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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我的记忆里，我七岁就出家了，所以我的孩童时期和青

少年时期是在藏地的寺院里度过的。修行，对我来说，就像水

和氧气一样，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的汉语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表达出来的意思和内心想

说的话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或多或少成为了一种和大家交流

的障碍，但我一直在努力地学习中，就像修行一样，我们都要

有努力的方向。我们常常说学佛，但是学佛到底是学什么呢？

其实就是学佛的觉悟。我们学佛先学做人，先做一个信守承诺

的人。从古至今，小人无信，君子重诺，做人说话算话，也是

在为自己积累福报。答应别人的事要做到，这是一种责任，更

是一种难得可贵的品质。

在面对充满变化及无常的人生，我希望人人的内心都充满

智慧与光明，人人都自在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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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众生恩

修行离不开众生，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

资粮的福田，要想布施、忍辱、持戒，都是要依靠所有众生才

能圆满成就的。比如我来到汉地，要坐飞机或火车，一路上如

果没有众生的帮助和护持，我就见不到你们，你们也听闻不到

我所说的话。比如你来到佛堂，无论是从哪里来，以什么方式

来，也要通过无数众生的帮助才能顺利来到这里。

举个例子，比如大门口的保安人员，如果不让你进小区，

你就见不到这么多庄严的佛像，也听闻不到我所讲的话。所以，

众生在累劫累世都做过我们的母亲。想到这里，是不是对所有

人，都产生那么一点点亲近的心了呢！

这个世间的一切，都离不开众生的合力。有种地的农民，

我们才有粮食吃；有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我们才有生活所需

的物品；有军队，我们才有安稳的社会保障。众生给我们的顺境，

让我们知道珍惜这个暇满人身。众生给我们的逆境，会让我们

更加地看破放下，知道一切都是梦，都不是真的，这些都是众

生的恩德。

佛堂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佛堂，上师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专

属，这些大家尤其要明白。佛堂的卫生是众生的发心帮忙，所

以我们看到的佛堂整洁干净。佛堂吃的饭菜，也是十方供养，

众生帮忙轮流在做，所以我们才能安心地坐在这里共修学习。

大家都在为世间的事忙碌奔波，却还能这样的发心来到佛堂为

三宝服务，为众生服务，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颗感恩他人的心

呢。

你不要说因为看到了哪个人，穿了所谓的名牌，你就去亲

近羡慕；或是看到谁打扮得普普通通，就心生不屑不满。那么，

你能做到来这里打扫吗？你能放下所谓的身段为众生服务吗？

我想，你还放不下那个所谓的我执和傲慢吧。

在学习正法的路上，我们都是众生，众生是平等的。如果

没有三宝，没有正法，没有善知识，没有上师，我们根本无法

解脱成佛。正是因为有了众生，我们才有希望和有机会成佛，

众生是我们解脱成佛最大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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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有一些初学佛或刚进佛堂的人，偶尔可能会看到一种现象，

就是有的人因为不太会跪拜的动作而在那说说笑笑，或是有的

人拿着手机对着三宝指指点点地拍照，甚至还有的人穿着暴露

的衣服在那讥笑打闹。看到这些现象，他们内心可能就起了怀

疑，这是不是正法道场？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不尊重三宝？为什

么上师不管？然后，有的人也许就心生怯意，甚至不再来佛堂

了。

回应这些现象之前，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观世音菩萨《普

门品》里有一段内容，就是无尽意菩萨替大众问佛陀，观世音

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以何种身份度众生时，佛举了种种观

世音菩萨度众生时示现的形象，以此告诉大家，观世音菩萨应

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为什么要说到这个问题呢？大家要知道，在没解脱之前，人

人业报不同，有的人天生聪明，好运长寿，让大家都爱敬羡慕。

也有的人看起来笨笨的，跟他讲什么事情讲了很多次还是听不懂

记不住，或是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很辛苦地为生活奔波。这些

都是什么原因呢？这些都是前世对三宝是否恭敬的果报。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同，根性不同，连三宝都不知道尊敬，

连起码的在道场的规矩都不懂的人，你说可不可怜？可怜啊！

那么他在这个世上懂得尊重别人吗？别人又会对他尊重吗？所

以，你不要因为别人的不如法而起烦恼。那些刚来到佛堂亲近

三宝的人，最起码是有颗想修善的心，我们要用慈悲的心看待

他们。换个角度，你也可以把对方看待成是来考验你修行到什

么层次的佛菩萨，考验当你看到不如法的人、不如法的事，会

不会起烦恼，会不会被境界所转。佛菩萨最慈悲，看你是什么

根性，是什么阶段，就会随顺你的根机习性现什么身而为你说

法，所以，你不要小看哪怕是一只小猫小狗，它们也都有可能

是佛菩萨化身而来的。

你在听经闻法修行后，因为明理了，因为做得好了，你才

因此更加清醒地知道众生可怜，愚昧无明。所以你可以在发心

正确的前提下，和言善语地去提醒一下那些行为不妥的人，告

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更好一些，告诉他们，我们来到了佛堂，学

佛之后，行为上语言上就要做别人学习的模范，不能因为我们

的行为而让别人心生怯意或对三宝产生怀疑之心，那样我们造

的业可就大了。当你说了这样的劝勉的话，我相信，对方一定

会接受你的好意的。



第四章
平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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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先修心

以前有成就的修行人讲经说法不用考虑那么多，佛陀怎么

说就怎么说，佛陀怎么开示就怎么开示，因此开悟成佛的多，

觉悟的多。现在的时代呢，佛陀讲的经论说出来的时候，要看

条件。这个说了，会不会得罪他，影响他没有，这样说出来会

不会有什么后果，于是就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念头和想法。

讲经说法的过程中，就非常需要善巧的方式去开示。

我们皈依三宝的目的是为了脱离轮回。地狱、畜生、饿鬼，

人道、阿修罗道、天道六道的轮回都是很苦的，我们都是为了

脱离这个轮回才来修行。可是，具体怎样修行，就需要找上师

指导。

上师的作用是什么？你需要上师指导的原因是什么？这些

都要认真思考和反省一下。上师并没有去找你来皈依，也对你

没有所图。上师对你只有一种对学生的责任感。如果你学习比

较多一点，听闻多一点，修得多一点，上师肯定要说你的，不

说不行。因为你学的佛法，是修正并断除自己内心的烦恼、贪

嗔痴和我执的方法，上师希望你更进步，才去说你。如果不是

这样，你什么都不学、不修，就不可能说你，你还没有具备资

格去接受上师这样的开示。真正好的善知识，特别是大善知识，

才会说你骂你，找你的缺点，找你的不对。我们现在接触不到

这种上师，因为自己做不到，不相应。所以心里会想为什么这

个上师自己不修，反而转过来找我的毛病，因而生起很多的邪

知邪见，修行人一定不要这样。

平时我们修行，无论是打坐，持咒念经，或者任何行善行

为，都要先观察自己的内心动机。如果观察出来的，都是分别

心、贪心、嗔恨心和嫉妒等等，并没有根本地从内心去解决我

们的烦恼。这样的情况，原因出在哪里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

自己觉得我懂、我会、我知道。这些想法、念头都是错的。

你什么时候真懂、真明白了，你就开悟了，你就明心见性

了。如果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就需要戒律清净，持戒清净。无

论口头上讲得多好、多厉害，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最根本的

是看你内心的想法和动机，还有思维是否改变了，这个才是关

键。如果一切的经论你都通达了，但内心的贪嗔痴、我执、法执、

傲慢、嫉妒等等都没有改变，那你学习的就不是佛法，而是外

道！所以修行人要时刻提起正知正念，发大慈大悲心，发菩提

心，好好地先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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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心及加持力

有些人花那么多时间走那么远的路来到庄严的佛堂，面对

三宝，面对那么多的诸佛菩萨像，我建议先拜一下，功德无量，

顶礼一下，对你们自己有大好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生

起恭敬心！恭敬心是什么？恭敬心是清净心的代表。清净心是

什么？清净心是戒律的代表。

有了恭敬心，诸佛菩萨的加持就都能得到。加持大小，不

是离佛像远近的问题，佛菩萨的加持也不是佛像便宜或贵的事

情，一块钱的佛像和一百万的佛像是没有差别的，看你的信心，

你信心大，即使是顶礼一块钱的佛像，诸佛菩萨的加持也都能

得到。你没有信心，即使是顶礼一千万的佛像，那么一分的加

持都得不到。那都是你自己的贪心！能得到什么呢？你心里以

为拜的佛像越大加持越大！但是，在任何正法经论里，并没有

看到过说佛像大加持大，或是说上师功德大加持大。真正的功

德和加持是看我们信心大小，信心大功德加持就大，信心小功

德加持就小，没有信心就没有结果，就像种子被火烧过一样，

自然没有结果。

有些人请佛像是为了追名求利，或是争权夺势，为了得到

这些，甚至是不择手段，看到这种心态，我坐在上师的位置上

很痛苦，我有责任告诉你们的真相就是——佛菩萨不是你们能

买通的对象！不是出钱多，就听你的，出钱少就不听你的，如

果有这样的好事，还用那么辛苦的修行做什么！如果我做上师

变成你们造业的工具，那我没有必要做上师，我做你们的金刚

师兄更好。为什么呢？你们不造业，我也很开心，我更自由自

在，我做你们的金刚师兄和你们在一起是很踏实很轻松的。但

是，有时候想到自己身上还是有那么多宝贵的戒律，想到自己

是佛陀的一个护持者，我答应了佛陀，我的工作就是为众生工

作！所以看到你们走弯路错路，我就有责任去提醒你，批评你，

告诉你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对我而言，所有的弟子都是一样

的，就如母亲对待所有的孩子一样，是平等的心、平等的牵挂，

没有分别！

我觉得时间太宝贵了，生命无常，一切都是充满变化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所以，我们的未来才是真正最重

要的，种什么样的因，决定了你去哪里的果。比如贪心会到饿

鬼道，嗔恚会到地狱道，愚痴会投为畜生道，既便是三善道，

如人道，阿修罗道及天道，也是没有脱离六道的轮回之苦。那

个时候，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没有什么比相信因果，

依靠三宝的加持而达到解脱、达到离苦得乐更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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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智慧的人，福慧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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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与福德

现在有些人，做了一点好事就想让别人知道，特别是做了

布施供养后，到处去说自己做了什么，捐了多少钱等等。比如

造佛像、建佛塔，都要在佛像或佛塔下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这

种心态，是在培养自己的执着、贪心和傲慢，根本不是真正供

养布施，这不是行善的正法。如理如法的布施供养是，你不要

去想你做了多少好事，有多少功德；也不要去怀疑你布施供养

的去向、用途，如果有这种想法，就是一种邪知邪见。

你做了好事，要悄悄的，不需要别人知道，因为诸佛菩萨

知道。这才是最殊胜、最有功德的。那如果你做了一点好事，

做了布施供养，却让别人都知道，有没有好处呢？有。这叫福

德。有福德不一定有功德，功德胜于福德，有功德才能开悟、

能成佛。有一些功德并不需要花钱，比如修布施，布施对治贪

心，如果贪心吝啬的心断掉了，对世出世间法也没有贪心，你

布施波罗蜜圆满，这就是功德。

当年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他为佛教做了很多好事，建

了四百八十座道场，规模都很大，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达摩祖

师来到中国跟他见面，他拿这些事情向达摩祖师夸耀，并问达

摩祖师他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梁

武帝特别不高兴，碍于面子继续问：“没有功德，那是什么？”

达摩祖师说：“是福德，是很大的福德。因为功德是戒定慧，

你做这些事情自己没有得定，没有开智慧；如果你得了定，就

不会夸耀，也不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是，你能有这么大的福报

做这些好事，是因为你过去生中所修的福德，让你来这个人间

享福。你现在所做的这些福德，会让你来生享受更大的福报。

人间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福报，你就会到天上享天福去。”

很多学佛人分不清功德与福德，虽然两者都是在做好事，

但发心不同。大乘佛教里，只要你有分别执着，无论你做了多

大的好事，都叫福德。如果没有分别执着，就是功德。这个是

有根本区别的，一定要分清楚。

功德跟福德最大的区别就是功德能了生死，能出三界，提

升你的智慧；福德所感的是人间天上的福报，不能提升智慧，

不能超越六道轮回。所以，福德是着相，功德是不着相。



194 195人生的蜜语 第五章　做有智慧的人，福慧齐来

有智慧的人，灾消福来

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特别是老一辈传下来一些谚语，更

是处处显示了传统文化的智慧。比如说到因果，用“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来形容种什么样的因，就得什么样的果；说到改变

命运，用“断恶修善，灾消福来”来说明断恶修善能改变命运。

现在有一种人，看起来非常聪明，表面上有名利、有财富，

但是从来不做任何行善的事，也不做坏事。他不做任何好事，

因为奉行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以用来保住自己眼前的名利或是财富；他不做坏事是因

为并不知道做坏事会有什么样的报应，不知道做坏事是下三恶

道的因。这类人，勉强说是善良，但不是有真正的智慧。因为

他并不知道，他眼前享有的一切，是前世积累下来的福报，等

福报用完了，内心就会很没有安全感，很痛苦。

还有一类聪明人，做事情目标明确，要么是为了得到钱，

要么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贪欲心非常重。表面上也许对谁都

很谦和，对谁看起来都一个样，但内心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

有真正的慈悲心。这类人不怕因，只在乎果，怕自己没有钱，

没有权力，所以他造任何业也不怕，比如为了达到竞争的目的

而妄语，为了所谓的激情而邪淫，或是偷税漏税占国家便宜。

所做的一切，他都会用小聪明说服自己什么也没有名利财富重

要。这种人的心跟着自己要达到的目标走，让名利财富做自己

的主人，所以内心总是患得患失，没有真正的安乐。

现在很多人说自己痛苦，其实就是因为没有正知正念的信

心，不知道什么是恶，更不知道怎样去断恶。比如我们想去北

京，那么就一定要有路，无论你是坐飞机去，还是开车去，甚

至是走路去，都要有路我们才能到达北京。这个路，就好比是

要学释迦牟尼佛、学阿弥陀佛、学观世音菩萨，看众生都是平

等的，对众生都生起慈悲心、菩提心，努力降伏自己的习气，

达到离苦得乐。

真正有智慧的人，因为懂因果，知道做恶或行善会给自己

带来什么样的果，所以更怕的是因。怕造业，就会先断恶再行

善。真正有智慧的人，因为有慧力的信心，所以在这个处处充

满诱惑的社会环境里，不会被名利财富牵着走，对这些外在的

名利财富可以选择要或不要，非常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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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三藏法师玄奘�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

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

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

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

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

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

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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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妈妈在一起 修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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