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辱



要记住，忍与不忍，其关系成败很大，对于学佛人
来说，忍耐不是懦夫的表现，而是勇者的象征。学
佛人只要凡事忍耐，不逞一时之气，就能修成忍辱
，所以佛法讲忍辱精进，你不能忍耐的人，你怎么
能够精进啊？你看看我们学佛人是不是要忍耐，因
为你今天学观世音菩萨了，你就不能骂人了，不能
生气了，这也是忍耐。

佛情友情慈悲情勤修精进闻佛音（下）——2016年9月17日卢台长纽约“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摘要



今日社会需要人人有度量去忍耐对方、接纳对方，
要记住，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从忍耐当中来的。忍
耐的人不仅能够和谐人际关系，更不会做错事情。
有本事的人不争不斗，用智慧来解决烦恼。大家想
一想，忍耐的人才能做宰相啊，有一句话说“宰相
肚里能撑船”。

佛情友情慈悲情勤修精进闻佛音（下）——2016年9月17日卢台长纽约“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摘要



一个已经学佛成熟的人，他必定要掌握一个
“理”，这个“理”就叫道理，这个“理”不在嘴
巴里，不在你的行动里，而是在一个诚实人的心
里。当一个人拥有道理的时候，这个人就懂得忍耐
了。一个懂得忍耐的人，他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如
果一个人还不能够忍耐，说明他对佛法还没有理
解，就叫法理难懂，也就是说佛法不能融到他的心
里去。

白话佛法（十一）22.《忍辱心是禅定的开始》



如果⼀个⼈能够忍耐、忍辱，他的这颗⼼⼀定会获
得⼀个圆融，所以修⼼成败的关键在于忍耐、忍
辱。⼀个⼈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经常会听到⼈
家讲：“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白话佛法（十一）22.《忍辱心是禅定的开始》



忍耐之后得清净心，容易得定。因为你忍耐之后，
你就定下来了。比如说夫妻吵架，一忍耐心就定下
来了。因为你不跟他吵，他再怎样讲你你不响，你
是定的。他是在跳。不能忍耐就会跳起来，跳起来
了就会有后果。修道能成，靠的是忍耐。能忍耐就
能得到最大的福报。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第一类是人为的加害要能忍受。对于别人的造谣，
要忍耐人家对你的加害、侮辱。人家说你不好了，
咬咬牙，不要去相信，不要去承受。承受别人对你
的加害，实际上是对不起你自己。明明这个人讲的
是侮辱你的话、对你不好的话，你把它听进去了，
你不是在加害自己吗？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你们年轻人要记住，小夫妻吵架骂几句，不要听到
耳朵里去。有什么好听的？师父再三跟你们说，听
进去就是烦恼。这么好的佛法，这么好的人间智慧
语言，你们为什么不用到生活当中啊？就算你们是
活学了也不能活用。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第二个忍耐是自然的变化，比方说，这个人怕热，
一热他会马上烦躁不安。如果一个人的情绪随着天
气变化马上转变，这个人也是属于不能忍耐的，比
方说聚会开始时还很开心，突然之间天气暗了，那
么饥饿、口渴，自然灾害他不能忍耐了，这也会对
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修心学佛要忍耐，这是第三个忍耐。刚刚学佛的人
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法喜，在功夫还没有得力之前，
因为我们在得到法喜之前，修行是很苦的，也就是
说，当一个人刚刚开始修的时候，他根本不能忍耐
，因为他觉得对他来说修心学佛是很苦的。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其实学佛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整天地
变来变去，学学这个觉得蛮好，学学那个觉得蛮好
，学了⼀段时间又不好好学了，⼀会⼉阻碍来了，
因为学佛⼈当中有学得不好的讲你了，你又不开⼼
了；⼀会⼉又觉得学佛怎么要念那么多的经⽂，又
没劲了，然后就像找不到路⼀样。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如果你能够经受住这三类忍耐，你才能慢慢地脱离
苦海。⼀个⼈如果对别⼈对他的伤害、侮辱，他能
够忍耐，自然的变化、天⽓、饥饿、⼝渴、自然灾
害等，他能够忍耐，学佛修⼼他也能忍耐，这个⼈
慢慢地会得到⽆⽣法忍，就是我不会轻易地⽣出那
些不忍耐的东西。

白话佛法（三）31.《由忍辱开始转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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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别人污蔑了、冤枉了、侮辱了，当你碰到这些事
情的时候，你知道无法回避，比方说，你在跟朋友
的交往当中，他突然之间来侮辱你，或者诽谤你，
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抵抗，首先你要学会坚强，这
个坚强就是生忍，就是你要先忍耐，先让他讲下去
，虽然你心中不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

生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忍耐是很痛苦，但要学会忍耐，第一步就是暂时先
把事情放在心中边上，如果你不先把它放在心中边
上，你马上就会跳起来，事态会变得更加地难以控
制，所以，生忍就是先把事情放在一边，还不知道
别人会怎么样的时候，先要忍耐，先把这口气忍下
来。大家要记住，因为这里面还有一口气在，生忍
就是还不成熟的忍耐。

生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当别人在侮辱你的时候，当侮辱的境界来了，你被
别人污蔑了、侮辱了，首先你要用自己的心力，用
你的心讲话：“我又不是这样的，我又没有这样做
。”因为心是有力量的，心力不跟他计较，然后退
一步、让三分，自己心中想：“我是学佛人，我不
跟你斤斤计较。”这样你就会慢慢地把他它先压下
去。

力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然后就是相信菩萨，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心中会
有力量？为什么我能够忍耐得住？因为我的心中有
菩萨、有佛，佛菩萨一定会帮我做主的。”相信这
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果，这个时候你就会把气氛
缓解，用你的心力来安定你自己非常压抑的心，这
个时候心中马上要想起观世音菩萨，想起很多伟大
的佛，他们都是能够有非常大的忍耐力来断自己的
瞋恨心。

力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因为有心力的人，能够把别人
对他的侮辱这种境界反过来想，觉得这是来锻炼自
己是否有瞋恨心的，因为当一般的人被别人侮辱的
时候，马上就会起瞋恨，如果你被别人侮辱，你不
生瞋恨心，那么你的境界就高，这个时候你就会想
到，这种侮辱的境界是给你一种锻炼，这叫力忍。

力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当别人在侮辱你的时候，缘忍就是用智慧来观照因
缘。就是说，当别人在骂你、侮辱你的时候，你就
要想到：“哦，不要生气，这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我把这孩子养了这么大，为什么他会对我不好？因
为是我上辈子欠他的，我还没有还完，所以他这辈
子到我家里，让我继续还债。”这样，你就是在用
智慧来观照、来想到缘分。

缘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为什么无故受辱？为什么别人要污蔑你呢？为什么
要无缘无故地骂你、打你？树有根，水有源，你自
己要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的，你要想到，别人不会无缘无故地侮辱你，这一
定是跟你上辈子的缘分有关系，这就叫缘忍。

缘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忍耐要靠很多对缘分的理解，要知道，我今天受这
么多的恶报，一定是自己的业障所致，否则哪里会
有人无缘无故地骂你、恨你。你要这么想：这是我
心中的业障，所以我一定要还债。怎么还呢？当别
人侮辱你的时候，你先忍耐下来，当你忍耐下来之
后，你就是在还债了，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领悟被
侮辱的真谛。

缘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真谛是什么？别人为什么要骂你？可能你过去骂过
别人，上辈子害过别人，这辈子你一定会受到这个
报应，那你就是懂得了这个真谛。这个世界没有无
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你有了这种
想法，当各这种侮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
生瞋恨心，你就不会去恨别人。

缘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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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突然之间盯着你，既是骂你，又是侮辱你，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的境界要高，叫空观智慧，
就是当别人在骂你的时候，你心中在想：佛光照遍
我的全身，一切诸法本来无我可得。也就是说，我
现在是学佛的人，已经没有自我了，他在骂谁啊？
过去在你们公司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观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一个人不指名地在骂人，骂到最后，很多人对号入
座跳了起来，可是有些人却如如不动，为什么呢？
因为无我，别人又没有骂我，既然无我，你有什么
被侮辱的境界呢？人空我相，无我相的人，就能够
忍耐，他没有觉得自己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当别
人在骂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五欲六尘
，一切都是空无的，

观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就算别人今天在骂他，对他来讲，因为没有“我”
了，自我没有了，他是修心的人，他没有自己，这
个时候，他就是空了，所以，别人对他的侮辱就不
成立。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用探照灯对着天空照
射，你能够照到天空的底吗？照不到，因为照到的
天空只是云彩，根本不是天，虽然很高，但是没有
到底。你的心如果是空无，你又怎会被它侮辱呢？

观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一个人要学会不生气，用观空的方法，你的瞋恨心
就没有了。他在骂谁啊？我真的不知道，无我了，
因为已经没有“我”了，他在骂谁都不知道，这样
你就不会造新业，造新业就是去跟别人吵架。在公
司里，很多人不点名骂人说：“不要脸的，有本事
当面讲我，不要跑到领导面前去讲我。”

观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一定会有保证好几个人会冲出来：“我讲过你了？
我什么时候讲过你啊？”这就是对号入座了。“无
我”的人就是，你没有讲过，你跳出来干嘛？不去
跟别人争吵，你就不会造新业。

观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就是慈悲的忍耐。首先，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是菩萨
，遇到逆境来的时候，遇到侮辱你的境界来的时候
，你不但不恨别人，你还会慈悲别人，觉得对方很
可怜。他在骂我，实际上他的心脏不舒服了，血压
又高了，他会气得疯掉的，他在冤枉人、得罪人，
他很可怜，这个人生气就是愚痴啊，愚痴的人非常
可怜。

慈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你不但不恨他，相反还觉得他很可怜。不知道你们
是否有这种想法，师父经常这样想，如果有人说师
父不好，师父就会觉得对方很可怜，他怎么什么都
不懂的啊？他这样做是造业、犯口业，他以后年纪
大了，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病倒的时候，就是他自
己的业障所造成的，你要可怜他、慈悲他。

慈忍

白话佛法（十一）44.《忍辱的五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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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修忍辱



问：经常听师父说吃苦就是消业。白话佛法三中讲到，
“一个人忍辱多不容易。持戒和苦行都不及忍辱功德。
持戒已经很厉害吧，修苦行也很厉害吧，都还不如忍
辱，因为忍辱可以消你的孽障啊。苦行不一定能消你
的孽障。”请问，怎么理解苦行不一定消业，吃苦能
够消业？

答：忍辱是灭度，灭度身上的业障，灭度贪瞋痴慢疑。
一忍了就灭度了。吃苦不能解决问题的。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二百零三）

忍辱能消业



学佛要懂得精进。你们知道精进之前要有一个什么素质吗？
那就是一个人想进步必须要忍耐。举个简单例子：你们都
知道当要发起一个总攻的时候要先等待。我们从小看过一
个电影《上甘岭》。敌人发了一颗燃烧弹，结果一直在烧，
都烧到志愿军身上去了，这个志愿军怕被敌人看见，最后
被火烧死了都没敢动一动。因为总攻的时间没到。如果一
个人不能忍耐，他一定没有冲击力。所以我们想要进步之
前必须先要学会忍耐。如果你今天没有忍耐的心，你就进
步不了。你们今天在这里听师父讲课，如果你们没有忍耐，
你们进不了这个房间。就是说动不动发脾气的人进不了这
个房间来学习。

白话佛法（五）31.《解脱众生境界》

忍辱才能精进



因为没有忍耐就没有进步。如果你们不懂得忍耐，你
们就学不好，进步不了。师父讲你们这些徒弟是为谁
好？我就这么愿意讲你们啊？我讲你们就是锻炼你们，
让你们不停地感觉到“唉呀，我身上有很多缺点。我
要忍耐，我要化解……”因为你们身上都有毛病。过
去有人做一件大事，因为不能忍耐，就坚持不下来了。
你们被师父讲过，怎么坚持下来了？就是因为你们学
会了忍耐，所以不烦恼，很多事情就会过去。你只要
不把自己弄烦恼，很多事情就过去了。

白话佛法（五）31.《解脱众生境界》



恶缘来了之后，不要加重它的恶果让它提早爆发，要
学会忍耐，它的恶果就不会马上来。善和恶都是缘分，
你今天不开心，那一定是果报现前。果报现前的话，
善的也是你受，恶的也是你受。佛经上讲“因缘会遇
时，果报还自受”，这就是告诉我们，做人，有时候
看穿了“这是一种果报”，就不会这么执著了。你知
道今天有善缘来了，也不要太高兴，因为那是你种的；
你知道今天恶缘来了，也不要太难受，这也是你种的，
而且别人还替代不了。

恶缘来时忍耐，恶果就不会马上成熟

白话佛啊视频开示 第13集【常令心念无增减】



比方说这个人跟你结冤了，你说“别人替我跟他结”，
那不行，他就死盯着你；今天你有善缘，他说“这个
好事情让我来吧”，不行，就得给你，因为是你种的
善因。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人要懂得承受，不管什么缘
分来了，首先要接受它，然后要慢慢地改变它、承受
它，最后来解决这个缘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3集【常令心念无增减】



我们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在随业受苦。如果我们不能够忍
耐，其实我们就是在造就继续受苦的根源，仍然是迷而未
悟，接下来烦恼又来了。很多人不懂佛法道理，当某件事
情发生了，总在想办法把它解决掉，但是要想想自己是否
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有句话，叫“越描越
黑”。有些时候做错了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忏悔，不要
自作聪明地去解释。事情既然做错了，就说明你不怎么样，
如果还在不停地解释，又能得到怎么样的结果呢？人要有
智慧，智慧是常驻心中的。经常乱讲话的人，是没有智慧
的。

广播讲座（一）6.《学佛学法要从根源上学》

忍能化解烦恼



上个星期有几个人要求做师父的徒弟，问台长有什么要求。
师父讲了第一点要求：这个世界是空的，你要想做徒弟，
首先的条件是你没有对的，你永远是错的。因为这个世界
是空的东西，是假合而成的，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争的？这
人间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你去争什么东西？要记住，
“以诤止诤，不得止；唯有忍，能止诤；此法实乃珍贵”。
就是说，在和人争论的时候，想用争论的方法去停止它是
停止不了的；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一个人忍耐，就不会
再吵了。这个方法是非常珍贵的。做人不要去争，连这个
虚空世界都是假的，争来的能有真的吗？

师父对徒弟的要求

白话佛法（四）27.《心包太虚，把＂诽谤＂当作是善知识》



首先，能堪忍受，能为难事，心不退没。就是不论遇
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忍受，忍耐。学菩萨首先要学会能
忍受，而这个忍受里面不一定都是你的错，就算你是
对的也要忍受。师父经常给你们讲，这个世上没有什
么对错，只有因果。能为难事，就是能抵挡难事，我
来忍受为难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能去做任何困难的事
情。

学菩萨首先要学会忍受

白话佛法（二）27.《学佛境界，学会喜舍》



自己明明可以做的事情，而不去做，让人家去做，这
就是自私，就达不到菩萨的境界，当然乱做也是不对
的。心不退没，你的良心、本性，永远不退没。如果
你做到了菩萨的境界，就永远不会退没。师父的心就
永远不会退没，永远会救人，这样才能称得上是菩萨。
如果碰到事情就躲，碰到事情就溜，碰到事情退却了，
我不修了，我只要保护好自己的修为，这个人永远不
能成为菩萨。

白话佛法（二）27.《学佛境界，学会喜舍》 】



要学会忍辱。人一生中有挫折、诽谤、打击，所有的这一
切我们都要学会忍辱。忍辱的境界非常高，忍辱是菩萨的
境界。一个能够忍耐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比如
对方要和你吵架，你不吵，你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所
以一个有境界的人，你讲他好坏和不讲他，对他来讲都没
有什么影响。忍辱境界的果位很高，相当于八地菩萨的果
位，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有很好的忍耐力，不发脾气，
实际上这个人的境界就很高。

忍辱的境界非常高

白话佛法（四）31.《苦修行到无生法忍（一）》



一个人要忍耐，要有一个心里调节。我们人的毛病就
是忍不住。所以一定要学会克制，一定要有一个心境，
也就是说要克制住，要无我。“无苦集灭道”的意思
是要你把苦全部消除，所以要忍，叫“无生法忍”。
不懂得忍辱精进就没有智慧，没有菩萨的境界。要修
到无生法忍其实就是无所住，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了，
到哪里都一样，都无所谓了，你的心就是无所住。

白话佛法（四）31.《苦修行到无生法忍（一）》 】



对忍辱的正确理解



要接纳他人的不圆满。师父讲给你们听，他人做得不
好，他人做得不圆满，实际上，你要接纳，你把他的
不圆满接纳之后，你就能忍辱。比方说，丈夫最喜欢
做坏事了，每次看见他做坏事，真的恨得不得了，每
次看见他懒的时候，也恨得不得了。如果你接纳他，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就算我欠他的，我
就多做一点吧，我也累不死，反正他在某个方面也为
家里做了很大的贡献。你这么一想之后，你接纳了他
的不圆满，那你就能够忍辱了，你不会去恨他了。

白话佛法（七）41.《智慧三昧》

接纳他人的不圆满也是忍辱



听众：就说忍辱吧，遇到诽谤、别人的一些误解、谩
骂这些要忍辱。但是，如果用“善恶一如”的这种思
想来看的话，遇到一些赞誉、夸奖，是不是也可以视
为一种需要忍的？

2015年01月09日《玄艺问答》节目

面对表扬也需要忍耐



台长：对。你今天问到这个算你有境界了，这不是一般人
能够理解的，这是佛的另一个高深的境界了。今天你既然
讲到了，师父就稍微帮你化开一点点讲。比方说人家骂你、
诽谤你，你可以忍耐，对不对？那么最难忍耐的是人家表
扬你，这个人表扬你的时候你必须忍耐，因为要懂得人间
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诽谤你的话，就说明他在你
原有的基础上在讲一些不实之词；同样表扬你也是在你原
有的基础上过分夸奖你，也是一些不实之词。你用这个方
程式来化解人间的这个不管是诽谤也好、赞誉也好，都把
它当成一种不实之词，你就不会去有不平等的心了。

2015年01月09日《玄艺问答》节目



人的毛病就是出在说好话的时候觉得自己沾沾自喜。
曾经有一个人是台长的弟子，大家都对他好得不得了，
对他非常好，都觉得他：哎哟，他怎么样，他这么有
能力……对他这么好，他不知道他是在佛的加被之下
才会有这么多人对他好的，结果他离开心灵法门之后
没人理他了，他现在在家里还是打工，从此失去光环，
没有人会找他。因为你离开了佛，你什么都不是，就
像师父一样，我今天弘扬佛法，这么多人说“哎呀师
父啊，你弘扬佛法你很好”，如果我今天不弘扬佛法
了呢？

2015年01月09日《玄艺问答》节目



你就是一个小台长，什么都不是。所以一个人不能离
开佛性，一个人不能在别人的赞誉面前沾沾自喜，觉
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算什么啊？你不就是个人吗？你
每天还做着这么多烂事，还想着这么多的烂事，身上
散发出那些臭味，从思想上到肉体上，你把自己看得
这么高干吗？你今天做错事情了，你不是跟一个犯人
一模一样吗？为什么要弄得像人家看见你最好要怎样
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个世界这么多出事的人，他在
做坏事、坑害人民的时候他想到有今天吗？

2015年01月09日《玄艺问答》节目



所以在赞誉面前也要好好地忍辱，他赞誉我，就是在
骂我，因为我做得还不够，还要更努力地做，我根本
不配，这才叫境界啊！人家说你“哎呀，是菩萨”，
师父说“我不是菩萨，菩萨是观世音菩萨”，但是你
做的行为已经跟菩萨很像了，大家才会说你菩萨，人
家说你菩萨并不代表你就是菩萨，这才叫境界啊！人
家一说你什么你就骨头轻啊？有的人头发往后面一梳，
人家说“哎哟，你长得怎么像观世音菩萨？”你就是
观世音菩萨了？没有佛光的普照你算什么啊？！

2015年01月09日《玄艺问答》节目



听众：在菩萨面前就是特别惭愧，真的太惭愧了！

台长：太惭愧了，每一个人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呢，
还呼风唤雨呢，我告诉你，这种人就是会失败的。真
正一个正法、一个弘扬佛法的掌舵人他不能有任何骄
傲情绪，不能自以为是，经常要把自己看得最低，一
钱不值。你卢台长一钱不值怎么样？只不过是跟他们
一样是一个弘法人，你就不会骄傲，不会有不平等心
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再伟大的人又怎么样？你拿
破仑又怎么样？你凯撒大帝又怎么样？

2015年01月09日《玄艺问答》节目



懂得低头，你才能出头 师父跟你们讲，学佛人在现代生
活当中，要学会低调，因为低调的人不容易被人家排挤和
嫉妒。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昧地昂着
头生活，那你就会给人一种趾高气扬、贡高我慢的感觉，
慢慢地你就会让别人敬而远之，久而久之就会让别人弃而
离之。 如果我们学佛人完全经常低着头，那也不好，会
给人有一种懦弱无能、无正能量的感觉，久而久之会让别
人看不起你，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型的人物。所以，很多人
越是心中有自卑感，他越是拥有自尊心。随缘地低头，随
顺众生，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豁达开
朗的胸怀，是忍辱的境界。

2019墨尔本法会开示

忍辱不是懦弱



随缘地低头，不是委曲求全的懦弱，而是智慧地对人
和事物的一种理解，一种烦恼即菩提的修养。 拥有般
若的标志，人家说你这个人拥有般若的标志是什么？
你今天能够明白什么？那是一种金刚志和恒长志的状
态。什么叫金刚志？就是有金刚般的般若之心。 记住，
一个能够让别人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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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墨尔本法会开示



问：师父教导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对待修行中的每一个人，
包括给我们障碍、打击我们的人，以及让我们痛苦和烦
恼的事；同时师父也教导我们要口吐莲花，尽量不要给
别人带去烦恼。但是在我们现实当中，会碰到一些同修
经常板着脸用生硬的语气教训别的师兄或者佛友，还说：
“我是为你们好，因为师父说过要修六度波罗蜜，其中
之一就是修忍辱。我这样讲话就是让你们修忍辱。”如
果别的师兄或者佛友生气，就是没有境界。请问师父，
这样的行为属于增上缘吗？他是有功德还是有业障？

新加坡弟子辅导提问190512 】

佛法的戒律是要求自己，不是别人



答：首先，对他自己来讲，他如果跟人家这么讲，别
人如果理解为一种增上缘，别人就是对的，人家的境
界比他高。他如果利用佛法修六波罗蜜的这种境界来
对人家指手画脚，说明他已经完全走偏了。听得懂吗？
（明白）他是在找歪理。不可以说“我骂你，我讲你
不好，你不能动；你一动，你就是没有境界。”人家
能够忍辱是人家的境界，你能够忍辱吗？你反过来叫
这个同修马上说：“现在我来骂你，你修忍辱啊！”
你叫他修忍辱啊！

新加坡弟子辅导提问190512 



“辱”从何而来



男听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容易被人欺负，我
理解可能是前世造的因所得的果，或者欺负人的人在
造今世的因？

Wenda20120406 01:12:47 

冤结都是前世的因果



卢台长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有很多人在讲：“这
个人经常被人欺负。”你说：“这是我前世欠他的。”有
没有这种可能这个人前世根本没欺负过人的，现在被人欺
负呢？导火线是这个欺负你的人肯定跟你有冤结，但是冤
结有多深，是不知道的。肯定是一点点冤结，但今世他昧
了良心，造新业。他看见这个人好欺负好骗，就不停的骗
他，不停的欺负他，他就在旧业中又造了新业。这次欠得
厉害了。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定是有关系。但是这
个人是造新业，不一定就是你还欠他这么多的债。你已经
还清了，但他还在欺负你（反欠了。碰到这种事情，我们
心里就想：“哎呦，谢谢你来欺了，谢谢你来考验我。”）
这就叫“增上缘”，增加你上进的源泉

Wenda20120406 01:12:47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我放开，没有我才能把自己真正融化在
社会当中，你才不会生气。因为我生气，我难过，我不开
心，我恨等等都是这个“我”在作怪。如果能把这个“我”
字放弃就不会生气难过。如果一个人天天高高兴兴地活在
世界上，就是活在天上，活在天堂。如果一个人天天生气
很难过，就是活在地狱。难过就会伤身体，缩短寿命，如
果气量小容不下事情可能会被气死。我要求你们每个徒弟
要相互包容，相互爱护。我告诉你们，不管别人讲出什么
话人家都是对的，人家没有错，错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有
个我。

白话佛法（一）20.《和徒弟谈”见思惑”》

因为有“我”，才需要忍耐



你去看一个人，经常一开口就是道人长短的人，他与
佛菩萨的理念就是相违背的，因为菩萨不论别人的是
非，因为你进入了是非当中就会执著。你拥有着执著
的心，你就会有执著的行，因为你的心指挥着你的行
为，你就会给自己设立很多的屏障。很多人为什么在
单位里不受人家喜欢？很简单，“你不喜欢我好了，
我也不喜欢你，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他
自己心中有一个屏障，他觉得别人总是错的，而他自
己是对的就可以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39集【证悟空性照见五蕴】

执著导致障碍



这个要恰到好处，如果你自己的执著影响到你，使你
与别人的关系不能融合，那你就是在障碍之中。有一
个方法就可以让你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过头：你不喜
欢的人，他讲什么话，你看看你能不能随缘。如果他
讲笑话你能跟着他笑，说明你是随缘的，你就不会进
入跟他的这个障碍之中，有障碍的话你就得念解结咒，
对不对？跟他化解，化解因缘，解结咒化解因缘。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39集【证悟空性照见五蕴】



“事修谤兴”，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在修行的
时候，很多诽谤的事情就出来了。“德高毁来”，当你德
高望重的时候，损毁你的事情就会来了。“始我如是也”，
就是说我还是原来的我，就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因为你
德高了，人家来毁你了；因为你把事情做好了，诽谤的事
情也来了。你呢，还是原来的你。诽谤于我何损啊，诽谤
能够拿我怎么样啊？当然，我要把它作为一个善知识来处
理。你们做得到吗？听到诽谤的恶言，应该知道，这实际
上是在增加自己的功德啊。今天他骂你了，实际上就是增
加你的功德啊。人家指出你的缺点，你应该把他视为善知
识，不要去恨他。

白话佛法（四）27.《心包太虚，把＂诽谤＂当作是善知识

事修谤兴，徳高毁来



在忍辱中要学会
化解和放下



学佛不是说你拜拜佛，迷信，求求菩萨保佑我家里好，
一种福报，是解脱，它不是迷信，它是智慧地解脱，
它完全能够放下自己的烦恼，你今天还放不下，你不
可能精进，也不可能忍辱。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要用忍
辱心，来断尽自己的烦恼心。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39集【证悟空性照见五蕴】

忍辱不是最高的境界，要化解。



你们天天念《心经》，可是碰到事情照样发脾气。如果你
今天懂得念经化解，师父马上让你们用《心经》来化解心
中的惆怅。今天你跟太太吵架，或者跟丈夫吵架，当你气
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如果知道，今天的气是生出来的，最
后一定会灭掉，明天就没有了，后天会有吗？那你为什么
今天还要生这么大的气呢？你知道明天不会再这么吵了，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生气？气不生何来啊？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当自己太太欺负自己，或者自己丈夫欺
负你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就是生灭啊”，烦恼时间
就过去了，“我不要生气，我不要发神经，把东西摔坏了，
还得自己掏钱买”。

用念经来化解

白话佛法（十一）40.《五蕴皆空（三）》



师父上次给弟子开示的时候讲了一段很精彩的东西，
我想你们现在可能都忘记了。就是要在自己心中铸成
一道墙，而这道墙是什么？就是让你经常有问必答的
答在心中。就是说碰到什么事情了，我先想好怎么来
应付。比方说你知道你老公经常会喝酒，你就想好只
要他一喝酒我该怎么办？又比方说他发脾气骂我了，
一想到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而这个怎么办并不是说
让你对付他怎么办，而是用一种佛法的化解方法在自
己的八识田中铸成好了。

白话佛法（四）46.《调养身息光明心》

用正能量来化解



等到他一骂你你就会想到，“哎呀，真可怜”。好了，
他跟你一吵架，你接下来马上就想到这句话，你就不
会吵了。对孩子也是一样。孩子说：“妈妈我今天考
试考得不好。”“没有关系，下次考好一点。”因为
你想好了，孩子也不容易。这样想想，那样想想，你
在心中铸成了一道佛墙，就是佛菩萨的墙来抵挡、来
化解你在人间碰到的所有的障碍。师父讲的就像电脑
里的防火墙一样。你已经有准备了，你就不会生气了。

白话佛法（四）46.《调养身息光明心》



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有般若，想一想我们很多人，
对一件事情想不通的时候，就是不肯放下，要面子，
有的时候你只要跟别人说一句，对不起，我做错了，
马上这件事情就没了，你根本用不着背负很沉重的包
袱，一天两天三天，这么折磨自己的内心，一句话可
以化解冤结，一个笑脸可以化解烦恼的，人总是在自
己的美容 美颜上，或者在美体上，但是忘了你应该好
好地，让你的心变得美 变得善良，你要点亮你内心的
佛光，你就是心灵美。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55集【汝心本性 观自在】

放下面子可以化解很多



一个慈悲的人，他就能够降伏一切，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
没谁欠你的，你也不欠谁的，这一切都是充满着慈悲。拥
有着智慧，帮助别人，别人帮助你不是应该的，是别人的
慈悲心，当你拥有这些正确的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克服你
自己内心中的邪念，当你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有冤结的
时候。你会拥有心中的慈悲去化解它。永远要体谅别人，
永远要懂得，这个世界上真正最大最强是什么，我们学佛
人要懂得，真正最大最强的就是慈悲喜舍。因为因果报应
最强，因为只有慈悲喜舍，你才不会动到你的因果报应。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57集【恒常学佛是根】

慈悲能降伏一切，包括冤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