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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61集【五浊烦恼是业障】62集【性中相知 元明觉】 

                第61集视频 第62集视频 

第 1 段 

大家都知道末法时期五浊恶世，有五种恶、五种浊。首先第一个浊叫

劫浊。劫，我们经常讲劫难；浊就是污浊，劫浊。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你今天讲劫数难逃。你今天“三六九”，那么人家就讲了，

“三六九”你劫数难逃，你四十九岁、三十九、二十九，你就会有劫。

那么劫数难逃、在劫难逃，这个就是我们说“劫浊”的“劫”字。实

际上就是这个劫难，这个劫难用佛法的高深的佛理来解释，就是时

间和空间的综合。你想想看，“劫”是不是有时间概念，你几岁有

劫了，你过不去明年，你再这样身体不好下去，你一定会动手术，是

不是一个劫？那么就是劫难。那个劫难是不是有时间的？有的，时间。

那么空间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如果你今天处在五个人都抽烟的当

中，而你自己不抽烟，你这个空间造成了你一定会得肺炎。因为五个

人的二手烟你都在抽，都在吸进去。所以时间和空间造成了这个劫。

在佛法里边把这个劫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个劫数就是讲给我们听时空

的观念。你这个时候未到，我们说“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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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你劫数了，时间到了，你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就是师父

告诉你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为什么你不能解脱？你这个苦难 ，

求了菩萨半天，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因为你时间没到，因为

你拜佛的空间，就是心里边的空间，还没有完全清洁干净，所以你

就不能解脱。“为什么我不能证道？”因为时空让你证不了道。所

以这个“劫”就是劫浊，就是劫难的劫。很多人在时间、空间当中很

难躲过。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这么怕？一到自己的业障来了，吓得不得

了？是真的，怎么不吓？你告诉我怎么会不吓？来的时候躲都躲不过

去，讲讲话就讲出事情出来了；做做事情，明明平时是对的，今天就

出事了，“哎呀，怎么搞的？我为什么这么糊涂？”因为你进入了

时间、空间的劫难当中——劫浊。 

 

第2段 

第二个叫见浊。“见”就是见地的错误。见地是什么？见解，你了

解的错误。你们想想人做错很多事情，是不是很多时候因为你理解错

误？所以你再判断错误，说出来错误的话，想出来错误的思维，到了

最后做出来错误的行为。很多人因为见地的错误，所以他不能成佛。

你理解错误，你以为佛法是这样的吗，你以为佛法是那样的吗，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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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自己已经理解了佛法了吗？这个一切见地的错误，所以造成了你

见浊。“浊”就是不好、污染，你看到的东西不是事实了，见浊了。

我们有时候打坐，觉得气脉通了，人很舒服，“我已经到哪里了，我

的穴位和穴道都打通了”，你见到了、觉得自己打通了，你见到了浊

——错了。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你没有真正地开悟，你只是感觉上

开悟了，实际上你见解地理解了错误。你以为看到菩萨你就修成了，

你就有果位了，那你见浊——见到的见地的错误。所以很多人，你看

他，他觉得他自己功夫很深，不讲话，在边上凝神屏气，边上人一看

功夫好深。你看看师父碰到很多这种“高人”，师父还是笑嘻嘻地跟

他们讲，但是他们凝神屏气的，好像在跟师父在气场运作一样的，师

父还是笑嘻嘻的，结果他就知道了。实际上不是你的显化，不是你的

见解的理解，你认为对的就是对的。有些人修到了头上放毫光，就是

有一点点坛城了，他也不能算是成佛了。我们很多的学佛的高僧大德，

曾经跟我们都讲过，就是你头顶有光，修到头顶有光犹为幻，还是幻

觉，不是真实的；就是你云生足下未为仙，不一定是神仙。所以有的

人走路的时候，人家看到他脚下好像有雾气一样，好像有云彩一样，

不一定就是仙人。所以见浊就是你理解的不一定是对，见解、见地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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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段 

第三叫烦恼浊。烦恼浊，大家知道烦恼，能够看破烦恼的人，就知

道佛法对烦恼的理解，因为烦恼本空，烦恼是空的。所以很多人很

傻的。烦、痛苦、难受，一个月之后、一个礼拜之后、两天之后、三

天之后，你还烦吗？烦的时候眉毛皱起来、难受，给人家脸看，就是

想不通。过两天想通了，你好，自己想想我怎么搞的，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因为你想通了。你想不通，因为你有烦恼浊，你的烦恼

的污浊之气在你的身上，你脱离不了。烦恼，用师父跟你们讲的话说，

你自己在骗自己，你自己在吓自己。“这事情下去怎么办？这事情怎

么办？”这是烦恼。你自己在骗自己，自己在吓自己，“我烦死了”，

有什么好烦的？你要是有菩萨保佑，你烦什么？你要是有菩萨的智慧，

你烦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有智慧的人，烦恼

不能成为他的一种污浊；没有智慧的人碰到烦恼就被它污浊了。所

以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有多少烦恼就是跨不

过去，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多么地可笑，多么地愚痴？你们现在回忆起

你们过去，是不是很愚痴？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傻？还觉得自己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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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段  

第四，众生浊。众生是什么，就是人群，众生就是社会。 你在众生

当中污浊，也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死要面子，你就污浊，你不肯承

认自己的缺点，你就受到污浊。你因为别人、众生人多，你就拼命

地要抓住一些利益，要留住一些好的，认为对自己好的利益和欲望，

这样你就进入了众生浊。很多人在个人面前可以讲自己不好，只要人

一多，马上否认，死要面子。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学佛的人一定要

克服众生浊，实际上就是不能死要面子。所以我们欲望不能把它留

在心中。因为有欲望的人，你只要有人在边上、有众生在边上，你

就想抓住他，就想让自己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印象。举个简单例子，

开一个 party(聚会)。很多人就是想跟人家不一样:穿得跟人家不一

样;走进去讲话要跟人家不一样，总是要想找一个方法来吸引人家的

注意;有的时候实在别人不注意，有意地把酒杯打碎等等，你们在电

影里都看过，他是犯了众生浊。我们要懂得众生不管说什么事情，你

要记住时代在变，我们人的性格也在变，这个世界没有不变的。你不

要因为社会的变化、众生的变化，而自己的内心起了变化。有一个好

朋友好久不见，人家一问他，“哎呀，他已经走了?”其实“运程常

变，无常迁域”，就是无常让你“迁”，就是移走你的，域就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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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域。川流不息。所以无常永远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要不去重视

它。一般的凡夫俗子众生，他不知道环境的变化并不能使你得到什么，

你的命运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你业力的变化。因为你造业了，你的命

就变化了;因为你太注重你的面子，你就进入了你的业力。你如果懂

得这个世界一切都无常，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失去，这样你理解了命运

真实的含义，你得到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有

财无命，就是有财产的这个人钱很多，但是没这个命;有的人有命就

无财。很多人说:“师父，您帮我算算看。”我说:“你不要来找我算

命。你有你的命，你自己的命你完全自己能控制好。你读书读得好，

一定能毕业。”而且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它不会给你圆满的，就

是给你不停的考验，这也是无常的一种。很多人读书读得好，但是

他不一定发财;有的人财发得多，但是他不一定学问很好;有的人他比

你长得好看，你很羡慕他，但是他命比你苦。为什么?因为他好看，

受到折磨。所以你比他长得丑，可能你钱还比他多几个呢。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不会让你完全觉得圆满，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什

么完全的阴阳平衡，如果阴阳完全平衡，就不存在阴晴圆缺。这个世

界，各人有各人的命，各人有各人的福，不要去羡人。莫羡人，不要

去羡慕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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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段  

所以要除掉烦恼，应该拥有无我。今天众生浊，师父给大家稍微讲多

了一点。应该无我，人怎么样除了烦恼?真正做到无我，就是脑子里

就想着别人，你就空了，你脑子里都是想着别人，你一定不会烦恼。

你只要想到“我怎么办，我没面子，我丢人，我应该怎么样，我为什

么还没有得到，我为什么还没拿到”，你就有烦恼。“为什么我做了

这么多，还是他比我好?”不要羡慕人家，不要去忌妒别人，你的智

慧就会长。你心中只有想着别人希望别人好，你这个人就能学佛学到

心肠好。很多人为什么他的境界高?他经常觉得自己苦一点没关系，

大家好就好，这才叫学佛。“我多付出一点，只要让大家开心就好”。

但是很多人就想不通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凭什么我要多一点、多

付出一点?”那么你慢慢地就编织了你内心的妄想和空幻，你这样的

话，在你的心中就是矛盾构成了妄想，因为你对这件事情的不理解，

让你产生了无明，无明会产生妄想。我不明白凭什么他比我好，我

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烂师父还要对他好。那你知道他前世的功力吗，

你知道他前世从什么地方来的吗?他有他的福报，只是福报用完了，

他就没了。所以不要去用自己的无明，去造成自己的幻想。所以众生

浊，就是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众生，因为我们的生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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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灵魂，已经受到了污染，所以众生都受到了很多的污染。所以，

为什么并不是别人大家都说好的事情就一定是好的，因为大家在这个

人道里边，都受到了污染，很脏。 

 

第 6 段  

接下去跟大家讲第五个，命浊，就是生命的污浊。你们想想看，心

中充满着邪思邪念，把别人都看扁，做人自己做得像鬼一样，偷偷摸

摸、动小脑筋、陷害别人、不讲真话，非正命，不是你正的命。非

正命，你的命不正，你就会浊，污浊。你说一个人命不好，他是不

是命就比较浊?浊就是污浊。所以很多人越自己的命不好，越要想办

法去伤害别人，去自己用自己的利益去得到更多。所以不是正命而生，

而且没有用正命来活，他就达不到八正道的正命。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八正道，以后你们要是喜欢听，师父再给你们讲

八正道。因为这个正道你好好地去做，你出来就是正命。正命的人

就是离邪命而去。很多人邪命，那就是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想，做

事情总是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他不做，自私自利。

用现代话讲，就是不能顺自己的本性的自然。因为本性都是善良的，

都是包容别人，都应该帮助别人，而这些人整天地活在世界上，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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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窃者一样，偷人家的，人家的善良被他偷去，骗人家的钱财，做不

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有的人嘴巴讲得很好，经念得

很好，把佛学讲得头头是道。师父跟他说，这种人就叫“口头佛”。

嘴巴很会讲佛，口头说佛。所以很多的禅语，你要落实到行动上。

师父跟大家讲了很多的禅语，禅定的语言。很多人理性上知道，但是

就是落实不到他自己的行为上。懂道理，讲得一套套的，学识很高、

理论高，你有没有性中相知。就是在本性当中你能真正理解它吗?不

是表面的理解，而是本性当中的理解它，叫性中相知。在理性上知

道还不够，要你的本性上知道，真正地了解它。所以学佛之后，知

因懂果，明白什么事情能够懂得不要让自己生气，生气的时候就是业

报到来。所以很多人整天业报，为什么，一生气整个身体不平衡，免

疫系统受到损害和伤害。然后自己还觉得自己有道理，拼命地哭、叫、

闹，慢慢地时间长了，他就业报产生了。还有很多人说得头头是道，

我放下了，我怎么怎么，你看看他，不肯承认自己缺点错误的，只

是口头上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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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第1.1段原文】 

五浊，大家都知道末法时期五浊恶世，有五种恶、五种浊。首先第一

个浊叫劫浊。劫，我们经常讲劫难；浊就是污浊，劫浊。在这个世

界上，实际上你今天讲劫数难逃。你今天“三六九”，那么人家就讲

了，“三六九”你劫数难逃，你四十九岁、三十九、二十九，你就会

有劫。那么劫数难逃、在劫难逃，这个就是我们说“劫浊”的“劫”

字。 

 

【第1.1段延申】关于三、六、九 

wenda20120715A  62:22  

男听众：犯太岁、“三六九”关劫和本命年，哪个对我们影响更大？ 

台长答：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三六九”，因为人的劫数不断，所以

说“千劫难遇，百万劫难逢”，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有不断的劫。

所以“三六九”是避不开的，每个人都避不开的（师父，“三六九”

是一个定数吗？）对。人的命当中的“三六九”相当于人家说“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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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人一定要走掉”一样。这是天律，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所有

的人都会这样，相当于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三六九”本来就是

对人的身体有影响的，就是劫。这个劫的大小是根据你前世的业障

而定，实际上这是个收割期，是对你人生所做事情的报应（现在我

们修心念经了，以后劫到了是不是就会化小？化小以后是不是还会产

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大事会化小，但是一定会有烙印。就像

算命算出来会撞车，开车撞了，人一点没事，你这个劫就过了（是不

是像小孽障，这个劫的孽障消掉了，就不再反复了？）应该就消掉了

一个小孽障，但是如果你有新业，连旧带新一起算在下一次。 

 

【第1.1段延申】如何度过三、六、九 

摘自《玄学问答一百三十九》         点击阅读 

一般遇到命中很大的“关”，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一般要每天

49遍消灾吉祥神咒。一般遇到三、六、九大劫的时候，可以在生日前

三个月开始每天念诵3拨的49-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其中一拨作为功

课，另外两拨可以点到自修经文上，可以采用每张272遍的小张的消

灾吉祥神咒自修经文，将这些自修经文储存起来，可以在生日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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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小房子，将所有的自修经文一起烧掉，求观世音菩萨化解关劫，

消灾解难。 

 

【第1.1段延申】一个大劫由三个小劫组成 

wenda20130804A  23:30  

一般一个大劫会由三个小劫组成，中国人常讲的过一过二不过三，

实际上就是三个小劫，最早的时候一个劫过了，然后当中还有一个，

再有一个，所以就算一个大劫来的时候，大劫之后还会有个小劫。 

 

【第1.2段原文】 

实际上就是这个劫难，这个劫难用佛法的高深的佛理来解释，就是

时间和空间的综合。你想想看，“劫”是不是有时间概念，你几岁

有劫了，你过不去明年，你再这样身体不好下去，你一定会动手术，

是不是一个劫？那么就是劫难。那个劫难是不是有时间的？有的，时

间。那么空间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如果你今天处在五个人都抽

烟的当中，而你自己不抽烟，你这个空间造成了你一定会得肺炎。因

为五个人的二手烟你都在抽，都在吸进去。所以时间和空间造成了这

个劫。在佛法里边把这个劫解释得非常清楚，这个劫数就是讲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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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时空的观念。你这个时候未到，我们说“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今天到了你劫数了，时间到了，你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就是

师父告诉你们，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第1.2段延申】业障爆发之前有什么征兆 

Wenda20160124A 51:44 

女听众：师父，业障爆发的时候，有什么一点点征兆吗？ 

台长答：有！连续倒霉。之前就开始倒霉了。你觉得最近一直不顺利，

就孕育着有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做错事情怎么会没感觉？一个人每天

开车，那天差点闯祸，回来跟人家说“哎呀，差点闯祸”。你就要当

心了，过两天你真闯祸了。明白了吗？你看脸上发一个东西，“哎呀，

好像发一个东西嘛”“好像过两天就没了”。你要当心了，可能会真

发出来了。 

 

【第1.2段延申】如何知道劫已经过了 

wenda20150705A  07:53 

女听众：我现在是“三六九”，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劫已经过了？ 

台长答：自己的劫过不过，首先要看你在这个劫当中有没有摔伤、

弄伤，这种都是小的劫就过了你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如果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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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倒霉说明还没过；如果已经不倒霉了，比方说摔过一下没摔伤，

这就是一个劫过了。 

 

【第1.2段延申】提早激活的业障没有力量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9篇【念礼佛大忏悔文，消自己的孽障】     点击阅读 

提早激活的孽障都是没有力量的。比如说，一个孩子不到足月就早

产了，这孩子会有力量吗？这样提早激活的孽障需要赶紧念小房子，

所念小房子的数量比报应期到来时所需要小房子的数量要少很多。

等到报应期来的时候，有时念很多的小房子也不一定能够消灾。这就

是为什么病要早看。如果念《礼佛大忏悔文》到一定时候，那个部位

痛了，就是那个部位的孽障激活了，激活是一件好事情。孽障激活后，

再念几张小房子，这个孽障就能够消掉了。就是说在这个（果子）、

这个孽障还没有成熟之前，赶紧把它灭掉。就像长了子宫肌瘤，刚出

来就把它割掉，是不是比它长大了再去割掉容易呢。道理是一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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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段延申】有债早还 

Wenda20170910A  15:01 

男听众：业障爆发前念小房子和放生是否比业障爆发后再做更有效呢？ 

台长答：那当然了。没爆发之前10张就能解决问题，爆发之后100张

都解决不了，就这么厉害。没有爆发前100条就解决了，爆发后10000

条差不多。两种概念，一个是没有犯罪，一个是已经犯了罪了，质

的变化。业障爆发就等于已经报应了。你没有送到监狱之前，在外

面当然是自由的，送到监狱说“我再改”，在里边哭，你说有什么用？

道理一样的。 

 

【第2.1段原文】 

第二个叫见浊。“见”就是见地的错误。见地是什么？见解，你了

解的错误。你们想想人做错很多事情，是不是很多时候因为你理解错

误？所以你再判断错误，说出来错误的话，想出来错误的思维，到了

最后做出来错误的行为。很多人因为见地的错误，所以他不能成佛。

你理解错误，你以为佛法是这样的吗，你以为佛法是那样的吗，你以

为你自己已经理解了佛法了吗？这个一切见地的错误，所以造成了你

见浊。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 61 集【五浊烦恼是业障】62 集【性中相知 元明觉】 
 

 16 

【第2.1段延申】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感觉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始 第53集【初意识会影响主意识】     点击视频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想出来的，实际上这就是神识的变化。

精神上有一点神识的变化并不代表一定是对的。很多人修心修到后来，

感觉是对的，其实不一定是对的，要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不要粗略地理解为“菩萨在指导我”。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有个

感觉”，感觉不对再去跟人家解释，人家说你神经病。“我有感觉我

老婆不开心了”，跑过去，“老婆，你不要不开心。”“我什么时候

不开心了？”感觉不一定正确的，感觉过头的人就是毛病很多。你整

天在单位里跟老板感觉，感觉到最后，老板就叫你回家感觉去吧。所

以一定要记住，不要粗略地理解为“菩萨在指导我”，就犹如你制

造出一个产品是件衣服，你要修掉很多边角料一样。你想出来一个事

情，要把它修得正一点，要用佛菩萨的智慧去修正自己意识的误差，

就像一件衣服，要把边角料剪掉一样。每一个意念出来都不一定正

的，要经过加工、提炼，才能成为一个正品。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搞得

清楚，意识当中有个意念出来，不知道它是对的、错的，意识的整体

概念我们不知道。这个意识出来是好的、不好的？对人家好不好？不

知道，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但要记住，不要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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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如果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识，那叫执著。不能执著，因为对

自己的意识，你不能理解它的整体概念，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

识。 

 

【第2.2段原文】 

“浊”就是不好、污染，你看到的东西不是事实了，见浊了。我们有

时候打坐，觉得气脉通了，人很舒服，“我已经到哪里了，我的穴位

和穴道都打通了”，你见到了、觉得自己打通了，你见到了浊 

——错了。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你没有真正地开悟，你只是感觉

上开悟了，实际上你见解地理解了错误。你以为看到菩萨你就修成

了，你就有果位了，那你见浊——见到的见地的错误。 

 

【第 2.2段延申】 无明就会妄动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始第 38 集【解脱是智 生光生慧】      点击视频 

为什么佛教界经常讲，一心是佛，一心是魔，就看你的心是到底怎

么想的，你首先要想去除无明，你要懂得无明怎么来的，师父告诉你

们，无明是过去无始的烦恼，无始劫以来的烦恼，造成我们到这辈子

到人间来，我们还是想不通，还是搞不清楚，因为我们曾经做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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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事，因为我们曾经造过很多无明的业障，所以这辈子我们懂了，因

为我们过去无始的烦恼，和愚痴迷惑的结合，上辈子你做错多少糊涂

的事情，你这辈子做过多少愚痴的事情。 

所以无明妄动，一个人不明白就会说，我去做，没关系，我去做，乱

闯，那就会出事，你如果明白这个事情不容易，还有很多的限制，还

有很多的规矩，你就不会盲动，你看出事的人都是因为他无明妄动，

所以在佛教界讲，无明妄动，那本身就是一种愚痴，你不明白，你

还要拼命地去乱动，去行动，你以为是对的，最后你就叫增长愚痴，

这就是轮回的根本，所以无明产生愚痴，最后进入轮回，所以轮回

的根本，就是你这辈子在人间生生死死的根本。 

 

【第2.3段原文】 

所以很多人，你看他，他觉得他自己功夫很深，不讲话，在边上凝神

屏气，边上人一看功夫好深。你看看师父碰到很多这种“高人”，师

父还是笑嘻嘻地跟他们讲，但是他们凝神屏气的，好像在跟师父在气

场运作一样的，师父还是笑嘻嘻的，结果他就知道了。实际上不是你

的显化，不是你的见解的理解，你认为对的就是对的。有些人修到了

头上放毫光，就是有一点点坛城了，他也不能算是成佛了。我们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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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佛的高僧大德，曾经跟我们都讲过，就是你头顶有光，修到头顶

有光犹为幻，还是幻觉，不是真实的；就是你云生足下未为仙，不

一定是神仙。所以有的人走路的时候，人家看到他脚下好像有雾气一

样，好像有云彩一样，不一定就是仙人。所以见浊就是你理解的不

一定是对，见解、见地不对。 

 

【第2.3延申】不要执著感应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53集【静定是观照】        点击视频 

师父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有多少学佛的人，他们学到后来为什么

精神不正常啊？因为他们整天以为自己是菩萨，整天想做菩萨，他又

没有这个根基，又没有好好地行门，又没有证悟，所以最后灵性上身

了。因为灵性就是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什么，然后你就接受了他，当

你一接受他，你就跟他一样了。举个简单例子：为什么骗子能够老得

手，因为骗子知道你想干什么，他就告诉你，你只要这样，保证能够

满足你的要求，所以你就会上当。你想赚钱，他就跟你说，你把这点

本钱拿出来之后，我可以帮你赚更多的钱，最后你这个钱就亏掉了，

所以你就污染了。所以你到慢慢地时间长了，你就不正常了，脑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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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了。所以很多人就神经兮兮的，整天说人家“你有病啊，那个

人有病啊”，你去看好了，经常说人家有病的人，身上一定有毛病。 

 

【第2.3段延申】关于见地的开示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始第 52 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点击视频 

所以很多人没师父，自己盲修瞎练，到最后见地又不对，所以见地

不对的话，就是你对学佛，对人生，最后产生的见解理解不对了，

那么你见地又不对了，见地不对了，你就理不对了，就是不是正确的

理论了。所以学佛学到后来，很多人为什么逼着人家，你学佛，你不

能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他的见解错误了，他见解错误之后，

他就对事对人都会产生偏差，所以你见解错了，你的行愿就做不到

了，行愿没了。行愿是什么?要去行，有愿力你要去做，那你行愿没

有，你的功德怎么能圆满呢。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功德

圆满，功德要圆要满，要懂得圆满。你见地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到位

呢，就是你的见解为什么跟人家出偏差，不到位，因为你修证没有到，

因为你修心你没有证道，什么叫没证道，你修心不到位。比方说你今

天五戒里边你守的两戒，你算到位吗，你说“我不杀生、我 不偷

盗”，好，你两戒守了，很好，那你又妄语又喝酒又邪淫，那你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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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人吗?你不到位，你能圆满吗?你智慧不够圆满，你的行愿就不够

圆满，你的愿力就永远不会圆满，你跟菩萨行愿的时候：“菩萨，我

一定这样，我一定这样”你不圆满的。 

 

【第3.1段原文】 

第三叫烦恼浊。烦恼浊，大家知道烦恼，能够看破烦恼的人，就知

道佛法对烦恼的理解，因为烦恼本空，烦恼是空的。所以很多人很傻

的。烦、痛苦、难受，一个月之后、一个礼拜之后、两天之后、三天

之后，你还烦吗？烦的时候眉毛皱起来、难受，给人家脸看，就是想

不通。过两天想通了，你好，自己想想我怎么搞的，一会儿这样，一

会儿那样，因为你想通了。你想不通，因为你有烦恼浊，你的烦恼的

污浊之气在你的身上，你脱离不了。烦恼，用师父跟你们讲的话说，

你自己在骗自己，你自己在吓自己。“这事情下去怎么办？这事情怎

么办？”这是烦恼。你自己在骗自己，自己在吓自己：“我烦死了。” 

有什么好烦的？你要是有菩萨保佑，你烦什么？你要是有菩萨的智慧，

你烦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有智慧的人，烦恼

不能成为他的一种污浊；没有智慧的人碰到烦恼就被它污浊了。所

以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有多少烦恼就是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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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多么地可笑，多么地愚痴？你们现在回忆起

你们过去，是不是很愚痴？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傻？还觉得自己要面子。 

 

【第3.1段延申】开悟人的烦恼和普通人的烦恼有什么不同 

shuohua20170707   19:46   

男听众：师父，您说您也有烦恼，那开悟的人也有烦恼吗？开悟的人

的烦恼和普通人的烦恼有什么不同？ 

台长答：我问你，当年佛陀有没有烦恼？（也有烦恼）好了，你这句

话就用不着问我了。举个简单例子，开悟人的烦恼和不开悟人的烦

恼，烦恼是一样的。只是，开悟的人，烦恼即菩提，他一烦恼，马

上想出办法解决掉了（是）人家烦恼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

两个月，一年、三年……他呢？一分钟、两分钟，结束，那不就是菩

提了吗？烦恼都是一样。烦恼就是什么？比方说吃东西，很多人肠胃

不好，那么一烦恼，烦得非常不开心。我们是什么？我们一点不烦恼，

我们消化系统很好，吃下去就消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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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段延申】为何有宿命通后还不能漏尽烦恼 

wenda20160603  09:41   

女听众：师父您好！五通和六通的问题，五通算是六通最后一个“漏

尽通”的基础？（应该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了宿命通以后，他都

知道他的前世，知道好几世就是因果，都知道为什么这一生是这样子，

他还不能够漏尽烦恼呢？ 

台长答：我问你，你不是知道要消掉烦恼吗，你怎么还有烦恼呢？你

不是知道菩萨可以帮我们消掉烦恼，你为什么还有烦恼？知道是知道，

知道不一定做得到。很多人知道要学佛，在家里不要吵架，为什么碰

到事情就吵架了？（因为没有智慧是吗？）就是没到这个节骨眼上，

你没有超脱，你没有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就这么简单。你没有到这个

境界，你就上不去。你可以说我已经高中了，我为什么不能上大学？

你没考上大学就是高中生。 

 

【第3.1段延申】克服烦恼习气 

摘自《白话佛法三》第37篇【用心力克服烦恼障】            点击阅读 

师父继续给大家讲修心的要点。一个人想修心，那么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自了自己的烦恼和习气。烦恼多不多呀？天天有。身上的习气多

不多呀？多。什么是习气？一般指的就是坏习气：骂人、生气、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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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只想吃好的不想吃坏的、只想赚进不想拿出等等，这些都是属

于坏习气。听得懂吗？所以要自了烦恼和习气，这就是修心的第一步。

用白话讲叫烦恼少一点，修心的功夫就多一点，越修越有力量。烦恼

越少的人，他的功力会大。整天烦恼的人是修不好心的。比如你们今

天到这里来听师父讲课，是不是修心？如果你脑子里都是烦恼，你能

听得进吗？你修得好吗？如果你今天来了脑子里都是烦恼：孩子的事、

家里的事、单位里的……人虽然坐在这里而心不定，你说能修得好吗？

我告诉你们，人坐在这里，脑子不在这里，就是烦恼障。什么叫烦恼

障？烦恼障碍了你。所以习气要修，越修越有力量。要把习气越修

越少，把烦恼越修越少。 

 

【第 4.1 段原文】 

第四，众生浊。众生是什么，就是人群，众生就是社会。你在众生

当中污浊，也就是说你在人的面前死要面子，你就污浊，你不肯承

认自己的缺点，你就受到污浊。你因为别人、众生人多，你就拼命

地要抓住一些利益，要留住一些好的，认为对自己好的利益和欲望，

这样你就进入了众生浊。很多人在个人面前可以讲自己不好，只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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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马上否认，死要面子。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学佛的人一定要

克服众生浊，实际上就是不能死要面子。 

 

【第 4.1段延申】学佛念经 利益众生 

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八十八）          点击阅读 

02-06-2020，心灵净土世界： 

关帝菩萨：“每个国家的人心正在变化，以后社会的局势越来越动

荡不安。佛子们，你们往后切不可做任何投机取巧之事。在事业上也

莫要过贪，求取那无谓的名闻利养。当今社会，能够安居乐业、平

安无事地念经，就是最大的幸福了。佛子们，请记住我关帝所言。

学佛念经、行菩萨道利益众生才能为你们往后带来莫大的利益。这

个利益不是你们所认为的人天福报，将来往生净土，脱离轮回之苦

才是你们学佛念经后所获得的最大的利益。” 

关帝菩萨：“你看童子一念经就能被菩萨带去净土听闻法音，听这

么多佛菩萨开示，多么法喜。你们也应该发愿往后肉身灭度后能够

与我们这么多的佛菩萨在一起。让我们学佛念经的人都能融入宇宙

虚空中，看破红尘幻影，还你心灵净土，才是极乐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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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帝菩萨前面讲的就是“平安就是福”。学佛人要能融入宇宙

虚空中，看破红尘幻影，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今天有明天没有，

明天没有后天又有，一切都是红尘幻影，你的心灵只要干净，就永

远处于干净，心灵肮脏就永远处于肮脏。 

 

【第 4.1段延申】成佛度众生 

摘自 2016-10-03 卢台长台北《世界佛友见面会》       点击阅读 

佛陀说：“学佛人要想成佛，历经千劫苦修行；要想灭度，历经万

劫度众生。”（掌声）佛陀叫我们要想成佛，就要度众生，所以师

父告诉你们，你们拜师后如果不出去度人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度众生。 

 

【第 5.1 段原文】 

所以要除掉烦恼，应该拥有无我。今天众生浊，师父给大家稍微讲

多了一点。应该无我，人怎么样除了烦恼？真正做到无我，就是脑

子里就想着别人，你就空了，你脑子里都是想着别人，你一定不会

烦恼。你只要想到“我怎么办，我没面子，我丢人，我应该怎么样，

我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我为什么还没拿到”，你就有烦恼。“为什么

我做了这么多，还是他比我好？”不要羡慕人家，不要去忌妒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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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智慧就会长。你心中只有想着别人 希望别人好，你这个人就能

学佛学到心肠好。很多人为什么他的境界高？他经常觉得自己苦一

点没关系，大家好就好，这才叫学佛。 

 

【第 5.1段延申】观世音菩萨悯念末法时期众生苦，慈悲开示解脱之

道 

wenda20160925B  05:08   

男听众：师父，我昨天看了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弟子上香的时候

都哭了，弟子给您分享一下。这位同修这样说：弟子出去弘法时，连

续几个早上每天只能度到很少的人，感觉众生真的很难度。回到家一

边念经一边想，用什么好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呢？然后睡着了，

梦中观世音菩萨一身白衣，为弟子开示道：“天时越来越快，灾难

越来越多、越来越勤、频繁。世人受五浊恶世之熏陶，加之自身累

世业力，灾难之前难逃一劫。唯有诚心向佛，弃恶从善，广度有缘，

传播正能量，给人信心、希望，方能化解灾劫，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为师悯念众生之苦，轮回苦海奔腾，无有止息。念及众生过往

（往世）有丝毫善念、善举，今世为师定来点拨，得闻佛法，也满

我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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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根基，应以什么身得度，为师便以什么身将其度化。徒儿，你

便是为师的千手千眼，娑婆众生之苦，你要悯念师恩，不可懈怠，

速速度众，能救一个就救一个，能救两个就救两个。末法末劫，众

生业力之深，实为难相信佛法，方念你师父卢军宏台长示现大神通，

接引各种根器的众生得闻佛法，诚心修行，以此解脱。南无大慈大

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师父，是菩萨说的吗？ 

台长答：哪位菩萨说的？（观世音菩萨）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大愿里的

一个。是的，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会假的。你看看，观世音

菩萨刚刚讲的话，就是很简单，你哪怕只要有一点点的善根，就跟

礼佛大忏悔文里讲的一样，我哪怕“守净戒”，我哪怕“曾行布施”

——“若我此生，若我余生，曾行布施，或守净戒，乃至施与畜生，

一抟之食；或修净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所有善根；修行菩

提……”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你们只要有一点点善念，一点

点的心向善，菩萨马上就来救度你们。 

现在明白了吗？（是的，师父，观世音菩萨这句话特别感人，“念及

众生过往（往世）有丝毫善念、善举，今世为师定来点拨，得闻佛

法”。正如您解释的）就是这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否则为什么

这么多菩萨里边，没有一个及得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因为慈悲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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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师父，观世音菩萨说的话，正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说的

那句“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而菩萨是这样说：

“众生根基，应以什么身得度，为师便以什么身将其度化。”）是啊，

菩萨又不是今天说的，菩萨一直行到现在了，一直在帮助众生。你看

你们家这么小、这么脏，观世音菩萨照样来，你只要能够供上观世音

菩萨，他就到你家里来救度你们，这个不叫“以什么身得度”吗？ 

（对对。师父，观世音菩萨说了一句话：“唯有诚心向佛，弃恶从

善，广度有缘，传播正能量，给人信心、希望，方能化解灾劫。”）

对。很多人生癌症了，没信心要自杀了，或者有些人想不通了、忧郁

症，想自杀了，你让他不自杀，那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人不就是这样吗？道理都是一样。你去传播正能量，给人家信心，

人家不自杀了，你就救他一条命，你是不是能够消掉自己的冤结和

债务？就是这样的（是的。师父，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些话，我感觉

观世音菩萨好急啊，真的很为我们这些孩子急切）我可以告诉你，菩

萨该看到的都看到，师父也看到，只有你们看不到的人才不着急。现

在的天时非常着急，所以很多人……我们不讲其他的，我们就讲身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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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段延申】师父开示“无我的境界” 

Wenda20200419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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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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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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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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段延申】融化佛法 包容众生 

摘自《白话佛法以》第 41 篇【融化佛法，贯通开悟】      点击阅读 

要能够把自己的思维跟佛菩萨的境界融合在一起，在宇宙空间，这

个大真理当中来寻思自己的方向和路线，你就不会走错路。人要懂

得理解和包容，什么事情都要能包容，能容忍。比如人家犯了错误，

你要理解他，要原谅，要包容他。但是师父刚讲的融是融化的融，

是融化在心里。包容的容，只不过是一个点，是不能代表佛法融进

你的心里，包容只不过是一个条件，而融才是真正拥有佛的悟性。 

 

【第 6.1 段原文】 

接下去跟大家讲第五个，命浊，就是生命的污浊。你们想想看，心

中充满着邪思邪念，把别人都看扁，做人自己做得像鬼一样，偷偷摸

摸、动小脑筋、陷害别人、不讲真话，非正命，不是你正的命。非正

命，你的命不正，你就会浊，污浊。你说一个人命不好，他是不是命

就比较浊？浊就是污浊。所以很多人越自己的命不好，越要想办法去

伤害别人，去自己用自己的利益去得到更多。所以不是正命而生，而

且没有用正命来活，他就达不到八正道的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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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段延申】依八正道 一世修成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91 集《烦恼即菩提》        点击视频 

过去一切如来（就是能够成为佛的），都是示现八正道成佛，而且

这个八正道都是用在世间的，师父跟你们讲过吗？八正道：正见，

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你想想，

这些“正”在天上早就能够得到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八正道要在人间？

因为人间还有虚幻，人间还有妄念，所以八正道在人间，你只要能

够做到，你必定一世修成，你就能够成佛。 

 

【第 6.1段延申】正命——一身正气，“浩浩乎塞乎天地之间” 

摘自 170421 雅加达开示 

“正命”。就是用正确的方法来延续你的生命。一身正气，“浩浩

乎塞乎天地之间”。要顶天立地做人，而不要天天动坏脑筋，去伤

害别人，嫉妒别人。要好好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

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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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 段原文】 

因为这个正道你好好地去做，你出来就是正命。正命的人就是离邪

命而去。很多人邪命，那就是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想，做事情总是做

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他不做，自私自利。用现代话

讲，就是不能顺自己的本性的自然……所以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有

的人嘴巴讲得很好，经念得很好，把佛学讲得头头是道。师父跟他

说，这种人就叫“口头佛”。嘴巴很会讲佛，口头说佛。所以很多

的禅语，你要落实到行动上。师父跟大家讲了很多的禅语，禅定的语

言。很多人理性上知道，但是就是落实不到他自己的行为上。 

 

【第 6.2段延申】知行合一，行解并重 

摘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 56 集《 知行合一是为道 》      点击视频 

在佛经里“解”道紧要，就是理解佛法固然非常重要和要紧，但是

我们修的行为更重要。很多学佛人嘴巴里念经念得很好，心里明白

佛理也明白得很好，但是做出来的事情都不像人，没有去好好地

“行”，最后还是白修，一场空。所以佛法里讲知行合一（就是你

的知识和行为要合成一样），行解并重（修行和理解佛法的能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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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真正理解佛法是在内心之中，真正地懂得，能够运用佛法

在生活中，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之解。 

 

【第 6.2段延申】何为“大行智慧” 

Wenda20200228   01:09:55 

问： 《 佛子天地游记 》提到一位弟子自私固执，没有佛弟子的大

行智慧。请问师父，佛弟子的“大行智慧”具体有哪些？ 

答：大行智慧：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大行普贤菩萨”就是叫你

们平时的所有作为、善的东西全部要放在现实的行为当中。嘴巴里

讲得再好，你行为上没有，有什么用？ 

 “大行”是什么？你自己要行为的，你要去做的，所以人家说“大

行其道”就是这个道理。“大行”就是说你要去众善奉行，不但嘴巴

说“我要做好人”，你去做啊！“我要做好事”，你去做啊！“我要

做善人”，去做啊！“我要慈悲”，去慈悲啊！就这样“大行”（明

白。这是不是应该作为我们佛子的一个标准？）肯定的。修行修心，

修你的行为。因为你的心在指挥你的行为，你没有善的心，你哪来

善的行？所以叫善行善心。一个人嘴巴里讲得再好，天天在菩萨面

前求、念经，不出去做，你没有大行啊！（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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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段原文】 

懂道理，讲得一套套的，学识很高、理论高，你有没有性中相知。

就是在本性当中你能真正理解它吗？不是表面的理解，而是本性当中

的理解它，叫性中相知。在理性上知道还不够，要你的本性上知道，

真正地了解它。所以学佛之后，知因懂果，明白什么事情能够懂得

不要让自己生气，生气的时候就是业报到来。所以很多人整天业报，

为什么，一生气整个身体不平衡，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和伤害。然后自

己还觉得自己有道理，拼命地哭、叫、闹，慢慢地时间长了，他就业

报产生了。还有很多人说得头头是道，我放下了，我怎么怎么，你看

看他，不肯承认自己缺点错误的，只是口头上讲理论。 

 

【第 6.3 段延申】实证妙行，证悟佛性 

摘自【证悟佛性 实相实修】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20200414     点击阅读 

能解决现实问题就是妙行。很多人念了很久的佛经，学了很久的佛

法，天天还是烦恼，天天还是痛苦，他就是没有妙行，那么，行为上

能够解决你的烦恼就叫妙行。所以，实相念佛、自性真佛，如果你

是实实在在学佛的人，你自己的本性流露就是真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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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天天真的很善良，很愿意帮助别人，那你是不是像菩萨一样

慈悲？你内心的真佛是不是出来了？你是不是再不愿意跟别人去争斗、

去吵闹了？天天跟别人去争斗、去吵闹，其实这个不是实相，因为你

看到的是虚假之相。 

修心的“修”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修”字会引出另外一个字

“证”，佛法界经常讲证悟，证悟是很重要的，“证”就是证得，

因为我验证了、我得到了，然后悟性就出来了。对于学佛人来说，

想证悟也是非常的难，只有实证妙行，才能证悟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