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思修



修心修行的目的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83HE1B7eVmY


闻思修，“闻”就是听到。闻佛法，就是听到佛法。
“思”是当你听到佛法之后，你就产生了思维；当你有
了思维以后，你就知道好坏，然后知道要修心。你们一
定要闻思修，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我们必须
对佛法生起正念，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今天闻到
了佛法，我们思前想后，我们明白了道理，我们开始修
心了，这个时候就要加上一个信念，因为只有有坚定的
信念，你才能修成正果。

闻思修的定义

白话佛法四 17.《闻思修守三业》



用闻思修慧，来修你这个智慧，闻就是见闻、耳闻、鼻
闻等，这个闻字并不是指你听到的才叫闻，是你的六根
接触六尘后的东西都叫闻，就是你所接触到的东西都叫
闻，这个闻是一个总体概念。闻思就是当你接触到东西
之后，会产生思维，有了思维之后，才能修慧，所以叫
闻思修慧。当你在人间所有看到的东西，经过你的大脑
过滤，思考的时候，要用菩萨的正见来思考，那个时候
就变成修心了，就变成开始启用你的智慧了。

学习菩萨的思维

白话佛法（二）26.《学菩萨界转凡成圣》



人的智慧是怎么来的？你看见的东西就要学会转化。比
如，简体字经过电脑的软件转化后，就变成繁体字了，
繁体字也可以转化为简体字。也就是说菩萨的脑子里就
像有一个转换器一样，所有的东西进来，经过脑子一过
滤，就变成菩萨的东西了，但要加行智，就是你所有的
行为、修行，必须要有智慧，这叫加行智。也就是你所
有做出来的行为一定要有智慧。比如，与别人吵架，你
这个行为有没有智慧？偷人家的东西，语言欺骗人家，
你们说这些行为有没有智慧？

白话佛法（二）26.《学菩萨界转凡成圣》



这些行为就根本没有达到菩萨的境界。初地菩萨所有的
行为，包括思维的行为，心里的行为，全部都包含着智
慧，这个智慧就是菩萨的智慧。

白话佛法（二）26.《学菩萨界转凡成圣》



菩萨的境界很高，他的眼睛很清楚、很明亮，什么都
看得清清楚楚，不论你们说什么，他的心里很明亮，
都很清楚。在听闻正法，“闻”在这里是声闻缘觉的
闻。闻和听是两个概念。闻是把你所有的智慧都打开
了，眼见，耳闻等等，就是把你的七窍全部打开了，
你的智慧全部可以放出来。闻是有智慧的，已经能够
明白你讲的道理了，才叫闻。师父今天给你们讲法，
如果你们听不懂，就叫“听”；如果明白师父说的法，
就叫“闻”，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修菩萨界的智慧 ——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修菩萨的智慧



声闻缘觉菩萨讲的是这个道。闻是基本上明白道理了，
才叫闻。“思惟法义”就是菩萨的思惟心想着法界。法
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界，我们在人道里，这个法是菩
萨特指的这个人间，叫法界。而我们叫世界。什么叫法
义？“义”字实际上就是境界。你所有想的东西、所有
思惟的东西称为法义。就是说超出这个法界思惟的东西，
来指导你法界思惟的东西。

修菩萨界的智慧 ——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女听众：白话佛法里面提到有句说：“用闻思修慧为
加行智，断凡夫我性无明”这个“加行智”是什么意
思？
台长答：“闻思修慧”就是让你听到的、闻到的、看
到的，所有的一切，都要把它归入到给你做为一个修
行的加持力。比方说人家今天说你一句好话，说 “哎
呀，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好呀？这么愿意帮助人家
啦”，那是不是你听到，就闻到了吗？

Wenda20121118B 41:16 

用闻思修慧为加行智，断凡夫我性无明



你听到了之后就要鼓励自己加修行，更加增加智慧，一
定要更好修，你看我已经修出效果出来。如果人家骂你
说你了，你觉得：“哎呀我修得还不够，我应该更好地
修。”是不是给自己增加这种智慧呀，要转化思维……
就是说你听到的东西，一定要经过你大脑的思维思考才
能产生智慧，如果你单单听到了马上就做出反应，那就
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听人家一
讲以为真的，马上先发脾气了。

Wenda20121118B 41:16 



你听到了之后你要在脑子里转的，要三思。“断凡夫我
性无明”就是因为凡夫俗子我们不懂的，我们很多无明，
就是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我们才会做错事情，我们明白
了就不会做错事情。所以必须断掉凡夫的的无明习气，
不懂的事情变成懂了，懂了不就有智慧了吗？断烦恼实
际上就是你现在先把烦恼放下来，但是放下来一定要想
通，想不通你就断不了。所以这句话说：我就算暂时不
跟你争吵，但是我心里还有气，实际上你不算断，要不
停地把自己的无明修正，我不能不明白。

Wenda20121118B 41:16 



到庙里去拜拜佛、念念经，犹如闻到了佛法，但这只
不过是学佛的开始。我们学佛，要在分辨上。就是分
辨是非，要思考，要用智慧去分辨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是好还是坏？如果一个人单单跑到庙里去就知道念经、
烧香、拜佛，实际上这个人只不过是闻到了佛法，而
不算是修心。那怎么样修心呢？修心的人，首先要学
会分辨人世间的善恶。要用脑子思考，要用智慧去分
辨、去思考人世间的事情哪些是如理如法。

修止念到定念——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停止所有一切人间的思维



想一想，如果菩萨的这个理论，我这样做对不对？要用
佛法的理论去分析研究，你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当一个人能够分析佛理、理解佛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
时候才叫开始修心。我们必须停止所有一切人间的思维。
我们学佛，有时候要把人间的思维去除掉。人间的思维
是什么？就是看到了假相认为是真相。明明这个事情是
假相。举个简单例子，今天周先生的事情，你现在癌细
胞查出来是个假相。因为就像一个人有热度一样，你今
天可以坏，明天可以好，这是一个假相。

修止念到定念——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要吃素，我要
吃的干净，我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素质，我这些癌细胞来
了，我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细胞是根据人
的感情变化的，当一个人的精神受不住这些压力的时候，
他的细胞会转换。这个就是叫学佛要懂佛理，要懂得这
个佛理。你今天看到了这个假相，以为是真相，就觉得
自己的命要没了，我要死了……你不就是被假相迷惑了
你的眼睛吗？多少生癌症的人，人家怎么挺过来了啦？
因为假相可以转为真。你用真相去明白它，你就不认为
它是一个“真相”了。

修止念到定念——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菩萨叫我们视善知识如佛，就是说，一个能够帮助你
的人，一个能够让你开悟心灵的人，你要把他视为佛
啊，这是佛陀亲口说的。你们也能帮助别人成佛，师
父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学佛，学佛修心的过程就是闻
思修。你们过去没有闻到佛法，没有听到过佛法，现
在你们听到了，你们开始思维了：为什么佛这么好？
原来佛能够帮助我们在人间去除磨难，改变自己，改
变命运，哦，太好了，我要修啊。闻思修，我听闻了，
我开始修行了。

白话佛法（八）21.《“佛法”大精进者得之》

视善知识如佛



学佛修心不可缺的就是善知识。实际上，过去叫“善
知识”，现在就是你们的“师父”，师父是教育你们、
帮助你们的善知识。过去、现在、未来之诸佛，均是
依止善知识的教导而修成佛道的。后来有多少人修成
菩萨、修成佛，那个时候，佛陀早就圆寂了，在两千
五百年之后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师父，有
很多的善知识，像六祖慧能大师等，这些大师就是不
停地在讲善知识，让很多人皈依正道，最后成佛、成
菩萨了。

白话佛法（八）21.《“佛法”大精进者得之》



你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跟你们说心里话，现在要找
善知识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去神圣的解脱大道，
我们不能再被自己每天的烦恼所困扰，我们不能再为
自己每天的琐事而烦躁，我们不能再为每天的感情而
承受心灵的痛苦，要放开放下一点，人生苦短，我们
就是应该好好地学佛，好好地修心。

白话佛法（八）21.《“佛法”大精进者得之》



男听众：最近发现一些问题，有些同修遇到念经念不
动，或者不想念经，或者念小房子的时候困难比较大，
原因是不是他自身的业障太重，或者自己的愿力不够，
又或者是他有一种畏惧感？如果是这样，应该从哪方
面努力呢？

不想念经或念不动经，更要学习《白话佛法》

Wenda20181021B   16:31 



台长答：精进努力，不要去懈怠，自己要找到正能量。
每天正能量的方向是什么？单单念经还是不行的，最好
的方法是什么？《白话佛法》啊！就是让你不要懈怠的，
实际上每一天你都离不开《白话佛法》的（对。我们每
天早上起来都跪在佛台前读，感觉自己得到身心的加持，
觉得非常有能量的）非常有能量（哪天不读的话，觉得
自己有一点犯糊涂那种感觉。）师父过去还比较谦虚，
我想《白话佛法》随缘吧，后来菩萨直接指导，说必须
要学，不学的话，很多人已经退转、迷惑了。

Wenda20181021B   16:31 



男听众：我们最近明显感觉到师父讲的“三大法宝”加
上《白话佛法》非常有系统、有体系。因为学习《白话
佛法》能更加深刻了解为什么要许愿、念经、放生。如
果仅仅去做这些事情，没有从内心去开悟、去理解的话，
很多时候做的都流于形式，没有从内心去启发自己的根
本佛性。
台长答：对了。很多人去放生，也念经，回到家照样吵
架，跑过去装模作样，没有用的！不理解他就做不到。

Wenda20181021B   16:31 



男听众：我们最近也发现，有些老同修不怎么出来共修，
和他们一接触就知道《白话佛法》没怎么读，也没怎么
学，遇到问题还是一样发脾气、闹别扭，家里搞得不和
睦，导致家人不相信，反而反对，断了家人慧命。师父
这么多的心血之作，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学习，也希
望更多的师兄能够好好地认真对待。
台长答：对啊。

Wenda20181021B   16:31 



女听众：师父曾经给一个同修解梦，说他的业障已消尽，
以下是他学佛过程中看《白话佛法》消业的殊胜分享。师
父一直在强调要看《白话佛法》，刚开始读一篇《白话佛
法》十分钟就读完，到现在要花上一个小时，做笔记，反
复看，非常有收获。《白话佛法》其实就是师父用白话讲
述成佛的方法。有两个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第一，看
《白话佛法》的时候，只要有做不到的地方他就做笔记，
让自己得加强记忆力去改正，同时将《白话佛法》中的句
子分享到朋友圈；

认真学习《白话佛法》，6个月消除将近19%的
业障

Wenda20180408B   37:06 



第二，看《白话佛法》时候，这位师兄非常希望每个人都
可以读到这么好的开示，他如饥如渴地看书，智慧能量带
给的快乐充满同修的全身。同修希望自己能够记住《白话
佛法》的内容，以在度人的时候用《白话佛法》回答问题。
2017年10月份，菩萨提醒同修业障比例是19%。今年雅加
达法会菩萨提醒同修业障已消尽，6个月时间业障消除了
将近19%，《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白话佛法》
是让我们脱离人间思维，用菩萨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当你
用菩萨的思维思考问题的时候，业障自然也就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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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跟师父学佛6年了，从未找过师父看图腾，只是按照
师父教我们的方法，没有懈怠地学佛，6个月的时间业障
消除了近19%，《白话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请师兄们
平时除了念经以外，每天一定要注重《白话佛法》的学习。

台长：我已经跟你们说了，菩萨都着急。我开始没有叫你
们拼命地学《白话佛法》，现在要拼命地学。为什么你知
道吗？菩萨注入了大大的能量，所以《白话佛法》你们只
要好好学的话，可以消业障啊！你想想看，你如果不放生，
或者你平时很难有时间出去，你在家里看看《白话佛法》，
你能消业障，听得懂吗？

Wenda20180408B   37:06 



听众：听得懂，感恩师父。我们在楼下共修，很有感悟，
以前自己看的时候可能就是看一遍，就不会用到实际当中，
但是跟师兄们一起分享心得体会的时候就发现，通过一些
老的师兄、长辈，他们的一些社会实践的经历，我自己能
学到身上，就是能应用到实践当中。我发现跟大家一起集
思广益地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很有体会，也感恩师
兄们的帮助，感恩师父

Wenda20180408B   37:06 



问58：每次听师父开示，当下感觉明白了，现实中遇到问题还
是无从下手，还是会做错，如何能学以致用，将佛法生活化，
生活佛法化？
答58：听的懂碰到事情不懂，就是还没有听到心里去。如果一
个人懂得怎样用在生活中，就是他真的学到了。说明他还掌握
的不够全面。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要经常想一想，佛法是怎
样做的。不要马上决定，就不会错。碰到事情先想再做，经常
如理如法的想，如理如法的做，就是言行合一。修心怎样与现
实生活合在一起？第一要静，安静；第二要思，思考；第三，
语。安静下来才会增长智慧，思考之后才能讲出如理如法的语
言。

修心要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

开示解答来信疑惑（一百三十二）



真正的修行就是要停止一切人间的小我的思维。很多人碰
到事情就动小脑筋，都是小我的思维，所以要修出定，慢
慢地有定性出来，你才能从意念、杂念开始，慢慢进入到
止念，止念之后才能定念。我们定的是什么样的念头?定
的是佛陀佛法传给我们的正信正念，我定在了这个正念上，
我才有正确的修行的智慧。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止念、定念，
停止自己的杂念，定住自己的正信正念。当你能够定得住
自己杂念横飞的时候，你慢慢地就会连一种杂念的念头都
不会有了，这才叫做定，不容易的。

止念、定念

卢台长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19集【远离流贼拥有禅定】



幽默开示：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确实

有个优秀的女人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amyvCvo3mQU


闻



问20：师父的《白话佛法》有提到：“所有的念佛人
都必须用耳朵来听自己念的经，能让自己的心集中，
而且功德会很深。”请问，用耳朵来听自己念的经，
为什么功德会很深？每个人不都是用耳朵听到自己念
经的声音吗？

卢台长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十九）

闻佛法是用心在听



答20：用耳朵来听自己念经，就是闻。“闻”，里面
一个耳朵，外面一个门，把门关起来，耳朵就在里面
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为什么说“闻佛法”？有些人
根本不听外在声音，而是用心在听，就是闻佛法。用
心念，才能感受到自己心里在念什么，有口无心的人
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卢台长解答来信疑惑（三百六十九）



如果你感觉自己灵魂失去了，我最近不知道做什么了，
你这个人就是失去了觉照，就是智慧的觉照，因为你
失去了菩萨给你的关照。那么为什么会失去菩萨对你
的关照呢？因为你欲望太多，什么都要。师父告诉你
们，你们要记住了，当你一旦耳朵听不见佛音，你不
想听了，你不就听不见了吗？眼睛被虚无假象蒙蔽，
就是眼睛好像，“这个很好，我得到了;那个很好，我
得到了”，实际上都是一种虚无的假象。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39集 【领悟佛性 觉照佛性】

欲望太多就听不见佛音



开悟就是把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转
成佛性。就是往你的佛性里转，佛法讲叫都摄六根。
比如，当鼻子闻到不好的东西时，要用佛性去闻香的
花。当眼睛看见不好的东西时，要用佛性去看，去看
佛法，去看观世音菩萨的像等。当耳朵听到不好的声
音时，提醒自己不要听，去听佛音等等，就是拼命地
往你的性里想，即往本性里想。

白话佛法 (二) 9.《妙法修行的程序》

开悟就是把六根转成佛性



开悟了之后会不会轮回？会轮回。为什么？因为当你
开悟了，只不过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但还没有行，当
然会轮回了。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过去所造的业，难道不让你去轮回吗？你虽然明白道
理了，但是你没有去改过，还没有去修正你的行为，
只要做了恶事一定是要轮回的，不要以为自己明白了，
开悟了，就行了，还是要到六道轮回的，因为你只是
开悟，而不是真正的证悟。

开悟之后还会有轮回

白话佛法 (二) 9.《妙法修行的程序》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身
上，所造的业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你，而你还是存
在这个宇宙空间里，虽然你开悟了，明白了很多道理，
不应该造十恶业，但是你已经造业了，这些业障就会
围绕着你，因果随着你，只要有你人在，你就必须六
道轮回。不想堕入六道轮回就多念经，多做功德，把
自己身上的业障全部消除，把自身的贪瞋痴全部清除，
要学会什么事情都随缘。

白话佛法 (二) 9.《妙法修行的程序》



女听众：师父的《白话佛法》说的都是经文中的内容，
学好《白话佛法》是否和念出来的经文更相应？师父
能否用白话解释一下师父说的“明理教义会开小三
窍”？这个“小三窍”是什么意思？

Wenda20190322   28:34 

开小三窍要听、读、入



台长答：“明理”，就是明白世间的道理，这个人讲
道理，叫“明理”。“教义”是什么？一个人对接受
的教育的意义要明白。“小三窍”也是叫你要明白这
些道理。首先，一个人要懂道理。比方说在数学上属
于理数、道理，“小三窍”，实际上就是就是听佛法、
听经文、听道理，就是开这个窍，慢慢入窍。听佛法
就是一个窍门，听经文就是一个窍门，听道理就是一
个窍门。你慢慢开窍了，开到后来你就破迷开悟了。

Wenda20190322   28:34 



实际上这个“窍”就是告诉你，人生要懂得怎么样来
改变自己，改变成住坏空，就是靠你要多听佛法。开
法会是不是多听佛法？听经文，看《白话佛法》，听
师父讲《金刚经》、讲《普门品》，是不是听经文？
师父天天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讲道理，你如果多听，那
你是不是心中就慢慢开窍了？开窍，刚刚我跟你说，
是听佛法、听经文、听道理，实际上就是听、读、入。
第一个窍门是听，第二个窍门是读经文，然后心中进
入道理。“小三窍”就是要叫你开窍，要叫你多听、
多读、入心。

Wenda20190322   28:34 



伊估达讲法



在佛陀时期，在舍卫城的郊区，有一个果园里住着一
位比丘，就是一个和尚，名字叫做伊估达那。这个伊
估达那比丘，他只能熟记一首佛陀所教的偈颂，也就
是偈语，但是他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每次他读完
这首偈颂，果园里虽然没人，但是那些树神就热烈地
鼓掌和称赞，这就是你们看不见，听不见，但是有功
能的人，古时候有很多人都有神通的，他们就能听见。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有一次，有两位博学多闻，并且常常说法的比丘，他
们带着一群徒弟经过这个果园。他们就问伊估达那比
丘，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说法，会有人来听法吗？这
个伊估达那很老实，他就说：“果园的树神他们听了
我讲的，还都会鼓掌称赞。”这两位比丘心想：“你
在说什么”，他们就在园中，既然你说树神会，那么
我们也来讲讲看。在园中说法，在这个果园里边说法。
这两个人平时就很会说，到处去弘法,舌粲莲花，这个
舌巧像莲花一样，讲了很多很多，滔滔不绝，如长江
大河。讲得很好。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讲完之后，没想到果园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没有，没有声音的。他们一想，
你不是说树神会鼓掌吗，怎么没有？“来来来，伊估
达那法师，请你来说法吧”，这个伊估达那法师，他
就会这么一首偈颂，他又开始讲了，他一讲完之后，
这个果园里一如往常一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
并且大声地叫好。这个时候，这两位比丘的徒弟们，
他们就也听见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因为过去的比丘都有一点神通的，他们觉得这些树神
有些偏心，你看对伊估达那怎么这么好，他就讲了这
么一点点，而我们讲了这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鼓掌
伊估达法师他讲得这么平常，为什么对伊估达法师，
他就鼓掌了呢？所以从佛陀的开示，就让我们知道佛
法的核心，在于你要亲身体证，就是师父跟你们讲这
么多，你们自己要去体悟的，师父叫你们念经，念了
吗，念了之后好不好？好，有效果吗，有，这叫体证。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你们看看，每一次法会，前面有很多佛友上去做心得，
都是他们的体证。你看他们讲得这么好，自己家里的
亲人怎么样身体变好的，师父又不知道这些事情，所
以他们亲自体证的，能够让台下这么多的观众一起鼓
掌，感恩他分享，就是让我们知道，学佛人要保持觉
性，要活在当下，也就是说，要真正地能够理解佛法。
实际上你就是在行佛，你念了再多，你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受用，你没有让佛法让自己受用。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你们看看，每一次法会，前面有很多佛友上去做心得，
都是他们的体证。你看他们讲得这么好，自己家里的
亲人怎么样身体变好的，师父又不知道这些事情，所
以他们亲自体证的，能够让台下这么多的观众一起鼓
掌，感恩他分享，就是让我们知道，学佛人要保持觉
性，要活在当下，也就是说，要真正地能够理解佛法。
实际上你就是在行佛，你念了再多，你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受用，你没有让佛法让自己受用。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所以很多人经常打进电话跟师父讲，“师父，我念了
几千张啊”，你用心了吗？你有感恩心吗？你有体悟
之心吗？你不是赶时间，赶张数，你要用心，而且要
护持着佛法地用心地来念，你才能成功。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80集 【忍辱是一种力量】



念经要用心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第35集【不入名相若见性者】

https://youtu.be/Q37x029g2EM


思



闻思修是什么？闻，就是你听到人家在讲话了思，就
是你马上去思维考虑，然后再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行为
和语言，就是说，你听到的东西，先要经过自己大脑
的思考，你再修正，然后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很
多人是没有脑子的，人家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马上都
当它是真的，这不就是上了人家的当吗？听到一件事
情，首先要思考，思考之后，用修心的方法来修正你
的这个思维，这叫闻思修。

白话佛法 (七) 42.《觉真妄迷都不要》



修行有时候并不是去拜拜佛、听听经文，这是“希望
菩萨能够保佑我，我希望能够听听经文，能够闻到佛
法”。像我们这么多的弟子，现在已经不是耳闻的问
题，是怎么样能够来理解“如是我闻”的佛法。“如
是我闻”就是佛法就像你自己听到的一样，就像你在
八识田中、阿摩罗识九识田中已经存在你内心的佛性
一样。因为你不单单是闻，而是你在辨别、在思考，
你已经用你的智慧去慢慢地理解这个人间的道理是否
真实，你自己在思考那些佛理是不是我们学佛做人的
真谛的问题。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19集【远离六贼，拥有禅定】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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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佛法视频开⽰第52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修行和理解佛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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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佛法视频开⽰第52集【见、修、行是证悟的纲领】



修心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行为
和你所做的行为。但是行为以心理行为最重要，因为
任何的语言行为和肢体行为都是由心理行为产生的。
心理行为可以控制你的语言行为和你的肢体行为。如
果你脑子里不去想下流的东西，你就做不出下流的行
为；你的脑子里不去想那些下流的黄色的笑话，你就
不会讲出下流黄色的笑话。

修心修什么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恶习。我们身上有多少恶习啊，
我们要不要修正？什么叫恶习？比如好吃懒做。你们
这些女孩子，哪个不是好吃懒做啊？一个个懒得不得
了，尤其是女孩子更应该干净，在观音堂里吃东西碗
要抢着洗，地要抢着扫，要弄得干干净净。谁是你们
的阿姨啊？谁是你们的奴隶啊？一个女孩子“懒——
馋——贪——变”那绝对是个规律。先是很懒的；第
二嘴巴很馋，什么都要吃；第三开始贪了，什么都要；
最后这个女孩子一定会变掉。谁要啊？谁要娶这种媳
妇啊？所以一定要明白，你们的恶习一定要改正。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要调护自己的心。一定要让心定下来，叫住心。心定
不下来你就没有住心。也就是说你的心在不停地想各
种各样的事情，你的心就住不下来。持戒，守住智慧，
清心寡欲。清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心要干净。寡欲是
什么？寡就是少的意思。欲是什么？欲望。就是让自
己的欲望越来越少。

要调护自己的心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要寡欲。什么叫寡欲？就是欲望少一点，没有欲望。
师父的座右铭是“无欲自然心如水”。师父讲给你们
听我的心得：当人有欲望的时候，或者有什么想法的
时候，或有不开心的时候，要马上想起这句话，他就
没有任何的欲望了。因为想到“无欲自然心如水”，
心如水一样平静，有什么欲望？你不要有欲望，你就
什么都没了。你烦恼不就是欲望来的吗？如果你欲望
没了哪来的烦恼啊？所以心定神清。心定下来这个人
神才会清。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所以要记住：当一个人有正的见解的时候他才能拥有
这个世界。比方说我正确地认识了这个事情，我知道
这个正见，我才能得到和拥有它。如果这个事情不应
该你得到的，而你用邪见去想，最后就得不到。所以
要有正见才能得到和拥有。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要制服散乱的心，要制服自己放逸的初心。什么叫放
逸？就是放纵，非常逍遥自在的。为什么要制服自己
放逸的初心？因为每个人都有惰心，每个人都希望睡
觉多睡一会，对不对？。比如你昨天晚上 3 点钟睡觉，
睡到第二天中午 11 点钟，八个小时的睡眠应该差不
多了吧。

要制服散乱的心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师父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哎呀，晚上很
累了，早上我一定要多睡一会儿”，这个就是你的放
逸，想让自己多舒服一点，想让自己少受一点痛苦。
知道吗？这个也是不好的。师父刚才给大家讲了放逸。
就是不要觉得我好累我就不起来，这就是放逸。比如
到晚上太冷了，明明想小便了他不愿意起来，好了，
得尿毒症了；明明上班的时间到了，应该起床了，
“哎呀，不想起，再睡一会”，好了，这就叫做放逸；
该念经了，“哎呀，我晚一点再念吧”，放逸了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师父在做节目看图腾的时候，两个小时我累不累啊？
我有时候累得不得了，就自己拿手掐自己的肉、打我
自己、掐脖子。你们知道吗？晚上太晚睡，太辛苦，
但做节目我不能睡觉啊，这两个小时我不能睡啊。咬
咬牙才能修成佛啊。哪一个菩萨是放逸自己而修成的？
要不去想，要住心一处，什么事情不要去想得太多。
住心一处什么意思？就是把心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学
佛做好人要住心一处。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要看破念头。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看破念头？你
一个念头来了不一定是好事情啊。比如我要去杀人，
这个人坏得不得了，我恨死他了，我要去报复他……
这个就是念头来了。你怎么样把这个念头看破呢？看
破就是说，“哎呀，他现在这么害我，如果我写封信
告他，被他知道了还会反过来害我。冤冤相报何时了
啊”。你把这个事情看破了，把这个念头看破了，就
不会去做了。一定要看破念头。今天这个念头来了不
知道是好是坏，要先把它看破。

要看破念头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比方说一个念头来了：“我这个身体痛得不得了，我
还不如死了呢”。再一想，“我不能这么自私，我学
习观世音菩萨法门，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我就
好好地学”。看破了吧？接下来就不会死了，不会有
磨难，不会有灾难了。看破才能放下。把念头看破才
能放下，叫悟后修为。就是等你开悟了、明白了之后，
你才会得到真正的修为啊，你才能得到通过真正的修
行得到的行为啊。因为你想明白了，你才是真修；如
果没有想明白你是假修，得不到真行为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就像我们过去在单位里，领导让他做个事情，但是他
不愿意做。做的时候他没有开悟，心中想不明白啊。
他一边做一边难过，一边做一边不愿意好好做，很快
就被领导看出来了，接下来得到处分，你得不偿失啊。
如果这个领导跟你谈得很清楚，“这个事情是暂时的，
你先做，然后我们还会有调动”。你照样能做得很好。
这就叫悟后。就是开悟之后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好的行
为。

白话佛法 (五) 23.《要住心，看破念头》



所以有的佛友经常问我说，师父，我们能不能跟观世
音菩萨祈求，让我今天经念好，当然可以，凡是向上
的菩萨都会加持你，你比方说，如果你有欲望，你思
维当中产生欲望了，那你要叫菩萨，说加持你去除欲
望，菩萨还是帮助你。如果你心中有很难克服的那些
障碍，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菩萨，请您给我力量，
来克服我这些心理障碍。

可以求菩萨克服心理的障碍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38集【解脱是智 生光生慧】



其实这个在求的时候，本身就在你心中产生了一种正
能量，因为你求菩萨帮助你消除这个业障，消除这个
障碍，说明你在进步，说明你在精进，说明你要求菩
萨来化解自己的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正能量，而任
何的正能量，都会消除你心中的负能量，所以这一点
非常重要。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38集【解脱是智 生光生慧】



所以人在业力当中，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有的时候
倒霉的事情来了，就像被业力牵引一样，甩都甩不掉，
流转生死，甩都甩不掉。所以要修掉人性的贪爱、无
明、不正见，所以一个人要念经来转换自己的思维，
来转换自己的念头，来圆满自己的功德。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89集【观身不净 离欲生莲】

业力来的时候可以靠念经转换自己的思维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见道实际上不难的，你看了别人在磕
头念经，人家说很好，学佛很好，“哎，你见道了吧。”
这个时候 你见道时候，人家说：“你修心吧、你修道
吧。”哎哟，要爬起来。”“哎呀，我要上班，有很多事
情”，他觉得见道很难。好，等到慢慢地念经了，修道了。
好，修道在他那里不难了，修了半天，怎么成道，成道又
难了，我怎么样能够成功做菩萨，你看我修了半天，怎么
还是老样子，毛病越修越多，因为这些毛病都是你过去的，
因为这些毛病都是你无始劫以来，你带来的在身上。

修道最难的是坚持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58集【见道与修道的区别】



然后你就会慢慢觉得成道怎么这么难，那么经过你的
一生的努力，不停地修啊、修啊、修啊，成道到最后
也不难。因为你今天可以做得像菩萨一样，成道了，
是不是也不难吧，“哎，我今天做了一天菩萨，做了
一个月菩萨，我做了一年菩萨”，最后行道难，为什
么呢？因为你最后没有坚持，行是坚持去做，你今天
一天可以做菩萨，但是你过几天又回到了人间，所以
行道难。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58集【见道与修道的区别】



心中有佛 远离轮回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l8eg3fGTGc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