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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看

https://youtu.be/BadRxS36D0w


这个三法印实际上就是三⾜鼎立的⼀个基础，是学
佛⼈的⼀个基础。其中佛说了，诸法⽆我，也就是
说，我们把⼈间称为法界，在这个法界当中，你所
做的⼀切，你所⾏的⼀切，你所想的⼀切，你必须
要全部地⽆我，这叫诸法⽆我。

诸法无我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佛说的诸法⽆我，还是讲的“⽆我”两个字，实际上“
⽆我”着重讲的⼀点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讲诸法，
不去讲⼈间的⼀切，在法界所有的⼀切，哪怕说得
天花乱坠、说得再好，名利等都是诸法。

诸法无我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如果你能在⼈间活着，把什么东西都看清楚，把什
么东西都觉得没有“我”了，那你就是菩萨，你怎么
会瞋呢？你怎么会贪呢？那些都不是你的东西啊，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根本留不住的。

诸法无我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诸⾏⽆常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为，我们在⼈间所
有做的⼀切事情，都是⽆常的，刚刚想好去做⼀件
事情，突然之间改变主意了，⽆常。刚刚想做某⼀
件事情，被⼈家说了⼀句话，又不去做了。想想看
，是不是你所有的⾏动都是⽆常的？

诸行无常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昨天还说，我应该怎么样，今天却是那样了，⽆常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菩萨讲的三法印里面，每⼀
句话都点出⼈⽣的哲理……
这就是因为⼈没有⼀种韧性、没有⼀种恒⼼，这就
是⽆常。为什么会离婚啊？结婚的时候都说，“我要
永远跟你在⼀起”，永远了吗？没有永远，这就是诸
⾏⽆常。

诸行无常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涅槃寂静，不要以为“涅槃”这两个字是⼀种结束，
涅槃在梵⽂里是开悟的意思。涅槃开悟的⼈，他的
⼼马上就静下来了，他马上什么都不想了，他马上
什么都知道了，⼈间宇宙空间所有的⼀切他全明白
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啊。原来这个世
界是⽣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来到⼈间什么都没带
来，我⾛的时候能带⾛什么呢？

涅槃寂静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涅槃寂静，不要以为“涅槃”这两个字是⼀种结束，
涅槃在梵⽂里是开悟的意思。涅槃开悟的⼈，他的
⼼马上就静下来了，他马上什么都不想了，他马上
什么都知道了，⼈间宇宙空间所有的⼀切他全明白
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啊。原来这个世
界是⽣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来到⼈间什么都没带
来，我⾛的时候能带⾛什么呢？

涅槃寂静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所以要懂得，只要开悟，什么都静下来了。⼀个⼈
要死的时候，开悟了：原来这就要结束了？什么都
带不⾛啊？⼀下⼦，寂静了，所以叫涅槃寂静。⼀
切都静下来了，死了，没了，最后慢慢地⼀⼝⽓没
了，边上哭的声音都听不见了，眼睛⼀闭⾛⼈了。
不要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远，哪⼀天睡了醒不过来，
你就寂静了。

涅槃寂静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就是所有我在人间做的事情都不是我的，因为我最
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你生出来的时候，要是不给你
取个名字，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死掉后你又是
谁？看看那些墓碑上的名字，师父问你们，你们还
记得自己的祖爷爷叫什么名字吗？你们还记得自己
的爷爷奶奶的名字吗？好了，现在明白了吧？

无有我之实体

白话佛法 (十一) 25．《三法印 知空性》



懂得这些东西，无有我的实体，也就是说，没有我
，因为我到人间来就是借了一个名字、借了一个肉
身在人间活啊，活到最后，把这个借来的身体还给
了地球，把名字也还给了地球，最后走了，一样东
西都没有，只有这个灵魂可以走掉，这就是“诸法
无我”。

白话佛法 (十一) 25．《三法印 知空性》

无有我之实体



懂得这些东西，无有我的实体，也就是说，没有我
，因为我到人间来就是借了一个名字、借了一个肉
身在人间活啊，活到最后，把这个借来的身体还给
了地球，把名字也还给了地球，最后走了，一样东
西都没有，只有这个灵魂可以走掉，这就是“诸法
无我”。

白话佛法 (十一) 25．《三法印 知空性》

无有我之实体



释迦牟尼佛：“在世佛弟子们要好好领悟无常的道理
。有四个无常观法能够断除人们心中的贪爱与执著。
这四个观法就是有常者必无常、富贵者必不久、会合
者必别离、强健者必归死。这世上什么事情都是没有
长久的。在你师父的白话佛法里面都有仔细地讲解如
何应用这四个观法去应对世界上的变幻。你们好好领
悟。”

31-07-2020，心灵净土世界
卢台长来信解答（四百零三）2020-08-05

无常观



佛陀就跟他开示说，世间有四件事情不能永久保存。
第一，有常者必无常。就是说，凡是存在的任何事物
，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就像今天的这朵花，它开得
这么茂盛、漂亮，一个星期之后，它就枯萎了，因为
它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这个世间的一切物质都在慢慢
地改变，最后就消失了。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有常者必无常



就像我们的身体天天在老化一样，经过生老病死，最
后在这个世间就会消失。所以，山河大地，包括宇宙
地球，实际上也经历了成住坏空，想一想，房子从造
起来，用了一百年之后，推倒重新造，坏掉，造好了
叫成，住就是大家住在里面，慢慢地时间长了，房子
坏了，最后房子没有了。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有常者必无常



第二，富贵者必不久。就是说，不管怎样大富大貴的
人，最后也会颓败下来、变得很穷。俗话说富不过三
代，家里总会出个败家子，除非代代行善积德，才能
保持子子孙孙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凡夫很难保持，
因为我们人都有贪婪的心，有了还要有更多，所以，
没有布施，富贵就不会长久。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富贵者必不久



第三，会合者必別离。六亲眷属在一起，或是亲朋好
友在一起，开心吧？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孩子长大
了，就离开家了，你们想一想，我们过去都有亲戚朋
友在一起，但是开心完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小时候
，兄弟姐妹的关系多好，但是现在大家嫁的嫁人，娶
媳妇的娶媳妇，所以佛陀说会合者必别离，一定会离
开的。只要大家聚在一起，总会有离开的一天。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会合者必別离



第四，强健者必归死。就是不管你表面上看起来多年
轻，身体多么强壮，你总有死亡的一天。不管你再长
寿，你能活到150岁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
当一个人一生出来，实际上就是被判决了不定期的死
刑，而且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你一不留神，你
的命也许就没有了。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强健者必归死



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要懂得在这
个世界上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你连命都没有了，
你还能够有什么？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珍惜生命。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强健者必归死



禅的智慧，就是要我们关注我们的心灵，善待我们的
心灵，倾听真实生命的声音，多一份从容和淡定。想
一想，未来也是得不到的，昨天过去所有的事情也是
得不到的，今天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还不如放下，
好好地修心修行。人必有一死，“常者皆尽，高者亦
堕，合会有离，生者必死”。

20170925意大利米兰“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

无常观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切都
是无常的，就是懂得了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
乐”， 一个人快乐在哪里?想通了，想明白了，什么
都想穿了、看穿了，他就懂得了生灭法。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95集【彻悟的无常观】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无常随时随地会到来，希望学佛人要精进于佛陀的开
示——佛陀让我们勤修无常观法。你吵架的时候就想
“不长久的，吵过了就没了”;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
“过一会儿我又像傻瓜一样又哈哈笑了，所以我现在
难过什么?我有什么可以想不通的?”那你就了达了诸
行无常的理论了。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95集【彻悟的无常观】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是过去式，一切都会过去，过去不
可得的，既然不可得，你为什么还要死把着过去而不
放?很多人一开口就是讲别人的过去，讲自己的过去
——讲别人的过去会增加瞋恨心，讲自己的过去会增
加愚痴心; 讲自己的未来和别人的未来，增加你傲慢
之心。这些都是我们人间应该克服的，放下颠倒梦想
。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95集【彻悟的无常观】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所以学佛周遭的环境在变，你们学佛的心不能变化，
我们人可以选择在一些烦恼的时候，逃避放逸，但是
我们要懂得，这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不是我们
人的本性，这个不是我们人慧命应该拥有的东西，我
们应该积极地，在这个无常幻化的境界当中，我们要
借着无常的道理，去运用因缘法，积极地去创造建立
善的缘起。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46集【观法无我 不落因果】

借助无常 运用因缘



这就是我们在抓紧自己点滴的生命，比方说你今天好
不容易有休息天了，你利用一天的时间，你睡觉也就
睡掉了，上班一二三四五六，天天比较辛苦，那么终
有一天可以在家里打扫打扫，如果你从早上早点起来
打扫，你做到晚上，虽然很累，你可以早点休息，但
是你把家里可以打扫得干干净净，

借助无常 运用因缘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46集【观法无我 不落因果】



这时候你的一种幸福感就开始了，因为你完成了你想
完成的事情，因为你利用了无常，你在无常当中把这
件事情结束了，我们学佛人生命很无常一样，我们利
用这个无常短暂的生命，我们到处去救人，到处去帮
助别人，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功德，我们学会了怎么样
在无常当中，和无常赛跑，

借助无常 运用因缘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46集【观法无我 不落因果】



我们改变了别人，我们也改变了自己，我们在拥有短
暂的生命当中，我们创造了无数的帮助众生的奇迹，
这就是佛法要我们懂得，怎么样用自己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众生，解救众生的生命的贡献当中去
，来完成自己的命运的改变。

借助无常 运用因缘

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第46集【观法无我 不落因果】



诸行无常



男听众：师父，无常是怎么形成的？
台长答：“无”就是没有，“常”就是常住。“无”
和“常”放在一起就是似有似无，有了没有，没了又
有，叫“无常”。简单吗？（我想太多了）你想得太
多了就是神经病。想过头了就叫神经病，不想叫愚痴，
所以只能在当中取一个，那就叫“正常”。

无常是怎么形成的

Wenda20190310B   19:35 



师父有感而发，就用自己菩萨的境界写了一点对人间
的一些看法，希望你们徒弟好好听：“我们是谁？我
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
去？我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生知
无常，今天有，明天没有，就是人生的无常。”人在
寻找，就是说因为人的无常，让人在寻找一种原始的
单纯和朴素。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延长，什么事
情都不能由自己控制。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婚姻，过几
天就没有了。

明白人生无常

白话佛法(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我们今天拥有了像小孩子一样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但
我们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昨天一个 14 岁的孩子又离
开了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无常当中，我们一直在寻
找一种能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原始的
朴素和原始的那种境界，和希望永远保存在这个世界
上的东西，但是我们找不到了。因为我们不能回归到
本初的觉醒，我们回归不到本初的觉醒。

白话佛法(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是佛菩萨的原灵，我们已经不
能找到佛菩萨的意念和佛菩萨的智慧来治理我们在这
个人间的心灵。你们听得明白吗？人生要换一个角度
来看。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角度，如果换一个角度，
我们是在自然当中在自娱自耗。自娱自耗就是自己娱
乐自己，自己在消耗自己。我们每天都是在自己娱乐
自己，自己让自己开心，吃一点好的，穿一点好的，
用一点好的，然后慢慢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这就叫
自娱自耗。

白话佛法(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而在你们的生命长河当中，你们是不能睡懒觉的。因
为你们一睡下去，你们就醒不过来了。师父现在是用
生命的闹钟在唤醒你们的悟性，唤醒你们的佛性，让
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浪费生命了，不要浪费
你们所拥有的佛性、本性，只有这样能让你超生了死。

白话佛法(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师父叫你们赶快醒过来，如果还不醒过来，你们是自
己在毁灭自己。师父天天让你们醒，你们不醒。等到
一天醒过来的时候，那你什么都没了。就像遇到灾难
时，一个运输队来了，大家都去拿救灾物品了，但是
他没有去拿。等到他睡觉醒过来再去拿的时候，所有
的东西都被人家全部拿光了，等待他的将是黑暗、饥
饿和受冻。因为他没有拿到补给的衣服、吃的东西，
他连可以照明的电筒都没有拿到，所以他就是黑暗的。

白话佛法(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师父现在叫你们赶快醒过来，是让你们从梦幻般的梦
中醒过来。你们醒过来的时候，你们就在梦外天了，
你们就脱离了这个梦了。因为人生如梦，你就离开人
间了，你就在梦外天了，也就是在梦以外的天，你就
不是在做梦了。你们听得懂吗？你们现在需要多少智
慧，你们现在需要多少悟性，你们有吗？你们是聪明。
你们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一定要
懂啊！

白话佛法(四) 35.《抓住开悟的瞬间，找寻人生的真谛》



珍惜时间
和无常赛跑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听）

https://youtu.be/ar1fJE-YlCI


女听众：请问师父，大乘佛教的生死观是什么样的？
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理念去面对身边亲朋好友或者
是至亲至爱的人离去呢？

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生死

Wenda20190308   44:30 



台长答：很简单，要知道无常。身边的人离去，你要
知道无常，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是长
久的。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说说看有长生不老的
吗？没有的。生死观是什么？就是你在活着的时候怎
么样好好做人，怎么样能够好好修心，自己到了死的
时候你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众生，无愧于自己的爹妈，
无愧于你们自己的孩子，那你就不是过了这个关了吗？

Wenda20190308   44:30 



你死的时候，如果你过不了生死关，你就苦了，因为
你“哎呀，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你过得痛苦
吗？过去禅宗里边说有“过三关”“破生死”。“破
生死”“过三关”你就来去自由了，实际上就是你明
白了死到哪里去，你还怕吗？没死啊，因为你到了天
上你还活着的，因为你完全知道你在人间做的事情啊，
明白了吗？

Wenda20190308   44:30 



诸法无我



师父把话拉回来讲， 佛说的诸法无我， 还是讲的
“无我”两个字，实际上“无我”着重讲的一点是什
么呢？实际上就是讲诸法，不去讲人间的一切，在法
界所有的一切，哪怕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再好，名利
等都是诸法。如果你能在人间活着，把什么东西都看
清楚，把什么东西都觉得没有“我”了，那你就是菩
萨，你怎么会瞋呢？你怎么会贪呢？那些都不是你的
东西啊，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根本留不住的。

诸法无我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心中要无我，要无自我，你才会公正。无我，不但是
没有自己的“我”，还要没有别人的“我”，比如说，
我的孩子也是我，我的老公也是我，我的同学、我的
佛友也是我，这个是大我。自我是什么呢？就是只有
自己的这个“我”字，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你叫他
去做一件事情，他首先想到“我很累”；明天要去放
生，“我爬不起来”。

无我才会公正

白话佛法(九) 41.《无我，才会公正》



没有自我的人，才会公正，看问题、想问题都会站在
别人的立场上。比方说，两个人吵架了，你是局外人，
你就会讲出谁对谁错了。如果你认识其中一个人，你
就会帮助这个人，你就没有对错了。因为我认识他，
过去他对我好过，所以有自我了，他对我好过，认识
我，接下来，你就不能公正了。待人如此，做菩萨也
是如此，待别人是这样，你做菩萨也是这样。

白话佛法(九) 41.《无我，才会公正》



常为他人想，这个人就是无我。你脑子里经常想着人
家，你就没有时间想自己，你不就是无我了吗？因为
没有自己，就开心了；有自己，带来的就是烦恼。把
自己忘掉，脑子里想的都是人家，你就成功了。为人
家想，说明你有能力帮助人家。很多人只为自己想，
那就是自顾不暇。今天有一份力就帮助人家一份，今
天有一分钱就帮助人家一分钱，那你永远想到的就是
人家。不要去想人家的回报。

如何达到无我的境界

白话佛法四 20.《积功累德无我无相》



师父现在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就是不去想别人的回报，
我就分分秒秒的在广播电台、网络里忘我地耕耘，有
一个救一个，每一步都是按照观世音菩萨的安排做。
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哪来的我们？但是我们做出了
一点点，菩萨给了我们多少？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些道
理。所以要无我，佛法上讲叫自他互换。用我们的话
来说就是换位思考。师父告诉你们，牺牲自己为功，
即要忘记自己，要牺牲自己，就是功。一切平等视为
德，就是你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平等的，所有的事物
都是平等的，你就是有德性的人。

白话佛法四 20.《积功累德无我无相》



你的心就是他人的心。经常想“这个人是怎么想的
呢？”你就能得到这个人的心。比如经常想：我现在
所做的这些事情，我老公是怎么认为的呢？其实你就
能得到他的心了，因为你能得到他在想什么。所以要
视你的心就是他的心，你的身就是他的身，都是一样
平等的，你就不会吵架了。

白话佛法四 20.《积功累德无我无相》



学佛就是让你们心明眼亮，要学会忍让，要修行修心。
修自身的佛性是功。就是说修性要学会修自身的佛性。
什么叫自身的佛性？就是自己的本性，自己善良的心，
就是修自己的良心。用佛心来修自己的身是德。就是
说经常用佛菩萨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身体上做什么事情，
那就是德。比如你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比如你看见人
家掉的钱，你拿起来了；比如你今天做了一件不好的
事情了，你打人了、骂人了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如
果你不用佛菩萨的境界去衡量、去修它，你就永远没
有德。

白话佛法四 20.《积功累德无我无相》



师父今天给大家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是不
以物喜？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或对所
看到的世上的一切事情不要特别高兴。因为任何事物
都是虚幻的，并且会变化。比如明明看见这个东西好
像是真的，好像是很开心的事情，实际上它不一定是
真的，不一定给你带来欢乐，也并不能够让你得到欢
喜。因为你们看到的事物可能是表面上的，它不一定
是真的实质性的事物存在于人间。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白话佛法(四) 33.《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比如说你中了六合彩了，就算钱再多你慢慢也会用完
的。如果你中到一个大奖了，也有可能会惹来一些杀
身之祸。就是说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而让你内在的心
而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喜怒哀乐来影响你
的感情和生活。大家要明白，我们做人有时会因为不
懂而拿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来作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比
如在外面有开心的事情，回到家也开心；如果在外面
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回到家就很不开心。实际上
你的情绪已经被别人和物质控制住了。

白话佛法(四) 33.《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不要被人家控制住，也就是说不要被世
界上所有的物质所利用、所控制住。明白了吗？大家一定
要记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就是不以所有
的物质上的东西，所有你所看到的、见到的东西为喜乐，
要实实在在的懂得这一切都是假的。不以己悲，就是说不
以为自己接受了现实痛苦而想到悲伤。不以己悲是无我的
境界，是不感觉自己一直在受世间的一切所影响。不以己
悲就是说因为这个世上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悲伤，你不要以
为自己已经在受这些悲伤、这些苦难了。就是让你要忘我，
让你摆脱自己，自己要离开这个悲伤。

白话佛法(四) 33.《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因为我们在世上都会有很多的悲伤，所以我们要不受
世间一切色受想行识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所感受到的
一切，我们所想到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和意识
形态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顺着它去。不要
感到自己“哎呀，我这个悲了，我就很悲了。这个事
情我受了苦了，就是很受苦了”。你不要把这些东西
从精神上来承受它，因为精神上承受它，说不定你的
精神上是在用它。也就是说你这个空性自然体，这个
空性自然体其实就是让你能够接受这个意识形态方面
的东西。

白话佛法(四) 33.《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所以师父给你们讲叫不以己悲，就是自己不要悲伤，
不要承受世间的一切色受想行识对你的影响，你没有
感觉，你没有受，你就没有痛苦。比如现在我明明心
里很痛苦，但是我没有感受，我没有觉得痛苦。本来
这个事情你要拼命去想的，而你现在没有去想。因为
这个事情本来就不该你想的，对不对？行识就是你行
为和意识，你的行为没有去做，就不会给你带来所有
的果；你的意识不去想，你的意识就会很干净。

白话佛法(四) 33.《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大家要明白，学佛的人要懂得克己，要忘我的境界，
就是要克制自己，把自己的境界完全忘掉，要不受世
间的一切影响，然后靠个人自身的坚持和毅力。那么
你怎么来坚持呢？我的这位弟子，老妈妈最有感受。
你说你这几年开始的时候辛苦不辛苦？非常的辛苦。
你克制得难过不难过？非常的难过。但是你有毅力，
你坚持下来了，你就成功了。在这个当中你有很多次
克制不住，对不对？差一点自己想不通出走，还想我
自己一个人住还挺好的，你这种想法当时都有过的。
但是你坚持克制自己，最后你胜利了，因为你有毅力。

白话佛法(四) 33.《明白空性物体，学会克制自己》



女听众：常说我们要“无我利他”，那么“利他”到
底是利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在利他的过程中感觉与自
己的本性越来越远？好像慢慢变成一种迁就、一种讨
好？

无我利他不是迁就

wenda20150109  01:22:16 



台长答：根本不对。“无我利他”，那是有原则的，
不是什么都是利他的。就像妈妈跟爸爸教育孩子一样，
妈妈说“没有自己，天天为孩子好”，对不对啊？那
利他，孩子说要去赌博，你也让他去？孩子要去偷吃
扒拿，你也让他去？孩子要吃喝嫖赌，你也让他去？
这叫利他吗？这叫害他，这叫无我害他，不叫利他。
“利他”，要指出他的毛病，哪怕损害自己的利益，
哪怕他对你不好、诽谤，你也要指出他的毛病，这就
是正规的父母亲，这就叫正法。你对自己的孩子不严
格，终有一天他会恨你的，明白了吗？

wenda20150109  01:22:16 



我今天不迁就任何一个弟子，只要你犯错了，不管你
做多少功德你给我下去。明白了吗？这样才是严师出
高徒啊！（谢谢师父）你去看好了，很多大法师对他
们的弟子都是这么严格的，很多大法师对下面的弟子
都是这么严格的，哪一个庙里的住持对下面的那些小
和尚不管得严啊？明白了吗？

wenda20150109  01:22:16 



涅槃寂静



涅槃寂静，不要以为“涅槃”这两个字是一种结束，
涅槃在梵文里是开悟的意思。涅槃开悟的人，他的心
马上就静下来了，他马上什么都不想了，他马上什么
都知道了，人间宇宙空间所有的一切他全明白了：哦，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啊。原来这个世界是生不带
来，死不带去，我来到人间什么都没带来，我走的时
候能带走什么呢？没有，空空如也，连你的身体器官
也带不走，只有业随身。你的感情能带走吗？一辈子
爱你的人，你能把他带走吗？带不走的。

涅槃寂静

白话佛法(九) 27.《学佛经典是无我》



涅槃真正的意思就是佛教讲的不生不死、不生不灭。所以，和
尚死的时候大家都不哭，因为这个和尚走了，比方说某某和尚
走了，他是上天了，他犹如回到了自己的家。很多出家人，离
开了庙，为什么他们喜欢经常背一个自己的布袋到处去挂单？
他自己知道，他今天离开这里到那里，到那里又离开这里，实
际上这就是人的一生啊，来来去去一切皆空，就像人走的时候
最后上天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哭泣的。他离开了我们，走掉了，
他到另外一个庙里去了；他离开了我们，他到天上去了：他到
那个地方去结缘了。所以他就不会把这种生死看得太重。走的
时候，连被子都留下，都不是他的，一生什么都没有，背一个
小布袋走了，挂单去了，就是这个道理。

涅槃的境界

白话佛法(十一) 41.《涅槃的境界》



师父告诉大家，涅槃有八大意味，实际上古时候的经
文当中叫“涅槃八昧”，就是说涅槃有八种法味，师
父今天只能跟大家简单地讲一讲。涅槃实际上意味着
你常住法、寂灭法、不老、不死、清净、圆通、不动、
快乐，八昧。第一，常住，结束了，在这个世界上涅
槃，就是你常住在人间，死掉了你的肉身骨头，你的
精神还是常住在人间。第二，寂灭，涅槃就是代表着
你的身体的结束。

涅槃八昧

白话佛法(十一) 41.《涅槃的境界》



第三，涅槃代表着你不会再老。第四，涅槃代表你没
有死，因为你的精神永远活着。第五，涅槃代表着你
清净了、安静了，身体很干净，因为你不会用身体再
造业。第六，涅槃代表着你圆通，你把人间的一切事
情都做好了。第七，涅槃不动，心不动了，手也不动。
第八，涅槃代表你抛开了人间的烦恼，达到正等正觉，
让精神活在快乐中。这叫“涅槃八昧”。

白话佛法(十一) 41.《涅槃的境界》



一个人如果能够达到正等正觉，如果什么都想得通，
这个人就能够自主六根、六尘——自己就明白自己的
六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嘴巴不能乱讲，眼睛不
能乱看，耳朵不能乱听……这个人如果能够控制住自
己的六根，就会防范于人间的六尘，所以欲望就会灭
绝，欲望就没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住自己
的六根，不接近六尘，然后欲望马上就没了，业力马
上会消失，业力就没了，然后六道轮回在你这里也会
消失，没了，因为你已经把什么都看空了，你不会轮
回了，所以不生不灭的情景就出现了。

白话佛法(十一) 41.《涅槃的境界》



用现代话讲，如果一个想得通的人，别人跟他讲：
“你老啦，你把这个钱留给孩子，你要多积蓄一点给
孩子啊。”他什么都想得通：“有什么生？有什么死？
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它干吗？”人到人间，一切都是
暂时的，都是借来的，自己一走，连自己的身体这个
躯壳都不是自己的。你是谁啊？你来的时候名字都没
有。彻悟了，这个时候业力没有了，六道轮回消失了，
不生不灭的情景出现了。因为你想通了，你没有生，
也不会有灭度。

白话佛法(十一) 41.《涅槃的境界》



所以，佛法的涅槃，实际上指的就是灭一切生死轮回。
师父跟你们讲的东西很深啊。涅槃就是指灭一切生死
轮回，达到无为安乐的境地。“无为”，就是我心里
已经没有行为，在人间行为上也没行为，心理行为也
没有。“安乐”的心态，我已经找到我最后最开心的
时光和地方了。所以想得通的人一辈子开心，想不通
的人永远活在地狱当中。所以人家说想得通的人走的
时候也是笑嘻嘻的，开开心心，不痛苦，那就叫涅槃。

白话佛法(十一) 41.《涅槃的境界》



无我
（请点击视频链接收听）

https://youtu.be/ut7AjjG0e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