，你也要放下，所以最好的就是

回到观世音菩萨的怀抱。学佛人要懂得“佛不远人，而人远佛”，就是说，

菩萨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只是人离开了菩萨。佛是心做的，一个善良的人，

他就是一尊佛；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他就是一位菩萨。所以，我们不做迷惑

颠倒之人，因为迷人修因待果，就是天天想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让自己变

化，就是修了一点点就说“我已经念经许愿放生了，为什么我的好事还没有

来？菩萨还没有来救我？” 悟人了无心相，就是能够开悟的人，心中没有

着相。迷人执物守我为己，这个人迷惑，他会对人间的每一件事情都特别地

在乎讲究，不舍不得，所以守我为己，总是以我为目的。悟人般若应用现前，

是什么意思呢？开悟的人有智慧，就在人间应用现前，就会懂得应用。很多

执迷的人，他不听人家的意见，不听人家的话，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原文

你看得见佛吗？佛就在你心中，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看看你心中的佛。当你

正知正见的时候，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当你自己觉悟的时候，佛已经在你

心中指导着你了。所以觉人向心而觉 迷人修因待果。一个迷惑的人，哎呀 总

是在修啊修啊，我要修到看到佛，我要修到离苦得乐。

实际上在你修心的时候。你这个善因种下去了，你用不着等到这个果的，果

自会来的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

摘自《28.舍弃沧桑 找回胜境》

我们在人间要恍然大悟，我们要闻知佛法之后恍然大悟啊，然后我们要寂尔

入定，就是忽然之间，我马上明白了，我只要安静下来，我就能入定，这就

是我们说的闭门即是深山。所以，天天求灵山，天天求自己的事业，殊不知，

事业灵山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脚下。犹如我们今天说的一句话，路在脚

下，是靠你走出来的；人情、感情都是靠你自己走出来的。大家要明白，我

们自己学佛，要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自己要修得好，修成佛，我们

下面要去度众生啊.

如何理解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Wenda20181026 22:37

问：师父，唐僧开始踏上取经之路时候，乌巢禅师传授他一部《心经》，并

且对他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答：你的“灵山”，灵山脚下，灵山塔下，实际上灵山就是你的本性、你的

灵魂，精神不就是灵魂吗？（对）所以他说灵山是在心中的。心灵、心灵，

就是灵魂，就是灵山（其实《西游记》太有讲究了）很多讲究。有些时候我

们看东西只是看表相，看完《西游记》也不知道，蒙查查，“好玩啊，打来

打去”。实际上它就告诉你，人的一生就是这么上上下下，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走完了，你就到西天取经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原文

我们人不能有四相的执著，你执著于人相 我相，寿者相 众生相，这个四相



的执著，那你慢慢会毁掉，你心中的本灵的智慧和般若。

去除“四相”是要去掉心中的虚幻之相

Wenda20171124 08:20

女听众：《白话佛法》第五册第二十九篇《有因缘才会有果报》里提到，“人

既然会着相，有感情，就要把这些着相去掉，否则我们就很难达到空思相。

空思相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简单地讲，就是没有自己了，没有我相了，没有其他人的相了，看不见了，

没有众生相了，全是平等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证悟空性。”请问师父，为

什么把“无寿者相”单独提出来，它指的是什么？它不包含在前三相里面吗？

台长答：每一相都可以单独提出来的，任何一相都可以。无我相、人相、众

生相，实际上这个“相”是虚幻之相，叫你们抛弃你们心中的虚幻之相。四

相只不过指四个方面，实际上最要你去掉的是这个“相”。你连自己都没有

了，你哪来众生相啊？哪来寿者相？“寿”就是年纪大、老。有些人的确看

人看相的。菩萨在《金刚经》中讲了，叫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人的样子像菩萨，

他就一定是菩萨；这个人样子像佛，他一定是佛。那你不是看“寿者相”了

吗？（嗯)

原文

一切让你喜欢 让你悲伤，所有人间的情，它都是虚空的，它到最后都是没

有。它有时候像一张网一样，我们自己用了执著，执空和执有，来慢慢地编

织了这张网，来慢慢地主宰着我们，每天的悲伤和幸福，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我们自己的悲伤和幸福。

世界上的情犹如一张网，人的感情就像一张网一样



摘录《白话佛法六，36 学佛人就要开悟》

世上的一切物质都是让人欢喜让人悲伤的，而这一切悲伤和欢喜都是空的。

世界上的情犹如一张网，人的感情就像一张网一样，爸爸妈妈的感情、夫妻

的感情、孩子的感情等等，同学、朋友、老师，就包括师父跟你们的感情，

就犹如一张网一样，是我们自己在编织这张网啊，我们每天都在编织这张情

网，网是什么意思啊，网就是把自己套住，因为这张网把你套住之后，它就

会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忧伤。我们自己编织的这张网最后让我们自己忧伤，不

是吗？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在编织这张网吗？谈到最后吵翻了不是在撕

破自己的心吗？不是在制造自己的忧伤吗？你们知道爱情、友情、兄弟情、

父母情、母女情、母子情所有的一切的感情，只要是有因缘的一定会相遇。

你们昨天看了师父的博客了吗？网上那么多前世的人被特异功能找出来今

生的脸，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全是在一个系统里面逃不出这张网的。上辈

子欠的这辈子继续下去，逃得掉吗？所以只要这张网和你的感情相遇，必定

是业力感召。业力感召，就是你作孽的时候你的业力就会感召，就会把它们

放在一起，明白了吗？为什么会有业缘？为什么会有这个缘分？而且这是你

自己造出来的业的缘分，因为是累世彼此的纠缠。

不管恶缘还是善缘，把它转成佛缘

摘自《20160705 中国·香港》

大家知道，缘分这个东西最让人烦恼。如果有善缘、有恶缘，你都会记挂在

心上，让自己变得很难过。善缘如果过分了，你会妨碍自己修心，你会有牵

挂，放不下；恶缘来了，就会让你更多地操心和烦恼生气，增加你的业障。

所以学佛人一颗心要平等，平等地对待缘分，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只要到

我们学佛人的身上，我就能把它转换成佛缘。



随缘不是消极，忍耐和等待，而是转换缘分

摘自《20160705 中国·香港》

觉悟人生，觉悟菩提，实际上当你觉悟了，你就拥有了一个缘。那是什么缘

呢？因为你觉悟了，你接近菩萨了，那就叫佛缘。所以，我们人讲的是缘分，

缘分就应该随缘，但是随缘并不是消极、忍耐和等待，而是去转换缘分，变

恶缘为善缘。今天当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转换成恶缘；当别人

理解你的时候，你就拥有了善缘。能够把缘分转换的人，就叫“有缘”。

要懂得将恶缘转为善缘，又要将善缘转为随缘

摘自《180114 奥地利观音堂》

有时就是无事无心，不要把它当回事，心中自然无事，那是一种非常自然的

随缘观，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原文

菩萨曾经跟我们说过，是空，是无相，是无作为。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空的，这个世界你做任何事情，到最后你不要著相，它是没有相的，

你是无作为，你没有做任何事情。空就是无相，无相即是无作，所以若空无

相无作。你的心就没有意识的存在，这个就是等于三个归于一解脱门。就是

用这三个：“空“、 ”无相“和”无“，成为一个解脱门。就是三解脱门。

把什么事情都堪称，空，无相，无作

摘自《白话佛法开示 36. 中观中道，三解脱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gu01aiYn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gu01aiYnk


我们要抓住这三个解脱门，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我们说空 无相 无作，

师父来举个简单例子给你们听听，今天你在单位里，马上要搞一个很大的一

个庆典，对不对，然后你忙啊忙啊 忙啊 忙了半天，最后这个庆典过了，你

当时在台上非常地荣耀，非常地怎么样，是不是，到最后这个事情过了 空

了，对不对，你比方说，曾经我们这个传媒集团，有一个十周年的台庆，忙

啊忙啊 在悉尼歌剧院，非常好，结果呢 忙啊忙啊 忙完了之后，在开车回

来的路上，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就说，啊 忙了这么长时间，就这么结束了，

这就是空 结束了 没了，忙完了 空了，空了之后 你忘记了，你们现在再想

起来，几年前的这个活动，现在就是没有感觉了，没有脑子里有印象了，很

少有去怀念它 想念它，无相了，你如果脑子里没这个印象，是不是无作，

你只有偶然地，你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了有些演出，你还想起来这件事情，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这个三个解脱门，让我们懂得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

什么叫无作，那么你慢慢地就会掌握，抓住这个三个解脱门，一切佛法道理

你全明白了。

卢台长开示“三轮体空”的布施

摘自 Wenda20191227 38:52

男听众：有一次秘书处来信解答里讲到“三轮体空”，就是布施的意思，指

“施空”“受空”“施物空”。“施空”，指布施的人，没有觉得有我在布施；“受

空”，是指接受布施的人，是平等布施，没有分别心；“施物空”，指所施的

物品没有分别。

“卢台长”答：很简单，没有布施的人，没有接受布施的人，还有一个，没

有物品，就是“三轮体空”。被你讲得这么复杂干吗？就是这么简单（您之

前也讲到过，修桥、铺路、建庙……这些都是世间功德，还是有漏的功德，



是吗？）你今天想为了众生，完全是发心、慈悲、善良，那你就是有功德；

如果你只要有一个回报，或者“以后可以让我子孙万代什么什么”或者“可

以让我的家人耀祖光宗”或者怎么样，你马上就没功德了（哦。像我们凡是

有所求，还是不属于“三轮体空”的这种布施，是吧？）当然了。“三轮体

空”完全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三轮体空”就是“我没有布施”，谁布施

的？也没有布施的人，“我什么都没布施”。举个简单例子，妈妈照顾孩子，

妈妈说：“我又没照顾你们……”就是妈妈脑子里想：“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

所以我没照顾你们。应该的，这有什么谢的？”妈妈照顾孩子天经地义的，

所以就像没照顾一样。“我照顾谁了？没有谁好照顾的，他们自己都成长了。”

还有一个是：“我没有付出时间，我也没付出什么功德。”那这不就是高境界

了吗？（对的。师父，我们现在许愿、念经、放生一般都是有祈求的，这是

不是也属于有相的功德？）是啊。求善、求上，应该都没问题的，它不算的；

如果你求名利、福报，那就算了（明白了，就是我们多求给自己提升境界、

开智慧有关的……）那当然了，你说要精进，他也说你执著啊？不可以讲的

（师父，像刚刚说的有漏的功德，如果我们念功德宝山神咒，是否能变成无

漏的功德？）它不是这样讲的，它是你心的一种提升，心灵的一种提升。你

今天做一件善事，你心是为众生的，向菩萨学习的，你就有功德；你今天做

一件事情，只是纯粹去做一件事情，你就没什么大功德，只有福德（那还是

靠我们修心的境界？）对啊，没境界修什么心啊？（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

开示）

三轮体空真实义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第二十九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7C6AWjhQ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_7C6AWjhQs


所以无相布施要连布施之人，受布施之人 布施之物，全部都要看成虚无的

假相，所以你对人家好 要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是，没有布施的人，你今

天给别人东西，没有布施的人，也没有受布施的人，谁给的，不知道，谁来

接受你的布施，不知道，布施的是什么 也不去计较，那么你这个人就是，

完全看破这种虚无的假相，就像你们今天给人家吃样东西，人家吃掉了 你

老去讲，那么你现在心中就不是三轮体空，因为我给你吃过这个东西，你吃

了我的这个东西，我给你吃的好月饼，三样东西都在，你应该给人家送给人

家，你就要忘记，你给人家了你为什么还记着，你给人家了你这叫真给吗，

给人家就要忘记，不要等到人家回报给你，很多人就是 送了月饼，就等人

送一盒还两盒 最好，这就是有相布施，无相布施就是不要去看，不要放在

心中 叫不住心，送给人家就送给人家，对人家好就好过，给过就给过，所

以师父跟你们讲，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布施要超出世间的善心，就是说 你

今天对别人好，不要去等他的回报，那才叫真正的善事，你不等他的回报，

你就只管做功德 对他好，对他善良 心疼他 希望度他，，那你这个人就有功

德，所以空性智慧就是善行，如果你今天这个智慧没有空性，那么你只是做

了点善的行为，如果你今天做的善事，都为了弘法利生帮助别人，那你就叫

功德。

关于“无我”果位；破除“我相”的重要性

摘自 shuohua 20181118 10:32

男听众：师父，佛果是不是有一个最高的果位，叫无我果？

台长答：有。无我果，你在人间就可以有，你说我们在人间是不是无我？有

没有无我境界？（有）“无我”就是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层的境界了，因为当

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时候是不是菩萨？（对）“无我”，实际上就是说四相里的



无“我相”，把自己都忘记了，心中只有别人——无我了（那超脱六道必须

做到无我，做不到无我就超脱不了六道，是这样理解吗？）对。因为无我是

另外一种概念了，佛法界把无我当成一个很高很高的境界。我经常说的，妈

妈没有自己，只有孩子，是不是孩子非常尊重母亲啊？（对）因为“无我”

本身就是五取蕴的共相，也就是无常、苦、无我。什么意思呢？“无我者非

我、非我所，非我之我。”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一定是你的，但是

你已经把它提升到没有“我”了，那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就是觉性了，已

经觉醒了。我们经常讲“观受无我”；《金刚经》“四相”里无“我相”，没有

自己的人才会有别人，整天想着自己的人，哪会心中有别人啊？（心中装有

多少众生，就会有多大能力。只有破除我相，要保持凡事正思维思考问题，

才可以突破阻碍，是这样吗？）是啊。没有我相，你跟谁去吵？你跟谁去打

架？你跟谁去嫉妒？你跟谁去恨啊？是不是全部破除了？（是的）一个我相

破除了，什么相都没了（“心中装有多少众生，就会有多大的能力”，怎么理

解呢？）就是菩萨心中装了普天下的众生，所以菩萨的法力无边。比方说，

你受到人尊敬越多，是不是大家越对你好？（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是

不是人脉就广啊？（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