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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开示 

第16集 【顺缘逆缘 佛道自然】 
             点击视频 

第1段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念头是最重要的。佛经上经常讲，一

念善是佛 一念恶是魔，所以我们念头要常思善。经常要想一想，同

样我们的念头，也要经常要懂得，在红尘当中，退一步那就是智慧。

什么事情都要逼着人家去做，或者能够不理解别人，去推进着去做，

有的时候你会断缘——缘分会没有。所以学佛人应该转身离去，静

静地来想一想：我们做什么事情，有缘分，就好好地去随缘；没缘

分，那么我们就不必强人所难。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个缘分，这

个缘也有善缘也有恶缘，有时候一念正一念邪它都有分的。你今天一

个念头是正的，你可能这件事情就做对了；如果你这个念头是邪的，

你可能这件事情就做错了。 所以正和邪之间就是佛和魔之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KO0ic6GpTc&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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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段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要懂得怎么样来淡化自己对人间

的一切执著。一件事情放不下，人生很多事情放不下，你要想办法

能够把它解脱放下，最重要的就要理解“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

悲画扇”。古时候很多人悲从心来，和别人的感情离去了，依依不舍，

最后把自己这种感情作一首诗，画在一个扇子当中。这个诗句就是告

诉我们，我们人跟人最好保持在像初次见面这样，这就是我们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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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如果你刚刚跟他初次见面，你不会对他有过分的要求的，你

总是说“很好”。看到别人就犹如刚刚初次见面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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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保持一

种圆融。 所以初次见面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一个好朋友，我们是

一个好佛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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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很多的外面的人间的那些，单位里或者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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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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 

有的时候一念之间，一想起以前又恨了，一想起以前 又开心了，所

以这个人的智慧，就在悲伤和智慧当中游荡。怎么样没有烦恼？怎

么样没有辛苦的分别？就是不要有分别心。你看我们人很可怜，就

是因为我们经常有分别心。因为这个人过去曾经伤害过你，因为这

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你看到他，分别心开始，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喜

怒哀乐。 师父跟大家讲，没有爱和恨的是非，那就是放下。你对这

个人也没有爱，也没有太多的恨，那么你不就是放下了？就像马路上

匆匆而过的人，你会对他有爱有恨吗？只是擦肩而过，所以你没有，

在心中就会没有顺逆境。你看见这个人很讨厌，你就会有逆境出来；

你这个人看见他很喜欢，你心中的顺境就出来了。所以像太阳一样的，

很多人喜欢太阳，有的人喜欢月亮，每个人的概念不同，太阳升起的

时候，对他来讲他茁壮成长；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又有悲伤。还有

些人，太阳、月亮他都喜欢，所以太阳来了，他也爱，月亮来了，他

也喜欢，没有分别，没有执著，就没有走偏。有的人好的，经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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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有偏心、偏袒他。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执著，会造成我

们的任性，想干什么，非常地任性。所以，自然，在心中就不会有

取舍的苦恼。 大家想想，取舍的苦恼是什么？取舍的苦恼就是一念

之间。在一念之间，你今天一个念头，你今天“我一定要”，你进入

了痛苦的程序当中；如果你今天说“我无所谓的，有就有没有就没

有”，你进入了幸福的程序当中。所以苦恼来自于分别心。对别人

要平等心、一视同仁心。 

 

第4段 

学佛人不管顺缘、逆缘，我们要学会胜似闲庭信步，宠辱不惊，去

留随意。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人人都想玩得开心，都想认识更多的

人，以为我们的生活永远会这样，我们的感情永远会这样——这就违

背了佛法界讲的，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没有一样东西那是永久

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是重新遇到了自己的那一刻。所

以每个人都要心中有重新认识自己的这一刻，你才能悟出，你才能

走遍世界。 所以你了解自己的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吃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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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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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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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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自己的思维。所以一个人的思维

正和不正，它当然是不一样的。正思维，让别人尊重；偏思维 让别

人会举报你。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共修会里边，如果你今天上来讲得

如理如法，大家都很喜欢听；但有些人增加了自己很多的个人观点，

有些话讲偏了，慢慢地别人就会告诉我们，说某某某他在谈体会的时

候有严重的偏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正，所以一个人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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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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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自然的东西——

nature，这些东西它是没有带着一种强求执著和“只顾自己不顾别

人”的那种观念在里边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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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能够接受。就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对不对？“叔叔，我嘴巴干了 我要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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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哦， 孩子，我帮你买”。人家不会怀疑你这个人贪嘴的，

因为你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声音。很多人有多少痛苦，因为他有多少杂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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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自己讲出来之后，别人

看出来了，你就会痛苦。被别人发现你的目的之后，很多人就会痛苦，

因为你本来想骗别人。所以我们说学佛学到最后，还是要学会自然。 

 

第5段 

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大道自然”，天道也好，

人道也好，阿修罗道也好，其实都是本性善良，这就是善道。师父经

常跟大家讲三善道，天人、阿修罗、还有人道。人道也算善道，但是

这个善道是最接近畜生道的，一个人做事情稍不留神做出来就是畜生

的事情，所以要特别特别地当心，因为太靠近畜生道了。所以常常

不能带有瞋恨之心，因为畜生很容易恨别人。 大家看见狗，你踢它

一脚，它一定要冲你叫一叫、咬一咬，追你一把。动物它有个本性，

它非常地恨，而且它非常地执著和争斗，喜欢跟别人斗。我们学佛人

要学会不要和别人去争斗，要学会善良，有的时候你的心会让你常常

兴风作浪，你不想去跟这个人争，但是他气得你就想跟他去斗去争。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16 集 【顺缘逆缘 佛道自然】 

 7 

实际上，好勇斗狠，这个就有点像阿修罗道。在人间不要去执著。

谋，就是一个思维。所以人家说“谋”，就是去思维、去想象。去

到底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受到，

任何的事和人物的迷惑和颠倒，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管做什么事

情，不要以为人间“这件事情我是对的，我是错的”，这样你就进

入了一个是非的圈子里，你在是非当中出不来。如果你今天跳出是

非的圈子，你因为懂得恻隐之心、慈悲无限的道理，你觉得人伤我

痛，对方就是对你坚强，那也是一种懦弱，对方对你一种慈忍，他

反而倒是一种坚强的象征。然而我们人经常把对方的慈悲，看成是

对方的一种懦弱，而把自己这种非常强硬的思维看成是自己的一种

勇敢，实际上这种勇敢，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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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段拓展延伸 

【第 1.1段原文】 

在红尘当中，退一步那就是智慧。什么事情都要逼着人家去做，或

者能够不理解别人，去推进着去做，有的时候你会断缘——缘分会

没有。所以学佛人应该转身离去，静静地来想一想：我们做什么事

情，有缘分，就好好地去随缘；没缘分，那么我们就不必强人所难。 

 

【第 1.1 段延伸】什么是智慧？ 

Shuohua20161028 13:54  

台长答： “智”是什么，“智”是往前进步；“慧”那是懂得往后

退，要守住。“智慧”，一智一慧，就是一进一退，所以智慧的人

就是能进能退、能守能攻的人，这种人能够让自己心中圆融。一个

能够让心中圆融的人，他是能进能退的。一个家庭要能够维持下去，

老公发脾气了，老婆要懂得忍耐；老婆发脾气的时候，老公要懂得忍

耐。相互一谦一让，有时候要提醒，有时要怎么样，它是靠一种智

慧，这种智慧就是靠着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原有看法。比方说你原

来的看法做出这些事情做得不好，你就提升了，“哦，我下次不能

做”，实际上这就长智慧了。很多人就是“猪撞南墙不回头”“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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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苦头了，我再这样，我再这样”“我脾气改不了的，我要找个女人

一定顺着我的”……好了，最后没有一个女人跟着他时间长的。你

要改变自己才叫智慧。 

 

【第 1.1 段延伸】大智慧是明白人间一切都是因缘 

摘自《白话佛法十》第 30篇【认清因缘一定变成因果】     点击阅读 

大智慧是什么？明白了人间一切都是因缘，明白了一切法也是因缘，

人间应该归你拥有的东西和不应该归你拥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缘分。

因缘不好，那么强求就会不顺，自己知道自己的因缘最近很不好，

得不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去强求，你一定不会顺利。 

 

【第 1.2段原文】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个缘分，这个缘也有善缘也有恶缘，有时候一

念正一念邪它都有分的。你今天一个念头是正的，你可能这件事情就

做对了；如果你这个念头是邪的，你可能这件事情就做错了。所以

正和邪之间就是佛和魔之间。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10/10-cha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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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段延伸】一念佛，一念魔 

摘自 2018 年 12月 30日吉隆坡法会   

人心最难控制，佛、魔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一旦沉迷在欲望之中，

你可能永远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所以，人须有为众之心，方能克己，

能克己，方能成佛。一个人想要成为菩萨，就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

一念佛、一念魔，忍辱、无欲才能精进，一个人能够忍耐，这个人

一定会成功。 

 

【第 2.1段原文】 

你要想办法能够把它解脱放下，最重要的就要理解“人生若只如初

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古时候很多人悲从心来，和别人的感情离

去了，依依不舍，最后把自己这种感情作一首诗，画在一个扇子当中。

这个诗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跟人最好保持在像初次见面这样。这

就是我们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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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你刚刚跟他初次见面，你不会对他

有过分的要求的，你总是说“很好”。看到别人就犹如刚刚初次见

面一样，你可以保持一种尊重，可以保持一种沉，可以保持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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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可以保持一种圆融。所以初次见面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一

个好朋友，我们是一个好佛友”，你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一定会随缘

放下。你把很多的老朋友，把很多的外面的人间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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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段延伸】善缘也要看破，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  

wenda20151025A  10:02 

男听众：恶缘来了我们当然想着放下，可善缘来了我们怎样放下？  

台长答：只有看破善缘，你把善缘看破了，你就放下了。因为善缘

到了最后，结果也是不好的缘分，因为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

恶缘怎么来的？就是善缘过来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们还没结婚之

前恩恩爱爱，是不是善缘？结了婚之后吵吵闹闹也不是这个缘分吗？

怎么会变成恶缘的？它会变的。那么当你有善缘来的时候，你要看到，

很快地会有恶缘来了，你就不会对这个善缘特别感兴趣了。有智慧的

人，当一个善缘来了之后，首先要看到它的结果。比方说，善缘谁都

会有啊，我们有一个青年人就是这样的，有女孩子喜欢他了，他就比

较冷静，他虽然很喜欢她，但是他知道这个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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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第一，他现在年纪小；第二，还在读书；第三，这个结局是什

么呢？而且这个来进攻的女孩子都是比较厉害的，她以后会想办法控

制你的。 

 

【第 2.1段延伸】1段延伸】爱的越深，恨得越深，由爱生恨   

2013-11-29问答 

听众：他们之间的冤结深，应该也包含善缘吧？ 

台长：对，冤结深，善缘和恶缘都深的。爱得越深恨得越深，恨得

越深就是因为过去爱过，不爱哪来的恨？恨是怎么来的？就是由爱

生恨的。人就是没智慧，都像菩萨一样有智慧，在人间也不会很痛

苦了。 

 

【第 2.1 段延伸】佛友间如何相处才能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Wenda20171008B   08:44 

男听众：师父，从传统文化上讲，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师兄，如何相处

才能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呢？ 

台长答：私下不要有什么感情上的交往，只是在佛法上多多地交往，

一定不会吵架。如果大家一起共修《白话佛法》、一起念经、一起

拜佛，你说有什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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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段延伸】君子之交淡如水，距离产生美感  

wenda20160529A  42:44   

男听众：如何从学佛角度来理解“君子之交淡如水”？  

台长答：“君子之交淡如水”，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做人，人跟人之

间的交往要学会相互尊重。当你尊重对方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平淡。

你想想看，你尊敬老师，不会跟老师勾肩搭背，拍拍打打吧？今天大

家都是佛友，不要过分，相互尊敬，是不是不能随随便便？这个是不

是君子之交？所以佛友跟佛友之间，距离产生美感。大家保持一定

的距离，会有美感的，会有很爱的感觉，但是一接近的话，就没有这

种爱的感觉了。因为人跟人之间产生距离，那是由境界产生的，所以

人会感觉到非常爱对方，那是像菩萨一样的；如果距离太近，抱抱搂

搂的，那不就像畜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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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段原文】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要懂得怎么样来淡化自己对人间

的一切执著。一件事情放不下，人生很多事情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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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 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14 集【自主烦恼，般若相智】      点击视频 

很多人说：“师父，什么叫解脱？什么叫放下？放下什么？”解脱

就是没烦恼。你今天有烦恼吗？你想不通，想通了就解脱了。什么叫

放下？放下就是不去想。你说不去想，这个事情也在，那么师父问你，

你想了，这个事情在不在？也在。你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解决不

了，你现在先不要想，可以吗？可以。那你念念经之后再来想，说不

定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呢？那你不就放下了吗？至少在你放下不去想

的这段时间中，你已经放下了，你已经解脱了。师父这么一解释，

大家都明白了。人不求事，事自然成。很多人说天天求，就不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Sjec7j2cQ&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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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它放下了，哪一天通知你了，成功了。只要你去努力，最后成功

一定是属于你的。所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那是一种智慧。 

 

【第 3.2段原文】 

有的时候一念之间，一想起以前又恨了，一想起以前 又开心了，所

以这个人的智慧，就在悲伤和智慧当中游荡。怎么样没有烦恼？怎

么样没有辛苦的分别？就是不要有分别心。 

 

【第 3.2 段延伸】什么是分别心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3篇【名利均是无常】        点击阅读 

师父今天给你们说，分别心是什么？分别心就是你看任何问题都去

对比。有分别就会产生分别心。 

 

【第 3.2 段延伸】什么是平等心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36篇【佛法是来解脱人间苦难的】      点击阅读 

平等心就是不执着的心，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攀比的，没有什么可以

让我愤怒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嫉妒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

我放不下的。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4/4-chap-3/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4/173.html?t=159361388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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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段延伸】想过平静的生活就不要对比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一》第 13篇【都摄六根，佛法育众】     点击阅读 

一个人如果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没有对比的生活，那才是你自己

真正的生活。你拥有自己的生活，你想快乐，你不应该和人家的生

活去对比。举个例子，你今天住着小房子，你自得其乐、很开心。

一旦你看到别人有大房子了，你就活得不自在、不开心了。我们学

佛就是要学如何化解自己的贪心。 

 

【第 3.3段原文】 

你看我们人很可怜，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有分别心。因为这个人过去

曾经伤害过你，因为这个人曾经帮助过你，你看到他，分别心开始，

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喜怒哀乐。师父跟大家讲，没有爱和恨的是非，

那就是放下。 

没有分别，没有执著，就没有走偏。有的人好的，经常对这个人有

偏心、偏袒他。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guangbo1/391.html?t=1593617081858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16 集 【顺缘逆缘 佛道自然】 

 17 

【第 3.3段延伸】执著心重的人分别心也重，要用放下来对治 

Wenda20200209   29:13   

女听众：执著心重的人是不是分别心也很重呢？ 

台长答：是啊，执著的人一定有分别的，所以叫“分别执著”啊

（如何去对治这个执著心？）很简单了，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就对治

了。有什么意思？你想想你总归要死的，什么东西带走的？给他就

给他了。讲一句话被人家骂就骂了，被人家讽刺就讽刺了，有什么面

子？  

 

【第 3.3 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14集【自主烦恼，般若相智】     点击视频 

只有懂得控制好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欲望的人，才能享受到人间

真正的幸福。你想想看，没有欲望的人幸福吗？吃饭了，什么都吃，

幸福吗？“这个我不喜欢吃，那个我不要”，他吃饭都吃不香，他都

有欲望，他都痛苦，对不对？大家说：“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好吗？”

“我不喜欢跟你们出去玩，因为他在，我就不去。”你看看你的欲望

会不会让你损失很多的幸福？不能随缘。只有懂得不去计较的人才

能享受到。什么叫人间的和谐？什么叫菩萨的随缘？无所谓的，见

一次少一次，大家今天交个朋友，一起随缘做点事情，那是我们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Sjec7j2cQ&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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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福分，说明我们还有缘分，对不对？只有懂得真正放下自己的

人，才能享受到生活的自在和从容。 

 

【第 3.3段原文】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执著，会造成我们的任性，想干什么，

非常地任性。 

 

【第 3.3段延伸】只管自己不顾别人是执著，修行要平衡与家人之间

的关系 shuohua20131025  11:30 

女听众：因为我们现在念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业障太多来不及还，所

以每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顾着念经，不太关心家人，这样就造成家

人不满，希望师父能够开示一下我们学佛念经如何去平衡自己修行和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台长答：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些人就是叫执着。修心不是叫

你把家抛了，如果你把家抛了，那你索性就出家吧。你既然没有出

家，在家居士可以多花些时间念经，但是不能说家里不管，也不能说

不上班，有病也不能不看医生，这是心灵法门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点。

希望大家要正信正念，正信正念是什么？不要说“我学了佛了，我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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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很高了，我可以把家都不顾了”，那是不可以的。你想想看，师父

有一个这么大的家庭，将近六百万的信众都是我的家庭成员，我能不

顾他们吗？如果师父也跟你们一样学佛，学到最后我自己归自己打坐、

闭关好了，我为什么要下来帮助大家呢？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学佛

就是要关心别人。学佛难道不关心别人吗？如果释迦牟尼佛当年不到

人间来传遍世界佛法，我们今天哪会受益呢？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境

界问题。修到后来，不能帮助别人，只管自己修，还要让家里人造

口业，你说这样做对不对？我们现在学佛不是为了救人吗？而不是

不管家里人，连家里人都不管那你怎么能救人呢？有多少人一边在

做家务一边在念经啊，他们做错了吗？所以要懂得这些关系。怎么

样叫执着地修，怎么样叫智慧地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

理，而不是说“我修我不管别人”，那你就是修成了也是一个小乘佛

法，大乘佛法要救度众生。所以希望所有的学佛弟子都能够懂得一个

道理：我们一定要用菩萨的境界在人间修行。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

还要帮助别人；不但让自己能够学好佛，还要让别人也修好心，这样

才是佛的精神。我们不能不管家里，也不能不管社会，不能不管自

己的单位，只不过时间如果不够的话，自己要挤出时间。少看一点

电视，少看一点报纸，少一点社会活动，有些社会活动如果觉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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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话可以暂时不做。多在家里念经，但是不能不管家里，也不

能不关心社会，也不能不关心整个的宇宙人生。这就是懂得用妙法

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 

 

【第 3.3 段延伸】人不能只顾自己活着  

摘自：2012 年 1月 25日悉尼法会 

每个人不能只顾自己活着，不顾他人感受，现在人自私成性，希望

大家一定要多度人，多帮助别人，让人家理解，在这个社会上，我

们活着要为别人想，不能只顾自己感受，而不顾他人感受。 

 

摘自【无生杂念 无我无为】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 2014 年 6月 1日   点击阅读 

很自私的孩子没人喜欢，不顾父母的伤痛，天天做着伤害家人的事情，

这就是不懂事的孩子，等以后他的孩子长大了，他一定会受到报应，

这就是人天福报。修好的心得到人天福报，修不好的心受到人天的

报复。 

 

 

 

 

http://lujunhong2or.com/无生杂念-无我无为-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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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段延伸】 太任性，总以为自己对的，就是愚痴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一》第 20篇【用自身的能量去感言菩萨的力量】  点击阅读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太任性，如果不明白道理，以为自己是对

的，实际上就印证了佛法的一句话，叫“愚痴”。台长曾经碰到一

个朋友，他就是整天跟他父母顶嘴，只要父母说什么，他就反过来做，

结果他的童年是在悲哀之中度过的。父母亲最后跟他说，“孩子啊，

你不要去上山下乡，你好好留在这里吧。”孩子就说，“我一定要

去。”最后，他在农村呆了几年，碰得头破血流，改变了自己，他的

脚也弄断了，思维彻底地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等他回到城里和父母团

聚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有严重的忧郁症了。 

 

【第 3.4段原文】 

所以，自然，在心中就不会有取舍的苦恼。  

【第 3.4 段延伸】如何理解自然在心中就不会有取舍的苦恼  

摘自：原文第 4段节取 

回归到无念。无念就是自然而然的东西，那是自然的东西，这些东

西它是没有带着一种强求执著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那种观念

在里边的。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guangbo1/398.html?t=159361487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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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段原文】 

大家想想，取舍的苦恼是什么？取舍的苦恼就是一念之间。在一念之

间，你今天一个念头，你今天“我一定要”，你进入了痛苦的程序当

中；如果你今天说“我无所谓的，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你进入了

幸福的程序当中。所以苦恼来自于分别心。对别人要平等心、 一视

同仁心。 

 

【第 3.5段延伸】喜欢一样东西，就会被喜欢的东西控制，这就是执

著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46集【观法无我 不落因果】      点击视频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当你喜欢一样东西，你就被这样喜欢的东西

会控制，我们喜欢一个孩子，我们就会被孩子控制；我们喜欢这个

房子，你就会被这个房子所控制，因为你想买到这个房子，所以你拼

命地，打三份工、四份工、五份工，来伤害自己，为了得到这个利益。

这就是人因为执著，所以不要被那些名利所控制，我们人不能追求，

在人间的那些感官的物品，就是你感觉很好，我认为很好，因为一

旦它失去了，你接下来就会变得不快乐，不幸福，一切因为都会流

失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dEvuJCX-0&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46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16 集 【顺缘逆缘 佛道自然】 

 23 

【第 3.5段延伸】觉得一切都正常，无所谓就离开了执著得到自在  

摘自《白话佛法十一》第 27篇【心火须灭 本性始静】      点击阅读 

我没有怨恨，我觉得一切很正常，那你就离开了人间的一切境界，

就得到自在，远离一切烦恼。今天不离开烦恼的人，就不得自在；

今天无所谓了，什么事情都很正常，你就得自在。得自在的人就离

一切执著，“我不执著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执著的，因为这些

都是很正常的，发生了就发生了”，所以不执著的人就得自在，然

后就能放下一切。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11/11-cha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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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段拓展开示 

【第 4.1段原文】 

所以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自己，是重新遇到了自己的那一刻。了解自

己的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吃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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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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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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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选择自己的思维。 

 

【第 4.1 段延伸】了解自己，去除狂妄心 

摘自《白话佛法七》第 45篇《不让外尘染着心》       点击阅读 

狂妄心是什么？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以为自己做得到。你们学佛人

有没有啊？太多了，狂妄自大，以为自己了不起，什么都能做，行吧，

做出来行不行啊？做错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总觉得自己永远是

正确的，这就叫狂妄心。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7/7-cha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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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段延伸】个性其实是执著 

zongshu20140712  26:14   

听众：其实我这些年真的过得挺苦的，台长，感情上、事业上都很不

顺的 

台长:你不改毛病还要不顺利，你不改毛病还要倒霉，我就警告你了！

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这个世界上天外有天，山外有

山的。就你这种性格的人，谁会喜欢啊？你能顺利吗？我问你，一

个小孩养出来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跟人家好好的，这种孩子吃得开？

还是整天有个性的孩子吃得开啊？有个性是件好事情啊？那叫执著！ 

 

【第 4.2段原文】 

所以你了解自己的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吃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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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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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人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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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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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段延伸】许愿要量力而行  

Wenda20130616B 01:00:36  

听众：有一位师兄在过去修行当中上辈子许的愿许得过大，导致这辈

子有了很多麻烦。那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许

愿呢？如果我们修行心灵法门去许愿度人，如果许下的数量很大，但

是自己目前的能力可能做不到度这么多人，但是如果自己努力修行增

加能量然后尽量地度人，也有可能完成这个目标，这样没有问题吧？ 

台长：这个完全有问题，如果你许的愿和你做不到的事情成一个正

比，那就是打妄语，你做不到的事情你以为是许愿，那你就叫妄语。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去做，就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众生；

当你不能救度众生的时候，你说我能救度众生，实际上你就在打妄语。

所以菩萨不打妄语，打妄语的人会得到恶报的。所以很多人,虽然是

学佛学得很精进，为什么恶报连连呢？因为他许了很多不该许的愿，

他做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拼命想去做的事情，这些都是不如理不如法

的。至少你有这个能力做，那么你才能许这个愿。比方说地藏王菩萨

他要不是菩萨的话，他连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都不会许这

个愿。你看看我们很多的人在人间还没有成为菩萨了，他已经开始许

大愿了：“我以后累世要到人间乘愿再来，我要到地狱里面去救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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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现在这辈子菩萨都成不了，你说说看他下辈子怎么能成呢？

而且他自己的孽障这么重，最后就是个妄语业报加重（那么这种有什

么办法去弥补呢？）很简单，已经许了大愿的话要跟菩萨忏悔，跟菩

萨说：“我尽自己的力量。”所以在许愿的时候不能说我一定能做，

我怎么样怎么样，这就叫妄语，菩萨不打妄语包括这些的。你救不了

众生，你说我一定要救众生，难道这不是妄语吗？ 

 

【第 4.2 段延伸】不执著不极端就可能不会有失败的烦恼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25集【洗清业障，温养智慧】     点击视频 

要学会心中不管有什么要调和，我们修心人不能走极端，不能很烦

恼，有些人一辈子走极端，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去得到，什么事情我

一定要做，这个就叫走极端，达不到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有

点像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你去镇守街亭，最后你失守了，你在前

去之前，你跟诸葛亮立下了军令状，所以如果你不执著，可能就不会

产生这种失败的烦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9RP0BwOCbo&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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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段原文】 

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正和不正，它当然是不一样的。正思维，让别人尊

重；偏思维 让别人会举报你。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共修会里边，如

果你今天上来讲得如理如法，大家都很喜欢听；但有些人增加了自己

很多的个人观点，有些话讲偏了，慢慢地别人就会告诉我们，说某某

某他在谈体会的时候有严重的偏见。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叫正。 

所以一个人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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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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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3 段延伸】通过自己的意识来了解自己   

摘自《白话佛法七》第 31篇【梅花傲雪 坚忍不拔】       点击阅读 

要懂得，通过自己的意识来了解自己，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了

解自己。通过自己的意识：噢，我做错了，我以后要当心。好了，

了解自己了吧？我这个人就是不能吃亏，吃点亏，马上要跳起来，你

了解自己了吧？那是用思维来了解自己，而不是靠你的两只眼睛啊。

眼睛被六尘所染，经常会看不清楚的，人在思维中做错很多事情，

所以必须了解自己的思维。我们人要用意识来了解自己，要了解自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7/7-cha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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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本身，我们既然要了解自己的本身，我们就要懂得在人间艰苦

和吃苦的价值。 

 

【第 4.3 段延伸】如何了解自己 

Wenda20200308   03:52 

男听众：师父，您跟大家讲讲了解自己的方法吧，怎样才能正确地、

全面地了解自己？ 

台长答：了解自己的方法，最好就是在人家骂你的时候，人家骂你的

时候讲的全是真话。只有当一个人骂你的时候，人家才会讲真话，平

时他都是在阿谀奉承你呢老婆吵架真的吵到急了，老婆说：“你这个

人无耻啊，你这个小人啊，你这么自私啊……”她全讲的真话。她平

时说“哎呀，我老公多好啊”，全是假话，呵呵（明白了） 

 

【第 4.4 段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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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自然的东西——nature，这些东西它是没有带着一种强求

执著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那种观念在里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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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段延伸】强求的事情不圆满  

摘自《白话佛法六》第 44篇【远离瞋恨 佛法精神】       点击阅读 

强求是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一定想要得到，就叫强求。强求的事情能

好吗？年纪大了，腰不行了，腰不能弯下去捡东西，“没关系没关系，

我行我行的”——“咔嚓”，腰扭伤了。强求的事情行吗？所以不

要去空想，要找到真正的佛道，才能更持久，更圆满。 

 

【第 4.4段延伸】随顺自然，随遇而安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 31篇【纯善就是德】        点击阅读 

学佛之后要明白随顺自然，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要随顺。今天我随

便，我顺着这个事情去走，你就自然了。我今天穿衣服也是的，我

已经年纪大了，我不是小姑娘了，我穿得稍微朴素一点，稍微老年化

一点，人家不会觉得你怪怪的。如果你穿条超短裙，满脸都是皱纹，

这个不随顺的人能够自然吗？随遇而安啊，我遇到了，我就这么去

做，无所谓的。今天遇到了，我就这么去做，没有的话，我也没办

法。遇到好事情，感恩观世音菩萨，好好去做；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也无所谓，人生都是磨难，越过就是成功。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6/6-chap-44/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67.html?t=1593617568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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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段原文】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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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能够接受。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对不对？

“叔叔，我嘴巴干了 我要吃这个”。人家：“哦， 孩子，我帮你

买”。人家不会怀疑你这个人贪嘴的，因为你出来的是很自然的声音。 

很多人有多少痛苦，因为他有多少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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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自己讲出来之后，别人看出来了，你就会痛苦。被别人

发现你的目的之后，很多人就会痛苦，因为你本来想骗别人。所以

我们说学佛学到最后，还是要学会自然。 

 

【第 4.5 段延伸】自然是从自己心里发出来的  

摘自《白话佛法十》第 46篇【止念就是心灵静坐】       点击阅读 

如果一个人说好话说到自己无心了，一出来就是“你真的很好啊，

我要向你学习，我真的觉得自己很不够”。这不是一种骄傲，也不

是吹捧别人，而是从自己心里发出来的。就像妈妈对孩子好一样，

妈妈对孩子好得不得了：“孩子啊，你要当心身体啊，你要多穿衣服

啊。”孩子会说妈妈拍孩子的马屁吗？孩子不会这样讲的，这是自然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0/751.html?t=159361774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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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你们现在吃东西为什么都喜

欢吃天然的？道理就是这样的。 

 

【第 4.5 段延伸】自然地修行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 48篇【刻意修不自然】        点击阅读 

自然修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刻意地去做一些修行的事情。看见师父

来了，卖力地不得了；师父不在了，谁都不管。这不就是刻意地在修

吗？看见菩萨，有事情了拼命地求，没有事情了，理都不理菩萨，这

就是不自然的。真正自然的要有感恩心，今天只要观世音菩萨帮了

我，我就一直感恩观世音菩萨。当你到了不刻意地去修行，很自然

地你就会把修行变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修行修到后来，就是一种

自然的生活方式出来。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84.html?t=159361787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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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段原文】 

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大道自然”，天道也

好，人道也好，阿修罗道也好，其实都是本性善良，这就是善道。 

 

【第 5.1 段延伸】关于“自然”  

摘自《白话佛法十》第 18篇【本性顺应天地自然】       点击阅读 

修行要把自己的本性修出来，自己的本性是什么呢？本性就是顺应

天地自然。如果今天这个人的脾气很倔强，人家说什么，你就不听

什么，人家这样，你非要跟人家对着干，你这个人就不叫顺应天地，

顺应天地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是什么？今天该我受了，我就好

好地受；今天该我倒霉了，我就倒霉；今天下雨，我淋到雨了，那是

自然的；今天被老婆骂了，那也就骂了，谁叫我自己做错了事情？谁

叫我自己有这个冤结呢？这就叫自然，这样就不会有烦恼心，不会

有去跟人家打官司的瞋恨心了，一旦有瞋恨心之后，再做错事情，那

就是愚痴心。想想很多人，恋爱谈不成，就跟对方说，我要把你毁容，

我要把你怎么样，这就是愚痴之人，所以要顺应自然。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10/10-cha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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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段原文】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三善道，天人、阿修罗、还有人道。人道也算善道，

但是这个善道是最接近畜生道的，一个人做事情稍不留神做出来就是

畜生的事情，所以要特别特别地当心，因为太靠近畜生道了。所以

常常不能带有瞋恨之心，因为畜生很容易恨别人。 大家看见狗，你

踢它一脚，它一定要冲你叫一叫、咬一咬，追你一把。动物它有个本

性，它非常地恨，而且它非常地执著和争斗，喜欢跟别人斗。我们

学佛人要学会不要和别人去争斗，要学会善良，有的时候你的心会

让你常常兴风作浪，你不想去跟这个人争，但是他气得你就想跟他

去斗去争。实际上，好勇斗狠，这个就有点像阿修罗道。 

 

【第 5.2段延伸】争来的不是你的，随缘来的才是你的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20篇【积功累德无我无相】       点击阅读 

大家要记住，争斗是没有止境的，是争不完的。争来的都是没有用

的东西。如果进入了争的境界，你的境界就掉下来了，就会被万人

所辱骂。好的东西是不争的，争来的也不是你的，随缘来的才是你

的，所以争是没有止境的，忍让是有止的，因为当一方忍让了之后，

对方就会停止了，所以忍让是最好的。 

https://orientalradio.com.sg/chi-bhff-4/4-cha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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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段延伸】做人争强好胜会伤人   

zongshu20140220  33:14 

听众：我妈妈生前是一个非常好胜的人。 

台长：“好胜”，好胜就是伤人家，听得懂吗？（对）不伤人家能

得什么“胜”啊？（对对对） 

 

【第 5.2段延伸】如何消除争强好胜之心  

shuohua20150130  26:48   

男听众：如何消除争强好胜之心？ 

台长：争强好胜之心，就是贪之心。一个人不贪，怎么会去争强好

斗？就说明你还想要，你还要这个、还要那个，你就是争强好斗了。

所以，一个人放下自己、完全不去争，就是要靠自己不贪啊！比方说

我今天想得第一名，是不是贪心啊？你已经得第三名了，第三名和第

一名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心态好一点，什么好斗心都没有了，

这就是学佛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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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段原文】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以为人间“这件事情我是对的，我是错

的”，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是非的圈子里，你在是非当中出不来。如

果你今天跳出是非的圈子，你因为懂得恻隐之心、慈悲无限的道理，

你觉得人伤我痛，对方就是对你坚强，那也是一种懦弱，对方对你

一种慈忍，他反而倒是一种坚强的象征。 

 

【第 5.3 段延伸】对方就算对你坚强，那也是一种脆弱  

摘自：2017 年 4月 21日雅加达法会开示 

自尊心太强的人，优越感太重的人，心中是不堪一击的。一碰到问

题就会我执：”我怎么办？我丢脸了，像我这种人怎么见人？”长

此以往这种人就会得忧郁症，自闭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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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段原文】 

我们人经常把对方的慈悲，看成是对方的一种懦弱，而把自己这种

非常强硬的思维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勇敢，实际上这种勇敢，会给自

己造成更多的伤害。 

 

【第 5.3 段延伸】学佛做人要刚柔相机，进退有度  

摘自：2019 年 12月 7日墨尔本世界佛友见面会 

学佛人要拥有一种金刚智和恒常智的状态。记住了，一个能够礼让

别人的人，他不一定就是个懦弱者，因为他有恒心，我今天让你，

也是为了我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一个学佛人要知道，任何时候，成

功都离不开一个恒心，坚持的人才能成功，一直坚持的人才能够超出

自己的境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昂头，知道什么时候要低头，要

刚柔相济，进退有度，那就是一种金刚般若的智慧。俗话说，懂得

低头，你才能出头。有时候稍微地低一下头，是一种宽容，是一种

圆融，是当下竞争时代慈悲的避让。所以我们要用佛的一种生存智

慧，在人间，不管做什么事情，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话不要说得太

绝，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你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有回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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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段延伸】不要不买账  

摘自：【学佛要马上解脱】 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120708     点击阅读 

所以，要感悟人生，为什么自己在上辈子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从这一

世的恶缘中，我得到了这个缘，我明白了，原来我上一辈子做坏事，

所以，这辈子才会来人间受这个苦。我这辈子明白了，我下辈子不会

再受苦了。你有没有感恩心啊？如果你这辈子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吃

这么多苦，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我就不买这个帐，我现在吃苦，

我一定要好强，我一定要跟命作斗争”，你造了更大的孽，下辈子

说不定连做人的机会都没有。 

 

http://www.lujunhong2or.com/学佛要马上解脱-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