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水的原理用佛法讲



什么是风水

风实际上就是气场，气氛和能量,所以叫风。
水是什么？就是流动和变化。所以把风和水
放在一起，就是一个静和一个动，就是我们
说一个阴和一个阳一样。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五个方法看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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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睛。你只要去看一个地方，一看感觉特别舒
服，（第一感觉）那这个风水就是很好；当你看到这
个地方很不舒服，很讨厌，不愿意来这个地方，就是
风水不好的地方。所以一眼看去，第一眼去看房子，
“我喜欢,我要”,那么这个对你来讲就是风水好的。

眼睛看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我们看到一个人很讨厌,实际上你跟他的气场不合，
就是你跟他的风水不合。所以当一个人慢慢地跟你
讲了，让你开心了，你在感觉他好的时候，实际上
用现在话来讲，这就叫人造风水。

所以家里条件很差，放一盆花，回来看看花，蛮开
心的。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要记住，在家里养植物也要当心，养什么
样的植物是属阴，养什么样的植物是属阳，
有的养了植物也不好。很多人以为仙人球
可以避邪，其实仙人球给人带来了刺。你
盯着仙人球看，会鸡皮疙瘩都起来，不舒
服，那就是不好的风水。所以如果在家里
放任何东西，不要放带刺的东西，有刺的
东西，你一定不会感觉到舒服。

放花调节风水

20161004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第二、耳朵。耳朵看风水，当你听到的声音
是悦耳的,非常好听,你这个地方风水就好。
比方说，听到这个地方有风刮过来了，有这
种感觉；好像这个声音很美妙。你跟这个人
交朋友，听他讲话，你很听得进去，实际上
就是因为你上辈子跟他的缘分，所以他一讲
话你就接受，有的人跟你一讲话，你就讨厌
他，这个耳朵就是风水不好。

耳朵听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都是噪音，听得
烦得不得了，这个地方风水就不好。很多
人房子靠近高速公路，然后边上汽车“呜
呜——”开过去，把好的风水都挡掉。很
多人的房子低于路面，都是很不好的，属
阴的。越往下山坡走的房子，绝对不能买
的，否则会给你家主人带来很大的灾祸。

噪音影响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其实最大的噪音是什么噪音你们知道吗 ？
吵架。一吵架，家里风水就不好了，是不
是家庭不和，鸡飞狗跳的，对人的伤害更
大？这种家庭，经常吵架就是风水不好，
对自己家庭的命运不好，障碍大，对孩子
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

最影响风水的噪音是吵架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家里吵架的人生意不会好的。你去看夫妻两个人不
讲话，老公生意一定不行，所以过去有一句话说
“怕老婆发财”。实际上这句话有点小道理，因为
怕老婆的人，他就不跟老婆吵架了，不吵架他当然
就发财了；很多男人不怕老婆，因为女人的毛病就
是她不停地要讲的，她不跟你讲，她嫁给你干吗，
对不对？如果你不跟她去吵，你家里的气场就好。
你想家中风水好先不要吵架。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第三、鼻子。你如果一回家就闻到卫生间
的臭味,你说这个风水能好吗？你一推门,
香喷喷的，心情就开心。所以鼻子闻到的
气味好，气场就好，风水就好；如果一推
门，家里臭的，那你家里一定风水不好，
过一会儿你的心情不好，你慢慢地就会吵
架。所以气场不好，家里一定会倒霉。

鼻子闻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我们经常在家里烧香的人，家里冉冉升
起的佛香，或者摆放着芳香的花，它的
气场就会转变。你一闻到好的气味，风
水自然就好起来了，如果你到的地方气
味让你感觉到烦恼、恶心，那一定就不
是好风水。天天看看云彩，拜拜佛，念
念经，门一推就闻到一股扑鼻的香味，
这风水还不好啊！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第四、身体。看看家里有没有太多属阴的东西,比方
说不锈钢、太多的玻璃、镜子还有很多尖尖的东西，
有人家里还挂宝剑,这都是属阴的,会让你感觉冰凉。
玻璃也是属阴，而且非常容易碎。家里连刀都不要放
在外面，用完了要放到抽屉里的。这些阴气太重的东
西会影响你的身体，会引起争吵，会损失钱财。尤其
当镜子照到你的时候，它就把你照到阴间，所以镜子
并不是很好的风水。

身体看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第五、意识。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有磁场影响的，
有一种信息和气息，是无法用眼睛看到的，只是一种
感觉。你有时候感觉这个人会帮你，就会对他很好，
这就是人的感觉。用现代科学讲，叫有形的磁场和无
形的气息对你人生的感应。所以人要懂风水，就要懂
得，有一种对这个事是好是坏的感应。很多人明知道
这件事情不好的，还要去做，最后一塌糊涂。有的人
感应这件事情不能做,赶紧收手,这就叫有智慧。

意识感应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居家摆设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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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厕所永远不要让它太显眼。明白吗？很多人家
里的厕所啊，太显眼。人家门一开，什么都没看见，
厕所先看见了。门口还挂着熊啊,还弄点什么东西呀。
厕所要让人家看不见，最好很隐蔽。厕所为阴。阴物
一定要藏起来。

卫生间风水

卫生间的门晚上要关好，不要开着，卫生间门开着
会有很多东西进进出出的。

20190910荷兰.鹿特丹

2010年3月14日北悉尼《玄艺综述》解答会记录



这个厅很重要。这个厅一定要采光，而且家里挂的东
西一定要鲜。你家里放在厅里的水果，最好是刚刚上
市的。这个吸天地阴阳之气呀。花也是这样。你把快
要开的花买回来，放在客厅里。新鲜的花给你带来的
是开心、是愉快，还有福气。买一束鲜花放在家里，
少吵架很多。为什么？花会散发出一些很漂亮的光，
很好的气场。

客厅风水

2010年3月14日北悉尼《玄艺综述》解答会记录



师父不提倡求财,不过还是教你们几招。首先,要聚财
的人是善良的人,钱财不会往恶人那儿跑的,和气生
财,布施得财,风水进财。如果真想有财运的话，家里
真的要放鱼缸,养六条鱼。当然这些都有前提的，就
是与人为善。如果一个人不与人为善、即便把家里变
成游泳池，也不会有钱。

家中财位

2010年6月6日悉尼市中心《玄艺综述》解答会记录（6）



女听众：除了6条鱼，还养多少条比较合适一些？
师父答：6条、9条，再下去就是16条、18条都可以。
13条、14条、15条都不要。

女听众：台长我想问一下：作为风水来说，家里面养
鱼的话，有没有说一定要金鱼？
师父答：金鱼好，一定要金鱼的，其他鱼少养。

养鱼的问题

Wenda20150710  39:11 

Wenda20120817 24:59 



厨房是凶房，你看厨房动刀动火。最好是心境平和的
时候在厨房里做饭。如果正好吵架，你最好不要去烧
东西。火气大,一热,会砸锅的。过去有句话叫砸锅，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砸锅是出大事情了，把你家里的
锅都砸掉了。实际上这个锅很容易让人发火。所以吵
架完了之后，最好是到外面去转一圈。千万不要在火
头上去烧饭，越想越生气。烧饭到后来，脾气大了，
骂人了，就会出大事了。

厨房风水

2010年3月14日北悉尼《玄艺综述》解答会记录 (6)



你们要知道睡房里面坚决不能放镜子的, 他们会把魂
魄照掉的。你们有的时候不开灯上了卫生间之后, 回
到睡房一看见镜子里面这个人有时候你会不认识的,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你看镜子里面看到的就是你
的魂魄啊, 大家明白了吗。睡房里面有镜子的话, 有
个方法就是装个帘子, 白天把它拉开使用，睡的时候
没关系的,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把帘子拉起来。

卧室风水

2009年2月法会记录



靠近厨房的卧室给孩子会带来不良影响，有凶相的。
所以这个睡房最好让男的睡，爸爸睡。因为爸爸在家
里一般都是第三位嘛。本来呢，爸爸是第一位，妈妈
第二位。孩子一生出来呢,孩子第一位,妈妈第二位，
爸爸成第三位了。

2010年3月14日北悉尼《玄艺综述》解答会记录 (6)



世界上所有物质都有阴阳两极。拿得出
来的是阳的。拿不出来的东西是阴的。
阴的东西尽量能够低调处理 。钱是阴
的，要藏起来。一露钱，接下来就倒霉
了，被人家抢了，被人家弄了。所以要
记住：阴的东西尽量能够低调处理，像
小孩子的那些尿布、短裤啦。

钱要收好

2010年3月14日北悉尼《玄艺综述》解答会记录 (2)



鞋子不要乱放，因为鞋架鞋子是气场最
不好的风水。 在公司里和家里，一定要
买一些植物，比方说花花草草，因为植
物勃勃生机，因为植物会长大，会慢慢
地在里边有生气的感觉，让你有感觉、
寄希望，所以就是好风水。

鞋子不要乱放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所以一个房间布置得整洁美观，能让人感觉到心灵的
美好，风水就好；如果一个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你会
有压抑感、烦躁感，就是糟糕的风水。希望你们每个
人回家之后，稍微弄弄干净，不要弄得一塌糊涂。

房间整洁就是好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问：师父，刚才您讲到佛台，有同修是这样想的：
“师父曾经说家里最好的风水就是佛台，菩萨来，佛
光普照。佛台是五行具备，“金”是佛光，佛光是金
色的，佛台布是金色的；“木”，因为佛台是用木头
做的；“水”，有供水杯，佛台的背景画是水，流动
起来；“火”是点油灯，还有太阳照着，这是属于火；
“土”是木头接地气、接大地。“金木水火土”五行
俱全。”这样理解对吗？

设佛台是最好的风水

Wenda20180930A 19:05



答：这个人有点智慧的，蛮厉害的，实际上家里设个
佛台，就是阴阳调和，五行调和。金木水火土——菩
萨就是金的,烧香你想想看，“烧”是不是里边有火？
土是什么，花是长在土里的，你敬花，实际上就是带
着土的，它并不要土，但是花本来就扎根在土里的。
地板接土也是对的，因为水泥里边也有土。金木水火
土形成阴阳五行，很多人在家里把金木水火土放在那
里，但是你不调和。

Wenda20180930A 19:05



调和是什么？换水、点灯、烧香，那就形成五行的运
作，那你家里的运程就好起来了。佛台供着，你又不
去烧香，也不换水，你说这五行能运作吗？记住为什
么叫五行，行就是行运，行运才会流水，流水就是财
运动（师父，供的水果属于金木水火土里的什么呢？）
也是属于水，“水果，水果”前面一个“水”字忘记
了？水果就是属水的。

Wenda20180930A 19:05



阴阳调和
就是拥有好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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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属阳，水属阴，所以阴阳调和，那么你
这个事情才能解决。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爸爸属阳，妈妈是属阴的，阴阳调和才组
成一个家庭。社会也是这样，必须要有男
有女，阴阳调和。一定要有太阳，也要有
月亮。你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太阳，那你不
要睡觉了？整个都是月亮，那你还工作吗
？所以阴阳调和就是风水。

阴阳调和就是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阴阳八卦实际上就是阴阳两极所生。我们活在这个世
界上，所有的都是阴阳两极。接下来师父给大家讲一
句很重要的话：当一个思维产生的时候，它应该是属
阴或者属阳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听到的是一个
阴极思维，你脑子里会产生一个阳极思维。比方说，
人家骂你是阴极，接下来你想到，“我要报复他，我
要揍他”，那么阳极就产生了。阴阳两极要平衡，如
果阳极太过分了，那么真的会去打人的，就出事了。

思维阴阳调和

白话佛法（一）43.《玄学基础》



生气是必然的，产生一种气愤是必然的，但是必然之
后，要让它阴阳两极相融合之后，才判断出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做。举个例子，今天人家骂你了，你想：
“算了，我这个人也无所谓了，他骂我，并不代表我
不好，我不要跟他去吵了。”这就是阴阳调和之后产
生的效果，它把这个事情就平息了。如果你想：“他
也敢骂我？好啊，他凭什么欺负我？我要去告他，我
们上法庭。”接下来，你就是阳极大于阴极了。

白话佛法（一）43.《玄学基础》



如果这个人是阳极的，比方说他马上要揍你了，你一
定要用阴极来对付他，取得一个平衡——“哦，那是
我做错了，他真的要打我了，哎呀，我好害怕。”那
赶紧自己就阴了，低下来了认个错，冷静了，实际上
就是用阴来和阳对抗。过去中国经常说了，“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所以叫你们要学阴阳八卦，并不是
叫你们去算命，是要教你们要调节自己。你们今天脸
上长了痘痘了，为什么要想到吃点绿豆汤啊？就是想
取自己身体上的一种平衡。

白话佛法（一）43.《玄学基础》



风水最重要的是人，不是摆设。你人想到好的，你
的心就是好风水；你的嘴巴整天说别人好话：“恭
喜啊！发财啊！”别人一开心，冲着你一笑，你得
到的就是好的气场回报，你就是拥有好的风水。第
三，你去做很多好的行为，去帮助别人，别人再来
帮助你，你不是得到贵人就是好风水？连你的表情
都是风水，你今天笑一笑，那叫好风水；你今天狠
一狠，那叫恶风水。

最重要的风水是人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实际上风水的影响只占整个人命运的 20%。 40% 是
命、40%是运程, 最后20%才轮到风水。福人住福地。
就算这里是一块很好的福地, 但是这个人很倒霉，
慢慢的风水也会被他弄坏的。在香港有很多人很坏, 
那些大佬就花了钱找了风水师找了个依山近水、左
青龙、右白虎, 保的非常的好的地方。但是住进去
没多少时间, 孩子死掉了。他就和风水师讲了, 你
给我找的地方怎么会这样子呢? 

风水是福人住福地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你们知道为什么, 他的孽账太深、 坏事做的太多了, 
就算是一块 好的福地他也会把风水弄坏的。 所以
人要做好事, 首先人必 须要有好心肠, 有好心肠、
做好事的人, 才会有好的福分、 有好的结果。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记住了,风水的原理用佛法讲,就是四个字心生万法。
你心中想到好的事情，你风水就好；你心中想到不好
的事情，你心就难过，你的风水就改变，人就会非常
地忧伤，烦恼悲伤。如果你整天想好事，你的心会喜
悦、无罣碍，那就是好风水。所以家庭和办公室最大
程度地改变风水，师父教你们：其实只要放一个念佛
机，时时刻刻轻轻地播放，就能改变风水！

风水的原理：心生万法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还有一个改变风水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自己的心寄出去，寄到哪里？寄到
西方极乐世界，寄到观世音菩萨的家
里。口中常念观世音菩萨，这是一切
风水当中最上等的风水啊！

念经改风水

20161003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姓名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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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代表一个人的灵性，名字一称呼，灵魂就是跟
着名字跑的。人出生时登记在户口簿上的第一个名
字，同时在天上地下都有记录。

40

2、改名升文的问题——《心灵法门佛学问答二》



取名要看五行缺什么

听众：海蓝这个名字好不好？大海的海，蓝天的蓝
台长答：蛮好的，看她受不受得起，水多呀，如果
她缺水可以用海蓝。如果她命中缺土，来这么多
水，把土都淹掉了……水太多了一点，海字太大了
（那怎么办？海字太大用江？）她可以用三个小水
“淼”，李淼蓝，三个小水塘，以后脑子聪明得不
得了。

41

wenda20140103  09:18  



最好取三个字的名字，古人的名字不能用

女听众：您说中国人取四个字的名字不太好（不好
的）我们一般是三个字，如果两个字呢？

42

wenda20131213 51:15



台长答：两个字坐不住，到了晚年都不行了（两个
字的话，重叠的名字肯定有很多，像这样阴间、天
上会不会搞错人啊？）不会的，因为每个人的气场
不一样，气场是最重要的。名字相同有什么关系？
名字相同你没那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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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对双胞胎，他爸爸懂点文学，知道唐朝的
时候有一对很富有的双胞胎，他就把这两个名字放
到孩子身上了。孩子自从有名字之后，不停地生
病，这个倒下来那个倒，倒霉透了。后来叫台长
看，台长一看，这两个古人的亡魂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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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场对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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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买银色的物品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汽车的颜色很重要。 很多人,
以为汽车就要买银色的, 其实银色的汽车最容易出
事。 有一个在RTA 做 RESEARCH 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听众还做过调查, 银色的汽车出事的数量占总的事故
数量的 50%, 这个比例不小吧。 所以银色的汽车是
不能开的, 你们知道什么东西是银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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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是银色的,你们给死去的人所叠的锡箔要烧给他
们的纸钱是什么颜色的? 银色这个颜色是鬼道里面用
的, 人去用它不倒霉啊, 这个是肯定倒霉的。所以银
色不要去用它。 你看看这么多人穿衣服, 有几个人
专门 穿了件银色的衣服的, 很少吧。 还有银白色的
鞋子也是不能 穿的, 这个都是给过世的人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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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判断自己图腾的颜色

女听众：很多师兄看不了图腾，但也想知道自己的
图腾颜色，平常穿相应颜色的衣服去面试等重要场
合能够比较幸运和顺利。请问师父，我们有自己判
断图腾颜色的方法吗？图腾颜色与什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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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完全有自己判断的方法。第一，你成人之
后，小时候不算的，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穿淡颜
色还是深颜色，你就可以判断出白的还是黑的、深
色的。第二个，你自己一生当中穿白的，因为有些
人很谨慎的，穿白的衣服出去做事情总是觉得很顺
利，穿黑的衣服出去总是不顺利；或者穿黑的总顺
利，穿白的不顺利。实际上这就是判断了（还是看
自己的感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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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头像和手机背景都有讲究，不可乱用

女听众：同修想问，能不能用蓝色跟黄色的山水画
做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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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最好不要，蓝色的山水画可以，佛台的背
景画不能用（哦，好的）你看你电脑里乱七八糟多
少杂的东西啊，菩萨的须弥山，你可以随便弄的？
（明白了。同修想问，微信头像也不要用吗？就是
自己网上的头像）反正你不看下流东西，不发下流
东西，你都可以用；你要是有这些下流的东西，你
就不要用，用了你就倒大霉了，这叫亵渎（好的，
感恩师父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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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磁场角度来说为什么不能养小动物

男听众：师父曾经开示过，磁场对我们的影响也很
重要。请问师父，从磁场角度讲，为什么我们不能
养小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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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养小动物阴气太重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属
阴的。为什么人看见动物会怕？看见老鼠都怕得不
得了，老鼠从你边上“唰”窜过去，你害怕吗？
（对，有的人特别害怕）连蚊子你都怕（怕，怕它
咬）所以动物都属阴的，气场不好，气场不好么这
个人阴气太重，整天愁眉苦脸，整天不开心，这种
人气场会好吗？那不就磁场不好吗？（明白了）我
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如果这个人在火葬场工作
的，你说他的磁场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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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好的）谁跟他交朋友啊？（没人敢……）你
工资再高也没人跟你交朋友，连手都不敢跟你握，
天天碰尸体的，吓都吓死了（我听人家说，火葬场
的人从八字角度讲，他命里必须要有那种强的阳
性，如果阴气足，他干不了。是这样吗？）干不
了。有的人晚上天稍微黑一点，马上就看见都是
鬼，吓得魂飞魄散。过去这种事情太多了（明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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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场需要阴阳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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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阴阳”
台长说：认识人间的任何事物，你要有个基本法
则，那你就必须靠着阴阳，你要是有阴阳地认识事
物的基本法则，你就不会想不通。比方说一件事情
发生了，你被人家骗钱了，你阴地想：“我被人家
骗钱了，我很倒霉。”阳地想：“这是我的因果，
这是我学的经验，我以后就不会被骗第二次了。我
这次给人家骗了一万，说不定我这次不给人家骗，
以后给人家骗十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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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叫阴分析、阳分析，阴阳都会分析，任何事物
有阴有阳，总归有它的对立面。有时候你把问题看
得活了，就叫有阴阳；看死了，那你只有阳没有
阴，或者只有阴没有阳（明白了。师父，阴阳调和
呢？家里如果阴阳颠倒，必定出问题，是这样
吗？）那当然了。阴阳调和的话，就是说该对的事
情大家都要说对，该不对的事情大家都要说不对，
那么就是阴阳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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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随缘随顺，恒顺众生，就是阴阳调和
（对，恒顺众生就是阴阳调和）恒顺众生就是阴阳
调和，人家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硬跟他掰着，不
叫恒顺众生吗？等到他想通了，他来跟我说……有
时候我劝他劝不醒，他说出一大堆怪理由，我就跟
他讲：“这样吧，你先回去想一想，下个礼拜再来
问师父，师父也想一想你讲的话对不对，你也想一
想师父讲的话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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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跟人家这么讲的，我没跟人家说“我一定对
的”。好，过了一个礼拜他想通了，跑过来说：
“师父啊，我错了，上次是我……”那么我再跟他
讲“你错在哪里，你为什么会错”，这个叫恒顺众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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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庭中阴阳调和的问题

女听众：师父说要“阴阳协调”，女人在家里要安
静文雅，男人出去工作赚钱，自古的道理是这样
的。但是现在社会有变化，所以有改变。请问师
父，现在应该女人怎么样、男人怎么样才能阴阳调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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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有的家就是男人在家，女人出去，也是阴
阳调和（就是有一方出去，另一方在家，就是阴阳
调和？）也就是说两方至少有一方是养家的。一个
男的脾气很大，女的脾气应该小；一个女的脾气很
大，你找个男的脾气就要小。这就是阴阳调和
（嗯）两个人脾气都不好，那不是天天打架？现在
如果女的愿意在家里，那么男的就多出去工作，也
是一种阴阳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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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阴阳五行要调节、调顺

男听众：师父，您开示过，阴阳五行要调和。比如
冬天不能吃冰激凌，请问我们上火的时候可以吃冰
激凌压压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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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这个都是自己调节的。你已经上火了，吃
一点冰激凌有什么不可以？你这叫教条了，教条主
义。你今天阴阳要调和，在冬天，就是上火的话，
你也得吃冷的东西压压火；在夏天，有的时候你的
关节也会冻啊，里边痛，你也得拿热水袋捂捂你的
腰、捂捂你的关节。对不对啊？一样的（身体的阴
阳五行有什么样的妙法吗？）调节啊，妙法就叫调
节、调顺（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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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气重该怎么办

1. 阴气重的人要多念《大悲咒》，可以增强自身能
量和功力。

2. 好好念小房子，如果长期身上有灵性的话，就会
阴气很重。

3. 要多晒背，就是让背部多晒太阳。
4. 晚上家里灯光要亮，并且家里有人的时候可以多
放《大悲咒》。

64

佛学问答第155问



阴气重该怎么办

5. 少去阴气重的地方，譬如医院、坟墓等。
6. 少和阴柔女性在一起，多和阳光男性接触，总体
就是说要和阳气足、气场好的人在一起。
7. 平时尽量不要穿裙子，会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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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灯光要阴阳调和

男听众：一般的房子里面，像观音堂也是，您说灯
最好阴阳调和。那一般比例怎么样分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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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比例最好是红大于白，比方说我放三个红
灯，两个白光。我放五个红灯，四个白光（家里完
全点红的灯好吗？）完全点红的灯太热，比方说你
家里火气太大，容易吵架；你完全点白光的话，阴
气太重，所以阴阳要调和。

67

wenda20111204  01:21:28  



家里女士多，可挂大悲咒调节阴阳

女听众：请问师父，风水是否和家里的男女比例有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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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有关系的，曾经讲过的，女人太多，家里
属阴；男人太多，属阳。就是这样的（师父之前教
我们在客厅中间放一盆花，这样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调节家里的阴阳？）是啊，调节气场的。你家里客
厅当中放盆花，因为花是活的，活的一种能量体，
它在运作，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法喜，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看见花就开心（如果家里女士比较多，一般
是属阴，那放花也没有关系，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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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的，家里女人多的话就挂一幅大悲咒（那男
士比较多的话……）那无所谓了，男士阳刚之气，
多的话本身就没有什么影响的（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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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光的山水画可辟邪；有佛台和无佛台，贴山水画
的效果不一样

男听众：师父，您开光的山水画与佛台之间有什么
密切的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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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山水画辟邪，趋吉避凶。家里没有邪的东
西，没有凶杀的东西，是不是变成风水宝地了？有
菩萨的地方应该有好山、好水、好太阳。对不对？
（对对。师父，如果家里没有佛台贴着山水画，和
家里有佛台贴着山水画效果一样吗？）不一样，一
个水是活的，一个水是死的。有菩萨有仙气、有灵
气（那效果差百分之多少？）大概30%吧，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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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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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为何称为毒月；端午节有哪些说法
男听众：五月初五端午节快到了，从传统文化角
度，人家说农历五月俗称毒月，包括芒种、夏至两
个节气，是最要注意的一个月份。其中五月初五、
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及二十五、二十
六、二十七，此九天为“天地交泰九毒日”，十四
为“天地交泰日”，一共十天，这十天内务必端容
肃己，严禁杀生、行淫，夫妻禁止同房，否则严重
伤身损气耗精元。犯者大伤元神并折寿，夭亡奇祸
不测。师父，是这样吗？

74

Wenda20180610A   17:07  



台长答：呵呵，是啊。端午节，五月初五这个节
日，民间还有人说五月节、龙舟节，主要是流行于
中国古代的吴越地区，吴王那个时候，就是长江偏
南的这一带地方，主要是他们举行图腾祭祀的日
子，所以一般他们就是赛龙舟（对）实际上端午节
这个节日不小的，它和中国的春节、清明节、中秋
节，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四大”，很厉害
的！而且已经被中国政府列入法定的节假日了（是
的）为什么联合国会把它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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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个是它的节气，时间要当心。这个“时
间”实际上是人的脑子能够非常清楚的那段时间，
非常干净，是年中嘛；第二，端午节的“端午”，
实际上就是初五的意思，所以又叫端阳。端阳，
“阳”是什么？正当中午就是阳。正当中午，就是
人家说非常地有素质，正好太阳是正当空，是你如
日中天的日子，你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可以做很多
很多事情，所以你如果把这些时间去弄到感情上，
弄到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包括夫妻之事这种，
你就会大耗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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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告诉你，阳日不做阴事（师⽗，古代有个习
俗，五月让妇⼥回娘家住⼀个月，让夫妻暂时分
开，这个有道理吗？）是啊，实际上就是叫你从阳
不要从阴。夫妻在⼀起就是搞来搞去，分开就比较
正的，正能量。阳日不做阴事，阴事只能在阴的时
候才能做，那就是晚上，所以晚上属于属阴的。听
得懂吗？（对对对，明白）⼤白天哪有谁做这种事
情的？明白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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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就是告诉⼤家，五月初五这个时间是⼀种洗
礼，是⼀个可以驱赶很多不好的风俗、性格，或者
命运，你可以改命改运的时间，实际上是这个概念
（哦，改命改运的时间，那五月初五端午节期间多
多⾏善、念经、许愿、放⽣，这样对命运的改变就
有加速功能，是这样吗，师⽗？）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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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与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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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睛看风水

为什么开完追悼会后要从火圈上跨过去？为什么国
内的火葬场出口处现在都有一个花圈焚烧炉，让大
家先绕过火炉再回家？表面上说是一个民俗，实际
上是真有讲究的，就是驱散追悼现场的灵界阴气，
不要影响家里的风水阳气。有的人很聪明，离开追
悼会后不直接回家，而是先到超市或大商场去转一
转，让繁闹的人流冲掉身上的秽气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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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玄学来说是完全对的，也并不和现实生活的习惯
冲突，也不难做到，所以不管信或不信，还是这样
做比较好。另外许多人为了纪念亡故的亲人，把画
像、照片挂在家里，阴阳同居一室，会削弱家里很
多欢乐气氛：在亡亲面前你还能高谈阔论、欢歌笑
语、举杯畅饮吗，岂不是大大不敬？至于不要在教
堂、寺庙、医院旁边买房、建房，不买火灾后的新
建房，不买出过人命的凶宅，这些都是灵性阴影影
响住宅风水的浅显实例，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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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过分依赖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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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风水发财是提前透支，不学佛靠风水挡的灾以后
会报

男听众：师父，家中的风水好坏会影响一个人的命
运。风水好的话会得到更多的福报、更少的磨难；
风水差的话会得到更少的福、更多的磨难。请问师
父，风水好而多得到的福报会不会导致命中的福报
提前透支呢？风水挡掉的磨难会不会因业力没有爆
发出来而积攒着以后再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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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会的。如果你今天完全占着风水发财了，
这个是临时借来的。你知道香港的小甜甜吗？（知
道）那个男的不是跟她打官司嘛。小甜甜家里的八
卦阵全是那个男的给她布的，所以她钱很多，但是
到了最后……他可以撤掉的，用意念他可以画符把
那些八卦阵撤掉的。最后你看，她打官司赢回来这
么多钱没福气享用，她死了。那个男的也没有福气
使用，到不了他手边（师父，她这种就是用风水提
前透支福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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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这个讲得完全正确，提前透支啊。……（明
白了。师父平常教我们的风水：放鱼缸、挂山水画
这种没有什么大问题，不是提前透支我们的福报，
是这样吧？）这个没问题，这个是锦上添花，因为
学佛人本来就是有运气的，就有福气的，只是这个
福气再帮他“理理平”。举个简单例子，你本来就
有衣服穿，只是我帮你熨漂亮一点，又不是……
（明白了）你没衣服的话，我拿什么帮你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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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就是你本来有衣服，我帮你洗洗干净、熨熨
好，那么更漂亮（明白了。那可以这样理解吗：风
水是建立在我们学佛修心的基础上，是让你更加地
锦上添花，没有学佛而过于依赖风水，那你就提前
透支了。是这样吗，师父？）是啊，提前透支了，
是这样的（风水挡掉的磨难会不会因为业力没有爆
发出来而积攒着以后再报呢？这种前提是不学佛
的）会啊，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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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算命
问73：尊敬的卢台长您好，在您6月6日的解答会上
您说过我们算命是不好的，但中国人基本上都有一
次或多次的算过命，像算命伤命伤运这事，我是亲
身体会，明明命里有的，结果给算没了。另外，台
长说好的不灵，坏的灵，是不是发生过就算报掉
了，还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啊？如果是用灵通算
命，没有给生辰八字，也会有这个问题吗？如果以
前有算过命现在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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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算命不是太好的，算命时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全
写下来，到了最后自己的阴阳八字天地都知道，一
算就动了命根，一动命根之后这个人的命运就会打
折扣。
有关算命带来的麻烦要持续多久，这是根据这个人
前世命中所定，并不是时间的长短。如果算命的说
您25岁要倒霉，25岁可能就倒霉了，所说的事情25
岁就灵了。如果算命的说您30岁要发财的，30岁没
有发财，所说的事情30岁就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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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灵通或用生辰八字总体来讲都是算命，都不是太
好的，尤其是用扑克牌，用扑克牌算命就是等于在
玩命。已经算过命的人，首先以后不要再算。

同时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祈求“请大慈
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我XXX不懂事情，曾经让我的命
被人算过，希望不要动我的因果”，最好能一次性
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如果要有灵动性，最好能
念7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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