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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心有很多，意念中贪，欲望的贪，生理上的
贪婪，心理上的贪，口感舒服，心里满足了，
也是一种贪心。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四十一）



生活中贪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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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站在台上你就是获奖
者。心态好一点，什么好斗心都没有了。

Wenda20150130 26:48

争强好胜之心就是贪心



女听众：师父，我们看到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人或者
物，我们就会生起欢喜心，但是这种欢喜心并不是想
去占有，那么这种起心动念会有业障吗？

答：没有业障。但是经常有这种欢喜心，就会有贪心
出来（哦。那还是要修炼，不要动心）那当然了，修
到后来什么都不动心。你说一个男的……你老公看见
女孩子都很好看，他又没想去占有人家，你同意吗？

wenda20150705A 29:35 

经常有欢喜心也容易生出贪心



女听众：台长，您能开示几句吗，像我在医学方面怎
么能有更大的进步？
台长答：不要贪，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那是你的前
途。去贪，去拼命地“拍”某一个导师，或者怎么，
你会害死自己的，有些女孩子就是整天想着自己要出
人头地，出人头地你不付出的啊？有的时候平平安安
反而能够越做越好。越是钻的人，到最后头都钻破了。
一步一个脚印，不要去贪

Wenda20200228   16:56 

做人要一步一个脚印



女听众：“贪”是指钱吗？

台长答：各方面，全部都是贪。“我要地位高一
点”“我要变成比其他学生好一点”“我要跟这个博
士生导师好一点”“我跟这个老师要关系好一
点”“我以后要到哪个学校去，我要写信给这个、给
那个”……我跟你说，该你有的逃不掉；不该你有的，
你拿到了都会失去。

Wenda20200228   16:56 



贪东西的人会贪“话”的。比方说人家说你好话了，
你很开心，就是贪，把好话贪进去了；然后人家说你
不好，你瞋恨心又来了。

Wenda20190823   12:07

贪东西的人会贪“话”



女听众：师父能帮我开示几句吗？

台长答：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贪就好了（我哪方面比较
贪？）你什么都贪，讲话都贪，占人家便宜，讲话非要战
胜别人。你过去一直这样的，你现在好好改了！现在还有
谁讲你？你不能听人家的话就叫贪。你听不得人家意见，
你有本事，你要听师父讲，讲了之后你要改，有什么客气
的？师父一点不客气，我告诉你，你再没有师父讲的话，
没有人敢跟你讲真话的。

Wenda20191227   01:21:01 

讲话占人便宜也叫贪



衣食住行，行不仅仅是走路，行是行正道，一个人走
路要行正道。人间什么叫正道？就是不要去贪人家的
小便宜。你们去看，经常贪人家小便宜的人，就会走
偏道。师父跟你们经常讲，不要想着这里可以省几毛
钱，那里可以省几块钱，师父教育你们，让你们不要
去贪，如果你们经常这样做的话，你们的心会变得非
常地狭窄。

《白话佛法十一》4.【不贪求 心满足】

贪小便宜也是贪



女听众：如果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一点、安逸一
点，是不是一种贪啊？
台长答：实际上让自己生活过得安逸一点，应该是属
于比较人间的追求，还是属于贪的。因为你应该追求
一种让世界上的人别人过得安逸一点，你让别人过得
好一点，那你这是精进啊。台长全世界这么跑，不就
是让别人过得更好一点吗？如果你说“我想自己家里
过得好一点”，把家里弄得再漂亮，你这些时间花出
去了，你说你有什么功德呢？

wenda20150628A  04:22 

追求舒适安逸，也是贪



台长答：讲老实话，你回到家里把家弄得再漂亮你也
不可能全部都能享受到的。你如果花出这些时间能够
去度人、去救人的话，说不定你功德无量啊！这些积
累当然不算犯罪，也不算犯错，但是当你走的时候，
是什么结果呢？因为你浪费了更多时间，你没有让这
些时间能够度化众生，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那你的
境界就很低，只不过想让自己多舒适一点、开心一点，
活得快活一点，那还是自私啊

wenda20150628A  04:22 



人就是要懂得不贪便宜，叫不贪不求。该你的，是你
的缘分，不该你的，很多就是恶缘。今天这个人跟你
好，是善缘；这个人今天不愿意跟你好，你硬要去跟
他好，可能就是恶缘。

攀缘也是贪

《白话佛法十一》4.【不贪求 心满足】



女听众：如何辨别攀缘心？有些师兄对攀缘心还是不
能彻底地理解，度人的时候存在着执著攀缘，却不知
道在造业。师父可以详细开示一下吗？

Wenda20180812B   23:57 

如何实别攀缘心



台长答：做很多事情不求甚解，想做得快，想能够马上就
解决，就叫攀缘。实际上这个缘分还不够成熟，你硬要把
这个缘分得到，那就叫攀缘。攀缘就是有欲望的。攀缘就
不能随缘了，妨碍自己度人的一种心就会出来了——急于
求成、为名为利。攀缘就是为名为利，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尽量能够把自己的名利加在里边”，就叫攀缘了，师
父，平常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去做某一件事情，
这样也算攀缘吗？）这个不一定的。如果你没条件，创造
一样条件，是为了众生好的，那就不叫攀缘。攀缘就是为
私，为名、为利、为自己。 Wenda20180812B   23:57 



男听众：沉迷于赌博的人，是他前世的业障，还是他
的劣根性很重，还是这种环境所致？

台长答：全部都有，他的劣根性和前世的业障造成他
去赌博。因为他赌博有赢过，所以他拼命想翻本，输
了还要去赌，赌了还会输，他是在旧业上面造新业

Shuohua20171027   31:12 

沉迷赌博是贪心太重



男听众：他怎么样能彻底把赌博改变？
台长答：很难。这种就是劣根性太强的人，赌博的人
赌瘾比色瘾还大，就是有赌魔。他的血液里边充满着
“我要赚回来，我要赢”，其实这就是人的贪心在里
边。贪是什么？输出去的钱他要拿回来，而且他要通
过自己不劳动得到更多倍的回报。恨心，因为“我输
了这么多了”，恨得不得了，“我一定要把它赚回
来”，由恨更加轮回着他的贪。然后把辛辛苦苦赚来
的钱全部放进老虎机里去赌博了，他的愚痴造成了他
更多的贪心、更多的恨心。贪、瞋、痴三毒不断地在
他的心中轮回，“恶念相续”，拔都拔不出来

Shuohua20171027   31:12 



男听众：除了念心经，加强解结咒，还有什么好的方
法吗？
台长答：好的方法就是“坚持”。坚持，用现在的话
叫“理疗”，就是坚持念经，不停地给他灌输，不停
地让他见到好的人。

Shuohua20171027   31:12 



实际上懒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个人懒了之后，从现实
生活当中懒、馋、贪、变。过去说女人有四个转变过程：
一个女人懒了，没人喜欢，没人要；嘴巴馋的女人，人家
给她点小恩小惠，她嘴巴一馋，人家叫她干吗她就干吗了；
“贪”，大到贪，什么都要，什么都要么脸就不要了；到
了最后变了，变到后来就不像一个正规女人了。过去就是
这么讲的，懒、馋、贪、变。

Wenda20171215   01:07 

懒会导致贪：懒、馋、贪、变



学佛中贪心的表现



学佛经常走偏差，主要是学佛之后还要贪心，用过去
的话叫“贪心学佛”，因为贪心学佛的话，就是天天
磕头的时候，菩萨啊！您保佑我，快点啊快点啊！我
赶快要好，我赶快家里啊！我的怎么怎么，就是贪心，
就会造成你内心的“心常望报”，经常等待着回报，
所以你们今天学佛的人，经常等待着，望报，那也是
会走偏差。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4集【超越自我 了解真理】

贪心学佛 心常望报 容易偏差



澳大利亚有一个草原，那里的草长得特别好，羊群规模越
来越大，走在前面的羊群总能吃到草，而后面的总是吃剩
下的，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羊群为了争夺食物，都拼命
往前奔，你争我夺不停地狂奔。没有想到这个草原的尽头
是一个悬崖，羊群跑到悬崖边也全然不顾，最后整群整群
的羊往悬崖下跳。这故事说明，我们人为了达到目的，不
顾伦理道德，不顾法律的约束，忘记了因果。我们应该怎
样随缘？每一个人都在为自私的心和内在的私欲狂奔着，
每个人不顾生命的价值，为了一些钱财、为了一些利益，
而将自己的生命就此断送，这才是人间真正的悲剧。

20150621_香港世界佛友见面会

人不能只顾眼前得利益私欲



现在人不接受别人的规劝，只想到自己眼前的一些既
得利益，结果放弃了精神上的净化，所以人要看到远
的。为了既得利益去求佛，只是为自己所求，不要忘
记菩萨是无私的，所以为自己的私欲、为满足自己的
欲望去求菩萨，菩萨很难给你们感应，又不付出，一
旦眼前的利益求佛求不灵，马上又退转，犹如一个小
孩不好好读书，还要老师给他好成绩，一旦成绩不理
想，马上就不去读书一样。学佛人要懂得每天学佛是
因，福报到来的时候才是果。

20150621_香港世界佛友见面会



人一般的概念是有求，如果你求了，就会有得失之心。
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我没有求，做菩萨是应该的，
学佛是应该的，为别人付出，我没有任何条件作为自
己的交换，否则就不能成就佛道。很多人为什么自己
舍了而得不到？因为他在舍的时候就想到要得回来。
如果一个人直接就能得，实际上就是他舍了。

第1集【起心动念即是业】

舍就是得



接下来跟大家再讲一个着魔的事情。修行人不能贪著
神通，因为一贪便有神通魔来附身。你们知道有一种
叫神通魔吗？只要你对一件事物迷恋，哪怕天天要见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来到我的梦中吧”，
结果观世音菩萨没有来，魔来了。魔是怎么来的？那
就是神通魔冒充菩萨。

白话佛法十一 52．不执著 远离邪魔

贪着神通



如何求是正求



女听众：师父曾经开示过不要多求，求得越多，当你
的功德不够，你的愿力不够，你的福德不够，那么反
射回来的是业障，会造成你学佛的障碍。同修问，是
不是福德要少求，有功德的要多求呢？

Wenda20170915   27:54 

如何求属于正求



台长答：是这样的。不管你有什么德，一个人的道德
品质、品行最重要。你可以求，只要是在“德”上的，
都可以求。求什么？求自己精进，求爸爸妈妈好，难
道这些不是属于正能量吗？（对）要看你求什么的。
求发财、中六合彩，这种都不是正的（是）求自己，
“我一定要娶到这个老婆，嫁给这个老公”，这些都
是非正能量的，这些东西就是耗你的功德了（明白了）

Wenda20170915   27:54 



女听众：师父说要少求，不要把好不容易积累的功德
用在虚妄的事情上，那么每天功课求健康、智慧、消
业障，心想事成，这些算不算？是不是也要少求？

wenda120120 50:28 

求身体健康不算贪



台长答：这个不算，因为有了健康，你才能在人间修
行，这本身是对的，也是有功德的。就像台长一样，
我现在没有这个肉身，你们怎么见得到我呢？那我就
跟所有的菩萨一样，就在天上照顾你们了。你一定要
记住，求身体，没有关系的，身体本身就是人应该拥
有健康，所以求菩萨这个不算贪。

wenda120120 50:28 



台长答：正发心都可以求。比方说你求的时候，“我
今天要想做官，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更多的老百
姓”，你不是正发心吗？不就很好吗？我们需要好官，
需要为人民的官，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好了？问题
就是你要正发心，你求观世音菩萨，你命根当中有官
运的话，照样可以给你。问题就是你命中没有官运，
你硬求就求不到了。明白了吗？

Wenda20170811   46:50 

发心正，命里有，就求的到



女听众：怎样知道自己的追求不是一种执着和攀缘呢？
台长答：首先你求的东西不是你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以外的。比方说你现在很穷没钱的话，你说：“我要
中六合彩”，就叫攀缘，叫执着；如果你正要考大学，
你说 “求菩萨让我考大学顺利一点”，那不叫攀缘，
是随缘。如果你想得到的东西是你本来得不到，而且
你求也很难得到的东西，这就叫攀缘，而且你明知得
不到还拼命地创造太多的条件想去得到，那叫执着。

wenda20121230B  27:26

如何知道自己所求不是执著、攀缘



贪的危害



不贪无烦恼
一个好好的人，不去贪哪来的烦恼，你想要这个，你想
要那个，要到后来要不到，你就不是烦恼了吗？所以要
使自己没有烦恼没有偏差，要有效地回避那些风险。所
以你去看有些人很有经验的，他只要问这个事情有没有
风险，他一听到风险，我不干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才能抵制自己的诱惑。一念愚即般若绝，你一个念
头非常愚蠢，你的智慧就跟你决断；一念智即是般若生，
如果你今天一个念头有智慧，你的般若就生出来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71集【一念智 即般若】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你今天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你
认为它拥有的，它就是拥有的，在你眼前，如果你
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对我来讲我不在乎，我根本没
有认为它是这样，它就是在你眼前就不存在，举个
例子，你觉得这个房子好得不得了，你们看上了，
你开始动脑筋，去搞贷款，这个物品就是存在的，
等到你说，“哎哟，算了，价格这么高的，比它好
的房子多得很呢”，你不把它当回事，这个大楼就
不存在了，就在你的眼光里就不存在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71集【一念智 即般若】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在心中就有，不
在心中就“无”，“名物不实 （是）以物无佛语有
云”什么意思呢？很多的人间的物质都是虚空的，连
人都是虚空的，我们到了这个世界一切都虚空的。就
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个物品带不走了就不是你
的，就算你拥有了也会失去。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71集【一念智 即般若】



“妄心不起，恒处寂灭之乐”什么意思啊？你今天对
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起一种贪念和妄想得到的念头，
你的恒处寂灭之乐，也就是说你恒常处在，寂灭就是
一种平安；安静的快乐当中，如果你妄心一动，你就
会被荆棘所刺伤。所以经上说的，“有心皆苦，无心
即乐”，所以我们学佛人，就是要管好自己这个心，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修行修心，修心修行，离不开这
个心。所以管好自己这个心，让自己这个心心无罣碍，
你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71集【一念智 即般若】



要生起清净的大信心，看看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没有
愿力，很多人的愿力就是，我要出名，我要富贵，看
看到庙里去求的，都是要求财，求自己怎么好，都是
为自己而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懂得烦恼是求来的，欲
望造成你的烦恼，欲望会使你伤害你的清净心，欲望
会让你丢失更多的智慧和福德。所以远离欲望，让我
们能够迎来佛陀的智慧，用清净心，指引我们前进的
方向，这样我们才能远离颠倒梦想，一世修成报佛恩。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71集【一念智 即般若】

欲望会伤害清净心



如何对治贪



怎么样不要有贪？怎么样不要随波逐流？很简单，第
一，心不要动；第二，不要被人间一切利益、名誉所
诱惑。如果你今天看见这个东西好了，你的心就开始
动了。所以，很多人做广告拉住人家心理，说“心动
不如行动”，因为你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你心不
动，你不会有行动。就像你们谈恋爱的人一样，你看
见这个人你喜欢了、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你喜欢
都不喜欢他，你怎么会有行动啊？

wenda20150705A 29:35 

怎么样不要有贪



贪心要断尽。贪心来了，用布施。你越布施，你越不
会贪。师父活在人间喜欢不停地送礼物给众生。不管
谁到师父这里来，师父都会让他们开开心心地走，这
样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学佛、学布施、学法，这些都是
功德。要舍啊！师父现在用这种方法救人、度人。以
身说法。人很可怜啊，没有智慧才会贪。

《庄严佛净土，严师出高徒（2）》

贪心用布施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