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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第 53 集【静定是观照】
点击视频

第 1 段

行愿这个“行”字，实际上讲的就是真见地。也就是说你的真正地

理解佛法的见地，就是我们说见解一样，你行不到，见地都没有用。

你今天理解佛法，你要真正地去实行的。你说你这个人嘴巴什么都

能讲，佛法的东西都懂，但是你没有一点像佛法，你没有去做佛法

的事情。所以要做到这个，我们说“行”， 你才能谈到真正的慈

悲心。因为慈悲就是无我，所以一个人能够慈悲别人了，感到别人

需要帮助，感到别人很可怜，感到别人非常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

你就是无我了，因为你想到别人了。所以我们讲慈悲，不是一个情 而

是一个智慧。你今天能够慈悲别人，不是说他跟我感情好，我要帮

助他。而是因为你有智慧，他是众生，我有功德，我要去行愿，去

帮助他解脱。所以佛法大乘道的慈悲是智慧，般若也是慈悲，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般若智慧，大智大慧就是大慈大悲，因为他慈悲，所

以他会无我，你才能真慈悲。而我们有些人在人间经常说“我要慈

悲你”。你只要想到“我要慈悲你”，你就落于下乘了，也就是小

乘。不是你去慈悲别人，而是你自己的本愿，而是你自己的行愿，

而是你发自内心的那种菩萨的般若心，来让你慈悲别人，这就是高

尚了。就像父母爱儿女那种，他不叫慈悲，叫仁慈。母爱，它不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IYAf_M_iQ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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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母亲对孩子好不要代价，但是它是人道的父母的感受的这种

爱，它里边有情的，有情，里边就会带有我相。所以叫我情我愿，

所以叫情愿，我情愿，所以很多人讲话里边，我情愿怎么样怎么样，

你有情了，你产生的这个愿力，就是人间的感情和愿力，这个我爱

出发。

第 2 段

菩萨的慈悲不是我情愿，那是一种智慧，那是一种无我爱而爱的东

西，非我非非我的爱。又像是你又不是你，你说完全不是你发出来

的爱，因为在你的心中；你说在你的心中，那么阿摩罗识第九意识

的菩萨的慈爱，是你的吗？又不是我的。所以非爱非非爱，非我非

非我。这就是我们说，你对学佛，对自己的境界，变得越来越严格

了。所以我们讲“行愿”和“行门”都非常重要。行门就等于，我

们找的一个方向去行自己的愿。那么如果一个人随时在静定当中，

安静和安定当中，你要检点自己，经常要检点自己。要经常知道，

什么是修行人？你要想做什么样的修行人，是永远严格检查自己的

人，你是永远观照自己的人。你靠别人盯住你，你就不叫观自了。

你只有自己观察自己的行为，做得对不对，就是观察自己行为，在

不在你的本性当中，观自在。所以随时检查自己的心理的行为，和

你的思维，不断地掉纠正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己行为的人才是修行

人。动不动脑子想：我这样是不是违背了菩萨的教诲？我这样是不

是不像一个菩萨？所以不要认为，有一个方法，在这个世界上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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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个什么方法，我打坐多少天。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师父，

我念多少遍经，这个事情就会好了？”师父告诉你们真话,念到你无

我了,这个事情就好了;念到你已经自然地念了，这个事情就好了。

没有一个事情说“哦，我吃多少药之后”，你这个病就会好了，没

有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每个人身体的素质不一样，每个人承受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能量，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我打打坐，就

会好了。我打三年坐、十年坐，你不管打多少年坐，你打通什么经

络，念个什么咒语，你没有到行门，你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你没有

对佛法真正地放下，你怎么能解脱？你怎么能够变成无我？

第 3 段

很多人经常说,看看这个人，修得很好，我也要这样，对不对？那么

慢慢地打打坐;慢慢地,我要打通经络;慢慢地,我有学了很多佛法，

拿出去讲讲这个、讲讲那个，你慢慢地就变成神经兮兮了。一会儿

讲“ 哎哟 菩萨来了”，一会儿马上说“哎呀 这个事情”，“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哎呀 我有灵感”。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有

多少学佛的人，他们学到后来为什么精神不正常啊，因为他们整天

以为自己是菩萨，整天想做菩萨，他又没有这个根基，又没有好好

地行门，又没有证悟，所以最后灵性上身了。因为灵性就是你喜欢

什么他就给你什么，然后你就接受了他。当你一接受他，你就跟他

一样了。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骗子能够老得手？因为骗子知道你

想干什么，他就告诉你，你只要这样，保证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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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就会上当，你想赚钱 他就跟你说“你把这点本钱拿出来之后，

我可以帮你赚更多的钱”，最后你这个钱就亏掉了。所以你就污染

了，所以你到慢慢地时间长了，你就不正常了，脑子就不正常了，

所以很多人就神经兮兮的，整天说人家“你有病啊，那个人有病啊”。

你去看好了，经常说人家有病的人，身上一定有毛病。师父跟很多

我们弟子开示的时候，我经常说：你们现在共修多讲自己毛病，不

要去讲别人的毛病。因为你们自己自度还没度好，你怎么去度别人

啊？因为你讲别人毛病，你一定有毛病的，否则你怎么讲得出人家

毛病？就是你的毛病。所以要严格地自我修行，严格地反省自己，

检查自己，观照自己的修为，你才能脱离。你以为你坐在那里打打

坐，念念经，放放生，你以为就能成功啊？不能啊，要有悟性的 要

觉悟。

第 4 段

所以“佛”字在梵文当中就是个觉者，我们并不是靠着禅坐，也不

是靠着放生、许愿、念经，那是全部合在一起的。再根据你自己的

精进、忍辱、禅定、般若智慧，它全部六波罗蜜集中在一起，你才

能成功的。就像一个人五官一样，你说你单单有眼睛你能生活吗？

你鼻子闻不到味道，你嘴巴不能讲话怎么办？你单单会讲，你眼睛

看不见行吗？师父曾经听过一个相声，说五官打架，五个兄弟大家

相互不买账。他们以为，耳朵说：“我听不见，你们能干什么事情？”

眼睛说：“好了，我眼睛给你们看不见，你听得见也没用。”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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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不吃饭你们就得饿死，我不说话没人会理解你，吵得不得

了。”只有鼻子不讲话。那四个兄弟就问鼻子：“你为什么不讲话

啊？你讲几句给我听听好吗？”鼻子就说了：“其实你们讲了这么

多都没有用，我最重要，因为我鼻子一不通气你们全部死掉。”这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也是这样，靠着大家的努力，靠着你身

上所有的佛性，你的因素 你学佛的基础，等等一切，你才能成就

你的功德宝山。很多人念了半天，学了半天，他功德没有成宝山。

我们很多人，就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而且这种慈悲修到一定的程

度，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大家知道三途苦，都知道了，对

不对？上报四重恩就是让我们知道，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德。我们

学佛的人都要随时随地要检查自己：你今天慈悲了吗？你上报四重

恩了吗？你们四重恩，佛的恩你们报了吗？父母、师长的恩你们报

了吗？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众生的恩情你们报了吗？你们生出来，

医生给你们接生就是众生恩。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你

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靠的是众生对你的帮助，

你才能成长的。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也是大家一起的。所以为

什么每位菩萨每位佛，他的成功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还有护法

神，龙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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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段

我们要懂得，活一天就要感恩别人一天。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生命

和事物，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所以佛经三藏十二部都告诉我们，

都在讲行愿。一个人不“行”行吗？一个人没有愿力行吗？六度万

行，三十七道品，我曾经给法师都上过课，那些学佛的基本都是在

这些地方。所以了解三世因果 懂得六道轮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

从心理行为上慢慢地改进自己，渐渐地你就会见地自然就会越来越

进步，就是你对事物的理解，对佛法的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悟

才能证果，每一个人心理的行为的改变，学佛之后很多人改变了。

比方说打坐、念经 放生、许愿，你只要心行改正一天，你的定力就

会随之进步一天，你只要有这个愿力 我要改变，你每天就在改变

当中了。

第 6 段

怎么样能够定得下来?怎么样从心行上去追求去修心?如果你表面

上打打坐，念念经, 放放生，一路上去放生 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不懂得念经，你今天可能一车的放生只是个形式，而没有改变你。

所以很多人打坐坐在那里半天，坐到脚都麻了，智慧还没开，天灵

也打不开。所以要检查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比你任何的一些理解，

比方说你今天做某一件事情想开悟，那是不一样的境界。所以师父

今天跟大家讲重点，就是见地、修证、行愿，三大纲要。这个纲就

是“行愿”是最重要的。你今天愿力来了 你要去行。师父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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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有愿力吧？你们曾经跪在菩萨面前全部许过

愿吧？“行”了吗？所以要行愿。你行到了，你的见地才会圆满。

因为你去行了，你才会懂得这个真正的见地就是见解，所以你的修

证才会得到证果。在古时候很多人证果的很多，能够得到证果的，

全部都是因为他们的行愿，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好好地去行，在行

上下功夫，你就离出离六道越来越接近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3 集【静定是观照】

拓展延伸 第 1-3 段

第 1 段原文

行愿这个“行”字，实际上讲的就是真见地，也就是说你的真正地

理解佛法的见地。你今天理解佛法，你要真正地去实行的。你说你

这个人嘴巴什么都能讲，佛法的东西都懂，但是你没有一点像佛法，

你没有去做佛法的事情。

【第 1 段延伸】行愿要在见地的基础上，真正理解佛法的见地很重

要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 第 52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点击视频

学佛里边要见地，修证与行愿，学佛的纲领就是见、修、行，三位

一体。见就是我们说见地，见地就是你的见解。修就是修证，修证

就是修心之后证得，明白了，叫证得。行就是行愿。

学佛要有功夫，功夫就是好好努力，去读书要用功。你用功的话要

对得上路，你如果用功不对路，那你就用错功了。所以很多人没师

父，自己盲修瞎练，到最后见地又不对。 所以见地不对的话，就是

你对学佛，对人生，最后产生的见解理解不对了，那么你见地又不

对了。所以学佛学到后来，很多人为什么逼着人家：你学佛 你不能

这样，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他的见解错误了，他见解错误之后，他

就对事对人都会产生偏差，所以你见解错了，你的行愿就做不到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2j3BSdLMs&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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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愿没了。行愿是什么？要去行，有愿力你要去做，那你行愿没有，

你的功德怎么能圆满呢？

【第 1 段延伸】- 怎么做才是行愿？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 第 52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点击视频

你真正要发起行愿心，你才拥有慈悲心，我有这个愿力 我要去做，

我要做好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学菩萨的正等正觉，我以后

才能成为无上正等正觉，你要有愿力的，口口声声说 我要帮助别人，

我要慈悲别人 我要度别人，嘴上这么讲，天天睡懒觉，叫他起来念

个经都不愿意，一天能念几张小房子，一天能念几遍经，你不要说

去帮助别人了，你知道帮助别人全部要付出的，要付出自己宝贵的

时间吧，要付出自己的慈悲心吧，要舍去自己很多休息时间，玩乐

的时间，或者一些本身自己，应该有一种安逸的生活，全部都要打

破 你才会有愿力，所以有的时候嘴巴讲 很难办到，所以修行，你

单单说修行 没有用的。你要有一颗功德心，你在愿力上一定要建立

起一个功德心，我今天行这个愿，我一定要做功德 一定要对众生

好，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去行这个愿，没有这个功，也没有这个德，

所以佛法在世间，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人要见地，见地什么，你

要看到事实，理解这个世界的事实，地 就是我们说事实，你就是

在行愿，当你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善与恶，你就是在行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2j3BSdLMs&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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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段延伸】- 要行愿才能生出慈悲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 第 52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点击视频

其实学佛最难的一项，就是慈悲心，因为每一个人慈悲心要生起不

容易，每个人嘴巴都会说 我要慈悲你，吵架的时候有慈悲心吗？不

肯帮助别人的时候有慈悲心吗？愿力不够圆满的时候，他有慈悲心

吗？所以你真正要发起行愿心，你才拥有慈悲心。我有这个愿力 我

要去做。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学菩萨的正等正觉，我以后才能

成为无上正等正觉，你要有愿力的。口口声声说“我要帮助别人，

我要慈悲别人，我要度别人”嘴上这么讲，天天睡懒觉，叫他起来

念个经都不愿意，一天能念几张小房子，一天能念几遍经？你不要

说去帮助别人了，你知道帮助别人全部要付出的，要舍去自己很多

休息时间，玩乐的时间，或者一些自己应该有一种安逸的生活，全

部都要打破，你才会有愿力。你单单说修行，没有用的，你要有一

颗功德心，你在愿力上一定要建立起一个功德心，我今天行这个愿，

我一定要做功德，一定要对众生好。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去行这个

愿，没有这个功，也没有这个德。所以佛法在世间，实际上就是告

诉我们：人要见地。见地什么？你要看到事实，理解这个世界的事

实，当你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善与恶，你就是在行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2j3BSdLMs&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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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段原文

所以我们讲慈悲，不是一个情，而是一个智慧。你今天能够慈悲别

人，不是说他跟我感情好，我要帮助他。而是因为你有智慧，他是

众生，我有功德，我要去行愿，去帮助他解脱。所以佛法大乘道的

慈悲是智慧。

【第 1 段延申】慈悲要和智慧缺一不可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 第 27集【无所住而生其心】 点击视频

慈悲和智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你才能拥有菩提心。所以菩提心

要为利益众生而成佛，这句话就包含了慈悲，如果一个人不能利益

众生，他就没有慈悲心和智慧的两层含义。所以我们成佛的目的一

定要清楚，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成佛，我们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安乐。为别人想就叫慈悲，如果我们离开了众生，

我们就丢舍了悲心，我们就等于舍去了这个佛果，就是没有智慧。

利益众生就是要想到，我拥有慈悲和智慧去救度一切众生，让众生

离苦得乐，我拥有菩提心和慈悲心，我才能得到佛果，我才能学会

布施、持戒、安忍。

《金刚经》说：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境界就是菩提心。无所住就

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利益的，我不为什么，而我去做。无所住与

慈悲结合的境界，那就是菩提心。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到这一点，

就是让我们懂得，你要学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要学菩提心，如果我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YQROA_T60&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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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无所住而没有慈悲心，那你可能就是学的小乘的独觉士，如果

你只有慈悲心而不能无所住，那你就是世俗的有为法，所以学佛人

要懂得，有目的地去求，有目的地去做，这样就会跟慈悲离得比较

远，要无所住心，要无缘大慈，要为了众生而能献出自己宝贵的时

间，包括你的一切，你这样才有真正的慈悲心，才能成就你心中的

菩提心。

【第 1 段延申】慈悲众生需要智慧

摘录：wenda20130726 01:08:08

女听众：师父说度人的时候要保护好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也救不了

对方。但是师父也一直教导我们，我们要有大无畏心和慈悲心，如

果思前想后有顾虑，自己的大无畏心和慈悲心就会慢慢地丢失掉，

所我们怎样既能保护好自己又能不丢失这一份无畏心呢？

台长答：实际上这个就要靠智慧的，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能力要创造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就看自己的发心了。有

些人为什么没有能力照样能够做出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呢？因为他

的发心好，有些人为什么有一点能力，他就保护好自己不去救人呢？

师父跟你们讲的佛法里边的精髓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我们虽然做

不到，但是我们有决心、有愿力去做，而且这个愿力是真的，不是

为某一件私事所缠住的。比方说为了某一件事情我去许这个愿，这

种人的愿力是发不大的，而且救不了人的。因为家里已经发生事情

了，再说我去救谁救谁，能救几个人？如果说“我今天是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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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要许愿发心，我就是要度人，我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这

个时候菩萨会给你无限的加持力，就会让你通过一关又一关。一个

是靠着自身的力量去许某一个愿，得到的愿力可能会很少，说我为

了某一个事情我要许什么愿，这个愿力得不到佛菩萨的大加持，所

以很难做到，还会有退却之心，这些就是为什么师父劝你自己没有

这个能力，不要去做；但是有些人是为公的、为众生的，这些人有

大愿力，会得到菩萨的大加持，这些人就是把握时机大做功德。这

是两个概念。

【第 1 段延申】智慧理解慈悲与挂碍的区别

摘录：wenda20170205A 06:26

女听众：我们现在觉得很难区分慈悲和罣碍，罣碍有哪些具体表现？

比如说帮别人，就算是亲人，帮不了，是不是一定要放手了？那放

手的话又怎么判别到底是自己没有努力到位，放手太早了，还是不

罣碍他的表现呢？

台长答：帮助、慈悲和罣碍建立在一个因果和缘分上，如果这是有

因有果的事情，你就可以帮助；如果没有因果，那你也没办法。有

时候对一个孩子的关心过分了，你就叫罣碍；你适度关心那就叫慈

爱。看你的份量、看你的度数。做人也是这样，你过分了，就违反

这个戒律了；你没有过分那你没有违反这个戒律（比如这孩子不听

话，怎么说都不听，那就不说了。这算不算不罣碍了？）“不说了”

并不是不管，不说他了用其他方法来教育他。当你说不动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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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自己过去的一种罣碍已经造成对他的伤害，你不能说“我今

天突然之间不罣碍了”，那你这叫不负责任，听不懂啊？慈悲是对

众生、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很关心他们，那叫慈悲；罣碍那是自私

的，你要是对自己家里人，那就叫罣碍。

【第 1 段延申】观世音菩萨开示：要发慈悲心，真心体悟众生之苦

摘录：Wenda20180114B 28:25

男听众：有一个师兄在最近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菩萨对他说了几

句话，您听一下：“徒儿，为师看到了你的努力，有一点还是欠缺，

你的慈悲之心还是没有真心为众生考虑呀，当你真心为每位众生考

虑的时候，你的事业会更上一层。好好地反思自己，慈悲心哪里去

了？以后每次上香，求诸佛菩萨加持你，发出你的慈悲心，为每一

位受苦众生考虑，站到受苦众生的立场，亲身去体悟困苦和苦难。

多向你的师父学习，众生之苦就是你师父之苦，要有容纳海纳百川

之心，才能接收天地之灵气。为师教给你方法，剩下的要靠徒儿去

悟。”

台长答：对（这个同修感觉是观世音菩萨的开示。师父，我们以后

上香是否也要体悟众生的困苦和困难呢？）一般地你都能体悟到的，

上香的时候就是把那种感觉拿出来，对菩萨的感恩心、体悟众生的

悲悯心、体悟对人间众生苦难的悲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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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段原文

我们有些人在人间经常说“我要慈悲你”。你只要想到“我要慈悲

你”，你就落于下乘了，也就是小乘。不是你去慈悲别人，而是你

自己的本愿，而是你自己的行愿，而是你发自内心的那种菩萨的般

若心，来让你慈悲别人，这就是高尚了。

【第 1 段延申】- 菩萨的慈悲境界

要知道无尽的法界，是无尽众生，全部聚在菩萨的心中。如果一个

人是真正的菩萨，他要把众生放在心中，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上，心

中只想到人家。这才是学佛救度众生的理念。你们就知道靠着师父

的能量，靠着观世音菩萨的能量来救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把众生的疾苦，就是把众生在人间的所有的苦难，像一

个慈悲的门一样，用慈善的云一样来把它填满。叫“云布慈门，波

腾悲海”。就是慈悲的海在你心中像大海一样波涛翻滚。也就是说

慈悲心不能断，而且“有感即赴”。就是说有感觉了，马上去做。

不是说自己碰到一点事情了，我怎么办呢？我要赶快念经。不能以

为人家的事情不是事情，只有你家的事情才是事情。这就是你们的

修为吗？因为菩萨就是有感即赴。“即”就是马上，“赴”就是奔

赴。一有感觉了马上就去救人，那才叫菩萨。但是这个马上就去做

善事是要有缘分的，如果这个人没有缘分，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所

以愿力很重要，叫无愿不从也。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做任何事情

没有愿力，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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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段延申】-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慈悲心和菩提心为本源

摘录：2016 念 4 月 18 日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空性是佛子的因】 点击阅读

要知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慈悲心和菩提心为本愿，要用自己

的慈悲心下化众生，去帮助众生，就是说，我本来的愿力就是要有

智慧和慈悲啊。想一想，有慈悲心的人会没有愿力吗？会没有智慧

吗？有智慧、有愿力的人，会没有慈悲心吗？所以，广结善缘，让

自己的心中滋生利益众生的心，只要你心中想出来的事情全是帮助

别人，没有一样事情是为自己的，这就叫下化众生。

你脑子里念头一动出来就是别人，心中所有想出来的事情都是利益

众生，这样你能灭一切烦恼，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求

灭一切烦恼，灭一切贪瞋痴，这个孩子以后会非常有慈悲心，会慢

慢地离开贪瞋痴。

http://lujunhong2or.com/空性是佛子的因-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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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原文

“行愿”和“行门”都非常重要。行门就等于我们找的一个方向去

行自己的愿。

【第 2 段延伸】关于“行门”的开示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 第 52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点击视频

离世觅菩提，你这个就是本身不理解菩提，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大

乘佛法说佛法的世间，其实指的是“行门”而言，也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打坐也好，修心念经也好，放生也好，只是行门当中的一种，

万分之一吧，或者千百分之一，去行、去修。我们做人做事，实际

上如果你用佛法来做人做事，你行的都是佛法的门。千万不要以为

佛法，要你出世之后 离开这个世间，你才能得到，实际上，我们在

这个世间，已经不能离开这个世间的佛法了，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

世间，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希望大家一方面修道，一方

面要好好地想，一切的功名富贵、酒色财气，你要了有什么用，你

曾经有过又什么用，你如果今天还放不下，那你就是大错特错。所

以师父跟大家讲，好好在这个人间拥有佛法，要想以后修出世法，

离开世间能够成功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在人间，在现在这

个现世的世界当中，就好好地行门，行佛法这个伟大的佛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2j3BSdLMs&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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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原文

“行愿”和“行门”都非常重要。行门就等于我们找的一个方向去

行自己的愿。

【第 2 段延伸】： 人的一生是由信愿行引导的

摘录：白话佛法广播第 35集【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点击视频

同样一件事，因为你今天许的愿力不一样，你布施者的心不同，你

的功德,智慧,果报，都不一样，所以你们今天跪在菩萨面前，到底

求什么？你要求你老公好,你老公好了，求儿子女儿好,儿子女儿好

了，你自己呢，你不可能求全部的。你要说我要一世修成，你可能

一世修成了。当你境界在往上提的话，你说你家里会不好吗？人的

一生是由愿行引导的，愿力和你的行为引导的，很重要,愿力和你

的行为。如果你今天许愿的方向错误，你今天会走向黑暗，所以师

父曾经跟你们讲过，你的汽车再好，汽油再足,司机再好，你方向走

错路了，你有什么用？你方向正确，你就会找到你的目标，你就会

找到你的光明,自己的前途。要看你到底找什么的，修行学佛更要

发大愿，那么你这个愿力越高，对你的进步就会越大，你说,观世

音菩萨，我一定要好好地修，我一世修成,我要想成菩萨，你一成菩

萨，你家里是不是有护法神全部保护，你用得着家里六个孩子求六

次，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要求十五六个了，求一个就好了，求一

个,讲两句话，观世音菩萨，我一定要做菩萨,普度众生，请观世音

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幸福安康，你已经有菩萨的愿了，你说说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R-g_BogI0&list=PLE1VygjqwQCzia7aLT5Uoi1uR62bdpEzV&inde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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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神不会照顾你们全家吗，就有人来照顾，有八个字叫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第 2 段延伸】有愿力的重要性

摘录：Wenda20180909A 28:14

台长答：愿力来自于心，原来的本性就是成全你的大愿，你们要记

住了，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满足众生所求，增长自己的智慧，

然后利益所有的众生，将生死烦恼全部都要去除，成为福德之根本

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要懂得：愿力，它是启动所有人的本性的一

种引擎，就是一种启动器。你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离不开愿力。大

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有一句叫“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还有一句叫

“求诸所愿皆满足”，就是你只要有什么愿力，在愿力上你要有所

求的话，地藏王菩萨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也就是善愿。你们自己

要懂啊。

【第 2 段延伸】： 关于学佛人的愿力

摘录：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2017 年 3月 11 日开示

很多人都知道，每一个大菩萨都有愿力，所以学佛的人必须大愿度

众，必须自身老实修行，要都摄六根，把自己管住，因为没有人可

以管住你们的嘴巴和心的。把自己的心管住之后，出来的全部都是

善念、善行、善业，那你就能够在人间成为一个干净的菩萨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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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延伸】： 有了愿力要去行，行愿才能修出正果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1 集【起心动念即是业】 点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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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段延伸】愿力是一种强大的能量体，能创造奇迹

在 2014 年 12 月 12 日的《玄艺问答》节目里，台长告诉我们，愿力

是成功的基础，学佛人的愿力来自自身的慈悲心。

听众：师父，愿力是不是学佛的关键？用愿力来学佛和修心是不是

更能消业悟道？愿力是从哪里来的？如何增强自己的愿力？

台长：首先，你第一个问题是对的，没有话讲，愿力是最重要的。

愿力可以克服无穷无尽的阻碍力和心里的障碍力，实际上愿力是一

种强大的能量体。你想问愿力是哪里来的？愿力是从悲心当中来的。

当一个人很悲悯众生，懂得在这个社会上活着的时候应该有慈悲心，

他就会有一种愿力出来。因为可怜别人，你才会觉得我应该更好地

去帮助别人。因为你觉得世界上妈妈很可怜，所以你才会产生一种

愿力：我一定要赚钱以后养妈妈，妈妈很可怜、妈妈没钱，整天地

在照顾我们，而且吃了这么多苦。所以愿力出来了：我一定要把妈

妈养得好，我要让妈妈享福，我要让妈妈更多地享受人间的快乐。

是不是愿力出来了？那么菩萨的愿力怎么会来的？菩萨看见人间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3-iie1EF-0&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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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苦，每个人都在菩萨面前哭着这么求，菩萨心里难过，所以菩萨

的悲悯心、愿力就出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他就会

有愿力。慈悲愿力，愿力靠着慈悲心，慈悲心才会带来愿力，当一

个人整天很慈悲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愿力产生。

第 3 段原文

有多少学佛的人，他们学到后来为什么精神不正常啊，因为他们整

天以为自己是菩萨，整天想做菩萨，他又没有这个根基，又没有好

好地行门，又没有证悟，所以最后灵性上身了。

【第 3 段延伸】想要修成菩萨身的三个基本点

摘录：《白话佛法第二册》第 42 篇【运用智慧德能，调节调柔寂静】 点击阅读

菩萨不见人过，菩萨永远看不见人家的过失和过错。首先，拿这一

点来衡量一下自己，你们谁能不看见人家的缺点和过错？菩萨是永

远不见人家的缺点和过错。而师父在帮你们开悟时是不一样的，因

为师父是为了救度你们，必须指出你们所有的缺点和过错，让你们

知道和明白道理，然后好好地修正和改过。学菩萨是不能看到人非

的，不见人过，但见己过，就是说用菩萨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永远

看不到人家的过失，而永远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失，都是自己的错。

在人间不要论人家的对与错，自己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永远是我错，

人家都是对的，因为这个世间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是无常的，没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2/86.html?t=1589821358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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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对和错，只有因和果。我没有对的，只有错的，这样才接近

菩萨的境界。

只管耕耘，不计收获，这才是菩萨的境界。菩萨是只管耕耘，只管

做功德，从来不考虑，今天种了这个善因，以后能得到什么果报？

你只要好好地念经，拼命地做功德，哪有不报的道理呢？就像有些

人问我：“卢台长我跟着你修行念经了，我会不会好？”就冲着这

句话，别修了，连最基本的信念都没有，怎么样修得好心呢？

无心，学菩萨其中的一个基本点是无心。无心就是说你不瞋恨，没

有烦恼，无障碍。但是，菩萨并不是真的无心，而是以众生之心为

心。众生之苦，就是师父之苦，师父现在是念念想着如何救度众生

于苦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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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第 4-6 段

第 4 段原文

你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靠的是众生对你的帮助，

你才能成长的。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也是大家一起的。所以为

什么每位菩萨每位佛，他的成功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还有护法

神，龙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第 4 段延伸】佛不能离开众生

佛离开众生他即是众生。佛不能离开众生的。佛一离开众生，他就

是众生。佛的使命就是来救众生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佛是鱼，

鱼不能离开水。鱼离开水了，鱼就不成为鱼了。正因为佛菩萨他们

在无始劫以来，一直是替众生受罪、受难，他们才能成为佛菩萨的。

你说说看，如果不替众生受罪，他怎么能够成为菩萨？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个好人，好人一定是帮助人家。整天帮助人家的人，他才

是个好人；如果这个人开始不帮助人家了，他能成为一个好人吗？

佛菩萨是永远帮助人家的。不帮助人家的人，他就不能成为菩萨。

菩萨是下来救人的。他今天能救人，他是菩萨；如果他说，我不救

了，到人间来沉迷于各种人间的贪瞋痴，他就不成为菩萨，他就成

为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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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段

我们要懂得，活一天就要感恩别人一天。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生命

和事物，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所以佛经三藏十二部都告诉我们，

都在讲行愿。一个人不“行”行吗？一个人没有愿力行吗？六度万

行，三十七道品，我曾经给法师都上过课，那些学佛的基本都是在

这些地方。

【第 5 段延伸】发愿而没有落实到行为上，这个学佛是不真切的

摘录：《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二》第 5 篇【反观自观 契合佛体】 点击阅读

我们要能够念佛、学佛、念经，一定要发愿，一定要修行。因为你

单单念经，你又没有行为，你这个学佛是不真切的。也就是说，你

嘴巴上说一套，而没有落实到你的行为上，你所做的一切，是不那

么真切的。

【第 5 段延伸】六度离不开慈悲心

摘录：《白话佛法第 11 册》 第 11 篇《四无量心悟出六度波罗蜜》 点击阅读

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波罗蜜就叫度到彼岸、到达彼岸，度就是达

到了。就是说，你的布施已经到了忘我的、完全超脱自己的境界，

已经到了彼岸，已经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就是让身处苦海的人能

够恢复本来就有的觉知、觉能，所以能恢复本性的人就称为 “波罗

蜜”，到达了彼岸，而且慈悲和功德，用波罗蜜以无私的对佛的愿

力来做事情。只要你大悲普度众生，用波罗蜜，就是说用精进智慧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guangbo2/413.html?t=1589823508273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1/763.html?t=1589825296277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53 集【静定是观照】

到达彼岸的这种精神，无私的对佛的愿力：“菩萨，我一定度众生，

我怎么怎么样。”大悲普度众生，无有疲厌，永远不会疲劳和厌倦

地努力修心，你就拥有了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概括了菩萨修行的

方法。

现在你们知道了菩萨是怎么修行的。你们今天如果已经到达了很高

的境界，已经是菩萨了，现在我们想向佛的境界修行，知道怎么修

吗？六波罗蜜，又称为“六度万行”。这个“六度”就是六波罗蜜。

“万行”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做得到，“万”并不是说只有一万，

而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掌握了这六度，你什么都能

做到了。

要记住，六度万行离不开慈悲心。如果正在修行的菩萨慈悲心不够，

那就不会圆满，所以要想修成佛，不能离开慈悲心。

第 5 段原文

从心理行为上慢慢地改进自己，渐渐地你就会见地自然就会越来越

进步，就是你对事物的理解，对佛法的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悟

才能证果，每一个人心理的行为的改变，学佛之后很多人改变了。

【第 5 段延伸】身心都不能有漏

摘录：《白话佛法第八册》第 27篇【身心都不能有漏】 点击阅读

当一个人真正地要学佛，要改变自己身上的毛病，他必须要堵塞他

缺点的漏洞。也就是说，我今天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做一点坏事，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8/352.html?t=158982237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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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称得上是一个好人；如果你今天在做好人，同时你又在做坏事，

那你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好人。

漏分为心漏和身漏。心漏是什么呢？心里想不开，心里不明白，心

里不开心，那就开始漏了。慢慢地越来越想不开，慢慢地越来越觉

得自己冤枉，越来越觉得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不公平、不公正

的待遇，而人家能够这样，那么你这个心就会越漏越光，所以叫漏

光。身漏也是体漏，就是身体漏。

第 5 段原文

你只要心行改正一天，你的定力就会随之进步一天，你只要有这个

愿力 我要改变，你每天就在改变当中了。

【第 5 段延伸】 - 用于战胜自己的私欲

摘录：白话佛法视频 第 14 集【自主烦恼，般若相智】 点击视频

很多人说：“我成不了菩萨，我成不了佛，因为我太自私了。”没

有，你不是自私，你是不敢去攀登和战胜自己内心的私欲；如果你

战胜了自己内心的私欲，你就拥有了无量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Sjec7j2cQ&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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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段原文

怎么样能够定得下来?怎么样从心行上去追求去修心?如果你表面

上打打坐，念念经, 放放生，一路上去放生 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不懂得念经，你今天可能一车的放生只是个形式，而没有改变你。

【第 6 段延伸】改变自己的意识，改变思维，让心中充满光明

摘录：20120601 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用精气神 转变欲望】 点击阅读

障碍为什么要用智慧来去除？这件事情明明不能做的，想开一点，

我就不做了。很多女人生不出孩子，这个时候心中障碍就来了，她

会嫉妒所有的女人，。那怎么样用智慧来把这个障碍去除呢？就这

么想：“有孩子，会有孩子的痛苦；没孩子，有没有孩子的幸福 “我

上辈子没有债主，我没有欠债的来跟我要债，我也没有还债的要我

去还。所以，我没有孩子我过得很开心。我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

当成我的孩子，我对人家好，人家一定会对我好。”这就是要人来

改变自己的意识，改变自己的思维，来让自己的心中充满着光明，

充满着智慧。

http://lujunhong2or.com/用精气神-转变欲望-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