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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33集【行善若水 行愿如山】 
              

点击视频 

第 1段 

想一想，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放弃过多少东西?放弃了，我们轻松了;

不要了，我们心里安定了;我们还想着，我们就放不下。所以能够适

时地放下，用这种智慧让你更加清醒地会审视自身内在的潜力。你

放下之后，你内心会有力量的，你能够对待外界的因素。举个简单

例子，大家都在争这个职位，你说“我没关系，我不争”，当你不争

的时候，你有一种力量，因为你不跟别人争了，你不会难过、你不会

恐惧，你不会感觉到别人在给你制造更多的障碍，或者别人在忌妒你。

你这样你就放下了，你放下之后你随缘了，心无罣碍，那你对待外面

的外环境的因素，你也能够非常自然地得到心里的平安，所以有的时

候会让你疲惫的身心，得到瞬间的调整，成为一个快乐明智的人。所

以很多人离开了烦恼，他就变成明智了;有些人在烦恼当中出不来，

他永远就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盲目地坚持这些不理智

的放弃，明明应该放弃的东西，我们不理智，我们不能放弃它，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XJridt-U4&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33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3 集【行善若水 行愿如山】 

 2 

天苦恼，难受，我们苦苦地挽留昔日的人和事情，你是一个傻人。过

去的人走了就没了，过去曾经是你拥有的物品，过了，不是你的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你今天如果有一辆汽车，你作为二手车你把它

卖了，当你在马路上，看见别人开着这辆车的时候，你还会去留恋它

吗?“哎，这是我的车啊”。卖了就卖了，没了就没了，这个世界就

是这样。如果久久地伤感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和自己曾

经拥有的人和事物，那是一个蠢人，所以愚痴就是这么来的。整天

在你们面前还说“我过去怎么好，我过去怎么好”，他还放不下的人， 

他讲了之后还要掉眼泪、讲了之后他还不舍得，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叫

做，舍不得放弃的人。舍不得放弃的人，给他增加的只有伤感，往

往他会失去更多的珍贵的现在。所以随缘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机

会。我今天无所谓，我随缘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学会放弃，那

是一种智慧;学会放弃的人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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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 

我们做人，很多人急功近利，追求人间的名闻利养，“哎呀，这个

名我要，哎呀，这个利益我要”，你慢慢地就会被社会把你变成非

常地浮躁、变成非常地贪婪，会让你变得更加地自私，你会慢慢地

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贪的?”所以上善若水，

我们善良就是高尚的，那些无限的慈悲，它会产生出无限的能量，

善良就是会让你产生无限的能量。所以去帮助别人的人，他对整个

社会、对自己的良心、对别人都会产生一种希望。上善若水，最大

的善能，就会在自己的内心启发出来。所以大自然里是最顽强、最

智慧存在的那是什么?就是水，所以你们看看，人家说“快刀斩水水

照流”“我以温柔的清水，能够擦洗你忧伤的心灵”“我以纯洁的甘

露，能够浇灌你痛苦的悲伤”，看看观世音菩萨手中的净水瓶，给你

们一洒，消除我们千愁万苦，让我们解脱烦恼，让我们学会离苦得乐。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像水一样随缘。你看水，你把它放在哪里，

它就放在哪里，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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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段 

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很难改变，但是我们人可

以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正能量又不会

被社会磨平。我们对人间这些五欲六尘的态度，因为我们心中有一

杆秤，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用包容去理解别人，并不是纵

容别人去做坏事。我们不强求谁都要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

最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理智、我们因为有菩萨的智慧，所以我

们喜怒哀乐，就不会困于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所以在人间的社会里，

大起大落，波澜不惊。师父告诉你们，智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佛法来自于众生，源于众生，又高于众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学

佛，能够懂得，在这个社会上，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你种什么因，

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果的。很多人问师父:“人间很多的名利是种了什

么因?”师父简单地跟你们讲，你种了财布施的因，你得了财富的果。

对不对?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对别人好，对不对?你对别人好，人家是

不是会帮助你?曾经在别人很艰苦的情况下，你财布施，去帮助了他，

等到他好了，他第一个就想到你。这些在社会当中，很多故事里边屡

见不鲜的。你如果种法布施的因，你去帮助别人，去救度众生，你

得聪明智慧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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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段 

很多人问:“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因为你法

布施。你们想想看，当你去帮助别人法布施的时候，你的智慧的果

是不是就生出来了?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人，

他会不会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他怎么帮助别人?那么他的智慧怎么来

的?他就是不停地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然后在帮助别人当中，得

到更多的体会，让自己受益，产生出很多的智慧去帮助更多的人。

种无畏布施的因，得健康长寿的果。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义工，整天

喜欢帮助别人，做饭、买东、洗菜，帮人家跑来跑去，你看看他这种

因种下去，他长寿。他做什么事情，他开心，他健康。师父跟你们说，

念佛是因，你们种下了念佛的因，对不对?念经、念佛，那么成佛就

是你们的果。所以想成佛，那么就种佛因，这样一弄，大家不就懂

了吗?这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就是真谛，学佛人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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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段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要用平常心去生活:“都无所谓的，这个都是很

正常的”;这个人不开心，“没关系，我们对他好一点”;这个人有什

么想法，“没关系，我们能够随缘”。用惭愧心去待人:“哎呀，我

很惭愧，没有帮到他，我很惭愧，我做得还很不够，他对我这么好，

我没有什么回报他”，对别人好，别人一定很喜欢你，用惭愧心去做 

人。用菩提心来处世: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别人喜欢你?因为你

有菩提心。只想到别人，很少想到自己，只想到我要帮助别人、怎么

样让别人解脱苦难，很少想到自己，这种人就是菩提心，所以他在世

界上处世为人，人家怎么会不爱你呢?你如果每天看到众生的过失，

是非和缺点——有些人就是盯住别人的缺点，说这个人，哎哟很讨厌，

说那个，哎哟很小气，说那个人，哎哟根本没修好。你每一天想到的

别人就是过失和是非，你必须马上就要忏悔，因为你已经走偏了，因

为你的修行不够。为什么呢?当你的心里拥有着别人的烦恼和过失、

是非，和拥有着别人的忌妒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帮别人背了，

实际上在你的内心深处，已经拥有了这些忌妒，是非，及肮脏的理

念。所以，不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看，就是说明你干净。如果你今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3 集【行善若水 行愿如山】 

 7 

天活着，只想到别人的优点，只想到去帮助别人，你怎么可能再去讨

厌和怀疑别人呢?这就是一念魔，一念佛。 

 

第 6段 

所以我们人的，其实身体上的毛病有三种，其实佛菩萨就是大医王，

菩萨就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心灵的烦恼的，他救治我们的心病的。

所以心病，身体的病，很多都是心病，你看我们很多的重要的病，生

死大病，都是由心而起的。你心里想得开的人就不容易得癌症，你

心里放得下的人，就不容易让你内伤。所以有的时候宿业的病很难

治，因为前世的关系。比方说，你前世曾经害过别人，你这辈子就

会不停地碰到车祸、灾难、传染病，还有很多从小就带有的那些遗

传病，这些病实际上就是宿业所为。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赶紧念礼佛

大忏悔文?天天念，天天忏悔，时时刻刻念，时时刻刻地在忏悔，就

会让你大业变小，小业变无，所以我们的灾难就会慢慢地消除。还

有一点很重要，一个人想去除自己的宿业的病，不让现在就得到报

应的话，你必须要普发大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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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段拓展开示 

【第 1.1段原文】 

想一想，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放弃过多少东西？放弃了，我们轻松

了；不要了，我们心里安定了；我们还想着，我们就放不下。 

 

【第1.1段延伸】关于放下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11集【照见五蕴皆空】            点击视频 

我们要学会放下，要学会放弃和回归。想一想，我们小时候非常可爱，

我们小时候什么都是“叔叔阿姨先吃，哥哥姐姐先吃。这个我不要，

姐姐拿，哥哥拿”，而现在越长越大了，我们变得什么都要，我们变

得什么都要跟人家抢、跟人家夺、跟人家争，哪怕一句话，也要跟人

家争。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忘记了我们的本性和本来面目，所以我

们需要的是回归本性，放弃人生的欲望。其实放弃欲望，就是放弃

自己一生的烦躁和贪心，回归自然的本性，回归内心的安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4_WNskums&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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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段原文】 

所以能够适时地放下，用这种智慧让你更加清醒地会审视自身内在

的潜力。你放下之后，你内心会有力量的，你能够对待外界的因素。 

 

【第1.2段延伸】随缘得醒悟 

摘自《白话佛法八》第 1篇【欲望是堕落的根源】       点击阅读 

我们学佛后要懂得觉醒，我们不能再睡不醒，我们天天要让自己觉

醒啊。觉是什么？就是感觉，你有这个感觉，你才会慢慢地醒过来，

你没有这个感觉，你永远醒不过来。这样的觉醒，你可以去领受佛法

的灌溉，因为当你真正地明白了人生的含义，你才懂得，我所拥有

的东西可以瞬间逝去，我今天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在人间也并不

是完美和圆满的东西，我随缘，这样你才能得到醒悟。 

 

【第 1.3 段原文】 

你放下之后你随缘了，心无罣碍，那你对待外面的外环境的因素，

你也能够非常自然地得到心里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你疲惫的

身心，成为一个快乐明智的人。所以很多人离开了烦恼，他就变成

明智了；有些人在烦恼当中出不来，他永远就是不明智的。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8/326.html?t=159482362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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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段延伸】为了弘法放下人间事，孩子能得到庇佑吗？ 

Wenda20190208   10:06   

女听众：有几个度人的同修想请教师父这样的问题：有的女同修家人

不修，同修为了孩子在家里苦苦地煎熬，担心自己如果舍下孩子之后，

将来孩子无法学佛，所以一直在家里委屈求全。但是这个女同修的愿

力又很大，她真的很发心愿意放下人间的东西，一生拼命地弘法度人，

当同修为了佛法放下家里以及孩子之后，菩萨是不是会为孩子的教育

做最好的安排呢？ 

台长答：当然会了，这个就是要看她发心多大了。很多法师，他们舍

去小家，进入大家，你说他们的孩子菩萨会不会照顾啊？他会不会庇

荫家里，还要讲啊？（是的。那同修应该就安心很多，感恩师父开示）

对啊。我们有的时候，盲目地坚持这些不理智的放弃，明明应该放

弃的东西，我们不理智，我们不能放弃它，天天苦恼，难受，我们

苦苦地挽留昔日的人和事情，你是一个傻人。过去的人走了就没了，

过去曾经是你拥有的物品，过了，不是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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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段延伸】过去不可得 

摘自《白话佛法二》第 24篇【把握当下、佛心弘法、妙法度人】    点击阅读 

六祖曾经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要把握当下。

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一切都不可得。我们过去有没有很开心的时候？

有。我们过去有没有年轻漂亮、风光、掌权、富有的时候？有。但是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不再有了，都不可得了。如果总是想着过去的

人和事，这个人就是在倒退，所以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向前

看。……我们学佛学法，要有清净心，要把握当下，要明白过去的

已经过去，再也唤不回来了，就是天天回忆，也无法填补你现在的

空白。如果你经常回忆过去，实际上你就是在倒退，倒退的人是永远

没有出路的，倒退的人是生活在痛苦之中的。要学会把握当下，就是

要看到现在，你才是有所作为的人。如果你现在饭都吃不饱，说要买

储蓄保险，以后会得多少多少钱，你们说现实吗？学佛要学在当下，

现在马上就要学，现在马上就要改自己身上的习气。这样你现在不

好的业障也会变成过去，人会变得很轻松，但过去也是不可得，过去

的业障本来就不需要的，所以我们更应及早放下，不可得啊！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2/2-cha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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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段原文】 

如果久久地伤感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和自己曾经拥有的

人和事物，那是一个蠢人，所以愚痴就是这么来的。整天在你们面

前还说“我过去怎么好，我过去怎么好”，他还放不下的人，他讲了

之后还要掉眼泪、讲了之后他还不舍得，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叫做，舍

不得放弃的人。舍不得放弃的人，给他增加的只有伤感，往往他会失

去更多的珍贵的现在。 

 

【第 1.4段延伸】珍惜与放下 

摘自：2018 年 10月 7日洛杉矶《玄艺综述》解答会       点击阅读 

我们要学会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珍惜和放下、把握当下才

拥有明天，用佛法的智慧才是化解人间忧郁症最好的良药。台长告

诉大家，放下就是对过去的事情不再去怀念，对离开的人不要再去跟

他纠缠，对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再去自责，对得不到的东西不要再去留

恋。放下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万事的看

破。人生本无常，世事难判断。遇见了就好好地珍惜，错过了就学

会放下。学佛人要微笑地踏上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你停止了抱怨，

你就懂得了放下。我们人为什么会抱怨，因为九个字：放不下、看

http://lujunhong2or.com/佛法智慧化解忧郁-解脱放下拥有光明-卢台长/?fbclid=IwAR1upnDNihQQCjR0mBsWRhDg6q5U3p9-c9GUTDm8HROgz52_eIj4_OVt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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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忘不掉。……人最好的解脱就是要学会放下。没有忘记不了

的往事和旧人，什么都能忘记，只是你不想忘记而已，不愿意放下

过去和回忆。放下过去，你才能活在当下。在人间，生命就仅仅是

一瞬间，所以我们要过好它、热爱它，要珍惜它。要珍惜你身边的人，

哪怕仇人，这个世界的定律是以减法为主的。过一天少一天，哪怕你

仇恨的人，你见一次也是少一次，所以你把好的、善良的物品好好

地珍惜，你可以延长你的幸福感、延长你的生命。 

 

 

【第 1.4 段延伸】台长开示什么才算真正放下 

Wenda20151220B 54:26   

男听众：请问师父，放下是指我们过去执著人或事，现在即便听到、

看到、接触到，心里也完全不起一丝波澜，还是说只要我们能离开过

去执著的东西，就算是放下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台长答：实际上什么叫放下？放下就是说你忘记了，已经不当回事

了。放下有好几等，有好几个级别的。有的人放下了，是不想；有

的人放下了，想起来就难过，这就不叫完全放下。完全放下的意思

就是说，根本这件事情已经完全不去记它了，想都不会去想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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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会去讲了，别人来问你，你都会想不起来了，那就是真的放下

了。比方说很多修心的人、出家的人，他说“你有没有父母亲啊？

父母亲还健在吗？”“健在。哦，谢谢。”他也叫放下，为什么？他

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健在。你问他健在，他就说健在，他不会再想下

去，那就叫放下。如果你一讲到他父母亲，他马上就想，“哎呀，我

怎么怎么……”所以很多人跟师父一接触，我一讲他感情上的问题，

他接下来就不理我了，因为他的脑子简直要发神经一样，“哗……”

开始转了，想到他感情问题，女朋友、男朋友，搞来搞去那种事情，

我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见了，因为他转进去，他已经想进去了，想不出

来了。 

 

【第 2.1段原文】 

我们做人，很多人急功近利，追求人间的名闻利养，“哎呀，这个

名我要，哎呀，这个利益我要”，你慢慢地就会被社会把你变成非

常地浮躁、变成非常地贪婪，会让你变得更加地自私，你会慢慢地

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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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段延伸】名利和权力都是垃圾 

摘自《白话佛法八》第 2篇【得名利 舍名利 才能明心见性】     点击阅读 

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弱肉强食，这些在人间已经司空见惯，因为你

的懦弱，我可以欺负你，因为你对我不敢怎么样了，我就敢对你怎么

样，这些对不对啊？尔虞我诈、你争我斗是不对的，弱肉强食也是不

对的，现在的社会，朋友似虎狼，为什么？想想看，现在有多少人被

人家骗，打一个电话是骗不了他的，报纸上的广告也是骗不了他的，

去看看，上当受骗的都是朋友。现在有很多生意不就是朋友在骗朋友

吗？搞传销的人跟朋友不是把产品说得好得不得了吗？要明白这些道

理，有时候朋友似虎狼，弟子陷害师父，人间的世俗世界实在是恐怖

啊。朋友陷害朋友，师徒关系搞不好，人在人间你争我斗，背后搞来

搞去，最后恐怖得不得了，谁都不敢讲真话了，是不是这样？看着谁

都可怕，看着谁都感觉要想害他。 

要明白一个道理，必须认识人世间的烦恼，名利权势都是垃圾。那

些名不是垃圾吗？你们今天做了会长，明天没有了；你们今天做了主

席，过两天没有了；一个小小的机构，里面分成十六个部长，叫起来

多好听，“王部长”、“李部长”……过几天精简机构，全部都没有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8/8-cha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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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明白，名利、权势都是垃圾，不要看得太重，垃圾不是修行

人学习的目的，我们修行人不应该把垃圾放在心中。 

 

【第 2.2段原文】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像水一样随缘。你看水，你把它放在哪里，

它就放在哪里，随缘。 

 

【第 2.2 段延伸】学习水的品德，随缘与无私的奉献 

摘自：白话佛法 171109(文字)          点击阅读 

希望我们学佛人在修行路上能够懂得一个道理，犹如水一样，要随

缘。无论今天把水放在哪里，放在一个方的容器里就成方的，放在

一个圆的容器里就成圆的；今天能够让水救度众生，给人家喝，人家

就拥有了生命；今天把水去灌溉麦子，水就去帮助别人。它无声无息，

从来没有任何意见，极微的生命，但是做出了救度众生的伟大创举。

实际上，水就是我们最好的心。所以人家说“心如止水”，人的心

要像水一样地平静，水一样地宁静，水一样地干净。我们为什么要

给菩萨供水？不是菩萨来喝你们的水，是让你们的心去供养菩萨。 

 

https://xlch.org/category/audio/dt/guangbo/2357.html?t=1515038138606&fbclid=IwAR2Nl8h_Ud-7zBIUy86QgTE2NHoqLp496-lYYpccC5vPY8qcd9sZYdPf6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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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段原文】 

所以上善若水，我们善良就是高尚的，那些无限的慈悲，它会产生

出无限的能量，善良就是会让你产生无限的能量。所以去帮助别人

的人，他对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良心、对别人都会产生一种希望。

上善若水，最大的善能，就会在自己的内心启发出来。 

 

【第 2.3 段延伸】台长开示“上善若水” 

wenda20160122  35:23   

男听众：师父，古代先贤圣人都讲要学水，“上善若水”，最上等的

善人像水一样柔软，他能利万物而不染，而不辞。请师父开示一下我

们怎样做到“上善若水”，像水一样的人呢？ 

台长答：水，第一就是干净，水要干净。不干净的水叫污水，它虽

然是水，但是它已经不是属于干净的水。“上善”，就说人的善良

应该像水一样干净。你看看水，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哪里，你让

它洗，它就帮你洗；你要喝水了，你离不开水。所以人的善良，也应

该随缘。“上善若水”，实际上这种大的善良的人，他的心啊心静如

水。所以你看师父最喜欢的一个座右铭就是…… “无欲自然心如

水”。因为当你没有欲望，无所谓了，这个心真的像水一样地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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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去看看，水有时候在湖面上、在表面上，你看着它你的心会

安静下来，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总是这么在慢慢地流淌。所以

有时候，一个人的善良要像水一样源源不断，实际上“上善若水”

里面还包括“源源不断”，因为做善人，善要不断。 

（是不是也是细水长流的意思？）对对对，就是这样。……你想想看，

“上善”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个善良不是低级的善了。善良

怎么有低级？现在很多人传销就是这样，他传销出来的东西为人家身

体好吗？也是为人家身体好。但是他不是高级善良，高级善良是我

不从你这里拿到任何报酬，不能从你这里拿到任何利益，我对你好，

那叫“上善”。那“下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虽然是为你身体

好，但是我从你这里会拿到更多的回报的，就不是“上善”了，对不

对啊？所以意思就是要像水一样无私地奉献，你要洗，我就帮你洗；

你要喝水，我给你喝；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水就是说干净、平静。

所以这四个字实际上解释起来也是很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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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段原文】 

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很难改变，但是我们人可

以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正能量又不会

被社会磨平。我们对人间这些五欲六尘的态度，因为我们心中有一

杆秤，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用包容去理解别人，并不是纵

容别人去做坏事。 

 

【第 3.1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 39篇【谈包容与包容量】      点击阅读 

学佛要海纳百川，心胸要宽阔。学佛的人就是要能吃苦，能够容忍

所有的污蔑、诬陷对你所造成的伤害。现在社会上有几个人说“我

从小到现在没有被人家污蔑过？”又有几个人说“我活着从来没被人

家污蔑过、诽谤过？”实际上这个就是叫容量。从物质上讲，容量就

是一个 CONTAINER（容器）。再大的容量，再大的仓库，你能容纳多

少啊？但是人的容量，师父可以告诉你们，不是一个仓库，它是包

容宇宙万物的。所以人的气量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师父再在前面加

一个字，叫“包容量”，包容它的量。在物质上，讲容量，而我们学

做人、学做佛，讲的是包容量。一个人能够包容人家犯错误，能够包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3/3-cha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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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人家对你的欺负、诽谤、恶意谩骂，这个人实际上就能包容一切。

你们有几个人被人家骂了之后不生气的？被人家讲了、被人家挑拨之

后能不生气吗？气量之小，小得像蚂蚁一样。现在的人，人家讲你一

句话，马上脸红了，接下来不反击，那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反击。你讲我一句，我要讲你三句。”这就叫畜生行为，因为

动物的本能是受到攻击后一定会反击。因为人都有气量的，尤其是我

们学佛的人。因为学佛的人本身就具有圣人的基础和圣人的素质。

因为你有这些素质，你才能包容人家。 

 

【第 3.2段原文】 

师父告诉你们，智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佛法来自于众生，源

于众生，又高于众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学佛，能够懂得，在这

个社会上，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你种什么因，你一定会得到什么

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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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段延伸】台长开示“上善若水” 

摘自《白话佛法七》第 2篇【心若虚空 照亮本性】         点 击 阅 读

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因出来了，是你造成的，

这个果出来了，也是你造成的。因果就在生命中流失，我们所有的

因果随着生命的延续、随着因果的延续在流失，我们就没有了，因

也没了，果也没了，果受过了，因也没了。等到果受完了，因又开

始了，种下新的因，又结下新的果，因为你享用了这个果，你又种

下新的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投胎了之后，他是享受前世的果，

但是，他又种下不好的因，他下辈子又接受他今世种下的因，来世又

受一个不好的果。人就是这么迷迷糊糊过一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该留，什么东西该去。该留的要留，该去的要去。把物质的东西多

去掉一点，你心中留下的好东西就多一点；你物质的东西占得越多，

心中好的东西就会越少。 

 

【第 3.2 段延伸】不种新因 心中不生果 

摘自《白话佛法十》第 2篇【不种新的因 心中不生果】      点击阅读 

即使是菩萨，也是有因果的。菩萨到人间来没有因果吗？菩萨可以

修到不畏因果，就是不怕因果。但菩萨能走向他的因果，就是说菩

萨能够善待他的因果。如果是一个菩萨在人间，因果来了，他能承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7/7-chap-2/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7/7-chap-2/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10/cha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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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忍受，因果来了，一定要受。例如：现在小孩子生出来了，小

陈就只能受，你要加倍地还债，你不但要还老婆，还要还孩子，你要

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爱心，这是你的家，不能有一点点私心。你现在就

是一头牛、一匹马，你也必须做牛、做马，没有办法，你现在有了家、

有了孩子，如果你还要自私的话，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精神崩溃。 

菩萨走向自己的因果，就是在不种新的因果前提下，在消因果。今

天有两个人不开心了，那么因果已经种下了，如果你们继续不开心，

你们继续种因果。如果你们现在觉得我想通了，我错了，他也错了，

各人想自己的错，那么你们的这个因果就消了，接下来不会再种新

的因果，否则你今天不开心，明天不开心，后天不开心，等待着你

的就是一个大因果。夫妻也是这样的，天天不开心，到最后就离婚了，

对不对？没有什么客气的，现在的人非常现实，你不对我好，我怎么

对你好啊？要懂道理的，我对你好、你对我好、这样才大家好。过去

旧社会有一句话叫“花花轿子人抬人”，我对你好，你对我好，我说

你好，你说我好，那么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才好啊。你说他不

好，他会对你好吗？ 

菩萨永远不种新的因果，菩萨在消旧的因果。一张纸上如果你不写

新的字，你不停地擦过去的字，擦完了，这张纸就是白纸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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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果你不停地一边擦，一边还在写，最后这张纸就完了。所以

师父告诉你们，不种新的因果非常重要，菩萨跟人不一样，就是因

为菩萨不敢再种新的因，而我们人在不停地种新的因。所以，菩萨

虽然落因果，进入因果了，但是没有未来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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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段拓展开示 

【第 4.1段原文】 

很多人问: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因为你法布

施。你们想想看，当你去帮助别人法布施的时候，你的智慧的果是

不是就生出来了?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人，

他会不会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他怎么帮助别人?那么他的智慧怎么

来的?他就是不停地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然后在帮助别人当中，

得到更多的体会，让自己受益，产生出很多的智慧去帮助更多的人。

种无畏布施的因，得健康长寿的果。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义工，整天

喜欢帮助别人，做饭、买东西、洗菜，帮人家跑来跑去，你看看他这

种因种下去，他长寿。他做什么事情，他开心，他健康。师父跟你们

说，念佛是因，你们种下了念佛的因，对不对?念经、念佛，那么成

佛就是你们的果。所以想成佛，那么就种佛因，这样一弄，大家不

就懂了吗?这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就是真谛，学佛人的真

谛。 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因为你法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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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段延伸】法布施得智慧 

摘自：【六波罗蜜 修心秘诀】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80717     点击阅读 

第三种就是法布施，大家都知道，去度化别人、发放善书等是法布施，

其实真正的法布施就是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去领悟佛法，向世界上所

有的人去说法、去弘法，然后使众生共沾法益。你跟别人说了，让

别人学佛了，他活得很开心了，破迷开悟了，那么你这个法布施才

算成功。 

 

【第 4.1 段延伸】法施需智慧的善业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44篇【离相布施 智慧的善业】      点击阅读 

我们平时法施、财施、无畏施，哪个施最重要？法施最重要。法施

就是把观世音菩萨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去告诉人家，去救度众生，这

叫法施。但法施必须要有智慧的善业。什么叫智慧的善业？就是做

任何事情要有智慧，而不是说单单去救人。如果你忙了半天而没有智

慧，你就救不了人，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智慧，就不能代表法施。听得

懂吗？比如你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是谁，跑过去就给人家讲法，讲到

最后人家嘴巴里还造口业，这种救人的方法叫没有智慧。没有救度

到一个人，他就是没有智慧的善业。也就是说你去做一件事情，你

没有智慧，没有做成功，你就是没有智慧的善业。 

http://lujunhong2or.com/六波罗蜜-修心秘诀-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4/4-chap-44/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3 集【行善若水 行愿如山】 

 26 

【第 4.1 段延伸】种无畏布施的因，得健康长寿的果 

摘自：【六波罗蜜 修心秘诀】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80717     点击阅读 

第二种叫无畏布施。在三种布施里面，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无畏布施，

今天跟大家稍微讲一讲。凡是对已经很痛苦的人，比如说这个人失恋

了，不想活了，你不怕自己辛苦，舍去自己的时间，用温暖的心去安

慰这个人，遇到别人困难的时候，你施予援手去帮助别人，过去叫

大无畏精神，就是说这个人不管自己，只管救别人，让对方心中得

到平安，而且如果你能够让他没有恐怖，那么你这个人就是在无畏

布施。还有一种无畏布施的方法，就是别人诽谤你，或者诽谤正法，

你能以无畏的精神伸张正义，目的不是要把对方打败，而是要感化

对方，这也是无畏布施。 

 

【第 4.1 段延伸】用自身的能量去感言菩萨的力量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用自身的能量去肝炎菩萨的力量】      点击阅读 

无畏施分两种，一种是小无畏施，比如劝人做好人，不要杀生等。

现在的人好生恶死，所以我们要劝同仁戒杀护生。当有人有恐怖、有

畏惧、有灾祸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劝导他们。如果你让一切众

生终难免死，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永劫常怀。就是说，你如果劝导

他们，告诉他们人不会死的，死而复生，生而复死，人在人间就是成、

http://lujunhong2or.com/六波罗蜜-修心秘诀-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http://lujunhong2or.com/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二十》-用自身的能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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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坏、空的延续，所以，劝人活在这个劫数当中，今天是这样，明

天是那样，今生是这样，来世是那样，所以，你就不会恐怖了。当一

个人觉得他还有希望的时候，他的恐怖感就会慢慢地没有。就像台

长当今在劝说众生一样，叫你们相信菩萨，叫你们要成佛道，叫你

们要成菩萨，要你们慢慢地渐次进修，就是由慢修到快，像这样帮

助人家，就是大无畏施。 

 

【第 4.1 段延伸】无畏布施有什么方法 

wenda20160624  01:07:11 

男听众：师父，布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我们同修一般

最熟悉的是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有什么方法和诀窍吗？ 

台长答：无畏布施还不知道？跑到观音堂去搬板凳，去拖地板，帮人

家开车，帮人家运书，搬东西……全是无畏布施。帮人家搬鱼，干重

的活，只要是为众生的活，只要有功德的，观音堂……你看看，开

一次法会有多少人在搬椅子？这个全部是无畏布施。你们种下了念

佛的因，对不对?念经、念佛，那么成佛就是你们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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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段原文】 

我们学佛做人，要用平常心去生活;用惭愧心去待人;用菩提心来处

世。 

 

【第 5.1 段延伸】用平常心去生活 

摘自 20160820 马来西亚·马六甲法会开示        点击阅读 

有一名非常有名的杂技演员，脚耍大缸已有多年，可谓驾轻就熟。因

为年龄偏大，他决定退休改行。在告别舞台演出的那天晚上，他把亲

戚朋友都请来观看。亲戚朋友为表心意，有的拉起横幅、挂起小旗，

有的送上花篮……场面十非常热烈。然而，正当大家为他精湛的技艺

喝彩时，他却“失手”了，一脚顶偏，这么大的一只大的缸重重地砸

在他的鼻梁上，他当场昏了过去。事后有人问他：“凭你的技术，怎

么会出此意外？”他说：“那天，心里总是想，这是自己杂技生涯的

最后一场演出，而且请这么多亲戚朋友来捧场，一定要表演得最出色，

千万不能出错。谁知一走神，就出事了。”从表面上看，这些“失

手”好像都是偶然的，其实却有其必然。大家记住，人有一个弱点：

当对某件事情过于重视和执著的时候，就会失却了一颗平常心，心

理就会紧张；而心理一紧张，往往会出现心跳加速、精力分散、动

http://lujunhong2or.com/佛法春风马六甲-善缘佛缘开新芽（下）-2016年8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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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失调等不良反应。学佛人要无欲自然心如水，我们心如止水，洗

却一生的烦恼忧愁，心要明白自己做得对不对，心如明镜，开悟一

生，显现出人间的慈悲大爱。 

 

【第 5.1 段延伸】不把任何事情看得太重，叫平常心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五次的开示（一）        点击阅读 

首先，我们要“用平常心来对待这个世界”。平常心就是把事情看

得平淡一点，也就是对于任何事情不要太执着，不要说我一定要怎

么样。用平常心去对待事情、接受事情。平常心就是把心放得平一

点，“常”就是经常做的事情，心很平地去做任何、经常有的事情，

用这颗心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太重，这个叫做平常心。 

 

【第 5.1 段延伸】用惭愧心去待人 

摘自《白话佛法十》第 8篇【学佛靠勇气 心中有三宝】      点击阅读 

人的心中有三个宝藏，第一是慈悲，每个人心中都有慈悲。第二是

智慧，一定要把智慧挖出来，你们说现在谁笨啊？不要以为别人好

骗，只是你没有接触到有智慧的人。第三个宝贝就是惭愧心，一定

要挖掘出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惭愧的时候，他就进步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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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10/chap-8/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3 集【行善若水 行愿如山】 

 30 

知道惭愧相当于什么吗？相当于一条小船在河里停着的时候，突然之

间伸出个桨想向前，必须先向后再往前，因为惭愧的意思就是说，

我做错了，我不行，我要好好努力，就好比往后划桨了，你这条船

就往前开了。我惭愧啊，我不要得到这么多，谢谢啊，感恩。我今

天没有多大的能力，感谢菩萨让我天天在人间好好地活着，全部都要

有感恩心，我有何德何能我能娶这么好的老婆，实际上我连老婆养都

养不起的，惭愧啊，你就会对老婆越来越好了。慈悲、智慧和惭愧

心是人生的三个宝贝啊，有了这三个宝贝，你什么病都会没有了，

你碰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第 5.1 段延伸】惭愧心生精进心 

摘自中国·香港观音堂开示 150618 

我们要经常有惭愧心，我们在人间没有给大家带来多少好处，没有

给父母亲带来更多的享受，也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福分，

我们本身的行为在世界上做错太多太多，这个世界本身是不圆满的，

想在不圆满的世界上找出圆满的东西是不可能。经常有惭愧心就会

有精进心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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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段延伸】常生惭愧心，证明正在进步当中 

Wenda20130104  07:43 

女听众：台长，我觉得在这两天莫名地难过，感觉自己的缺点太多了，

很多事情压在心里，又觉得很对不起台长、对不起观世音菩萨，有时

候很讨厌自己，觉得有一种傲心，就是傲气在心里的，这种是潜移默

化的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出来的，出来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

事。 

台长答：这个就是在进步当中。当一个人只有感觉到自己很讨厌了，

感觉到自己身上怎么这么多的缺点，感觉到自己为什么改不了、为

什么不进步的时候，实际上他正在进步当中。明白了吗？因为世界

上还有很多人做错很多事情，还以为自己的是对的，他骂人还以为人

家是该骂的，他做错很多事情，害了很多人，他觉得这是活该……所

有等等的一切根本没有进步而且在退步，他在造业，还不知道自己在

造业，那他造的业更大、更多（因为台长之前说要像大海那样，大海

就是位置很低。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对不起台长、很对不起观世

音菩萨，就觉得这两天很难过）这就是进步（有莫名的难过）这就是

进步（台长我一定好好修的，坚定信念，我每天都跟观世音菩萨说我

一定……某某某好好地跟着观世音菩萨修心修行，修观世音菩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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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弘扬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我每天都这么说的）这很好。你要

记住，一个人经常要有忏悔心，经常要有惭愧心，这种心越多慈悲

心越多，如果连忏悔心、惭愧心都没有，这种人不会有慈悲心的。 

 

【第 5.1 段延伸】用菩提心来处世 

wenda20141221A 27：40   

听众:菩提心是不是里面包括了很多种心啊？ 

台长答：对啊！菩提心就是菩萨的最里面最纯洁的一种，叫慈悲心

里边的菩提心。实际上菩萨的心是泛泛地指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泛泛地指人的心，就像菩萨心一样的，低档次的是人的心，高档次的

叫菩萨的心。菩提心我们现在再反过来讲，人的心里面分成好心、恶

心、善心、贪心、痴心、嗔恨心，有这么多心吧？（嗯）那么菩萨的

心，他没有这些不好的心，他已经是菩萨了，但是菩萨的心里面还是

有一些问题的，什么问题？他有纯洁的心和不太纯洁的心，所以菩提

心已经到了纯洁的心了（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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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段延伸】如何发菩提心 

摘自《白话佛法二》第 40篇【发菩提心 原发三心】       点击阅读 

接下来给大家讲怎样发菩提心？很多人只知道我要发菩提心，那应该

怎样发呢？ 

第一，学习关心一切众生，要学会关心每一个人，人溺我溺，就是

看见人家掉进水里，要感觉像自己掉进水里一样；人饥己饥，就是

人家饥渴了，饥饿了，就像自己饥饿了一样；利己利人，达己达人，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能够通达，能够通情达理，能够帮助人家，帮助

自己就是帮助人家，帮助人家就是帮助自己。 

第二，包容一切众生，就是人家做错了，要能包容人家，不要去恨

人家；以责人之心责己，就是在讲人家的时候，先用这种心来责怪自

己，责人先要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以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

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叫换位思考。一个人要懂得宽恕人家，如果不懂得

宽恕人家就是没有智慧，要懂得饶恕人家，宽容人家，人都会做错事

情的，等到你宽容人家的时候，人家才会宽容你，这叫回报（报应）。 

第三，学习克己，常思己过，学习忘我，学习克制自己，经常想想

自己做错的事情，你就不会难过，学习忘我，就是学习忘掉自己，经

常想想自己没有什么本事，我很弱的，我主要是靠大家，没有我大家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2/2-cha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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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做好；不念人非，不要去念人家过去做错的事情；勿意勿必，

就是说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去做这件事情，不要用这个意念，不该你有

的意念不要有；勿固勿我，就是不要固执，不要有我。 

第四，做一个修心的人，发菩提心的人，应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

要给人家欢喜心，给人家信心你就是菩萨。语言布施给人家信心，法

喜充满，这就是学菩萨，多讲好话，少讲坏话，能多讲一句好话，就

可以少讲一句坏话。诚心待人，善法予人，热心助人，成人之美，经

常诚心地去帮助人家，成人之美。 

 

【第 6.1段原文】 

所以我们人的，其实身体上的毛病有三种，其实佛菩萨就是大医王，

菩萨就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心灵的烦恼的，他救治我们的心病的。

所以心病，身体的病，很多都是心病，你看我们很多的重要的病，

生死大病，都是由心而起的。你心里想得开的人就不容易得癌症，

你心里放得下的人，就不容易让你内伤。所以有的时候宿业的病很

难治，因为前世的关系。比方说，你前世曾经害过别人，你这辈子

就会不停地碰到车祸、灾难、传染病，还有很多从小就带有的那些

遗传病，这些病实际上就是宿业所为。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赶紧念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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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大忏悔文?天天念，天天忏悔，时时刻刻念，时时刻刻地在忏悔，

就会让你大业变小，小业变无，所以我们的灾难就会慢慢地消除。

还有一点很重要，一个人想去除自己的宿业的病，不让现在就得到

报应的话，你必须要普发大慈悲心。  

 

【第 6.1 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二》第 1篇【谈“身体的三种病”】    点击阅读 

身体病有三种。一种是宿业病，就是孽障病，是因为你前世有很多

孽障，做了很多坏事，带到今世来了，所以是宿业病。另一种是内

伤。第三种是外感。在这三种病中，宿业病是最难治的。宿业是前

世所为，前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今世来受报了。有很多人今世做

人非常好，在人间做了很多善事，却老是觉得为什么自己还这么苦，

为什么我不如他，为什么这么努力还是被排挤，为什么我在家里尽心

尽力了，他还要欺负我，等。实际上，这些宿业病造成了你的心病，

因为你不学佛、不学法，不知道过去生中的孽障是可以带到今世来的，

这就造成了你的心病。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小时候，转学的时候档案

袋会跟着你走，如果档案袋里说你是三好学生，你到了新学校就会被

重视；如果档案袋里说你曾经做过偷吃、扒拿等不好的事情，新学校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guangbo2/409.html?t=159485335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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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对你也不会重视。实际上，宿业是存在于你心里的，八识田

中，所以宿业病最难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