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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念、妄念是不停息的

世界上所有的⼈都不停地有杂念，今天想完这件事
情，明天又想那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坐在这里，
还会想：我待会⼉听完师⽗讲课，还要怎样怎样呢
。你马上又有事情了，对不对？我家里还有什么东
西没有弄好呢，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呢，我明天
还要怎么样……你永远不会有停顿的。

白话佛法 (七) 43.《去除轮回的根本》



杂念、妄念是不停息的

所以，你必须在脑⼦里安装⼀扇闸门，有时候“啪”
地把闸门关住，不让杂念进来，什么都没有，很⼲
净，听得懂吗？
要记住，世⼈烦恼多，各种杂念、妄想、不明白如
蜘蛛⽹⼀样缠绕着你的⼼、抓住你的⼼啊。

白话佛法 (七) 43.《去除轮回的根本》



杂念、妄念是不停息的

叫你们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个⼈想⼀件自⼰的⼼事，
你们的脸马上就变得不开⼼了，这里的⽓场马上就
变得肮脏了；如果你们每个⼈想⼀件开⼼的事情，
你们马上就开⼼了，这里的⽓场马上就好了，这个
⽓场师⽗看得见的。师⽗讲⼀个让⼤家开⼼的事情
的时候，⼤家⼀笑，整个上⽅都是⼀团白雾。

白话佛法 (七) 43.《去除轮回的根本》



杂念、妄念是不停息的

师⽗讲到让你们难过、伤⼼的时候，很多⼈头上冒
出来的都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看得见吗？每
个⼈身上都有白的和⿊的，要把⿊的好好地管住，
让白的经常出来，那你这个⼈就会有善良的⽓经常
在你身上，听得懂吗？

白话佛法 (七) 43.《去除轮回的根本》



现实由心念而来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所处的现实，实际上是由⼈的⼼念⽽来，其实你
的⼼和念头在被现实所吸引住，那你就会进⼊这个
现实当中。如果你的⼼念在正能量的照耀下，你的
⼼念会处于正能量的状态，否则，你就会处于负能
量的状态。



现实由心念而来

要懂得，有时候⼈的⼼念和事实上的吸引⼒，是在
⼀种没有办法觉察的情况下下意识地进⾏的。也就
是说，我有时候想⼀件事情，是在我自⼰不知道的
情况下，我没有感觉，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到底
对不对啊？有时候得罪⼈也是下意识的，讲⼀句粗
话，你自⼰都不知道你在骂⼈、在讽刺别⼈，这都
是⼼念所造。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现实由心念而来

如果⼀个⼈的⼼念是消极、或者丑恶的，那他所处
的环境也是消极和丑恶的；如果⼀个⼈的⼼念是善
良的，那他所处的环境也是积极和善良的，这就是
我们佛法所说的种瓜得瓜，种善得善，种恶得恶啊
。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现实由心念而来

如果⼀个⼈能够控制自⼰的⼼，就是自身思维，专注于
有利于自⼰的积极和善良的⼈和事的事情上，那么这个
⼈就会把有利的、积极的和善良的⼈和事物吸收到自⼰
的⽣活当中去，所以，控制好你的思想、⼼念是命运修
造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你⼀个⼈的好和坏完全是受
于你自⼰的控制之下，你想做好⼈，你的前途就是光明
的，你想做坏⼈，你的前途就是⿊暗的。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现实由心念而来

很多⼈想做好⼈，他就接触好⼈，很多⼈想学佛，
他就会见到很多善良的⼈，⽽有些⼈想钻空⼦，通
过⼀些不合法的⼿段来达到他赚钱的目的，他就会
去接触那些吸毒者、贩毒者和抢劫者，他最后的结
果就是进监狱。那么这条路是谁给他的呢？就是他
的⼼造成了他的果。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都摄六根

真正学佛是用⼼念来学，这就是台长跟⼤家讲的，
叫“⼼”。修⼼，修的就是这个⼼，要与佛号相应啊
。如果你的⼼老起杂念，那么，你就没有虔诚⼼了
。虔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要把杂念灭掉，他才
会有虔诚的⼼。相当于⼀个⼈，思想上杂念很多，
想了很多不开⼼的事情，你说他的⼼怎么能够清净
呢？

广播讲座 (二) 25.《菩萨用心 众生用行 管住心 看住行》



都摄六根

真正懂得学佛的⼈，要懂得都摄六根，也就是说把自
⼰的眼睛、耳朵、鼻⼦、嘴巴、意念、⾏为等，全部
都要看管住，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杂念了。我们很
多⼈就是看不住自⼰的眼睛，也看不住自⼰的鼻⼦，
闻到香味，想去吃⾁了，你叫他不讲话，他的嘴巴就
难过，经常喜欢讲话的⼈，你叫他坐在边上，你说，
你能不能帮我停15分钟啊？他难受得不得了。

广播讲座 (二) 25.《菩萨用心 众生用行 管住心 看住行》



都摄六根

所以，要能够看住自⼰的意念，看住自⼰的眼睛，
看住自⼰的嘴巴，管住自⼰的耳朵，不要去听那些
不该听的东西，不要去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要都摄
六根。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你才会有善⾏出来。

广播讲座 (二) 25.《菩萨用心 众生用行 管住心 看住行》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消耗能量

⼥听众：师⽗在《白话佛法》里面讲到，⼈如果不
能控制住自⼰，⼈的能量就会消耗得越来越厉害。
⼀个不能够控制自⼰脾⽓、不能够控制自⼰性格的
⼈，他的能量就会消耗得越来越快。我们学佛⼈都
知道起⼼动念⽆不是业，请问师⽗，每⼀个起⼼动
念也是在消耗能量吗？

Wenda20171103   32:41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消耗能量

台长答：对。我问你⼀句话，你汽车总开过吧？汽
车都看过吧？你在开的当中，汽车不⼤耗油的。你
知道汽车耗油是怎么……⼀启动，它的油会“啪”⼀
下⼦下去⼀⼤堆，你只要⼀发动，“嗡——”你⼀个
起⼼动念，刚刚⼀动，它就消耗你的能量。所以⼀
个⼈整天脑筋不停地起⼼动念，不停地转，你的能
量消耗到后来就不⾏了。

Wenda20171103   32:41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消耗能量

就像⼀个⼈整天动脑筋，动到后来⼈累了，要趴下
，要睡着了（明白了。那我们平时要减少起⼼动念
，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能量……）不要有念头。举
个简单例⼦，你正好在念经，突然之间门⼀响，你
就看⼀看有没有⼈就好了，就这么⼀个念头。但是
⼈会怎么样呢？“谁来了？会不会是风啊？”怎么样
怎么样，⼀⼤堆。好了，能量⼤⼤地消耗。

Wenda20171103   32:41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消耗能量

师⽗经常告诉我们要静，只有静了才能够⽣智慧，
我们的能量才会……师⽗也讲到意念必须要集中，
它才能够产⽣出⼀种磁场，⼀种电磁波）对了，就
是这样。脑⼦的电磁波能量很⼤的。

Wenda20171103   32:41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是在消耗能量

在德国，科学家做过⼀个实验，当两个⼈在吵架的
时候，用红外线和紫外线给他们照辐射，照出来他
们头上像打雷⼀样。所以你想想看⼈的意念多厉害
，⼈的意念能够杀死⼈。“恨死他了，我恨死他”，
对⽅会⽣病的，不骗你的。

Wenda20171103   32:41  



静下心来看念头

对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自⼰不好的念头也好，好的
念头也好，必须静下⼼来检查自⼰的意念到底对否
？当⼀个⼈⼼静下来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自⼰的念
头了；当⼀个⼈⼼静不下来的时候，就看不到自⼰
自身的念头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很简单，告诉你
们，也就是说当⼀个⼈念头很杂的时候，如果他能
冷静、冷静，他就能想到我到底在想些什么？

白话佛法 (四) 39.《心念是善恶的起源》



静下心来看念头

我这个念头到底是在想什么？我做得对不对？所以
你冷静下来了，你才能看见自⼰的念头。我们修到
最后要让⼼死神活，是真自由。你的⼼是⼈间之⼼
，要把它死掉，⼼中不想什么事情了，放下来了；
⽽我的精神是活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灵魂。
灵魂活着的⼈他是真的活着；⽽⾁体活着的⼈，那
就是⾏⼫⾛⾁。

白话佛法 (四) 39.《心念是善恶的起源》



静下心来看念头

师⽗跟你们讲讲“⽌”和“观”。⽌，就是⽌妄念的⽌
；观，其实有很多的功能，不单单是眼睛看得见的
叫观，还有叫观想，用眼睛去看自⼰在想什么，要
让你观想出本来具有的德性和本性的功德，如果你
⼀个⼈经常去观自⼰本性的德能，你会增加功德。

白话佛法 (四) 39.《心念是善恶的起源》



止观才能定中得智

定中得智慧，刚才师⽗讲了，⽌和观是相互关联的
。我今天不看了，有什么好看的？好了，停⽌了，
这就叫“⽌”和“观”，然后⼀念间就产⽣了功德，这
样你就可以断除烦恼。

止观才能定中得智——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心中常闭关

你们要多学学师⽗啊，师⽗在⼼中常闭关，你们知
道吗？否则没有⼀个⼈可以经得起这么⼤的压⼒。
⼼中要常闭关，闭关是什么？闭门即是深⼭，把⼼
关起来，即是极乐，即是乐⼟啊，把自⼰的⼼要关
掉，怎么关呢？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愁，觉得自
⼰在真空中⼀样，觉得自⼰超出了宇宙空间，不在
⼈间。

白话佛法 (七) 37.《常忏悔 无罣碍》



心中常闭关

就像我们的⼈想不通的时候，看看天空，看看⼤海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得通了，明白吗？自杀的⼈在
房间里，越想越想不通，不肯出去，然后自⼰在房
间里拿根绳⼦就了结了自⼰。⼀个⼈碰到再难的事
情，如果跟⼤家⼀起去购物，参加聚会啊，玩玩啊
，那个时候他不会想到要自杀的。

白话佛法 (七) 37.《常忏悔 无罣碍》



心中常闭关

所以，要经常闭关，因为当你⼼中有⼀段时间没有
烦恼之后，就算又有烦恼进⼊了你的⼼，你的⼼也
能装得下。如果你不闭关，你没有清除⼼中的烦恼
，当有⼀拨、又⼀拨、再⼀拨的烦恼相继⽽来的时
候，你的⽣命底线就受到了挑战，你就抵挡不住烦
恼的重负，你就会发疯。

白话佛法 (七) 37.《常忏悔 无罣碍》



心中常闭关

你在家闭关⼀个星期试试看，你还会有什么是非啊
？你连是非想都想不起来了。要⽆⼈我往来，⽆我
相，⽆⼈相，⽆众⽣相，师⽗跟你们讲回经⽂了吧
？要没有自⼰，没有任何⼈，没有什么众⽣的，我
这个时候和天地宇宙融为⼀体了，你就是最伟⼤的
⼈。因为你的脑⼦是空的，你的⼼就会⼲净，你就
没有杂念，这个时候你就是菩萨。

白话佛法 (七) 37.《常忏悔 无罣碍》



杂念多的原因



杂念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比方说你做了很多很多的
事情，都是这个事情，然后你突然之间开始不做这个事情
了，但是你过去做的事情，不断地在你现在不做这个事情
的意念当中出现。举个简单例子，你孩子一直跟你生活在
一起已经有三十年了，突然之间你儿子到外地去了、到海
外去了，或者到什么地方了，他虽然离开你了，但是你会
不会整天想着儿子啊？那你的杂念就进来了嘛，这就叫杂
念。因为你过去不修心、不学佛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想，
现在突然之间学佛了，让你不想，你说可能吗？

Wenda20120224  51:38

杂念是过去做的事情存在意识中



女听众：台长，我经常念经杂念很多。
台长答：杂念很多的话，就是你上辈子没有干净啊！
所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婚姻感情上，还有在这
种肉体的接触上，千万要节制，否则都会对自己的心
灵造成很大创伤的。念经的时候心会魂不守舍，所以
千万不能去看那种下流的东西，网上不能看这些东西，
更不能去做，做了之后会在你意识当中产生一种犯罪
感的。一定要好好念经，念经会让你摆脱自己的烦恼
的

Wenda20140112B  46:26

杂念多和上辈子的业有关系



控制念头的重要性



师父现在告诉你们，佛和魔就在一念之中。你现在是
人，你一念“我要好好地做人，我要做佛啊”，你就
开始进入太空了，你就进入了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空间，
做菩萨都是在上面啊。你一念“我要做好人，我要做
菩萨”，你这辈子修成了，不就是一个念头要修菩萨、
修佛吗？你不就是脱离了六道轮回吗？所以说，念头
很重要。

白话佛法 (十一) 16．《远离杂念 修成正果》

念头会变成行为



比方说夫妻吵架，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讲离婚的，一
个念头“我们离婚吧”，好了，先前吵了100 次，从
第101次吵架开始说出口了“我们离婚吧”，接下来每
次吵架都会说“离婚吧”，吵到第 301次的时候，离
婚了。念头像一把刀，可以切掉你所有的善缘。你们
要相信，这些都是断缘的开始，要好好地听师父讲课。

白话佛法 (十一) 16．《远离杂念 修成正果》



有五十个阴的魔在我们身边，其中有一个叫“意识
魔”——意识中的魔性，经常想出来那些乱七八糟的
东西，不该想的东西、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都是阴魔。
在你的修行中，它会给你很多的障碍。我们要遵照佛
的教导，不去想魔，自然离开魔性。魔都是想出来的，
越想越害怕，越想越难过。很多人神经病就是想象啊，
着魔了。很多人觉得买股票可以赚多少钱，你能赚，
你也能输。很多人忙了半天，精力忙掉多少，最后不
赚，又输掉了。

控制意念 修善念——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经常乱想会有魔



人的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乱想。无中生有是怎么会有
的呢？就是想的。他越想越像，他就把想象的当成事
实了，最后贻笑大方。所以人很可怜，自己以为很对，
拼命地去想那些能够适合自己思维的一些理念，能够
凑合自己、让自己心中得到宽慰的那些杂念、那些垃
圾，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他全部放在心中，这就是
人为什么会害死自己的原因。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39集 【领悟佛性 觉照佛性】

忧郁症就是胡思乱想导致的



很多忧郁症病人就是不停地去想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而且不停地去想象自己明明不对但是他又认为自己是
对的事情，还有一个最危险的就是，不停地去想象那
些没有但是在他心中已经存在的一些幻想。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39集 【领悟佛性 觉照佛性】



要控制好自己的意念，连意念当中的大妄语、小妄语
都要去除。很多人脑子里喜欢说谎，所以他就说“是
的，我对你真的很好”，心里却想“我很恨你，我恨
你恨得不得了”。这就是大妄语。所以，讲不真实的
话，想不真实的事，就是妄语，这些菩萨都会来管的。

控制意念 修善念——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意念不干净 人就不会干净



要懂得意念干净是最难的，因为意念不干净会影响到
你的思维，之后就影响你的行为，行为之后就会影响
到你的口业、身业。想一想，任何事情不都是从乱想
开始的吗？每个人都是先想了，然后再做的。有些人
想过之后而且想得很深就做了，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常
常活在后悔当中。学佛要忏悔，而且要大忏悔，人才
能要回自己的净，就是干净。一个人不彻底地把自己
的毛病忏悔，你的人是不会干净的。

控制意念 修善念——摘录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很多人问师父：“师父，这件事情我能做吗？”师父
说不能做，过一会儿，他绕着问：“师父，这件事情
我可以做吗？”他连续问三次，这种人就是不听人家
的，没有用的。很多人看医生时就是这样的：“医生，
我这个药一定要吃吗？”医生说当然要吃的。过一会
儿又问医生：“我能不能只吃一点点？”医生说不行。
病人待会儿又问：“医生，这种药我能不吃吗？”医
生被问烦了：“随便你了，你爱吃就吃，你的病不好，
不要来找我了。”师父经常也是这样的。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执著在自己的思维中的表现



要懂得，不要老惦记着不该做的事情。已经不做了，
就不要再去做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你还惦记着要
去做，那你等到这些果来的时候，你会吃惊的，明白
了吗？

白话佛法 (九) 36. 《要无所住而 生其心》



如何控制念头



让你的烦恼能在你的意念前和意念后停止，就是定住。就
是要在自己意念来的当中和之后把它停止。也就是你刚刚
想事情的时候，妄念不是来了吗？那个时候你马上要把妄
念停住。因为如果不停止，接下来就会马上想下去。比方
说，这个事情我能不能跟他好？一想，这个念头来了，要
止妄。明明不能做到的事情，要马上止妄，把它停掉。停
掉之后，虽然这句话是说在你妄念刚刚开始的时候马上就
停止，实际上这个停止就是让你以后不要再想下去。实际
上当中一停，叫拦腰砍断，后面就没有了。

白话佛法 (四) 38.《脱离红尘，走入净尘》

不要让不好的意识形成意识流



菩萨是说，在你妄念之前和你妄念之后，把这个妄念斩断。
比方说你把这个妄念想成一长段，当你的妄念刚刚要出来
的时候马上斩断，那后面的这个妄念就没了。比如这个人
想要自杀：我活得多没意思，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不想
活了……“啪”,一想到孩子，想到了我还有前途，我这
个人要坚强下去，实际上他后面那个不好的妄念就没了。
菩萨就是让我们在当中斩掉，而不是让我们等到最后斩断。
最后斩断，对不起，时间来不及，因果已形成，接下去就
只有等报应了。我们就是要学这些佛理，就是止妄念，把
妄念停止掉。要懂得做人、做事情，内外都要观。吃得苦
中苦，方为人上人。

白话佛法 (四) 38.《脱离红尘，走入净尘》



很多人在网上一看见不好的东西，就停在那里想进去
看。请你们记住师父的一句话，如果你们已经点了，
等到流量不足还在转啊转，转不出来的时候，赶紧停
掉，不要看了，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这样的话，你就
不会造新业。如果你看了，你的眼睛就进去了。你听
人家讲话，人家一开始讲：“我告诉你啊，用这个方
法可以赚钱。”你马上说：“你不要跟我讲，我经不
起你的诱惑的，你少跟我讲，我不要那么多钱。”

白话佛法十一 14.《普贤行愿大智慧》

控制住着魔的一瞬间



问：为了能更好地弘法，我们可否把法会的功德拿去
消除具体某个部位的业障？例如消除脑子的业障，为
了更有智慧地去弘法，或是消除今世的业障。如果可
以这样，应该要怎样祈求？

170416槟城弟子开示共修组提问

可以念诵小房子消除杂念



答：一般是这样，如果你的身体上哪个部位出现了非
常严重的问题，你可以说：“我要消除这个业障。”
基本上泛泛地讲“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业障”就
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是……比方说，大脑里业障非常
重，觉得自己头痛，“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除我头
脑里的业障。”因为你实在杂念太多，停不下来。或
者你可以说：“观世音菩萨，我一共念108张小房子来
消除我大脑里的杂念和业障。”这样可以。

170416槟城弟子开示共修组提问



但是一般不是特别的话，就说“消除我身上的业障”，
菩萨会安排你哪个业障先报，哪个业障后报的。所以
很多人身上有很多业障，他念了很多之后，他就念：
“把我这个地方念掉。”但是这个地方不是他的主要
业障，他这个地方倒好了，不痛了，他另外一个地方
还是在痛。明白了吗？靠菩萨来安排比较好

170416槟城弟子开示共修组提问



女听众：我就是杂念太多了，上次许了500遍礼佛大忏
悔文消除脑子里的杂念。
台长答：杂念多的话不是完全靠小房子的，是靠你平
时的静坐。有的时候你在家里安静一点，脑子不要想；
那么你如果实在杂念太多，你就学《白话佛法》。学
的时候你脑子完全钻在《白话佛法》上，其他的脑子
就没有了。

Zongshu20200704   21:57 

杂念太多要静坐及多学《白话佛法》



有智慧的人，碰到想不通、难受的事情，马上念心经，
嘴巴赶快动起来，控制自己。还在想，马上念心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实在念不下去的时候，你
看老和尚，他碰到烦恼的事情就眼睛一闭，“南无观
世音菩萨……”用自己的声音来替代思维，用自己的
声音来罩住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妄念要止，
叫“止妄”，要止住你的妄念。

白话佛法广播讲座 第53集 【初意识会影响主意识】

杂念来时用声音代替自己的思维



学佛念经，都摄六根。一个人字字句句在心里念得清
清楚楚，在口里念得清清楚楚，妄想就会在他心里慢
慢地消灭。即使你在默念的时候，你也要用心去听。
我们经常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个人如果不
用心来做事情，这个事情就做不好，一定要发心、要
用心来做事情，才能够把事情做好。我们活在世界上，
一定要懂得用心来做事情。当我们心里一念经，心里
就能够感觉到念经的声音。因为你的心里想什么，你
的耳朵是能够听到的。

广播讲座 (一) 23.《收心念，意根变》

学佛念经，都摄六根。



举个例子，如果你心里在想事情的时候，你好像没有
用声音说出来，但是为什么你的耳朵能够听到啊？你
心里在想，“这个事情我不能够去做。”你的耳朵就
听见了，这就叫心声。用耳朵听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
这叫心声。这个时候，你就很明了，你就知道该怎么
去做，该怎么去念经。所以，菩萨说，要都摄六根，
就是说要锁住自己的六根，六根就是眼、耳、鼻、舌、
身、意，就是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听，鼻子不
要乱闻，舌头不要乱讲，身体要收敛，意念更要收住。

广播讲座 (一) 23.《收心念，意根变》



也就是说学佛的人心中要常常存有对菩萨的恭敬和畏
惧，恭敬可以让自己保持严肃，知道自己不可以放纵。
如果一个人放纵的话，他就会惹很多麻烦，畏就是要
懂因果。我们做人要尽量穿戴整齐，拜佛时手要洗干
净，念经时最好轻轻地念出来。我们要都摄妄念，心
存恭敬。念经修心学佛，要做到心中恭敬菩萨，要常
若身在佛前，就好像经常在佛菩萨跟前一样。当你经
常感觉你在菩萨面前的时候，你就不敢有其他的妄想
念头了。这是念经很重要的一环。

恭敬菩萨收摄心念

广播讲座 (一) 23.《收心念，意根变》



问9：我容易接受别人不好的意念，该怎么保护自己？
答9：自己杂念多，就容易接受到别人不好的意念；自己杂
念少就不容易接受到别人不好的意念。如果有一个坏人和
你讲话，你很容易接受，说明你已经有这种概念在心里。
比方说你对这个人有意见，没人讲的时候，只是一个概
念——我对他印象不好，如果突然有人和你说“这个人很
讨厌”，和你过去不好的意念碰上，你马上就觉得“是啊，
这个人是不好”，就是跟你潜移默化的自己心中的念头和
合为一了，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了，才会同意别人的想法。

卢台长来信解答（三百六十二）

如何不受到别人不好的意念的影响



问13: 杂念出来的时候，以前是完全控制不住，会让
自己的意识顺着杂念跑一会儿，最近我会让杂念停住，
但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往往就是卡在那里，
发一会儿呆才缓过来。

卢台长来信解答（三百六十一）

杂念来时要用更能刺激大脑的事物转换



答13: 第一步停住，第二步就要消，马上想其他事情。
刚有不好的意念，马上停住不要想，不想之后，停一
会儿还会想回去的，这时候就要寻找比这个事情更大、
更能刺激自己大脑的事情。比方说，突然想到某个朋
友很喜欢，想和他有不好的事情，“不要想，不要
想”，一下子空掉，人会发呆。这时候要想到，三点
钟要去见某个重要人物，就转移了。心理学上也有心
理转移法。本来应该继续为这个事情想下去，但是知
道这样思维下去会很危险、很痛苦，就要马上转移。

卢台长来信解答（三百六十一）



有的人和老公老婆讲话不开心了，马上找个话题就转
掉了。很多女人比较执著，“不要转移话题”，就继
续吵架，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一个空间，如果不给他
面子，你自己也没有面子，你不让他跑，他就打你了。
就像看见前面差点出车祸，紧急刹车，停下来，人一
下子会呆掉。思维上的刹车也一样，从思维上不去想，
急刹车，大脑会瞬间停滞，就要用另外一个话题来转
移。

卢台长来信解答（三百六十一）



如如不动，感而遂通。师父举个例子，我们把眼睛、
注意力放在某一个物体上，这个物体我们就会看得非
常明白，看得非常清楚。耳朵也是感而遂通，也就是
说实际上你用心，你想听谁就能听到谁说话，你的眼
睛想看谁，你就能看到谁。当我们用内心关注某一件
事情的时候，只要用心和诚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
有一种感知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心诚，则灵。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00集 【心物一元 返归本性】

如如不动 感而遂通



我们今天跪在菩萨面前，只要诚心诚意，就能够有感
知菩萨知道我们在求他的那种能力，我们就能懂得感
而遂通。就是当你对某件事情感觉到了，你自己的精
神和精力全部参与、注意力全部用在对某一件事物判
断的时候，自己的敏感性就来了。举个例子，你对他
从来没有防备的时候，你没有敏感力的。今天别人告
诉你“你今天当心，他会在很多人面前讲你的，所以
你今天千万不要得罪他。”这时你到聚会上就会特别
当心，怕惹怒他。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来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00集 【心物一元 返归本性】



只有靠寂静，只有靠如如不动，你才能感受到佛法的
存在。安静的人能看到佛，安静的人能感受到佛在他
的心里，能感受到本性中的智慧。为什么静能生慧—
—寂静能生出智慧？为什么要寂灭呢？实际上寂灭就
是涅槃，彻悟真理。然后在传统的佛法中寂然不动，
如如不动，就是涅槃，就是一种智慧，就是境界的提
升，是一个道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00集 【心物一元 返归本性】



男听众：师父说，净念相继就是干净的念头不停地涌
出来，好念头一个接一个。请问师父，如果我们要除
去心中的恶念，让净念相继的话，是不是当恶念出现
的时候马上忏悔，马上转到正念，转到好的念头上，
每天这样不停地转化？

Wenda20170407 58:03

净念相继就要不停的找到切入点



卢台长答：对。净念相继很难做到，比方说，你刚刚
帮人家洗了碗，马上又帮人家擦桌子，马上又帮人家
收桌子，马上又怎么样，就是净念干净的念头、做好
事的念头不停的。就像他们新加坡开完法会，突然之
间觉得“哎呀，好像没事干了”，“哎呀，人像虚空
了”，他们共修会干了两三个月，天天大家在一起就
像在天上一样，非常开心，有弘法的力量。突然之间
开完了，断掉了，就不行了，接下来又要想办法找到
自己干净的弘法的历程。

Wenda20170407 58:03



所以人要不停地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
怎么样让自己不要断掉干净的念头，叫净念相继，就
是不停地一个好事、一个好事……做到后来你就是个
好人，因为你好事做得多，好人好事啊。你天天做佛、
讲佛的事情、学佛……到最后你肯定上天做佛了。如
果你做一百件佛的事情，突然之间做一件烂事，做一
件阿修罗道的事情瞋恨，那你就不是完全的佛了，你
是有漏佛了，要做个无漏佛啊。

Wenda20170407 58:03



听众问：有漏也成不了佛，是吧？
卢台长：有漏成得了佛的，小佛，天界里面小佛很多。
人投人的话基本上投一个好人家，那动物投人的话，
就投了一个很苦的人家。

Wenda20170407 58:03



经常观照自己的念，就是观念。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讲
某个人的观念好不好？观念对不对？这就是在关注自己的
念头，然后产生一个正念，就是你为人处世的正确观念。
修行人和一般凡夫的不同之处，就是其心念不一样。学佛
人的心念，总是想着帮助别人，总是想着怎样更好地去救
度众生，怎么样做好事不留名，怎么样慈悲众生，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而不是做了点好事，就整天喜欢自吹自擂，
生怕别人不知道。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人的明觉和明察，
自己做点好事心里很明白，马上就能觉悟察觉到：“这是
我应该做的，我不能骄傲自满，我本来就应该帮助别人。”

明觉明察 正念现前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00集 【心物一元 返归本性】



经常有明觉明察的人，就会正念现前，就会更加仔细地
观照自己的念头。观照自己就是经常察看自己的行为。
观照自己就是经常察看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内在与外
在的观念。内在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你心里想的，而别
人不知道的，内在的观让你看到事物所产生的念头。比
方说，你在心里想：“我凭什么对他好？”有观吗？有
观；产生的内观念头就是：“我没必要对他好。”这就
叫内在的观念。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100集 【心物一元 返归本性】



外在的观念是什么？“我看到这个人很可怜，我很想帮
助他。”外在的观念和内在的观念，你都要修正，都要
正确，你的行为才不会出差错。凡夫不管自己的心，也
管不住自己的心，外面一看：“我应该帮助这个人。”
但是心里一想：“我自己还没过上好日子呢！”那么，
你的意念由内在的观念，取代了外在的观念，结果就是
你没去做这件好事。

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 控制起心动念



要懂得，我们内心不能随着红尘世俗的观念而随波逐澜，
不能像海面上的浪花一样沉浮起伏，所以佛菩萨让我们
要时刻观照自己的心念。怎么样修正自己的心？菩萨让
我们要常问自己：你是否有贪心？你做错了多少？你今
天做了多少不该做的事情？你今天恨过多少不该恨的人？
你的心散乱吗？你今天有没有宽大的胸怀？你今天的心
是不是精进？你今天有多少次，因为杂念影响着你的正
思维，而你用自己内心的观念来修正它，修正了自己不
正的观念？

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 控制起心动念



菩萨让我们修行人要常观自己的内心，一有念头出来就要观
照这个念头，因为我们人随时都有念头出来，当心中出现贪
瞋痴、散乱狭隘的心念时，就会感觉不安稳、不解脱，人的
分辨意识也开始糊涂，分辨不出善恶，就算一个平时良心不
错的人也会这样。明明你应该做好事、众善奉行，你却说：
“我现在修自己，我自己还没修好，我怎么帮助别人？”你
马上就灭掉了自己要去帮助别人的善念，你就控制不住自己
的恶念，慢慢地时间长了，你就会恶念随身，所以，我们要
及时制止所有不善的心识，要把不干净的念头马上去除，将
其转成净念，变成干净的念头。

卢台长讲述于观音堂 – 控制起心动念



人有时候在一念意识一瞬间，脑子里千变万化，刚刚想去做一
件好事：“不要去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别人反咬我一
口我怎么办？”你的这种意念，让你在瞬间可以产生千万的杂
念，你就会失去对事物正常的态度、观念，你就会失去常态。
有些人平时不骂人，为什么有时候发脾气了，他就会骂人、甚
至打人？因为他失去了常态。什么叫常态？就是正常的心态。
当一个人没有正常心态时，他就会杂念纷飞，那么他的起心动
念，在三千大千世界中生生灭灭，一会儿出现一个好念头，一
会儿灭掉了，一会儿出现一个恶念，一会儿又灭掉了，善恶念
头就是不停地处在生灭当中，这就是佛法界说的，人一念善就
是佛，一念恶就是魔。

用心中的正能量 控制心中的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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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起心动念是无止境的，当你跟一个朋友聊天时，如果
他在发呆，你问他：“你在想什么？”只要对方跟你说：
“我什么都没想。”他就是在撒谎，因为人的意念不停地
处在生灭当中。佛陀早就告诉我们，人的意念生灭变幻非
凡，所以我们要以心制动，就是说你的意念、杂念是从你
内心生出的，那么也是要用你的心来制止这个念头。举个
例子，你刚刚在家里想吵架，但是你一想：“不能吵！过
去可以吵，因为我没学佛，我的境界不高。现在我学佛了，
我要像个学佛人，不能吵架，我要尊重、宽容家人。”那
么，你的一个恶念“吵架”，是不是你心生出来的？你
“不能吵架”的心念，是不是也是你内心生出来的？用你
内心的正能量，来压制你内心生出的负能量，那你是不是
在以己心来制你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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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净念⽆念
请点击视频收看

https://youtu.be/g0gDpqmwz-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