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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42集 管控情绪 无生烦恼 
              

点击视频 

第1段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一种教育，让自己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能够改变。因为我们的一生做错很多事情，所以改变是最重要

的。人的一生就在改变当中、调节当中。年纪轻的时候，很多事情以

为自己都是做得对的，年纪大了之后一看，都是做错的，这就是调节。

人一辈子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你一个人后悔的时候，

你是很痛苦的，觉得“我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造成了很多的遗憾”，

实际上这个遗憾就是，被当时的头脑发热冲昏头脑了，所以人最大

的毛病，就是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控制，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一种失控的感觉。所以学佛就是叫自己时刻要学会控制自己。你

看我们一生过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就控制不住家庭的和睦；

你控制不住自己跟单位里的人的情绪，那你就控制不住在单位里的这

种形象，那你经常会被人家骂了、被人家讲了。我们说很愚痴的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GXEdaPNSc&list=PLE1VygjqwQCzia7aLT5Uoi1uR62bdpEzV&index=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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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整天在求“环境能够对我好一点，环境变好了，我可能就变好了

“。这个人走了我就不会生气了；那个人怎么样了，我就怎么样了。 

 

第2段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需要大家能够有一种非常平稳的心态来对待别人，

这很重要的。现在的人就是只想到自己，很少想到别人，慢慢，慢

慢就变化变得很大。一个人只要注重自己的道德，别人就不会诽谤

你。有时候要真正地学佛，就是要把烦恼全部弄懂。怎么会烦的？

“因为今天我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或者“因为我今天某一句话，

我听得不开心了”，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开心了，然后追根寻源

下来，一直影响到你的情绪，造成你的烦恼。实际上完全可以控制

的，你能够让人家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发脾气，发脾气是一种亏

本的生意，发脾气的人永远伤自己，伤害不了别人的。所以有的时候

有了智慧，你就会了解生命，你到底到人间来干吗的？你是来跟人家

争还是跟人家斗的，你还是来糟蹋自己的时间，还是糟蹋自己的身体？

这一切包括了，就是你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理解。很多事情你们自己都

不能理解自己的，“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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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段 

一个人如果听人家讲话，坐在这里，只要他转换意念了，他身体就

会动。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就是不要去制造这些不好的东西。你

要理解别人，但是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任何一个人你过度地去做一

些事情，可能就会伤害别人。什么叫过度？你只要讲话讲过头了就

伤别人；你什么都不跟他讲，你又伤自己。所有的人学佛必须学会

调节。所以当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这个人很开心；心态不好的时

候，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开心。所以经常想一想，“我今天心态好不

好？我今天会不会生气？我今天会不会难过？”经常想，控制自己的

欲望，因为周围的环境你是没办法改变的，你唯一的能改变就是自己。

你接下去应该怎么走？你的性格要不要改变？现在这个社会，大家

都是快节奏，你应该怎么样稍微快一点；但是快过头了 你可能又伤

害自己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很慢的人。你就不停地在调节当中，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任何有智慧的人都是会调节的，就像

温度，冷了我多穿点衣服，热了我少穿一点。人就是活在调节当中，

心态调节、身体调节、情绪调节，不但调节，还要管控。所以人有

一种自然的保护意识，这种自然的保护意识，实际上在佛法里边已

经教我们了，最好的一个保护意识是，你对人家好一点，慈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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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人家不好，你再怎么保护，你也会被人家伤害的。所以这个

保护意识，就是说你用这种语言没有办法。你看一个人很紧张，这种

就叫“保护意识”，他就完全把自己保护起来，他思维当中害怕了，

他行为当中就害怕了，他的语言跟这个心理，完全有不同的理解。所

以人家说理解心理，比理解你的动作更重要，但是理解你的动作，可

以探索你的心理状态。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跟你一接触，你在社会

当中，你看你们老板是不是个好人，这个人愿意不愿意帮助你，你

就看好了，他细心不细心。他有时候拍拍你，“好好努力啊，这种

人很细心的；如果跑过来眼睛冲你看一看，这种人很高傲的。 

 

第 4段  

所以真正的佛法是了解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你

可以适当地去做一些事情，不会伤害别人，不会伤害自己，最后你

就产生了快乐。快乐怎么来的?快乐是对人家好得来的，你对人家好，

人家对你好;你不对人家好人家怎么对你好?有很多人自己在缘生缘

灭当中，一个事情发生了，缘起了，开始缘生出来了，有缘分了，

“哎呀，我很喜欢你”，哎呀，怎么怎么;然后慢慢地不喜欢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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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种缘分好像觉得不成熟，慢慢慢慢就消掉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

是一种缘分，缘分可以再造，缘分可以再生，但是生了要理解任何缘

分都会灭掉的。所以与其让自己以后缘分灭的时候痛苦，你还不如缘

分不要生得太多，这就是相应了中国人传统的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

水。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你不会受到伤害;太爱了、太喜欢了，那

你一定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你这个人

才能活得有意义。学佛里边叫“累积”，你今天做点坏事，明天做

点坏事，后天做点坏事，时间长了你就是一个坏人;你今天做点好事，

明天做点好事，时间长了你就是个善人。这就是累积。那你今天做

坏事，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你做到后来就让别人看到你的劣

根。所以刚刚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身上是什么毛病的。

那么为什么很多婚姻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时间长了，长到

后来就发现对方毛病了，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说的

“光点”，一个光点慢慢累积成个光柱。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点点滴滴都要认真。情绪受控于你的智商，你智商低的人容易发脾

气，容易情绪差;你智商高的人，你不容易发脾气，所以情绪受控于

智商。智商受控于境界，智商再高的人，但是环境变了，他这个人

就不开心了，因为环境在变，他就不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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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段 

境界就像花园一样，要经常浇水的，一个人好不容易到了 很高的境

界，要不停地给他浇水，给他阳光、土质、水 质，他才能提高。真

正的一个能够学佛的人，他是完全是 要有智慧的，世界上任何事情

到了你这里，你可以把它重新 解剖，重新开始再学，那就叫“无

生”:无生法、无所住、 无所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你心中的，每

个事情都会变 化的。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它也会

变 化;碰到一点好的事情，它也会变化。就像人的脸一样， 一会儿

开心，一会儿不开心，脸上都看得出来。当你思维当 中狭隘了，你

的脸就笑不出来了;当你脑子里想开了，什么 都无所谓，你就法喜充

满，很开心。这就是人的思维控制着你的整个的神经系统，包括你的

生理，包括你的情绪，包括 你的所有的肢体状态。所以这就是佛法

讲的，思维控制了你的行为，行为控制了你的口业。所以你看，嘴

巴里讲出来一定是你想过的，你不管讲出来什么话，因为嘴巴是传送 

器，是一个喇叭，它不是你的原始的录音机。你今天要放个 音乐，

你放个 CD 在里面，放什么歌曲是你心里的一种行为; 但是这个喇叭

是嘴巴，只是替你把声音放出来，所以当你讲出来声音的时候，当

你讲出个观点的时候，它就代表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不是说你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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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讲出来的，而是你心里想 出来的这个问题。佛法就告诉你的深层

意识，怎么会来 的，慢慢慢慢地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

所住的。因为来了会没有，没有了又会来，无所住——住不进去的。

你说你们要我接受一个观点，可能你们跟我讲了，我当时接受，过一

会儿我忘记了，没了。因为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是在不断地转换的，就

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认为一样对的事情，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

已经认为这件事是错的，我们转 变了。小的时候我们学的这个游戏

很好玩，现在我们有电脑，谁还去玩小时候的游戏?是不是你的概念

就转变了?转换概念、转换思维，所以无所得，你一辈子什么都得不

到的。你既然知道这辈子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带不走，你为什么

还要拼命去得?所以菩萨告诉我们“无苦集灭道”，苦集，“集”是

什么地方来的?根源。所以“无苦集灭道”就是无生，没有什么苦的，

没有什么生出来的，所以无生是没有烦恼生出来，没有心里觉得苦，

没有生出苦的地方，你也没有必要去消灭它，你这个道就自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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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段 拓展开示 

【第1.1段原文】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一种教育，让自己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能够改变。因为我们的一生做错很多事情，所以改变是最重要

的。人的一生就在改变当中、调节当中。年纪轻的时候，很多事情以

为自己都是做得对的，年纪大了之后一看，都是做错的，这就是调节。 

 

【第1.1段延伸】控制情绪稳定是人生最重要的素质  

摘自：120181230 吉隆坡法会 《佛光普照吉隆坡 践行佛道娑婆诃》 

人的善变之心来自于情绪控制，情绪有时候像心魔一样，所以佛法讲

人生无常，你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才能控制好你的人生。生活

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人的一生需要拥有多种素质，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情绪稳定。情绪像水一样，但是稳

定的情绪像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定的情绪如咆哮的大海。所以，

师父告诉你们，当你们每一天敬水给菩萨的时候，就是代表你们的

心，干净如水，心如明镜，平稳的水就是我们对菩萨的一片诚心。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 42 集【管控情绪 无生烦恼】 

 9 

【第1.2段原文】 

人一辈子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当你一个人后悔的时候，

你是很痛苦的，觉得“我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造成了很多的遗憾”，

实际上这个遗憾就是，被当时的头脑发热冲昏头脑了，所以人最大

的毛病，就是知道自己的毛病而不能控制，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一种失控的感觉。 

 

【第1.2段延伸】【故事】最让骆驼后悔的事情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18集【克服心魔，正信正念】      点击视频 

有一天，有一个小和尚挑着水桶，刚刚走了没多少步，自己摔了一跤，

从大老远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打上来的水全部洒光了，一时，他非常地

愤怒，用脚踢这些石头，嘴巴里还在骂“都是你们不好”。这时候，

脚一踢，不但人滑倒了，连水桶都摔破了。事后，他就去问自己的禅

师，他的师父就讲了个故事曾经有一只骆驼在沙漠当中行走着，它被

晒得又渴又饥，一肚子的火。正在这时，没想到，一块碎玻璃片把它

的脚掌给弄破了一点点，但是还没出血。这个时候累得不得了的骆驼

火冒三丈，它抬起脚狠狠地将碎片踢了出去，却不小心把它原来的伤

口撕裂开来了，伤口加深，鲜红的血从骆驼的脚底流了出来，走出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95VlRARxQ&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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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印子引来了在天空飞行的秃鹰。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想躲

开它。由于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无力的骆驼仓皇当中没想到又跑到

了一处食人蚁的巢穴中。那些食人蚁一闻到鲜血，就黑压压地向骆驼

扑过来，不一会儿，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淋地倒在了地上，被几万只

的食人蚁啃光了。”禅师讲到这里，对小和尚说：“孩子，你知道骆

驼在临死前，它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这时候小和尚终于明

白过来，说：“师父，骆驼最后悔的是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

生气。” 

 

【第1.2段延伸】生气时不要做任何决定  

摘自 20160423新加坡法会《宏度有缘四圣殊途-悲愿娑婆极乐净土》 

台长教导大家在生气的时候不要做任何决定，否则后悔一辈子。想

发脾气的时候，等待一分钟，因为人在生气、在愤怒的那一瞬间，

智商是零，经过一分钟，智力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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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段延伸】小不忍则乱大谋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18集【克服心魔，正信正念】    点击视频 

很多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有的时候你看到了眼前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原

则性的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外表的烦恼让你想到了“我想要去

改变它，我想要去让它变化”，实际上真正的变化还没有，这就是我

们人的心态的转变，有的时候就是一时冲动，后悔莫及。有的人知道

自己今天的冲动会导致坐牢、打官司，但是他还是这么冲动地去做了，

这就是说明这个人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学佛人遇到不愉

快的事情时，一定要平息自己的情绪，冷静一下再对待这件事情，

就像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自己心中有结的时候要先放一下，先不要

去碰它，否则会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

的，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我们很多人暴跳，失去了理智和冷静，这

样会影响你的心胸。学佛人只有心胸坦荡，善待生命，善待他人，才

能善待自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95VlRARxQ&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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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段原文】 

所以学佛就是叫自己时刻要学会控制自己。你看我们一生过来，控制

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就控制不住家庭的和睦；你控制不住自己跟单位

里的人的情绪，那你就控制不住在单位里的这种形象，那你经常会被

人家骂了、被人家讲了。我们说很愚痴的人，他是整天在求“环境

能够对我好一点，环境变好了，我可能就变好了“。这个人走了我

就不会生气了；那个人怎么样了，我就怎么样了。 

 

【第1.3段延伸】如何理解“心不随境转” 

Wenda20141212 51:51 

男听众：师父常说“心不随境转”，这是不是一个定力强弱的问题呢？ 

卢台长：“心不随境转”一个是定力，定力是怎么来的？定力就是

戒律，能戒的人就会有定，戒了之后才会有定力，定了之后才能产

生智慧，所以“戒定慧”。你要想定得下来，那你必须要戒，什么

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看，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做的不做，不该说的

不说，慢慢慢慢自己就定得下来了，有定力的话你当然不会受五欲六

尘所染了（那对于意志力薄弱，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来说，如何更好

地去持戒呢？）忍辱持戒。学会人家骂你不讲话，学会人家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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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你、污蔑你忍辱！有什么用啊，有什么关系啊，让他讲好了。

谎言有时候就像拿一把弓箭，朝着天上射箭，因为你的心是光明的，

像天一样的光明透彻，所以箭射不到你的心脏的，谎言就像弓箭一样

到了一定的高度，它就会慢慢自己掉下来。所以，学佛人首先要先

学会忍辱，忍辱才能精进，所以必须要学会忍辱。 

 

【第2.1段原文】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需要大家能够有一种非常平稳的心态来对待别

人，这很重要的。现在的人就是只想到自己，很少想到别人，慢慢，

慢慢就变化变得很大。一个人只要注重自己的道德，别人就不会诽

谤你。 

有时候要真正地学佛，就是要把烦恼全部弄懂。怎么会烦的？“因

为今天我心情不好、身体不好”，或者“因为我今天某一句话，我听

得不开心了”，或者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开心了，然后追根寻源下来，

一直影响到你的情绪，造成你的烦恼。实际上完全可以控制的，你

能够让人家一步，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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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段延伸】我执是烦恼的根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28篇【我执是烦恼的根】          点击阅读 

要懂得，我们要家庭和睦，众生没有争斗，实际上靠的就是无我。没

有“我”，怎么跟人家打官司啊？没有“我”，怎么跟人家吵架？你

连“我”都没有了，跟谁吵架啊？对方跟自己去吵架啊？所以，无

我就没有争斗。你一为自己，马上就会有争执了，“我吃亏了，我

难过了，我烦恼了，他欺负我了，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这口气咽

不下来，我、我、我……”就开始争斗了，一有“我”字，你就有

争执，人人为自我，所以你就争执不休。师父告诉你们，有我执，

整天讲“我”，你就可能跟人家合不来，人和人合不来，都是因为

有“我执”。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整天笑嘻嘻的，没有我，就听

人家的，你说这个人会跟人家有争执吗？“你凭什么叫我啊？我为什

么要跟你好啊？”这种人就爱跟人家争执，对不对？ 

 

【第2.1段延伸】缩小自己得到解脱  

摘自《白话佛法二》 第13篇【业障缠身，解脱放下】         点击阅读 

解脱讲讲容易，就像一条锁链绑住你，你要靠自身的力量来解脱。

比如，《西游记》里孙悟空被人家妖魔捆绑起来了，当时孙悟空为了

解脱，他一变，就变小了，而那些锁链就全部松掉了。从这个道理上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64.html?t=1593001336730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2/57.html?t=159300143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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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你们听，锁链把这个人捆住，它是有一个范围和范畴的。比如今

天我要让你生气，我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这条就是锁链。如

果你把自己缩小了，把自己看的小一点，不在乎这件事，你就会把

这条锁链解脱掉，这就是智慧。记住看人家不好时，尽量多想想自

己，才能修成正果，才能见性。 

 

【第2.2段延伸】师父如何面对负面的情绪  

wenda20151101A  01:02:26  

台长答：谁不被人家骂了？你告诉我了。你说哪个高僧大德不被人家

骂了？何况你卢台长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哪个高僧不被人家骂？谁

没被人家骂过？我现在……随便你们脑子里现在想得起来的几位高僧

大德，你们名字讲一讲，哪个不给人家骂？我算什么？我修了这么一

点点时间，被人家骂几句那算什么？你看看人家被骂得厉害吗？人家

吃的苦比我多了。你再看看过去那些能够成道的人，像六祖慧能被人

家刀都架在脖子上了，怎么办呢？我们东渡的鉴真和尚到日本去弘扬

佛法，你看看他受了多少苦啊？这算什么？这有什么稀奇了？百炼

成钢，对不对啊？我们从小看的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呵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 42 集【管控情绪 无生烦恼】 

 16 

呵……（师父，真的是！人家说“佛法是无争的”，有的人修得很有

地位，但是却诽谤师父，真的是……） 

 

【第2.3段原文】 

不要发脾气，发脾气是一种亏本的生意，发脾气的人永远伤自己，

伤害不了别人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了智慧，你就会了解生命，你到

底到人间来干吗的？你是来跟人家争还是跟人家斗的，你还是来糟蹋

自己的时间，还是糟蹋自己的身体？这一切包括了，就是你对自己生

命的一种理解。很多事情你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我为什么会

做这个动作？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第2.3段延伸】百病生于气  

摘自：20181012纽约世界佛友见面会 

脾气越大，身体越差；脾气越温，福报越深。实际上脾气差是健康最

大的克星。美国科学家最近公布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显示，脾气暴躁

的男人不仅容易发生中风，也容易发生猝死。所以，如果想拥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要活得快乐幸福，那么你就必须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不

轻易生气，不与人结怨。记住了，世间万事当中，伤害健康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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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莫过于你的脾气大，无论是暴跳如雷的怒气，还是心有郁结的

怨气，或者是难以排除的闷气，都可能引发各种疾病。常言道“气

急伤身”，《黄帝内经》曾经讲过“百病生于气也”，其实很多人

都是被气死的。医学家现在研究出来，很多癌症都是气出来的。中国

学者曾对百岁老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过统计和研究，发现心胸开阔、

性情温和的长寿者的共同特征。老太太长寿的秘诀在于：宽恕别人，

放过自己。你们记住了：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第一个受益的就是

你自己。因为你非常开心，因为你放过别人，自己就会舒服。 

 

【第3.1段原文】 

一个人如果听人家讲话，坐在这里，只要他转换意念了，他身体就

会动。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就是不要去制造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要理解别人，但是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任何一个人你过度地去做

一些事情，可能就会伤害别人。什么叫过度？你只要讲话讲过头了

就伤别人；你什么都不跟他讲，你又伤自己。所有的人学佛必须学

会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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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段延伸】学菩萨看破放下不执著，善于化解修行中的负能量 

wenda20150329  

听众：师父，为什么当我对某种行为或者思维、习气越是去压抑、

克制，压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呢？ 

台长：我问你，你去给汽车、自行车的轮胎打气，你压啊压，压到最

后是什么声音啊？砰！能压吗？只能化解，不能压。 

听众：那克制和化解这两种怎么…… 

台长：不同的境界。卢台长是化解，你们这些小孩子不好好修，师父

不开心，刚刚生气，过一会儿我就化解了，我讲完了就化解掉了，不

会记在心里的。你们呢？被台长讲了之后一直记在心中，生气了：

“师父怎么这么骂我、讲我啊？”好了，绷啊绷啊，到一定的时候

“砰”爆发了。我们澳洲有个同修就是的，师父跟他说：“好好修，

不要自说自话。”他憋啊憋，憋了半天写了封很长的信给我，他在发

泄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开悟，就知道想到他自己的那些事情，所

以他把所有的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有什么用啊？你能够理解别人的

感受吗？你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做成理由去

讲人家不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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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段延伸】克制不是解决的最好办法，要化解  

摘自【学佛就是学智慧】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开示      点击阅读 

所以我们的心一定不能动，一个经常不受外围影响的人，他的心自

然就开朗。我无所谓了，我很开心，就算你惹我不开心，我还是很

开心。要开朗，情绪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想开了，想通了。这

个老头子天天回到家就是要吵架的，你就让他去吵吧，你不闹了，变

得开朗，反而就没有什么烦恼了。要是你想到这老头子每天到这个时

候就是要吵架，你虽然忍着，但总有一天你要爆发。很多人就是今天

给人家骂无所谓，明天也无所谓，但是到了有一天就会说：“你骂够

了没有啊！”然后把东西砸过去了。他有个爆发点。所以如果情绪不

会有太大的变化，就不会在一时冲动下闯祸，做出一些让人接受不了

的事情。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永远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

后者有一个突破点。学佛的人不会闯过这一个点，不会越过这个点

的。如果等到这个人说他爆发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了，实际上他已

经超过他能够忍耐的极限了。我们学佛人没有什么憋不住的，我们

要化解掉，如果你化解不掉，那就说明你学佛学得不好。 

 

 

http://lujunhong2or.com/学佛就是学智慧-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的开-2/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 42 集【管控情绪 无生烦恼】 

 20 

【第3.2段原文】 

所以当一个人心态好的时候，这个人很开心；心态不好的时候，这个

人什么事情都不开心。所以经常想一想，“我今天心态好不好？我今

天会不会生气？我今天会不会难过？”经常想，控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周围的环境你是没办法改变的，你唯一的能改变就是自己。你

接下去应该怎么走？你的性格要不要改变？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

是快节奏，你应该怎么样稍微快一点；但是快过头了 你可能又伤害

自己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很慢的人。你就不停地在调节当中，这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任何有智慧的人都是会调节的，就像温度，

冷了我多穿点衣服，热了我少穿一点。人就是活在调节当中，心态

调节、身体调节、情绪调节，不但调节，还要管控。 

 

【第3.2段延伸】改脾气就是改命运  

摘自《白话佛法一》第43篇【玄学基础】        点击阅读 

我在劝人做善事的时候，有人说：“卢台长，我就是这个脾气我改不

过来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什么叫脾气？脾气就是你长期做的，自

以为是对的，形成的一种习惯。从小孩子生出来有什么脾气啊？就

是惯的，就是自以为对的，很多女士自以为是，认为男朋友应该对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44.html?t=159301235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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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的、应该宠着我的，就不把男的当回事情。她就形成了很高傲的

脾气，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脾气爱就爱、不爱就算数。好

了等50岁了，没人爱了。是什么东西害了她啊？是脾气。所以不要以

为什么都不能改，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我告诉你你这个脾气就

是这个命，改掉脾气就能改掉你的命。很多人不做生意的时候高傲

的不得了，一做生意满脸堆笑，因为饭店里没有人来吃饭，看见了一

个人进来就迎上去“你好，你好，请进，我们的菜很好。”这不就是

改你的脾气了吗，你不改脾气开什么饭店，赚什么钱啊？不改脾气老

婆都要跑掉，老公也会飞掉，孩子也要离家出走。我父母人很好的，

就是脾气不好。什么话，脾气不好就是人不好，整天骂人，这个人

好吗，对不对？所以不要拿借口把自己身上的毛病遮盖住。 

 

【第3.2段延伸】如何调节压力  

摘自【学佛就是学智慧】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开示      点击阅读 

现在我们到哪里都有压力，但是人有毛病，还有一种重叠压力，重

叠压力就是在原先的压力上再加上压力。师父要你们解散压力的意

思就是要你们把压力不要集中起来。比方说今天在单位里不开心了，

已经有压力了，那你就不要在家里再不开心，就不要在家里再有压力。

http://lujunhong2or.com/学佛就是学智慧-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的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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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外面单位里已经有压力了，回到家再吵架，那么更生气，这

个就叫做重叠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烦死了，已经外面不开心了，

这里又借钱，那里又怎么，回到家还吵架，搞什么东西啊，算了！散

吧！——好了，这下就跟老婆分掉了。要解开、分开压力。在外面

有压力了，回到家要跟家人好好地讲，让家人帮你缓解压力。跟观世

音菩萨讲，念念经，菩萨会帮你解散压力，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定下

来。 

 

【第3.3段原文】 

所以人有一种自然的保护意识，这种自然的保护意识，实际上在佛

法里边已经教我们了，最好的一个保护意识是，你对人家好一点，

慈悲啊。如果你对人家不好，你再怎么保护，你也会被人家伤害的。

所以这个保护意识，就是说你用这种语言没有办法。你看一个人很紧

张，这种就叫“保护意识”，他就完全把自己保护起来，他思维当中

害怕了，他行为当中就害怕了，他的语言跟这个心理，完全有不同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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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段延伸】自我保护意识会伤害到别人  

摘自【无我，才会公正】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50709      点击阅读 

现在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很难交朋友，交朋友就是交心啊，因为每个

人太执著于自我，过度地保护自己了，考虑问题先想到我会吃亏，

我失去的很多，我划不来，我付出了这么多，万一有事情，我怎么

办？那么好了，这种人活在世界上会很痛苦，会很累。你要是没有自

我，你想想，我付出了什么？没有付出，命中就是这样的，那是我欠

人家的，我现在这样付出的话，我一定会得到菩萨的保佑，观世音菩

萨会帮助我的？修得好，连这些都不要想，就度人，你就什么都得到

了。 

而人的毛病就是太自我保护自己了，实际上，太自我保护自己会伤

害到别人的。举个简单例子，夫妻之间如果男的太保护自己，什么

东西都不让老婆看见，我什么事情都保密，我怕她知道后会怎么样，

那你说对方是不是受伤了？如果一个女人整天想着自己，我儿子是自

己的，我女儿是自己的，都是我养的，老公不是我养的，所以我保护

好自己，万一老公对我不好，我要把儿子、把女儿带走。想想看，有

这种思想，她能够过好夫妻生活吗？这种不敢承担责任的人，要好

http://www.lujunhong2or.com/无我，才会公正-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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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调整自己的念头，如果每一个人都执著于自己，保护自己，那

你就不是无我的境界。 

 

【第3.3段延伸】自我保护意识会伤害到别人  

摘自【以佛法推动世界和平 以慈悲实践利益众生 以觉悟实现人类精神净土化】卢台长

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摘要               点击阅读 

现代人自我保护意识掺杂着私心，有私心就会有私欲，谁都不愿意

担责任，人人都推卸责任，一个人的欲望会造成很多的业。学佛人

要用心帮助别人，只知道自修不去度人，就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

己，所以学佛人要自度度人。 

 

 

 

 

 

 

 

http://www.lujunhong2or.com/以佛法推动世界和平-以慈悲实践利益众生-以觉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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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段 拓展开示 

【第3.4段原文】 

所以人家说理解心理，比理解你的动作更重要，但是理解你的动作，

可以探索你的心理状态。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跟你一接触，你在社

会当中，你看你们老板是不是个好人，这个人愿意不愿意帮助你，

你就看好了，他细心不细心。他有时候拍拍你，“好好努力啊，这

种人很细心的；如果跑过来眼睛冲你看一看，这种人很高傲的。 

【第4.1段原文】 

所以真正的佛法是了解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你

可以适当地去做一些事情，不会伤害别人，不会伤害自己，最后你

就产生了快乐。 

 

【第3.4和第4.1段延伸】了解自己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16集【顺缘逆缘，佛道自然】      点击视频 

每个人心中都要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一刻，这样你才能悟出，你才能

走遍世界。了解自己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别人都会尊重你，

因为你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行为，该有什么思维，这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O0ic6GpTc&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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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就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说的满口大话，吃的满口饭，做的行为都是和

别人不一样的，还以为“我是一枝独秀”，实际上这些只不过就是为

了找到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观念，“我是这样的吗，我虽然跟人家不

一样，但是我一定有道理的”，实际上这种已经是在偏见和执著当

中选择自己的思维。 

一个人正，首先要了解自己，你才能正。你这个人不能了解自己，

你怎么来了解别人呢？师父就是告诉你们，修心就是为了回归自己的

内心。你了解自己，不就是因为要内心了解自己吗？你要放下很多的

欲望和念头，回归到无念，无念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这些东西，

它是没有带着一种强求执著，不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一个人能够

让别人接受的语言、接受的行为、接受的思维，他是一种自然的反

应，别人都能够接受。就像一个小孩子，“叔叔，我嘴巴干了，我

要吃这个”，人家“哦，孩子，我帮你买”，人家不会怀疑这个孩子

贪嘴的，因为他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声音。很多人他有多少杂念，就

有多少痛苦，他越是想得多，“我怎么样让别人又没有感受到我在

动小脑筋，我又要把这些事情做得让别人看不出来”，然而当自己

讲出来之后，别人看出来了，他就会痛苦。被别人发现目的之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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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就会痛苦，因为他们本来想骗别人。所以我们说学佛学到最后，

还是要学会自然。 

 

【第 3.4 和第 4.1 段延伸】理解別人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15 集【非有非无，修出明点】    点击视频 

师父希望大家要调伏自己的内心，修心修到境界提升，慢慢地解脱

痛苦，慢慢地理解别人：知道别人的痛苦，你才不会去说别人；知

道别人的忧伤，你才不会去触碰别人的忧伤。不要等到别人伤你了，

你自己痛了，自己忧伤了，你才想到“我要精进，我下次不能再讲他

了”。就像很多人吵架，嘴巴骂了人家的祖宗，人家揍他，痛了，他

才知道以后骂人不能骂人家的长辈，道理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被人家

揍了，你才改变呢？这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就会产生痛

苦，产生悲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0A9C60rWn0&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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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段原文】 

快乐怎么来的？快乐是对人家好得来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好；

你不对人家好 人家怎么对你好？ 

 

【第4.2段延伸】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24集【由迷转觉，由染转净】    点击视频 

有的人就喜欢向别人摆脸色，动不动就不开心，给人家一个恶脸看，

刻意地表现，我对你已经不满意了，他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你看我

的情绪，我已经给你看了我对你不满意，希望对方能够做出妥协。其

实这种策略，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它是不能够奏效的，因为你的刻

意地表现对别人的不满，会无意识的，别人接受到你的情绪的感染，

你不开心他也不开心，你对他有意见，他也会刻意地给你脸看，使你

也变得不开心，他自己也变得不开心，继而针锋相对，就很难作出理

智的让步。师父告诉你们，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就把这种，人类应该

解决心理问题的智慧，已经传授到我们人间了，而我们没有好好地

去学，我们不懂得情绪的感染，你给别人脸看，别人接受到是负能

量，别人一定也会给你脸看。你给别人笑脸，别人接收的是正能量，

别人一定也会对你微笑，所以应该懂得，佛法那就是一个智慧之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0AqeDKvBI&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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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段延伸】情绪是可以互相传染的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20 集【在无常中寻找本性】    点击视频 

在心理学上就有一个名词，称为“情绪感染”。情绪会传染给对方

的，你不良的情绪经常给情绪很好的这个人，跟他经常接触，你的

不良情绪会传给他。举个简单例子，一个过去很开朗大方的人，突

然之间跟一个整天情绪忧伤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情绪感染，这个

人也会变得非常忧伤。美国心理学家John Cacioppo曾经提出了情绪

感染的概念，他说情绪会像病毒一样相互传染的。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去模仿身边人的语言、声调、手势和

他的动作，包括他的形象、思维，所以有时候就会刺激我们大脑中相

应的神经元素，这就是佛法界讲的“进入你的八识田中”。心理学家

说，被模仿者的情绪完全可以在瞬间进入对方的大脑中，而且这个速

度之快仅仅是21毫秒。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情绪给对方的影响，可以

一句话让对方跳起来，一句话让对方笑起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X8m32OEtY&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0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 42 集【管控情绪 无生烦恼】 

 30 

【第4.3段原文】 

有很多人自己在缘生缘灭当中，一个事情发生了，缘起了，开始缘生

出来了，有缘分了，“哎呀，我很喜欢你”，哎呀，怎么怎么；然后

慢慢地不喜欢他了，有那种缘分好像觉得不成熟，慢慢、慢慢就消掉

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缘分，缘分可以再造，缘分可以再生，

但是生了要理解任何缘分都会灭掉的。所以与其让自己以后缘分灭

的时候痛苦，你还不如缘分不要生得太多，这就是相应了中国人传

统的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你不会受到

伤害；太爱了、太喜欢了，那你一定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所以一

定要懂得这些道理，你这个人才能活得有意义。 

 

【第 4.3 段延伸】君子之交淡如水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16 集【顺缘逆缘，佛道自然】    点击视频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的一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有的时候太

好了，就会感情牵扯、牵绊，所以初见伊人，不再往心里去，何来

分别计较？一个人如果你跟他初次见面，你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要求

的，你总是说“很好”。看到别人就犹如初次见面一样，你可以保

持一种尊重，可以保持一种沉默，可以保持一种理解，也可以保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O0ic6GpTc&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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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融。所以初次见面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好朋友”“我

们是好佛友”，你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一定会随缘放下。当你随缘

放下的时候，你人本身就是万般自在。所以很多人说，你活得很自

在。为什么他活得不自在？实际上自在就是你自己在调节你的心，你

把很多的老朋友，把很多外面人间的那些，单位里，或者一些人，身

上有毛病的，你把他感受到“我跟他初次见面”，你一定不会对他

有过分的要求，这是佛法的智慧。 

 

【第4.3段延伸同修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  

Wenda20180316  28:49  

问：有的同修可能感情很好，走得很近，但是突然间发生一些矛盾就

崩掉了，是不是同修跟同修之间感情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答：那当然了（就是都有冤结？）人跟人之间都有冤结，你把佛情

变成人间的私情，很快就崩掉了，因为学佛的人干净啊，你把人间

的东西拿到菩萨界来运作，你当然输掉了。前世很多都是冤结，你

这一辈子跑到学佛的道场来完成人间的东西，那当然很快就没了

（明白了，有时候人间的事情一多就出现问题）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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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段原文】 

学佛里边叫“累积”，你今天做点坏事，明天做点坏事，后天做点

坏事，时间长了你就是一个坏人；你今天做点好事，明天做点好事，

时间长了你就是个善人。这就是累积。那你今天做坏事，一点、两

点、三点、四点，你做到后来就让别人看到你的劣根。所以刚刚跟

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身上是什么毛病的。那么为什么很

多婚姻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时间长了，长到后来就发现对

方毛病了，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说的“光点”，一

个光点慢慢累积成个光柱。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点点滴滴

都要认真。 

 

【第4.4段延伸】善缘恶缘是量变达到质变  

摘自《白话佛法五》第8篇【谈恶量善量 解三世因果】    点击阅读 

师父教你们要明白三世业报的一种量。给你们讲到量，量变到质变。

三世因果实际上是根据一种量而继续循环的。什么叫量呢？比方说

你上辈子对老婆是好的大于恶的，还是恶的大于好的，这就是一个量

子。如果你上辈子对老公很好，但是稍微有些孽障，那你这个得到的

就是善报，你这辈子就会有善报；如果你上辈子对老婆的恶超过了你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5/191.html?t=159301354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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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的好，那么你下一辈子就会被你老婆所欺负，也就是恶量超过了

善量之后，你得到的就是恶报了。如果你善量得到的多，恶量得到

的少，实际上你得到的就是善报。比如就像夫妻吵架，想想他对我

也不错，虽然这次的事情做得很不好，跑出去找女人，算了算了，原

谅原谅他，他一辈子对我也蛮好的。就是因为他过去做了很多的善事，

对你好，所以你就原谅他了。如果他一辈子从结婚到现在都没有对你

好过，你要发现他这个事情，接下来就是让他滚出去，然后就要离婚

了。那就是恶的量大于善的量。 

 

【第4.4段延伸】修心要修出自己的光明点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第7集【以众生心为己心】         点击视频 

你们要学会控制自己身体上的毛病，修出身心的光明点。光明点是

什么？正能量。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你要想想，他曾经也帮助过我；

当这个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要想想，其实我们都是手足同胞。这

就是你的光明点，你才能用慈悲心来学会包容众生。要包容别人，

如果你的母亲做错事情，你会原谅；如果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你会原

谅。为什么同样一个跟你母亲一样大年纪的人，他做错事情，你不能

原谅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6ySPlxlQ4&list=PLE1VygjqwQCzia7aLT5Uoi1uR62bdpEzV&ind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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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段原文】 

情绪受控于你的智商，你智商低的人容易发脾气，容易情绪差；你

智商高的人，你不容易发脾气，所以情绪受控于智商。智商受控于

境界，智商再高的人，但是环境变了，他这个人就不开心了，因为

环境在变，他就不开心了。 

 

【第 4.5 段延伸】调节自己不受环境影响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17 集【调养身心，忍辱为上】      点击视频 

调节好自己，无需顾虑太多，你的内心本来无一物的，只是你听到

了别人说了你不好的话，或者眼睛看到了不开心的事情，你的心态才

开始慢慢地改变。在心理学上来讲，就是要能够稳固自己内心的思

维，不让这些思维受到环境的连锁影响，因为环境是一个连一个地

让你来接受的。很多人脾气本来是不大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开

心，再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在心理学上来讲，如果承受了三个以

上，人的心态就会开始慢慢地发生变化，不平衡。比如今天我看到你，

就算我觉得你很讨厌，你讲一次，哎呀，能够忍耐；第二次又来了，

再讲我，又能忍耐；等到第三次，我也能忍耐；等到第四次，开始脸

不开心，拉下来了；等到第五次的时候，可能就指着你开始骂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67nOAvFCLA&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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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调节心态还不够有耐力。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否则会让

自己的生活后悔，会让自己的命运后悔。 

 

【第5.1段原文】 

境界就像花园一样，要经常浇水的，一个人好不容易到了很高的境

界，要不停地给他浇水，给他阳光、土质、水质，他才能提高。 

 

【第 5.1 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12 集【忍辱是德，平静是福】      点击视频 

要平静，不管和什么相处，都要处世不惊。有时候人有委屈，有忿

恨，有忌妒，这些都是你身体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素，要把这些毒素

好好地管控一下。你有时候心一松，毒素就开始侵蚀你的肌体；如

果你用自己心中的正能量，它就不能进入你的身体。有时候你让这

些忌妒、瞋恨、烦恼进入了你的内心之后，你会变一个人。所以要学

会调伏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心情。修忍辱，修波罗蜜，一切都会过

去，如同过眼云烟，如同沙滩上的脚印一样。当你走过沙滩的时候，

留下了你的足迹；当你再回头的时候，一阵海浪把你的脚印全部打没

了。人生，心要宽广，用智慧每天冲洗自己内心的毒素，不要让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xsox0zV6A&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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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内心的这些毒素给自己的灵魂带来污染，每一天要让观世音菩萨

的慈悲心、救度众生之心，能够让自己的灵魂保持一种清净。 

 

【第5.2段原文】 

真正的一个能够学佛的人，他是完全是要有智慧的，世界上任何事情

到了你这里，你可以把它重新解剖，重新开始再学，那就叫“无

生”：无生法、无所住、无所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你心中的，

每个事情都会变化的。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它也

会变化；碰到一点好的事情，它也会变化。就像人的脸一样，一会

儿开心，一会儿不开心，脸上都看得出来。 

 

【第5.2段延伸】关于“无生”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48集【执著是误 解脱是智】      点击视频 

做人要懂得理解众生，要明白众生。怎么样来化解，怎么让自己的

事情自己明白？首先了解众生，才能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佛教界

说“所言人也，谓众生心”，菩萨告诉我们，为什么说你是人？因

为你是属于众生的心。人完全可以变为菩萨的，境界高了就是菩萨。

一切人生“若心无生，人无从生”。这个心不生出来一些烦恼，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RzFjsY_zk&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48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 42 集【管控情绪 无生烦恼】 

 37 

哪来的烦恼？人的心不生出恶念，人哪来的恶念？连你的名字都不

知道是谁给你起的。 

 

【第5.2段延伸】关于“无所住” 

摘自《白话佛法一》第37篇【无所住心 修正自己的行为】      点击阅读 

无所住心，就是你的心不要放在某一个位置上，我无所谓，放在哪

里都可以，不放在哪里也可以。心不要注重在什么地方，什么叫住

心？不论是注重在贪的方面，吃的方面，还是事业方面等都叫住心。

无所住心，凡是所有琐碎的事情，全部都不要住在自己的心里，要见

佛性，明心开悟，把自己的悟性开发出来。 

 

【第5.2段延伸】要在我们心灵深处没有一个接受心灵受伤的东西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33篇【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点击阅读  

要在你们心灵深处没有这么一个让你接受一种心灵受伤的东西，你

的心灵就不会受伤。听得懂吗？因为心灵受伤是进到了你的心灵之

后才停住，才让你受伤的。明白了吗？真正当心灵受伤的时候，是

因为你有这么一个东西来接受它，所以你的心才会受伤。如果你连

这个心都没有的话，你说你的心怎么会受伤呢？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38.html?t=1593048786139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4/170.html?t=159305050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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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段原文】 

当你思维当中狭隘了，你的脸就笑不出来了；当你脑子里想开了，什

么都无所谓，你就法喜充满，很开心。这就是人的思维控制着你的整

个的神经系统，包括你的生理，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的所有的肢体

状态。所以这就是佛法讲的，思维控制了你的行为，行为控制了你

的口业。所以你看，嘴巴里讲出来一定是你想过的，你不管讲出来

什么话，因为嘴巴是传送器，是一个喇叭，它不是你的原始的录音机。

你今天要放个音乐，你放个CD在里面，放什么歌曲是你心里的一种行

为；但是这个喇叭是嘴巴，只是替你把声音放出来，所以当你讲出来

声音的时候，当你讲出个观点的时候，它就代表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不是说你嘴巴里讲出来的，而是你心里想出来的这个问题。 

 

【第5.3段延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20集【在无常中寻找本性】      点击视频 

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不单单是嘴巴不动，最主要是你的心不能动。

心动嘴就会动，心一动身体也会动，心动了，万念俱动，什么都动

了。所以你心动不动，人家从你眼睛就可以看出来。很多嘴馋的人

路过一个食品店，他的心一动，他的眼睛会亮，他的嘴巴马上会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X8m32OEtY&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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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都流出来了。人真正要懂得心不能动，你的意念控制住，你的

行为和你的语言都等于心不动，都不会动。所以我们要定，就是在

心不动的时候，你就产生了定力。所以能念什么经让自己不去想，

那是最重要的。那么念什么经能够让自己意念定住呢？师父就跟你

们讲，心中常住观世音，心中常念观世音。念头上要想到观世音菩

萨。 

 

【第5.4段原文】 

佛法就告诉你的深层意识，怎么会来的，慢慢、慢慢地让你觉得，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所住的。因为来了会没有，没有了又会来，无

所住——住不进去的。你说你们要我接受一个观点，可能你们跟我

讲了，我当时接受，过一会儿我忘记了，没了。因为这个概念性的

东西是在不断地转换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认为一样对的事情，

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已经认为这件事是错的，我们转变了。小

的时候我们学的这个游戏很好玩，现在我们有电脑，谁还去玩小时候

的游戏？是不是你的概念就转变了？转换概念、转换思维，所以无

所得，你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的。你既然知道这辈子什么都得不到，

什么都带不走，你为什么还要拼命去得？所以菩萨告诉我们“无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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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灭道”，苦集，“集”是什么地方来的？根源。所以“无苦集灭

道”就是无生，没有什么苦的，没有什么生出来的，所以无生是没

有烦恼生出来，没有心里觉得苦，没有生出苦的地方，你也没有必

要去消灭它，你这个道就自然成了。 

 

【第5.4段延伸】潜意识是一种感觉，感觉都是无常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20集【在无常中寻找本性】      点击视频 

要懂得潜意识是一种感觉，潜意识是一种感受到人生无奈、人生悲

伤、人生的幸福，之所以存在着这些感觉，它都是幻化的。就犹如

《金刚经》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些都

是感觉。就像我们今天到饭店里吃顿饭，感觉这个饭店烧的味道非常

好，有的人说“今天旅游到什么地方去，我感觉到很舒服、很开心”，

那是一种感觉。感觉在瞬间就可以存在，在瞬间就可以磨灭。所以

真正有智慧的是控制好自己的潜意识，不要让这种感觉进入到自己

的内心深处，因为任何感觉都可以给你造成心灵的伤害。一种好的

感觉可能会让你心里暂时得到安慰，但是不好的感觉可以在你的心

中留存一辈子。我们很多年轻人，爸爸妈妈在家里打架、扔东西的

时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很害怕，那种感觉你可能会记一辈子的。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X8m32OEtY&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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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小时候爸爸妈妈把你带出去吃个好东西，你很快就会忘记。在心

理学上来讲，那是一种感觉，那种feeling。感觉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感觉是不实在的东西，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心中不断地有感

觉，又会不断地去磨灭它。我们拥有不断生出的问题，自己内心又

在不断地回答它。我们不断地在产生那种好的和不好的感觉，又是

在自己的否定和肯定中消失，所以一个人不要去相信人间幻化的东

西，一切都会变化。 

 

【第5.3段延伸】修心要修道用深层意识的正能量控制潜意识的负能

量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20集【在无常中寻找本性】            点击视频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修到自己的内心可以控制

自己的外心。当自己的外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明明知道不如理

不如法，你的内心就可以有一种正能量从你八识田中出来，来消除

你第七意识和第六意识的感官意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X8m32OEtY&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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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心态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18 集【克服心魔，正信正念】      点击视频 

喜怒哀乐只是我们人之常情，很正常的，为什么有的人碰到事情就会

怒发冲冠，有的时候就是暴风骤雨，而有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总能

和颜悦色、春风化雨呢？这就是内心的平衡点掌握得好与不好。遇

到不愉快的事情，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情绪，多想一想

“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生气的时候多问问自己你有没有时间

再去气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多少的生命再去浪费在那些生气的事情上。

真正学佛的人要懂得，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是非天天有，不

听还是有，是非天天有，你每一天都是在找理由。台长讲，心中无

是非，你自然心中无是自然无非。 

 

师父如何迅速转变观念，不被负面情绪所扰  

wenda20160624  46:12 

男听众：师父，怎样才能在不愉快或者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后迅速地转

变观念，把它放下？ 

台长答：那就是要智慧了。师父就能做到，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

可以在几秒钟之内马上笑得出来，马上就想通。锻炼，就经常把几

个观点常存在脑海里。比方说人家骂你了，你生气了，你马上就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R95VlRARxQ&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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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我是学佛人，我气什么？”第一句话。第二：“哎，他这么

造孽，我不造孽。”第三句话：“他能把我气成怎么样？我不生气，

你拿我怎么样啊？”好，这三句话记在心里。一碰到人家骂你，生气

了，三句话出来了，马上就不生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