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劣根性



问：请问业障与劣根性的区别，师父有时候会说一个
人业障很重，有时候会说劣根性很重，两者是否有必
然联系？劣根性是否前世业障产生？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2015年4月5日）

劣根性是前世带来的，比较难改



答：劣根性是上辈子带来的，比较难改，一个人上辈子做
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辈子就会继续做不好的事情。业障
就是说我本来很好，这辈子我学了不好的东西，我变坏了，
犹如本来一个人很瘦的，贪嘴变胖了。业障和劣根性当然
有关系，上辈子做错很多事情，造成他这辈子继续到人间
来受报。（业障可以通过念诵礼佛大忏悔文、念小房子消
除，劣根性就只能通过自己克服？）劣根性很难改，要痛
改前非，真的恨死自己这些毛病，才能改掉。有些男人女
人，特别重色的，都是上辈子的劣根性，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2015年4月5日）



改劣根性很难，但是改得掉吗？只要在人间，什么都改得
掉，就看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有的人吃大苦头才能改掉，
不吃苦改不掉。（我自己平时觉得业障爆发或者有灵性的
时候，自己的自私心、贪心都显露出来，就是说业障爆发
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劣根性显露，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
人劣根性很重但是业障很轻呢？）劣根性很重的人业障很
重。劣根性是一个不好的土壤，不可能长出好的东西；只
有好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东西，劣根性就是你的本性有问
题了，所以长出的东西都可能是坏的。有劣根性的人不容
易改，一个人偷惯东西了，让他不偷很难，就算不偷，他
到了别人家里，眼睛还到处看哪些可以偷。

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的开示（2015年4月5日）



所以很多人说人有劣根性，劣根性到底是什么，就是
你的贪欲，你的欲望，每个人都想过一个随心所欲的
日子。但是随着自己的心，随着你自己的欲望的增加，
这个随心所欲，这个欲望，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和
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欲望，会让我们产
生很多的邪思邪念，所以人的贪欲，它实际上就是一
种劣根性。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72 集【修心如初 远离迷境】

劣根性到底是什么



劣根性对修行的影响



师父继续给大家讲，要有宿命无漏。什么叫宿命无漏？
宿命无漏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
圆满，因为你前世带来的习性太重。前世其实就是报
命，所以你不可能把你所有事情都做圆满。这就是为
什么很多人总想“我要把事情都做得圆满”，为什么
每一件都做不圆满呢？因为你前世带来的劣根性有漏。

白话佛法（五）12.《先理解后得定才能通》

劣根性的影响



宿命是定下来的命，“宿命通”实际上讲的是预知过
去和未来，那就叫神通。例如，明明知道自己思想永
远不集中会做错什么事情的，所以在做的时候更要当
心。你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无所谓，好了，每一次都
会做错事情。因为有这个习惯，所以大家要知道永断
习性，就是要永远断除我这个不好的习性，要永远断
除导致轮回的习性，也就是说必须要把导致我以后要
轮回的所有的习性全都要斩断。

《白话佛法（五）12.《先理解后得定才能通》



多人经常会说，我就是这个毛病，我就是这个习惯，
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正因为
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习气，才会让你滋生烦恼。举个
例子，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烦恼，是因为他的习气，那
么习气是什么呢？比如，他很喜欢嫉妒人家。你嫉妒
这个人，嫉妒那个人，你对什么样的人都嫉妒，那么
你会不会增加烦恼呢？所以，我们经常说，习气少一
分，那么你学佛的功夫就进一分。只有克制自己的习
气，那你的功夫才会有长进。

广播讲座（二）3.《戒习性，除烦恼》



很多人有修行愿力，愿会使你修行越来越有力量，越
来越好，你修行修得越有力量，越来越大，你的习气
就越来越少；你修行越来越弱，你的习气就会越来越
强。就是说，如果你下不了狠心，你修行不是很用心，
你的习气就会慢慢地发出来。因为你没有菩萨给你加
持，因为你没有知道在人间，我们应该怎么做人，那
么你修行不力，你身上的习气就会发出来，那么你的
烦恼习气就多增加一分，这样的话，你的修行能量就
少一分了。

广播讲座（二）3.《戒习性，除烦恼》



劣根性是怎么来的



第八意识为心王，什么叫心王，大家知道吗，进入了
你的八识就很难改变，好的坏的全在你的内心当中了，
你的第八意识认为这是坏的，你可能现实在社会当中
是好的，你都不知道它是好的，你的第八意识觉得这
个东西是臭的，别人吃了都很香，你觉得是臭的，那
么你这个人，因为在第八意识已经固定了，所以你不
会觉得它是香的， 这就是人跟人的一种观念的区别，

轮回性的犯错，进入八识田就成为劣根性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8 集【解脱是智 生光生慧】



当你经常犯错，在第六意识 受到刺激之后，第八、第
七意识的辨别识，然后慢慢知道了， 然后进入第八意
识，很难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所以不能经常轮回地
做错事情，不能经常轮回地许愿，我发愿，我再也怎
么， 人要有骨气啊，对不对，你看，你们有多少人，
跪在菩萨面前都发过愿，改了吗，你们看看，“地狱
游记”(《佛子天地游 记》)的时候，很多人拉下去，
说你曾经学过佛，你曾经想改过，但是你最后你没有
改，为什么?劣根性。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38 集【解脱是智 生光生慧】



女听众：同修之前嗜赌成性，输了很多钱，家里人帮
他背了很多，后来他也学佛了，去年参加师父的法会
回来后很精进地念经。结果前阵子又控制不住去赌了，
回来之后他还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菩萨面前狂念礼
佛大忏悔文，他事后回忆说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这说
明他身上灵性还是很厉害吗？

wenda20140110 10:59 

八识田中的劣根性遇到环境就会升起



台长答：劣根性啊！所以这种坏的事情不要去做，做过之
后都有一种劣根性进入他的意识当中，在他八识田中种下
了一个不好的果实，他一定还有机会再犯。比方说一个好
色的男人知道自己做错了，咬着牙不去看漂亮女人、不去
动人家坏脑筋，都没事的。等到修到一定时候了，只要看
见一个漂亮女人来了，他心还会动。有些人就根本没有反
应，人家从来不动这种心的。有些人为什么就会动呢，因
为他曾经动过。（明白。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贪瞋痴
一样的，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完全正确。我们人是有贪
瞋痴的，只不过他贪得大了，程度不一样。所以一碰到这
种有刺激性的东西、过去曾经做过的，他就想。

wenda20140110 10:59 



了解自己的劣根性
才能克服自己的劣根性



男听众：人有时会因为惯性思维，发现不了自己的缺
点和毛病，就很难进步。请师父慈悲开示，怎样更好
地发现并改正自己的不足呢？

wenda20150213 01:41:57 

如何克服自己的惯性思维



台长答：你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是现代生活中的一
个病，叫“惯性思维”。什么叫惯性思维？就是
总以为自己是对的，用佛法界讲叫“执著的思
维”。“执著”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所
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因为你总觉得
自己对的，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wenda20150213 01:41:57 



台长答：像这些问题首先要去除我执，不能先有
“我对的”，先要听人家的，你站在人家的角度
上听人家讲道理。这个道理站在他的角度上是不
是对的？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上都觉得是错的，
那说明他一定是错的，所以不要跟他学；如果你
站在他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讲的是对的，那你就要
考虑一下你自己要改变你的思维。

wenda20150213 01:41:57 



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知理，知心。你所知道的事情，
你所明白的这个事情，首先你从理论上要知道它，然
后你要知道它的心。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以提防为
主，对于我们身上的习气，我们也要提防。我们有时
候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叫防不胜防，所以，要用菩
萨的境界来克制自己心中的妄念。要知道，任何事情
都有回光返照之理，实际上就是因和果。所以，我们
要 知道，烦恼一定要少，习气也会少。习气多了，烦
恼也会多。

广播讲座（二）3.《戒习性，除烦恼》

了解自己的习气 提防自己的习气



我们平时要提防自己身上的毛病，提防自己的顺境和
逆境，因为碰到顺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怎么样，碰
到逆境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怎么样。要明白，我们
不管碰到什么境界，我们都要逢缘，叫遇境逢缘。什
么叫逢缘呢？逢缘就是随缘。逢到这个缘分，我们就
做，没有这个缘分，我们就不做。今天有人让你做领
导了，你有这个缘分了，你就做。如果没有让你做领
导，你拼命地去求、去追，时间长了，你也坐不安稳
的。

广播讲座（二）3.《戒习性，除烦恼》



如何克服劣根性



自我意识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自我意识，还有一种是虚
假的自我意识。比如：我今天到图书馆去看到一本自己喜
欢的书，但是我没有钱，要不要拿呢？这时想起古人说过
的一句话：“偷书不为窃”，这时你脑子里就会想了，对
呀，我拿这本书不算偷，古人都这么讲了，这就是虚假的
自我意识在控制着你，以为自己能找出一个理由，来遮拦
自己偷书的意识。今天做错了事情，就算找出千种理由，
万种理由，目的就是让自己所做的错事来证实是一个假物。
明明是一个假的东西，你非要把他包成是真的东西。

白话佛法（二）46.《使用智慧能量，认识虚假自
我意识 》

去除虚假的自我意识



虚假的意识产生出虚拟的行为，人就是要面子，把这
个面子剥掉，就是剥夺虚假的自我意识。学佛就是要
把自己身上这些虚假的东西全部去除掉。为什么要念
《礼佛大忏悔文》？就是要狠狠的挖自己身上的恶根，
把恶根挖掉了，以后才不会长出新的恶草，不肯挖自
己身上的恶根，就算把它保住了，时间长了还会长出
毒草。

白话佛法（二）46.《使用智慧能量，认识虚假自我意识
》



学佛就是要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学佛就是要彻底挖
出自己身上的恶根。虚假的意识，要面子，全是空的
东西，坚决要改正。学佛，首先要彻底放下自我，要
没有我，因为有了虚假的自我意识之后，必然会萌增
虚荣心。因为人有眼见，耳闻，还有迷惑与假象，所
以每一天都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天天在做错的事情，
活在错误当中，才会不断的滋生出无尽烦恼。如果我
们不做错事情，我们就不会有烦恼，就能保持分分秒
秒安详。

白话佛法（二）46.《使用智慧能量，认识虚假自我意识 》



问：念大量小房子是否可以去掉前世带来的劣根性呢？

答：前世带来的业障能消掉，劣根性要看的。你业障
越少，劣根性虽然在，但是会慢慢地不强。但劣根性
是一直有的，只有到你完全把业障消除了，劣根性就
自然慢慢地没有了。

2018年5月21日新加坡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业障少劣根性就不强



问：随着修行的深入，慢慢地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毛
病及劣根性，但是由于业力的牵引，有时会因无法马
上改掉这些习气而产生忧郁、自责、难过等各种负面
情绪。对待自己暂时无法改掉的毛病及习气，我们应
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2019年5月12日新加坡弟子辅导提问

用什么心态面对劣根性



答：一个人在改自己毛病的过程当中，有时会觉得这
个过程相当长，因为人的劣根性不是一天两天的，人
一辈子形成的业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要有决心，
要有信心，要天天求菩萨，天天念经、磕头，包括许
愿、放生、念经，这些都是帮助你改变的一个基础，
而且是一个条件。利用这些改变自己修为的条件，来
坚持，不要懈怠，忍辱、精进、守戒……这样的话，
你很快就会改掉你身上的毛病。

2019年5月12日新加坡弟子辅导提问



女听众：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坏习惯、坏毛病，
但是在努力改正当中反反复复、复复反反地做错相同
的事，然后反复地忏悔，反复地犯错。请问师父，我
们如何能够彻彻底底地改掉自己的毛病呢？

劣根性碰到环境就出来，要离开这个境界

wenda20170430A   03:35 



台长答：“彻彻底底”是很难的，除非你这个环境转
变，否则只要在人间，你想彻彻底底改变很难的，因
为人有劣根性。真正地能够彻彻底底改变，那你就换
一个位置，你必须要自己完全像和尚、尼姑一样，完
全要离开这个境界。比方说，你天天还有老公在身边，
你说“我要清修”就很难啊；比方说，你没有结婚，
身边没有男人的话，你说你清修，容易啊，否则有个
老公老逗你，那你就麻烦了。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这个
问题，你听得懂吗？（听懂了，师父）

wenda20170430A   03:35 



根基的重要性



问：什么样的根基称为大根基？什么样的修行称为大修行？

答：大根基，从小很善良，一直很慈悲，自己有好东西喜
欢与人分享，平时不做坏事，别人再怎么引他做坏事他也
不做，这样的人根基很好。不搞事的人、平安的人，就是
有根基的人。人间的事情要看穿，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年轻时候很多事情想不通，现在都想通了，很多事情放下
就放下了。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

根基的重要性



根基就是上辈子的慈悲心，还有第九意识阿摩罗识中
的佛性。佛性好的人不与人争斗，平平安安过一生，
好好念经修心，最后就上天了。再大的修行，如果根
基不好，也修不上去。就像造房子，造得很高，根基
不好，房子就倒下来了。一个能成功的人，又要有大
根基，又要有大修行，如果只有一个，就不圆满了。
世界上很多人不圆满就是这样来的。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二十）



男听众：师父，一个人成佛，根基占百分之多少？

台长答：很厉害了，我看一个人成佛的根基至少40%
（根基占40%，那60%是什么呢，师父，能说一说吗？）
精进努力啊，就是前世的因，今世的果，你在果上再
种新的因，然后再又得到更好的果，然后利用你这个
60%的善果，最后修上去，那么就算根基差一点，你也
能上去

Shuohua20170804  19:54

一个人成佛，根基占40%



听众：师父，如果一个人的根基稍微浅一点，他只要拼命
地修，照样能上去，是这样吗？

台长：对啊，完全能上去。因为你有60%啊，你有60%就能
上去啊，你肯定超过40%了。但是问题，很多40%根基很差
的人，他投了一个穷人家，他接触的都是那些骂人、打架
这种事情，你说他怎么拿60%来修补他的40%啊？所以过去
有句话叫“贼的儿子是贼，法官的儿子是法官”，你说这
句话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它对是为什么？它就顺命走了
啊，叫顺命的，阴命。但是他不对是什么？人家贼的儿子
照样可以做法官，因为人家努力了，对不对啊？（对）这
叫唯物辩证法

Shuohua20170804  19:54



问：师父，您之前也开示过，一个人修成，根基至少
占40%，那有些根基比较薄弱的师兄是否可以通过认真
学白话佛法来弥补根基的不足呢？

答：完全可以。

Wenda20200710  54:40 

学白话佛法可以弥补根基不足



女听众：师父，前世带来大业障还有比较严重的无明习气
是不是主要靠礼佛和小房子来彻底地根除呢？

台长答：单单靠念经是彻底根除不了的，要靠菩萨给你加
持、帮助你，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举个简单例子，菩萨是
我们的老师，老师给我们做功课对我们好，学生自己不用
功有什么用呢？除了靠自己消除业障最好还要有老师指点，
所以你们念经之外还要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因为这个是生
活化的佛法，看了会消除你们人间的很多烦恼、很多习气。

Wenda20121028A  14:05 

学白话佛法可以弥补根基不足



女听众：消业障就是靠礼佛加小房子，再看师父的白
话佛法，还需要多做功德去抵消业障？

台长：对，你这个理解是完全的。心灵法门叫你们修
心和修行并做。比方说学了这么多的佛法，如果不用
到生活当中来改变自己，嘴巴里还满口骂人，你说这
种人能让人家心服口服，他能修得成菩萨吗？对不对？

Wenda20121028A  14:05 



菩萨的境界



问：同修念经时有一个意念：脱离六道，不是厌恶众
生，而是境界上脱离六道；与众生在一起，不是与众
生的劣根性在一起，而是与众生的佛性在一起。请师
父开示。

答：菩萨讲的。讲得太好了！超脱六道不是厌恶六道，
你厌恶六道为什么菩萨下来救人？所以很多人轻生就
是……不是说开悟，像你说“我厌恶人生”。

wenda20160429 01:07:25

对众生好，不是与众生的劣根性在一起



台长答：是开悟就借假修真。与众生在一起，不是与
众生的劣根性在一起，而是与众生的佛性在一起。这
个实际上是指菩萨的。很多菩萨在人间度人的时候，
很恨人家众生的劣根性，那么他到菩萨这里去抱怨，
就是说一种反馈、反映，菩萨就会告诉他：“叫你到
人间来救人，叫你对众生好，并不是叫你跟他众生的
劣根性在一起。要救度众生啊！”就是这个意思。

wenda20160429 01:07:25



问：师父，大菩萨都是心系众生才能成就佛道。我们学佛
修心，想成为菩萨，必须要心系众生，是这样吗？

答：必须的，你想成菩萨，必须心系众生。你们学学师父
就可以。你看看我，我不能不救啊，我知道这个人间是五
浊恶世，但是师父必须要救。就是因为有五浊恶世，才有
给你做功德的机会，你如果在菩萨道，有什么做功德的机
会？为什么菩萨在天上想成佛，必须到人间来救度众生？
没有五浊恶世给你这个机缘，你都不能来救人。救苦救难，
你要到苦的地方去救，你要到有难的地方去救，对不对？
永远不着火，你说消防队有什么用？

shuohua20170505 09:10

想成菩萨必须要救度众生



问：比如有的同修学佛修心，他只是为自己念经。他
只是小我，没有救度众生，这样他能成为菩萨吗？

答：他照样成，成阿罗汉，他保自己的话并不是件坏
事。比如，一个人嘴巴里整天说“我要帮助别人，我
要帮助……”但是又做坏事又帮助别人，和一个从来
不做坏事、也不帮助别人的人，你说哪一个人更好一
点？（不做坏事）再比如，有一种洗洁精，什么脏的
东西都洗。一件白衬衫一会儿弄上墨汁、一会儿洗，
和一件从来没有脏的东西上去过的白衬衫，你说哪个
更干净？（从来没有脏东西上去过的更干净）

shuohua20170505 09:10



听众：明白了。其实，师父，我们真的要向您学习，
要心系众生，要帮助别人，不要自私自利

台长：太自私自利了，每一个人一到自己的事情上，
马上自私，小脑筋马上出来，没办法的，这就是人的
劣根性。所以自修自得吧。

shuohua20170505 09:10



有一个人问师父说：“师父，我们知道学佛为了今
后将来能够超脱六道、共攀四圣，但是对现代的人
生，学佛有没有很快的现实意义？”台长告诉大
家，现实意义就是：当你学佛之后，你会慢慢地改
变自己很多的劣根性和不好的习惯；当你学佛之
后，你会忘记了很多的仇恨；当你学佛之后，你会
看到每个人都很可爱；当你们学佛之后，身体不会
生恶病……慢慢地就会越来越好，家庭好、身体
好、工作好、孩子好……

2015年12月1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佛友见面会



一切都会慢慢地转变成好的时候，然后你的心就会
平，意就会安。这个时候，有一天当你要离开这个
世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会被浑身的伤
痛所折磨。说不定哪一天你一觉睡醒了，当你醒过
来的时候，你看见了观世音菩萨，你不敢相信这么
多的菩萨都来接你，你也不敢相信已经有这么多的
佛友在天上看着你，这个时候你非常心安理得地
说：“啊，原来我也能到天界，超出六道！”

2015年12月11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世界佛友见面会



什么是劣根性，从何而来



劣根性是业障的一部分根源

问：师父，您好。请问业障是不是有根源的？就像大
树有根一样深深地驻扎在我们的八识田中呢？

答：是的，当然有根源了（我们人所与生带来的劣根
性是不是我们业障的根源？）多呢，只是一部分。

Wenda20190210A



劣根性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多世累劫的（比如一个
人在某一方面业障比较重，能不能求菩萨帮助他消除
这一方面业障的根源？）根源消不掉，靠自己消掉
的。一上天了之后，脱离六道，全部都没了（平时还
是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消业障？）对，很难消掉的。

Wenda20190210A



“我执”很重的劣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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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a20200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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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a2020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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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da20200124 



梦到说“原色界”
女听众：同修梦到有几个字非常清晰，说“原色
界”。她想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台长答：“原色界”，也就是说我们人到了这个世界
当中，带了自己的真如本性，也带了一些人间的劣根
性。你是人，你就置于原色界；你是菩萨，那你就是
原来的本性、纯洁的本性。也就是说这个人现在完全
是在做人，根本没有做菩萨，境界没有上升到菩萨
（是说做梦人本身吗？）对。 Wenda20180909A



同修问：人的劣根性是可以根除的吗？我和菩萨许愿
了今生一定要痛改，根除自己所有的劣根性。请问这
算打妄语吗？

台长答：只要做人就有根性，是意识中残存的劣根性
，人的贪瞋痴都是人的劣根性，做人就会有欲望出来
，但是可以修掉，这种不算妄语。

开示解答来信疑惑 （九十三）



一个人的劣根性是前世、累世所带来的。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说，不能去碰那些曾经使你丧失天良、丧失人
性、丧失你的根性的东西，学佛就是要改变自己，改
变自己就是要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就是要让自己的脑
子和心灵都是纯净和空洞的一个意识形态。你没有想
象，你就不会有行动，你想到了事情，你就有行动，
而当你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行为也
就不存在了。

广播讲座（二）8.《理解根性 都摄六根》



如何克制劣根性



克制自己劣根性最好的方法是转换

问：如果一个人有傲慢、炫耀的劣根性，他一直克制
着没表现出来，也经常提醒自己注意，跟菩萨念礼佛
大忏悔文忏悔。这种劣根性能否随着这种克制和自我
提醒、忏悔逐渐消失？还是劣根性一定要通过外环境
的帮助才会比较快地改掉？比如说经常被人家讲，或
者一直做功德、消业障，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才行？

2018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答：那当然了。自己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你有
劣根性的话，你经常克制，克到后来就没了。比方
说一个人看见太太天天怕，怕到后来那完全就怕了
，对不对？看见老公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不是叫你
们怕老公、老婆，就是不管怎么样，你懂得怎么样
来调节、控制，这是一个方法。最好的方法是转换
。就是说我不是怕他，而是我懂道理，不去跟他纠
缠，我明白学佛人不应该这么做，那你慢慢地就转
换，心里把它化掉了，那么你这个劣根性就慢慢化
掉了。明白了吗？（明白了）

2018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学佛念经就是在打开八识田的门

男听众：人总是容易有邪念，想起不好的事情，而
丢失正念，忘记好的事情。请问师父，这是人的劣
根性，还是因为这些正念没有真正地进入八识田
中？

台长答：实际上这种很正常的，人在生活当中会有
各种各样不好的念头，善念、恶念都会进入八识田
中的。人的劣根性……因为你投人了，再好的东
西，你只要到了这个地方，总归属于不是太好的。
再好的东西到了一个不好的地方…… Shuohua20180126 



比方说黄金，你放在金库里边，放在博物馆那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要是黄金埋在土里，它是黄金
吗？你挖出来之后，你弄弄好才成为黄金的嘛
（对，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师父，我们每次被
正能量的事情感动时，是否赶紧求菩萨让它进入我
们的八识田，让我们的正念常存呢？）这可以的。

Shuohua20180126 



你天天念经就是在打开八识田的门，今天我告诉你们。
每天一念经，八识田的门一打开，你就要狂念，动好
脑筋。

等到你动不好的脑筋了，那么你就慢慢不行了（这样
说，看《白话佛法》、听录音的话，也是进入八识田
中，对吗，师父？）对啊，开门啊，把八识田中的门
打开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Shuohua20180126 



问: 人的杂念多，是因为在六识、七识、八识田中进
去的业障太多导致的吗？

答: 人有劣根性，眼耳鼻舌身意造成污染，进入第六
意识当中，然后慢慢进入深层意识，进入第七意识
就不容易去掉了。任何人在分别好坏的时候，已经
有一个自我概念——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我
做的对还是错，虽然对错不能得到验证和证实，但
是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概念，不管正确还是错误，都
进入第八意识。先守住管住眼耳鼻舌身意，慢慢才
能不进入第八意识，不成为一个业障。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九十五）



给你们讲怎样化解业障？过去所造的业，让你必须轮
回。只有一种根性不受到轮回，那就是你的佛性，你
的佛性是不受轮回的。

如果你不想轮回，那你就要把自己身上很难解脱的眼
、耳、鼻、舌、身、意让它慢慢地脱离你的意识，把
它去除掉。不管在人间什么事情发生，犹如没看到，
不要听，嘴巴不讲，身体不去做，意识里根本没有什
么事发生，这就是在脱离痛苦。

20

白话佛法 (⼆) 10、消除业障，返本归元，脱离轮回



讲讲容易，怎么脱离呢？师父先给你们举个例子，你
的佛性比方说是金，是挖出来的金子，这个金挖出来
时，周围都有石头沙子等杂质，你要想让这个金子放
亮，就必须先把边上的杂质用水冲掉，处理干净。你
的这个本性、佛性就会显露出来了。

Wenda20190203B



如何对治劣根性和习气

问：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开示：我们要念经来克服
自己身上的无知和不知礼仪。请问，是否因为我们念
经拜佛，潜移默化改正了自己的劣根性，度化了我
们，就像佛菩萨一样清净庄严，从而懂得礼仪，礼遇
众生？

——卢台长2018年北美弘法解答会



答：是这样，境界提高了，你的身口意都会提高，境界
都会提高。所以一个人学佛不学佛，你要看他的动作、
说出来的话。你看我们学佛人没有一个人讲下流话的，
全部都是非常规矩的，连这种意念性的不正规的话我们
都不会去讲。这就是学佛人境界提高了。你言传身教，
你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思维全部都会改变，气质就会不
一样。

——卢台长2018年北美弘法解答会



心态好的人容易修成；心态不好是业障，很难修好心

男听众：我们都知道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改变命
运，但是有句话叫“心态决定命运”，请问一般修心改
变心态占命运的比重是多少呢？

台长答：没有什么比重，修心如果心态好，也就奠定了
你学佛的基础。一个心态好的人，很容易修成的；一个
心态不好的人，很难修成，实际上就代表着他的劣根性
和本性。 wenda20160403A



所以这个人的心态取决于今世和前世，因为前世的业
障让你今世的心态变得越来越贪，越来越不好。因为
前世的心态让你今世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本身就是
你的业障，所以会让你变得修不好心；如果心态好，
这辈子再修，就算前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想通
了，想明白了，心态好了，你不就可以修了吗？

wenda20160403A



问：人的杂念多，是因为在六识、七识、八识田中进
去的业障太多导致的吗？

答：人有劣根性，眼耳鼻舌身意造成污染，进入第六
意识当中，然后慢慢进入深层意识，进入第七意识就
不容易去掉了。任何人在分别好坏的时候，已经有一
个自我概念——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做的对
还是错，虽然对错不能得到验证和证实，但是已经形
成一种固定概念，不管正确还是错误，都进入第八意
识。先守住管住眼耳鼻舌身意，慢慢才能不进入第八
意识，不成为一个业障。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九⼗五）



如何消除大业障和无明习气
女听众：师父，前世带来大业障还有比较严重的无明
习气是不是主要靠礼佛和小房子来彻底地根除呢？

答：单单靠念经是彻底根除不了的（嗯）要靠菩萨给
你加持、帮助你，还要靠自己的努力。举个简单例
子，菩萨是我们的老师，老师给我们做功课对我们
好，学生自己不用功有什么用呢？（嗯，对）除了靠
自己消除业障最好还要有老师指点，所以你们念经之
外还要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噢）因为这个是生活化的
佛法，看了会消除你们人间的很多烦恼、很多习气。

Wenda20121028A



很多人牛得不得了，不听台长讲话怎么知道谦卑啊？
三千大千世界有三千个星球，人多么渺小啊！很多女
孩子不知道青春一去不复返，她还以为自己是全世界
最漂亮的，眼睛都不朝人家看（嗯）你说她可怜不可
怜、可悲不可悲啊？（对）所以要明白这些道理
（对。消业障就是靠礼佛加小房子，再看师父的白话
佛法，还需要多做功德去抵消业障？）对，你这个理
解是完全的。心灵法门叫你们修心和修行并做。比方
说学了这么多的佛法，如果不用到生活当中来改变自
己，嘴巴里还满口骂人，你说这种人能让人家心服口
服，他能修得成菩萨吗？对不对？（对） Wenda20121028A



贪瞋痴是先天习气，要靠戒定慧修掉

女听众：贪瞋痴是先天的习气，是由无始劫以来的老毛
病，就是根本上的老毛病……

台长答：对啊，你做人了就有了（只要是人……）就像
你投人了，你会有两只脚、两只手、一个头一样的，听
得懂了吗？（然后就会做错事情，业力带来的）对，贪
心、瞋心、愚痴心、嫉妒心，都是先天就有的（所以我
们要勤修戒、定、慧，对吗？）对（把这些老毛病克制
住，修掉）对（感恩师父！） wenda20151009



先要相信，才会有愿力，有了愿力，才会有行动，很
多人这么早爬起来念经，因为他相信观世音菩萨，因
为他有愿力，所以，佛法界叫“信愿行”。希望你们
要懂得，我们要去做，我们所有的弟子要懂得佛的教
理，我们要懂得信心，那是愿力的保证，而愿力又是
行为的保证。很多弟子天天求缘分，什么名缘、财缘
、感情缘，其实缘分是由愿而来的，愿力能够促成你
的缘分，愿力强的人，缘分自然具足。想成功做每一
件事情，必须要有愿力，而且要能够持戒，就是要守
戒，身心才会安定。 如履薄冰 正信正念 心容太虚 智慧解脱（一）——

2013香港法会6月9日弟子开示摘要



转换习性尽悟佛性

师父要你们每日修，每日对照菩萨的戒律，你就会转
换自己的习性。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你马上想一想：
菩萨会做吗？自己要骂人了，想一想：菩萨会骂人
吗？自己要恨一个人了，想一想：菩萨会恨人吗？每
天这么想，你的心就会慢慢地清净下来，这就是在改
自己的脾气。

白话佛法（十一）19.《转换习性 成就佛果》



见这个人很恨，想一想，菩萨这么慈悲，看见别人会
瞋恨吗？想一想，每个人都有恩于我，想一想别人不
容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去把恶缘变成善
缘，反而把很多善缘变成恶缘呢？为什么自己不能忍
耐一下，看看别人的优点？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白话佛法（十一）19.《转换习性 成就佛果》



问：师父开示过，六波罗蜜对应六根。请问该怎么理
解布施对应眼、持戒对应耳、忍辱对应鼻、精进对应
舌、禅定对应身、智慧对应意？

答：眼睛看到的，都要布施。看到穷人要不要布施？
看到别人摔下来要不要布施？眼睛看见所有一切让自
己心中过不去的，全部要布施。耳朵听到不好的东
西，要不要持戒？别人和你说好话说坏话，说好话要
防止自己贡高我慢，说坏话就不要去听。其实这个对
应并不是说完全对应你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三十三）



忍辱，你闻到香的东西，烤肉，你要不要忍耐？可以
这样讲，但不要硬把它套进去。精进，度人，拼命地
救人，不就是舌头在讲吗？不乱吃东西，不吃活的东
西，也是精进。禅定怎么对应身？身体在干什么？学
佛怎么禅定？打坐是不是身体？般若智慧，意念产生
智慧，不就是般若吗？只能这么简单地讲，不要去硬
套，其实又是相对应，又是相辅相成的，每一个都可
以对应，不要执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百三⼗三）



学佛人要尽悟佛性，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尽自己所有
的一切能力和智慧来开悟佛性。要尽知佛法，就是要
尽一切努力去知道所有的佛法。所以很多人学习佛法
永不退转，一天都可以把一本《白话佛法》看完。要
尽去无明，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除自己身上不明白的
事情，要多问啊。要尽度众生，就是要度尽一切众
生，要帮助别人。学佛学了半天，只会自己修，还不
能帮助别人，那就度不了众生。

白话佛法（⼗⼀）54.《去除魔性尽悟佛性》



要想净化心灵，不是净化一点皮毛，而是要深挖心中
的障碍。障碍是什么？就是心中的痛。这个事情越是
痛，你越要去挖掘：“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为什么
会痛呢？我要挖根啊，我要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我
以后接受教训，不能再这么做了。”只有深挖自己的
痛处，以后才不会再痛。痛挖比开刀要好一点，很多
人的肠胃痛，痛到后来开刀把肠胃剪掉了三分之二。
这就是为什么要深挖，虽然很痛，还是要深挖。

白话佛法（⼗⼀）54.《去除魔性尽悟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