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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6集 精进是成佛的根 
              

点击视频 

第 1段  

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佛，你今天证得了佛性，你肯定是无我的，

既然无我，自然就没有众生，无众生、无寿者，所以无我的境界就

是佛的境界。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我们说“众生”，对不对?所以

你说我们一起做好事，我们没了、我没了，哪来的我们?大家、我都

没了，哪来的“们”?所以要懂得佛的境界。一切凡夫都有我相、人

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我做的”“这个人厉 害”“这个人修

得好”......一切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在世间，那些人拼命地执著

着一切的观念，执著着人间的一切事。很多人因为有我相，觉得这

件事情是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本来应该是我的，觉得有“我”在当中，

所以他们就无法真正找到无我的境界。你们看，去找一样东西——我

相信你们都有过这经验——“我明明记得是放在这里的”，你就会在

这块地方拼命地找，因为你有我相，实际上你这个记忆是错误的，

因为你记得放在那里，实际上 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找过无数次了，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GXEdaPNSc&list=PLE1VygjqwQCzia7aLT5Uoi1uR62bdpEzV&index=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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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叫你重新再理一遍，再来找，你还是在这块地方找，这就是因为

我相，执著，“我明明看见在这里”。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你要

把自己无我，“我好像没看见过，我重新在房间里再找一遍”，你就

会找到很多不应该或者你想象当中不应该找的地方，你就会找到你应

该拥有的东西。“无我”两个字听上去实际上是空的，但是没有我，

你怎么又用“我”来做事情呢?这就是师父要告诉你们的，没有“我”

字，你怎么做事情呢?所以需要一个名称吧。我们人需要一个名称吧?

叫人道，对不对?动物界呢?叫畜生道，它也得要个名称。那么很多畜

生投了人了，很多人投了菩萨了，那这个人从此就没有了，那么这个

动物也从此没有了，是不是无我相了?就是一个我相。所以空无的有

我的观念，就是因为“我认为是这样”。 

 

第 2段 

师父跟大家讲了，就像别人不认识你，人家总归要叫你个名称吧?你

在马路上走，人家不认识你，你总要叫吧?“先生”“女士”，是不

是有个名称?指特定的一个人，如果别人叫你“先生”，你无我了，

因为他从来没叫过你的名字，你根本不知道“先生”是叫你，你是不

是就放下了?对不对?人家没叫你，这个人骂你、讲你好，对你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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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的影响，你就不会被他叫声所缠扰。人为什么会被人家打扰?因

为他的心在动，所以碰到一点事情马上心动。人的毛病就什么都要

管，什么都要听。什么样叫圣人?管住自己的耳朵，管住自己的口，

你这个人就是人中之王，就是圣。所以师父叫你们不要被别人的声

音、被这个世界的假相所缠扰，这就是佛经上要让我们学会“知无

我即放下”，知道既然没有我，你就应该放下我相，这样才能超脱

自我，能够寻找到佛性。好，今天跟大家 《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第 3段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简短的故事。过去舍卫城有一个富翁拥有无

数的财产，他还有一个独生子，名字叫难陀。当年的难陀，小的时候

非常地懒惰不振，喜欢赖在床上睡觉。那个时候别说下床走走，你就

算让他起身坐一会儿，他也不肯。难陀虽然懒惰成性，但是他的聪颖

绝伦的智慧，智慧非常地聪颖，他躺在床上听人讲解经书，他完全能

够明白讲的是什么。这个富翁看着自己的儿子这么善解经论的道理，

很开心。你看这儿子懒是懒，但是什么都懂，什么都讲得出来。他就

邀请外道的六师如富兰那这种人，来家里来教导难陀。富兰那是什么

呢?就是当年的级别很高的那些宗教思想家，就那些人来教导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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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丰盛美味的宴席之后，富翁就对富兰那等人说明，自己唯一的一

个儿子某某某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希望你们能够帮我，调教我这

位生性懒惰的儿子。”古时候懒惰不叫懒惰，叫怠惰，就是懈怠的怠，

就是这个人比较懈怠懒惰。于是几位外道师就随着富翁一起来到难陀

的房间，没想到难陀躺在床上理都不理他们，富翁看着儿子这么不受

教(过去讲不受教就是没礼貌，不听教诲)，非常苦恼地以手托住自己

的双颊脸颊。这个手托住这:“哎呀，这如何是好!”过去你们看那些

古装片里边都有的:“哎呀，这如何是好!”就这个意思。这时候正好

是释迦牟尼佛化导众生的年代，是佛陀在世的时代，佛陀经常不分昼

夜地观察众生，他就观察众生，只要发现有苦难的众生，佛陀就慈悲

前往，为其宣说佛法，使能心开意解，能够想开、能够都能明白(你

看佛陀那个时候就叫弘法)，远离烦恼和痛苦。佛陀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让别人远离烦恼和痛苦，也是大慈大悲。这时佛陀遥见富翁正在为

孩子忧愁不已(佛陀就看到了这个富翁，整天想着“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这孩子怎么办”，因为佛陀他有遥视的功能，他就很远的他就看得

到)，然后佛陀就和比丘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富翁的家里。说也奇怪，

难陀一看到佛陀，马上起身为佛陀铺设坐具(过去古时候那种坐的椅

子、坐的什么，全部要铺上像绒被毛被，就是这种)，至诚恭敬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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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佛陀。看见佛陀来了，他就下去直接磕头了，顶礼。于是，佛陀为

难陀开示种种法要(你们以后都要学，菩萨就跟你们说了“来，孩子

们，给你们开示种种法要”，法要是什么?就是佛法的要领，明白了

吗?)呵斥他，就是让他“你要不能赖床、贪睡，你不能怠惰不振的种

种过失”，就佛陀直接讲难陀。因为难陀非常尊敬佛陀，相信佛陀，

因此对自己过去的一些不良习惯，深深地自责，并生起惭愧和忏悔的

心。最后，佛陀赠予难陀一根檀杖(就是紫檀木的一个杖，就像一个

木头)，并且告诉他:“孩子，你今后如果能够勤奋，那么你只要悄悄

地用心叩打着檀杖，它便会发出美妙的乐声，乐声结束后，你就能看

见地底下所埋藏的一切宝物。”哇，就是这个木头，你只要用心去敲

它一下，哎呀，发出美妙的声音，然后突然间，你就会看得到地板上

(过去没有大楼的，就是地板，一楼)，直接看到地板上的很多宝藏。

难陀听了佛陀的话很好奇，小孩子啊，立刻试着叩击这根檀杖，就拿

个木头 “哒哒哒”弹。一弹之后果然听见了美妙的乐声，也看到了

地底下所埋藏的宝物，他欢喜得不得了，就在心里想着:“哎，我现

在不过是稍微努力了一下，竟能获得这么多的好处啊!如果以后我勤

劳了，一定会获得无上的大利益。”古时候的人都说“无上的”，

就是无穷无尽的 大的利益，就是得到更多。从这刻起，难陀一改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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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好睡的个性，他甚至邀约众人一起去大海采集宝物(我们说珍珠、

玛瑙、翡翠)，每次都平平安安地满载而归，更以种种饮食供养佛陀

和诸比丘。非常好，变得非常勤劳的一个孩子。佛陀因而再度为难

陀宣说种种佛法的道理，难陀听得法喜充满，心开意解(所以你们听

佛法听到心开意解了，你这个人就能接受师父跟你们讲的法了， 

“心开”——开心，“意解”就是解意，解意什么意思? 理解里边的

意思了，你当然心就开了)，立刻五体投地地礼拜佛陀，并且发大誓

愿。他说:“愿以此供养善根功德，作未来世迷愚痴暗众生之眼目。”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愿以此供养，我得到了这么多的珠宝，这种到海

上去 的这种宝物，以这个善根功德，作未来世(就是未来)，迷愚痴

暗(就是很多不明实理的和心中有愚痴的，想不通，那个时候说

“暗”，就是现在讲的负能量。你看那个时候说你心中很暗，就是心

中的负能量)，他愿意作众生 之眼目——眼睛，就是引导他们。“无

归依者，为作归依(如果这些人没有归依的，要让他们归依);无救护

者(没有人帮助他们)，作为救护;无解脱者，令得解脱(令他解脱，

这个人痛苦烦恼，帮助到别人，让别人解 脱);无安隐者(没有安稳的

人，人家说无家可归了，心 里没一个地方，没一个道场)，令得安隐;

未涅槃者，令证涅槃(没有完全想通的人，我要让他通过我这个布施、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86集【精进是成佛的根】 

 7 

大誓愿，让他令证涅槃，彻底想通)。”你们想想看，你们经常问师

父:“师父，我许的愿全部差不多了，我还能许什么愿?”你看看人家，

随便就拿出来这么多愿力的。你们要问师父:“师父，我许得差不多

了，鱼也许了，对不对?小房子也许了，这个许了、那个许了，没东

西许 了。”你看看人家，你只要发心，你就能够许出这么多的愿。

难陀发完弘愿之后，佛陀听了微微一笑，口中并放出五色祥光。你看

看佛陀，佛陀笑一笑，嘴巴里就放射出五彩祥光，就是五彩云霞，不

得了了，漂亮得天上来的彩 霞一样的。这时候，随侍在侧的阿难尊

者(因为阿难总 是跟着佛陀的)，阿难尊者看见佛陀微笑，就恭敬请

问 (走上去恭敬请问):“如来尊贵庄重，一向不随意笑，现在是什么

因缘让佛陀微笑呢?”阿难跟他讲:“佛、如来，佛，您尊贵庄重(你

看庙里，我们一到庙里看见佛陀坐像在那里，大家赶紧磕头，庄严得

不得了)一向不随意笑(你看如来、佛陀那个像很少有微笑的，他庄

严)，现在是什么因缘”阿难问他，“让佛陀您微笑了呢?”佛陀问阿

难:“你可有看见懒惰的难陀，入海采集宝物，满载而归，还以饮食

供养佛和众僧呢?”“是的，我看见了”，阿难说。佛陀继续说:

“难陀再经过三阿僧祇劫的未来世中，就能成佛，佛号称为‘精进

力’，将会度化无量的众生，因此我微笑啊!”什么意思?佛陀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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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以后是成佛了，佛陀开心啊，因为佛陀看见谁能够成佛，他都

喜从内心而来。当中讲的三阿僧祇劫，就是大乘佛法称为的从你修心

的佛教用语，从菩萨一直修到你成佛当中，要经过三个这么长的时间，

“阿僧祇劫”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佛陀才微笑。所以在座的僧

众听闻佛陀的此番开示，都明了精进的重要性，个个欢喜，信受奉行。 

 

第 4段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只要你有心，谁都能成佛，佛就在我

们的心里。你好好地按照你的内心的慈悲、内心的光芒去做，你就

是菩提属于众生。因为佛的智慧是 属于众生的，若无众生，一切菩

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众生，怎么会有菩萨?菩

萨要宣化佛 法佛理，菩萨要能够帮助救度苦难，没有众生怎么成就

佛 菩萨?所以己身如得救，则教他不难;欲教他人，先须自教。所以

佛经上经常告诉我们，自己身如得救(如果你 自己已经身体、灵魂得

到救度了)，则教他不难(你去救 别人就不难)，你自己还没有觉悟，

你教别人就很难;欲教他人(如果你想去帮助别人、救度别人)，你先

必须 要自教(自己先要受到教育)。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观

念。所以师父跟大家讲，有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 学佛很难，因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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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中。我们碰到了困难的时候，有的 人就懈怠，有的人就烦恼重

重，忘记了本性，我们说“忘本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有的时候

在学佛当中， 碰到烦恼了，稍微停一停，转个弯，轻松地，你就绕

过 了障碍，成功了，就会到达终点。所以佛法讲，好好地 管教你和

自我，你要好好地管好自己和管好你自己的一颗本性，不要老去管

别人，先把自己管好了，你再去管别人。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一句

最真最真的道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如果你真正地想自己一

世修成的话，先好好地自度，你才能度尽天下有缘众生。好，今天

跟大家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继续给大家说《白话佛法》，谢

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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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段拓展开示 

【第1.1段原文】 

你今天证得了佛性，你肯定是无我的，既然无我，自然就没有众生，

无众生、无寿者，所以无我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 

 

【第1.1段延伸】关于“无我”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85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点击视频 

学佛为什么讲究一个无我。因为真正修到无我的境界是不容易的，

就是你修到一定的阶段，你完全“我空”了，就是不把自己的名啊

利啊罣在心中，你就是无我。今天别人说“哎呀，这个人升官了”

“哎呀，这个人发财了”，你已经没有人间的罣碍了，你不会去嫉妒，

你不会去烦恼，你不会产生瞋恨心，产生各种的贪心——“为什么我

没有，他有？”这样的人就叫无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ktpwSZZF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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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20161122        点击阅读/收听 

有很多事情我们永远超脱不了自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吃苦，

因为很多人的心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而是建立在自我身上——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一难过，你就一辈子不怎么样了。你只

要心中有私心，你一定会有执著，一定会有欲望。你离不开执著、离

不开欲望，最后就会伤害自己。所以真正能够有智慧的人，不伤自

己，那就要无我、无人、无众生。 

 

摘自【四相即空】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202001           点击阅读 

“无我相”是什么意思？今天你们开会，是大家发言，你不发言，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只是听别人讲，你就很放松？这就是“无我相”，

我想今天什么事情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开什么会跟我都没关系，我也

不会发言，我也不会管，我听都不听，我到会场去睡觉，基本概念上

的无我相。今天爸爸跟孩子说：“来，我们讨论一点事情。”妈妈说：

“跟我没关系，你们去讨论好了。”如果妈妈有相了呢？马上就会想：

“爸爸跟孩子讨论，是不是讨论我？肯定跟我有关系。”好了，妈妈

就着相了。 

无人相的人，会认为那些与我们自己相关联的人和事是不存在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无人相，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和事跟我们都有

http://sz.fuerm.com/fofa/18476.html?tim=1594220982906
http://lujunhong2or.com/四相即空-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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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实际上这些人和事都是空的。举个例子，你在马路上吵架的时

候，别人都看见你受冤屈了，你说：“大家证明，大家说啊，你看这

个人不讲道理。”边上的人说：“对呀，他不好。”很多人都讲，这

叫“人相”。过一会，警察来了说：“来，跟我们到警察局走一趟。”

所有的人都跑光了，人都散掉了，无人相，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现在

知道了吧？没啦，所以人相也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包括宇宙

空间都不存在，这句话更高深。宇宙空间，包括天王星、各种小行

星，各种各样的星系、星球，都是不存在的。 

“无寿者相”指的是一个时间过程，从期望长寿和对时间的需求，

叫无寿者相。无寿者，因为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人的时间空间

都是有限的。前三者“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是空间的无我，

就是没有自己。第四个“无寿者相”是时间上的无我，寿者相指的

是时间，当你有寿命的时候你还会有“我相”，当你没有寿命的时

候你就“无我相”了。 

师父最后总结一下，简单地说，第一，不执着于我自己；第二，不

执着于他人，我对别人、别人对我自己都不要执着，我一定要怎么

样，要他人怎么样，他跟我的关系，等，全部都不执着；第三，不

执着于众生，乃至于不执着于生死的一切，这样你就达到了空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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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四，不执着于寿命和时间。你们一听，达到空的境界，境界

很高了吧？师父告诉你们，最后连达到空的境界都要没有，因为他

没有境界了，所以他才是真的空。很多人说：“我在做好事。”到

了后来，做出来的事情都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人天天做好事，

他习惯了，空掉了，没做什么事还是好事，因为意念出来都是好事，

实际上他就是悟出了境界、悟出了空谛，他在天上就会证得无上正

等正觉。 

 

【第 1.1段延伸】关于如何做到“无我”的境界 

wenda20150614A  18:16   

女听众：师父，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无我”的境界，在现实生

活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 

台长答：“无我”的境界，首先你要心中有别人，你才会没有自己；

如果你心中整天都是自己，你哪会有别人？所以，“无我”境界讲得

容易，实际上就是外环境上完全把自己忘了，你才能真正地“无

我”。一个能够有“无我”精神的人，因为他心中只有别人。你想

想看，你的心中都是别人吗？你整天想着帮助别人吗？你整天想着救

度众生吗？你整天想着为别人服务吗？对别人好吗？如果这些你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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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你就是“无我”了（哦。是不是在福慧双修、业障消除各方面

都可以的时候，这样的境界才可以提高？）那当然了，全部都是外

缘。你怎么样成为“无我”？因为你外面的环境已经造成了你心中

没有任何芥蒂，心中只有众生了。实际上这些心中只有众生，就是你

在帮助别人、去除自己的执著、能够慈悲别人、关怀别人、关心别

人……这些都是环境，这些环境让你造成了一个“无我”的境界，

那么你就慢慢地变成“无我”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如果现实

生活中做到“无我”了，这个人以后往生了，是不是可以脱离六道

呢？）那当然了。比方说这个人想做一个好母亲，想做一个让孩子都

喜欢的母亲，她心中就只有孩子。等到她自己走的时候，孩子都会说

“这是一个好妈妈”，所以她成为一个模范的母亲了。我们现在学

佛也是这样，我们心中只有众生，我们要成菩萨。等到我们成菩萨

的时候，是因为众生成全了菩萨。对不对？（对）没有这么多人给

你爱、去做事情、去为他们服务的话，你哪来的爱啊？你哪来的这个

机会做功德？平时你们在家里做功德做给谁？没有人可以做功德……

开法会有多少人你可以为他们服务，你不就是在做菩萨吗？（对。感

恩师父慈悲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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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段原文】 

一切凡夫都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是我做的”“这

个人厉害”“这个人修得好”……一切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在世

间，那些人拼命地执著着一切的观念，执著着人间的一切事。很多

人因为有我相，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本来应该是我

的，觉得有“我”在当中，所以他们就无法真正找到无我的境界。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你要把自己无我，“我好像没看见过，我重

新在房间里再找一遍”，你就会找到很多不应该或者你想象当中不

应该找的地方，你就会找到你应该拥有的东西。 

 

【第 1.2段延伸】破除“我执”之后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 

摘自 wenda20131025  15:01 

女听众：“破除我执”跟您讲的这个“无我”是一回事吗？ 

台长答：对。我执只不过是无我的前奏，还有执着说明你还有你自

己！“哎哟，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不开心、这个事

情我想不通”，那就叫我执。我执的话怎么会无我呢？因为你有“我”

了，所以你才会执着。我执是无我的前奏，等到我执破除之后，你

才会达到无我的境界（那就是境界特别高了）对啊（因为破除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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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才能脱离轮回）对了，我执坚决不能有的，有我执的话，人会

傲慢、会沮丧、会自以为是、被人家说一句话马上会难过，接下来

懈怠、睡眠、堕落什么都会有的。很多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吗？在某

一个场合觉得没有面子、没有钱，回到家难受啊，好了，开始乱来了。

出卖肉体换了很多的钱，表面上穿得金光闪闪的好像很有钱，但是她

内心空虚啊，她的心已经破碎了。你说换来的这些身上的名牌、金光

闪闪的金戒指有什么用啊！（明白了，谢谢师父） 

 

【第 1.2段延伸】“我执”是怎样形成的，会产生什么后果  

摘自 Wenda20200124   16:52  

女听众：师父，我执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台长答：“我执”，以我为中心啊。因为人生出来之后，他就知道有

这么个“我”字，当自己知道一个“我”字的话，私心、杂念、欲

望就开始生起了。“我执”本身是人天生带来的一种自私心，所以

佛教里边把“我执”称为一种很重的劣根性（嗯）因为什么事情以

“我”为中心，那么接下来你就很痛苦了。比方说，“我执”是一

切痛苦的根源啊，因为“我执”就是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这个事

情是我的，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这个事情怎么怎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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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虚幻的东西全部认为是你的，那么一旦这些虚幻的东西离开

的时候，你这种执著落空了，你是不是伤害自己了？因为缘分来了，

你还是执著于“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到了最后你就会自大了，

自满了，自卑了，贪婪了。因为你心中觉得放不下自己，那么执著

于我相啊！所以要好好地修了。真的是不容易，学佛不容易，做人

不容易，希望每一个人都要真的活在众生当中，而不要活在自私心

当中。 

 

【第 1.3段原文】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你要把自己无我，“我好像没看见过，我重

新在房间里再找一遍”，你就会找到很多不应该或者你想象当中不

应该找的地方，你就会找到你应该拥有的东西。 

 

【第 1.3段延伸】去除我执着，常遇贵人 

摘自《白话佛法八》第 4篇【利益众生 修菩萨行】       点击阅读 

去除我执观念，去除我执，你这个人就会常遇贵人。很多人说：

“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啊？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贵人？”想一想，你

如果平时不是主观的人，人家早就会帮助你了，对不对？你认为你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8/329.html?t=159420950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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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永远是正确的，谁还会帮助你成为你的贵人呢？没有人会帮助你

的，别人就在边上说：“他说总是对的，让他去，看他笑话。”他会

有贵人吗？师父教你们方法如何去遇到贵人，你们要好好学。 

 

【第 1.3段延伸】执迷，善果不显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第 2集【真正的解脱是无相】      点击视频 

如果你众生执迷，就是今天明明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就要这么做，

执迷！善果不显，也就是说，善良的果它是不会显化出来给你们的。

所以你们去看，任何一个人执著地想做一件事情，他的善果一定不

会显化出来。举个简单例子，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说：“我一定要

买这个东西。妈妈，我一定要买这个玩具。”你吵好了，在家里哭好

了。你觉得你吵了之后善果就来了吗？就不买。如果你好好地做作业：

“妈妈，我今天成绩考得这么好，考了 98 分了，你帮我买一个好

吗？”“好孩子，我帮你买。”对不对？所以不能执迷，迷就是我盯

住这个事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QSGiwkRXpc&list=PLE1VygjqwQCzia7aLT5Uoi1uR62bdpEzV&index=2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86集【精进是成佛的根】 

 19 

【第 1.3段延伸】用无我来修行，无我是慈悲的本源体 

摘自《白话佛法九》第 26篇【悟者识本性】        点击阅读

如果是无我就会生出一切善果，如果把自己完全丢开、放弃，那你

就没有争斗，没有瞋恨，没有愚痴。一个学佛人，尤其是学菩萨的

人，要生出一切的善的，这个基础就是“无我”。比方说，我今天

发心慈悲，我的心很慈悲，我对别人很感恩，就是在无我的精神上发

菩提心。你怎么会慈悲啊？因为你感觉到别人很痛苦，感觉到别人很

烦恼，所以你才会觉得他可怜。为什么会觉得他可怜？因为你没有在

想自己，你感觉到他的感受，那就是把自己忘记了，所以无我才会生

出慈悲心。 

要用无我的精神来救度众生，救别人的时候不要想到你自己。为什

么很多人救人家救不好？“我没有办法去度人啊，我度不了人，因为

我没有时间，因为我怕沾染灵性，因为我家里的事情太多，因为我怕

以后倒霉”，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我”，你就成不了菩萨。菩

萨没有自己，只有别人，这个时候你才能救度众生。 

所以无我是佛法的经典，学佛就要用无我的精神来救度众生，用无

我来修行。你们修行要无我，就是我今天在修行当中，不要有“我”

的感觉，自己就会好好地修，去除自己身上的毛病，脑子里只想到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62.html?t=1594209764092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9/462.html?t=159420976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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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没有自己，那你就修成了。只要用无我来修行，你就会达成

圆满和成就。你们去看，就是“无我”这两个字，就能成为你超脱

六道的一个根本基点，就是基本点。你们去看看小乘佛法里面，也

是讲的无我，如果你想在小乘佛法里成为声闻道、缘觉道的菩萨，你

也必须要无我，所以学佛人最大的基本点就是要无我。 

 其实“无我”就是一个菩萨的慈悲源体，就是慈悲的本源体，师父

给你们讲的都是菩萨的经典思维，你们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无

我是菩萨的慈悲心的一个来源，你想成为菩萨，你必须要有这个源

体。就是说，你今天想学佛的人，你至少要很善良，这是一个人的

本源体，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本源体，你就不是人，你连最起码的良

心、善心都没有。如果你今天想成为一个菩萨的话，你如果还有自

我，你就成不了菩萨。所以，这个本源体就是会化出一切的菩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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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段原文】 

“无我”两个字听上去实际上是空的，但是没有我，你怎么又用

“我”来做事情呢？这就是师父要告诉你们的，没有“我”字，你

怎么做事情呢？所以需要一个名称吧。我们人需要一个名称吧？叫

人道，对不对？动物界呢？叫畜生道，它也得要个名称。那么很多

畜生投了人了，很多人投了菩萨了，那这个人从此就没有了，那么

这个动物也从此没有了，是不是无我相了？就是一个我相。所以空

无的有我的观念，就是因为“我认为是这样”。 

 

【第 1.4段延伸】“我” 只是一个名称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第 85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点击视频 

实际上菩萨告诉我们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一个“我”字，只是当

你出生在人间，有了这个肉体之后，你招见了这个灵魂，这个灵魂

进入了你这个肉体，而这个灵魂要进入你这个肉体的时候，它必须

要有一个假我，就是假名。就是你这个人本来叫什么名字的，给你

起个名字之后，你就变成“老张”了。 

很多人为什么要面子呢？因为他把自己当成是个真我。“哎呀，我

丢脸了”“哎呀，我没面子了”“哎呀，人家怎么看我？我以后在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ktpwSZZFM&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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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上班我不丢脸啊？”这个“我”字存在你这个肉身当中，对不

对？如果举个简单例子，你弄个假面具，套上了另外一个人的脸，人

家在讲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他又不是讲我，他们看见的都是另

外一人”？你这个我相就不见了。 

 

【第 1.4段延伸】“我” 只是一个名称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第 8集【超脱于外境的变换】      点击视频 

佛陀告诉我们，人“无我”，就是让我们要明白，人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一切都在变化无常，是无常的，所以就没有“自我”。你今

天姓什么，明天变了一个名字，你过去的这个人还有吗？今天我们有

一个小朋友叫李某某，突然之间他告诉我他名字改了，大家都叫他这

个名字，你说过去李某某不就没了吗？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无我了。

名字都是假的，你过去姓什么，你现在姓什么，人家可能说“这个人

是谁？哦，就是他啊。”人很可怜，就是无常。 

记住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物是永恒不变的。生意好了，

会不好；不好了，会好。人痛苦了，会不痛苦；不痛苦，会再痛苦。

佛陀让我们明白，没有永恒不变的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be5YfWv08&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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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段延伸】“无相”是最方便的法门 

摘自《白话佛法四》第 37篇【学会无相无我，修成清净无染 】     点击阅读 

清净无染的虚空叫做无我相，无我相就是我没了，你今天爱讲谁就

讲谁，你讲不到我了，因为我没了。无人相是什么？我不是这个人

了，过去我这个人是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肮脏，很容易骂人的，很

容易嫉妒人家的，现在无人相了，这个过去的我找不着了，我现在很

干净了，所以你骂我过去，我也没有不开心的，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

过去的那个人了。而你们现在还把自己当成过去的没有修心之前的

人，还在生气，还在难过，对不对？ 

所以，无相就是方便法与智慧所产生的无相之空，你们能听得懂

吗？无相实际上就是最方便的法门，是什么法门呢？我教给你们好

吗？人家骂你了，你认为他又没骂我。人家嫉妒你了，笑笑，做自己

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相。无相，就像一个人的影子一样，有些人很

傻，晚上一个人走路老感觉有人跟着，实际上是自己影子，还拿枪去

打它，它是无相的你是打不着的。就像语言一样，它是一种无相，

讲人家一句好话，人家高兴了半天，人家给你又吃又喝的。讲人家一

句坏话，人家马上就不开心，马上就要骂你，马上就瞋恨你，你说这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4/174.html?t=159422253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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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就叫着相吗？而师父教你们的是要无相，把我自己抛开，没有

相，没有我，即无我相，无人相。 

 

师父开示“无我的境界” 

Wenda20200419   22:56   

男听众：师父，您开示：脱离三界才是真正的解脱，实心是道场。

修到后来，连你想修到哪里去都要放下。修到最后，连想到西方极乐

世界见阿弥陀佛的欲望都不能有，这个就叫境界高，因为修到后来无

我了。你求就有欲望，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随缘去的，而不是“我

一定要去”，到后来也会执著的。我们做好事不要去想做好事，而做

出来的就是好事。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境界问题。 

台长答：这个境界比较高了，就是说做了好事不讲自己做好事，有了

这个意念，可以把它进入你的八识田中、九识田中，和九识田中阿

摩罗识的佛性契合在一起。这里就有一个讲究了，举个简单例子，

你做好事不留名好还是留名好？（不留名好）好。你做好事是想让人

家知道好还是不想让人家知道好？（不知道好）好。当人家不知道是

谁做好事，知道了之后是不是会对你特别好？（对）是不是会对你人

格表示尊重？（是的）这就是菩萨的境界。也就是说菩萨救人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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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为众生，他心中没有我相，不是“我”今天来救你，是你

们本来就是很好的孩子。今天帮过你就像没帮过一样；做过好事，

救过你就像没救过一样。这就叫无相，听得懂吗？（听懂了。师父，

有时候佛友去度人，就怕背业，如果无我了还背业吗？）这个理论就

是成立的。你今天去帮助别人，你说帮助人的时候会背业，因为有

“我”，有我相在，你肯定背了吧？（对）那么如果你没“我”了，

你说你不背，我问你，你会没“我”吗？（修到无我的境界不就不背

了吗？怎么理解？）你说你修得到无我吗？（修不到，努力去修）这

个无我的境界，比方说，你只能在一天中保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不对？（对）比方说，你在度他的时候，两个小时时间无我，你就

知道帮助他，等到你回来的时候：“我刚刚度他度成功，我多开心

啊。”好了，两个“我”了。接下来，他的业障就来找你了（明白了）

你要无我可以啊，要保持一辈子无我，一世无我，或者 24 小时或者

一个月、一年都不要有“我”，那你才叫菩萨。你们今天度人不是

也在做菩萨？只是一个小时菩萨、两个小时菩萨，并不代表你们已经

是菩萨了。听懂了吗？（对对，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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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段 关于精进的拓展开示 

【第 4.1 段原文】 

只要你有心，谁都能成佛，佛就在我们的心里。你好好地按照你的

内心的慈悲、内心的光芒去做，你就是菩提属于众生。 

 

【第 4.1 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八》第 9篇【戒是无上菩提本】       点击阅读 

佛菩萨说了，众生皆可以成佛，就是说，众生拥有成佛的基础。比

如说，人都能够弹钢琴，但是你学不学，你能否学得好，还有你是否

具备这方面的天赋，那是另外的问题，道理都是一样的。菩萨说，

众生皆具佛性，都能成佛，就是说，人具有成佛的本性，因为众生

皆具佛的本性，人的良心都是佛所拥有的，佛心和良心都是深藏在

心中的东西。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8/334.html?t=159421031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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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段原文】 

因为佛的智慧是属于众生的，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

觉。 

 

【第 4.2 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五》第 26篇【众生是佛，佛即是众生（二）】 

用现代话讲，一个劳动模范，他如果不帮助人家，工作不努力，你说

他能成为劳动模范吗？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认识自己，要认识

到：每一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众生啊。就是要认识到自己：我是众

生啊，我不是菩萨。我是个众生，我是为大家而来的。我好要跟大

家一起好，苦也要跟大家一起受。——那才叫菩萨，那才叫好人。

你想想看，如果家里的母亲或者父亲，家里出事了，他逃走了，他不

救他家里的人，你说他能成为一个好家长吗？家长，家长，也是个

“长”啊。你家里出点事情，你不能逃避责任的。你现在在人间，这

么多的佛子在人间吃苦，菩萨怎能不下来救人？你称为菩萨，你就必

须有这个责任要下来救人。你看看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现在跟着

师父一起出来吃多少苦啊？晚上出去救人，师父到哪里去救，菩萨就

慈悲到哪里。我们一有什么活动，菩萨马上加持。你想想看，你以为

天上下来就这么容易的啊？你们坐个电梯好了，你们坐个电梯从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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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一直下到一楼，如果这个电梯中途没有停的话，你们感觉感觉？你

们坐飞机从天上下来的时候，耳朵痛不痛啊？你以为菩萨下来的时候

没感觉的？我现在讲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救人不

付出的。 

 

【第 4.3段原文】 

佛经上经常告诉我们，自己身如得救（如果你自己已经身体、灵魂

得到救度了），则教他不难（你去救别人就不难），你自己还没有

觉悟，你教别人就很难；欲教他人（如果你想去帮助别人、救度别

人），你先必须要自教（自己先要受到教育）。 

 

【第 4.4段延伸】 

摘自《白话佛法一》第 9篇【学佛后还不变好的问题所在】     点击阅读 

下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我们应该回向，也就是救助别人，

不应该先想着自己。”实际上这是对佛法的片面理解。的确，我们

修佛的一个目的就是救人度人，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发慈悲心的程度。

可是不要忘记，救度众生是要有功力的。就像我们在洪水里救人，

首先要自己有力量，自己的船要坚固。另外，大师们常说的“放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1/9.html?t=159421042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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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的，放下了，心才清才净，可是怎样才能放下呢？即使我不

贪，可我要养家呀。这就是卢台长常说的，每个人要先自救，修好

自己、修家人，自家修好了，把自己的“船”修坚固、修够大了，

我们才能救别人、帮助别人，否则自己的船多处漏水，人没救一个，

自己先搭了进去。同时，你是众生之一，你的家人也是众生之一，

救治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也是在救众生。 

 

【第 4.3段延伸】怎样才算做到了“自度” 

摘自：wenda20130111  01:24:39   

女听众：看了白话佛法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师父说的“自度才能度

人”，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把自己度了？     

台长答：慈悲心为评判标准，还有贪、嗔、痴戒不戒也是评判的标

准，还有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信、愿、行；如果你这个人经常觉得：

“哎呀我有信心，我绝不懈怠，我一定要跟着菩萨。”这个人就是比

较正的； “我不能贪心，我不能恨人家，我不能发傻”，那这个人

贪嗔痴的心能控制好；然后这个人看见谁都很慈悲，这个人本身已

经自己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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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段延伸】所以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二》第 6篇【追根寻源 脱离根尘】     点击阅读 

有时候，一个人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就像水一样，因为

当一个人的观念非常强悍的时候，如同洪水一样地冲下来，你的观念

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如果你的观念如同溪水，非常好的想法，那你的

观念又像溪水一样，源远流长。我们学佛，要懂得管住自己的观念，

同样一件事情，你用这种方法看，和用另外一种方法看，得到的是

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学佛，要懂得根源，根源非常重要。什么叫

根源？就是追根寻源，我们的缘起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想问题都

是要从深度来想，都是要用良心来想，就是想想你自己的佛缘。所

以，我们要懂得做任何事情，第一，要提、要亲，就是要把境界提

高，要把亲情增加，实际上就是大慈大悲。我们看世界上的事情，

境界提得越高，亲情就会越多。也就是说，你越有菩萨的思维，你

对众生就是越来越亲。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大慈大悲，他是菩萨，

他是佛，他对我们众生就更亲，他就是在救度我们众生。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guangbo2/414.html?t=159421070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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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段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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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什么？因为我都知

道，我今天就是有一点点不开心，我也是为了众生，我不是为自己。

等到我为了众生，我讲过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不会

再把这种别人不好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心中来让自己生气、难过、受苦

（师父，您是很快，那我们怎么样马上就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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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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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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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段延伸】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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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心从不好到好，把恶念慢慢地转化为善念，由恶转善、由邪

转正、由迷转觉、由染转净，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 

我们说精进的一个概念，你脑子里充满着每一天向上的精进、觉悟、

干净、正、正能量，那你就会越来越好。 

 

【第 4.4段原文】 

我们碰到了困难的时候，有的人就懈怠，有的人就烦恼重重，忘记

了本性，我们说“忘本了”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有的时候在学佛当

中，碰到烦恼了，稍微停一停，转个弯，轻松地，你就绕过了障碍，

成功了，就会到达终点。 

 

【第 4.4段延伸】倒退的人有许多理由，精进才能成功 

Shuohua20171013   24:38   

男听众：师父，请您开示一下这一段话：为什么西方莲池路上不拥挤

啊？答案：因为在修行路上伪善、假慈悲消失一批；二、邪知邪见的

掉队一批；三、离心求法的病倒一批；四、没有正知正见的迷失一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V0AqeDKvBI&list=PLE1VygjqwQCyBIulmkfxB5poRi6dqH87t&index=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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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亲人反对学佛，消沉一批；六、朋友阻挠了，退缩一批；七、自

己盲修瞎练，阵亡一批；八、根本不去修行，淘汰一批；九、学了没

有践行，滞留一批；十、自以为是成就，作废一批。结局：道心不

退，莲池海会。坚持别人不能坚持的，才能拥有别人不能拥有的修

行。 

台长答：非常好，讲得非常对，就是这样，完全正确。每个人在修

行道路上如果不能坚持……其实佛法界里边有一个“精进”，六波

罗蜜有一个“精进波罗蜜”，一个人的精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

个人倒退了，像刚才所有的十种理由，实际上是“倒退的十种理

由”，讲到底还是个倒退啊，所以一个人精进是最重要的。你不精

进就倒退，不精进的反面词是什么？就是倒退。精进就是前进，精

进地努力往前，你一不精进就倒退。一个人学佛这么没有骨气，被

人家一讲就退了，被人家一讲就怎么样了，被人家一弄，“哎哟，我

发不了这个愿，我怎么……”这种人能成菩萨吗？你只有十条，我可

以举出一百条理由，可能是一千条理由，所有的理由都可以说“我有

理由不学”；但是精进学佛的人，一条理由都没有，只有两个字—

—精进，什么困难都能排除，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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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段延伸】冷静法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46集【身如金刚 心包太虚】      点击视频 

如果有人跟你纠结、想不通，扔掉，不要去理他，让自己慢慢冷静

下来，不就明白了吗? 所以有一个叫冷静法，在心理学上叫冷静法，

当一个人非常想吵、想闹，想暴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正好不在，

然后等到他好一点了，你再回来找他，他自己也想通了，没什么事情，

很多事情就这么来的;在他暴的时候，你最好人不在，要会算的，你

们会算吗?教你们的方法就是念心经，念了心经，人家要搞你的时候，

你不会在他面前出现的。有一句话，善缘也好，孽缘也好，都是我

们累世，过去好多世，我们自身执著所造的因。 

 

【第 4.5段原文】 

你要好好地管好自己和管好你自己的一颗本性，不要老去管别人，

先把自己管好了，你再去管别人。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一句最真最

真的道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如果你真正地想自己一世修

成的话，先好好地自度，你才能度尽天下有缘众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qVY6bA0zE&list=PLE1VygjqwQCzia7aLT5Uoi1uR62bdpEzV&index=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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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段延伸】若真修道人，不见时间过 

摘自《白话佛法五》《相应佛缘合佛道》        点击阅读 

不要去管世间的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修心即为修正己过。

什么叫修心？修心就是修正己过。我修今天的心，因为我过去做错

很多事情，所以我要修正自己的过去、过失、过错。否则修什么心？

修行就是我要修正自己的行为，我自己的行为很差，我必须要把行为

修好；我过去做人很不道德，随地吐痰把细菌留给人家，我现在必须

要把这个行为修正；我过去心里老想着对人家不好、人家对我不好，

我觉得我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也证明了我是错的，我就把自己这个

概念修正过来，修正自己之过。学佛人就应该这样，要懂得经常反

省自己，要有容人之量。我们做人要有容人之量，如果一个修心的

人容忍人家的气量都没有，你这个人怎么修得好心呢？所以，要把好

的东西全部吸收变成自己的资粮，要把不好的东西警惕戒掉。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5/194.html?t=159424904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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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段延伸】如何理解“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Wenda20170702B   02:58   

女听众：“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最近我发现一个现象：如果

我们去看别人的缺点，然后心中很在意的话，实际上就会吸收别人的

业障，甚至在无形当中学到别人的这些缺点；那么看到别人的优点和

佛性的地方，就会学到别人佛性的地方。是这样吗，师父？ 

台长答：是这样，你把人家坏的东西看到你的眼睛里，看到你的心

里，你不就是有坏的东西在了？举个简单例子，你在马路上看见人

家随地大小便，你说：“好，我为了抓到你的证据，我把你的大便拿

到家里来放着，过两天我去报警。”那你说你家里有没有脏的粪便啊？

就这个道理。你把人家看进去了就看进去，但是每个人不一样，若见

世人过，只是这个人没修好。实际上这是最初级阶段的，你到了高级

阶段，看见人家不好你要讲出来，你不讲出来你就是小乘——管自

己，休管他人瓦上霜（嗯）那你说菩萨、大菩萨下来救人，“我不

管你了，‘不见世人过’”，像师父今天，我不见你们的“过”的

话，我还能带领你们好好修心啊？你们一个个怎么改身上的毛病？

（明白，师父。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对方的业障看到心里面，还是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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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这是学佛的初级阶段，学到后来像护法神、像大菩萨了，你就

必须要讲人家的缺点了。 

 

【第 4.5段延伸】改毛病靠自己精进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 20160324          点击阅读/收听 

要懂得，做人靠别人那是做不好的，做人要学会靠自己来改正，你

身上的毛病靠别人能帮你纠正吗？你的坏习惯靠别人来帮你改，你改

得好吗？看看那些不精进的人，左摇右晃的，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

有时候为什么骑自行车会摔下来？因为你踩得太慢了。你刚学自行车

的时候，踩得快，你前面的车把就稳；你如果踩得慢，就特别难控制

自己。所以坚定信念，好好学佛，好好地坚定自己修心的意念，这

样你才能越修越好。 

 

【第 4.5段延伸】修心修行如何保持精进不退转 

shuohua20150116  17:13   

女听众：周围有一些同修修了蛮多年的，也看过各类的佛书，知道很

多佛理。但是有些同修修到后面渐渐就觉得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该干

嘛了；还有一些同修甚至退转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发愿。请问师父

该如何保持精进，不迷茫、不退转的心态呢？ 

http://he.fuerm.com/fofa/8100.html?tim=15848352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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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答：就是因为他学得太多了，所以他才找不到方向。一个人如

果认准了一条路，我就是到什么地方去，你认准了一个回家的路，

你会不认识家呀？问题是你今天到这个家住住，明天到那个家住住，

你最后不知道家在哪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本身自己修得

不好，根本没有一种恒心。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说修了这么多年

知道这么多，那你去农村找个老妈妈老伯伯问问看，他们活了一辈子

了，七八十岁了，他们没文化什么都搞不清楚的，你去问他们呀，他

们天天也吃饭的，他们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但是你叫他讲讲看他

讲得出什么啊？活要活在道理上。 

 

【第 4.5段延伸】多闻不如一修 

摘自《白话佛法八》第 33篇【普度众生是福】       点击阅读 

希望你们多证修，就是不要这个修修，那个修修。师父跟你们讲，

多闻不如一修，什么意思呢？这个听听，那个听听，什么都听，这个

法听听，那个法听听，你还不如多修啊，多闻不如一修啊，左听右

听是没有用的。多闻不如一修，修行在于行。我们修了半天的行，

一定要走出来，走不出来，你修什么行啊？修行就是修的你这个行

为，你这个行为如果是在弘法度众，那么你就是在修行。如果你今

https://xlch.org/category/book/fofa/baihuafofa8/363.html?t=159424939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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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能做到修行，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在修行。说自己修行修心，必须

要全心全意。 

 

【第 4.5段延伸】如何能够精进；定力非常重要 

Wenda20180722A   00:53   

台长语：每一天都希望大家能够精进，精进就是靠着一种毅力。很

多人说“精进靠什么？”实际精进就是戒定慧啊，所以戒是非常重

要的，守戒的人才能定得下来。你们知道定力有多厉害吗？一个人

定得下来，人有定力，泰山都移啊。所以一个人坚定的意志，坚定

的思维，坚定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坚定的信心，就是靠这个“定”

啊。很多人家庭为什么会破裂，会破败？就是因为定不下来，心不

定，对不对？很多人出事就是不停地贪，也是一个心不定。心急喝不

了热粥，很多人粥还没好，他就想去喝了，结果烫得不得了，而且是

夹生的。这些都是和在人间一样，都是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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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段延伸】学佛要有精进的心，精进心来自于信念 

Zongshu20171116   08:01   

台长语：台长跟大家讲，学佛真的不容易，做人也不容易。学佛要

有精进的心，精进心来自于信念，相信的人就会生起精进的心，不

相信的人就会生起懈怠的心。就相当于你对一件事情特别重视，你

就会很努力地去做；你对一件事情不重视，你就不会很努力地去做。 

 

【第 4.5段延伸】念了四年劝导升文，缘分还未到的问题 

wenda20170609   20:00   

女听众：师父，替同修问一个问题。她给丈夫念了四年劝导升文了，

还是没有任何用，她就想知道是继续再念下去还是停一下，还是说她

的丈夫就是…… 

台长答：我们有一个佛友八年孩子才信佛，这有什么稀奇了（那就是

说他的缘分不到对吧？）还没到啊，你不停地烧水烧水，烧到最后

“怎么还烧不开？”你不烧了，就永远不会开。人家在烧烧烧，可能

就是最后这几分钟水就烧开了（明白了，还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对

吧？）你不持之以恒你就永远得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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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段延伸】做功德要持之以恒 

摘自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20160324        点击阅读与收听 

学佛是长期的，学佛要学出成果来，学出成果必须有智慧。平时做

人就有智慧的人，他的意识就是超出人的意识。学佛能够有智慧的人，

他思维当中的正意识已经和宇宙空间合二为一了。所以我们今天拜

观世音菩萨，就是要和菩萨的意念合二为一。一个人有大能量，就

是因为这个人他以功争功，以德养德——有了功的人，他不停地继

续做他的功德；有道德的人，他继续做他的德性。所以“以功争功，

以德养德”就是说：好了还要好，努力了还要努力。这样的人很容

易产生智慧。 

很多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且要不做坏事。

不做坏事，才能保持你做好事的善根；你只要做了坏事，你的好事

慢慢地就没有了。 

 

http://he.fuerm.com/fofa/8100.html?tim=158483520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