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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力大过一切业力

  

         

    

   

   早晨，漫步于清新的街

道上，经过图书大厦时，远

远看见一人，左手拉着大大

的行李箱，规规矩矩走三步，

然后虔诚的五体投地。这种

三步一拜的方式一般在这个

城市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拜

愿的人还“全副武装”了起

来：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

双膝缠着厚厚的护膝。迎面

走近以后，看见他很沉静，

既不看周围的人，也不关注

这个城市，只是看着前面的

土地，三步一拜地向前走

去……

    与他擦肩而过，我的心

中十分感佩，凭直觉，这一

定是朝山的人。大约走过了

五十米之后，我又回过头，

看到匍匐在地的他，我有一

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仅仅

是这种精神带来的一种感

动，还有对这种行动力的一

种感佩，因为朝山而去的，

就他一个人。于是，我追了

上去，在他后面连问了三声

“您好”，他都没有回头。

我才明白，行走在这样一个

陌生城市的陌生人，肯定不

会想到有人和自己打招呼。

果然，当我小跑到他面前和

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下子

怔住了。当我问到他是不是

朝山的时候，他惊讶地看着

我，缓了好大一会儿神儿才

问了我一句，“你知道虚云

老和尚吗？”

   有了他这句话，我想我

已经知道答案了。虚云老和

尚当年就是从普陀山起香，

三步一拜朝到五台山的。

当然也正因为这句话，我们

之间打开了话匣子。我告诉

他我还知道本焕长老也是这

样朝山的。交谈中得知，师

作者：一心

本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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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法名宏忍，宁夏人，坐

车到太原，然后从太原三

步一拜来到这里，已经过

去半个月了，照这个速度，

我估计最少还得一个月才

能到五台山。我开玩笑说，

您和禅宗五祖一个名字，

他说他不是“弘忍”，是“宏

忍”。他还用方言和我聊

了很多，而且十分专注，

以致于其间我问到他的手

机号码，然后拨打过去，

他都没有听到铃声！话别

后，望着他渐拜渐远的背

影，我不由感叹，正如这

位朝山的宏忍师父刚才所

说“愿力大过一切业力！”。

   多有见地的一句话！这

是一个行者的真实体验！

   同样的装束，同样的朝

拜，曾经在拉卜楞寺也看

见过，当时是一位年迈的

老人，虽然头发花白，行

路缓慢，但他依然以三步

一拜的叩拜方式来表达对

佛陀的敬意。想起这，就

更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

大愿的力量。我们常说，

人受着业力的驱使总是难

以自控，而实际上，只要

有了大愿，业力是可以被

驱散的。业力有时候是一

种习惯力，不好的习惯总

是让我们做出不好的行动。
但是，这种习惯力再大，
也是大不过愿力的。只要
能真真正正的发愿，习惯
力是可以被改掉的。因为，
愿力无穷，也因为愿力源
于自性。六祖大师曾经提
到过发愿，法海集的《坛经》
中记载，他说应“将此顿
教法门，同见同行，发愿
受持，”还说“发大誓愿，
不退菩提，即须分付，若
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
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
前人，究竟无益。”六祖

大师还提及“四弘愿”，
他说，这“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
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
成”四大愿，需要“自性
自度”、“自心除虚妄”、“常
下心行、恭敬一切”并且“行
誓愿力”。六祖所言的这
种“誓愿力”，其实就是
自性之愿力。
    当天中午，宏忍法师
打过电话询问，才得知我
上午给他拨了电话。电话
那头他依然那样有力量，
我告诉他说，您到了五台
山以后，记得代我向文殊
菩萨问声好，他说“一定”。
后来，我每天都在想，他
走到哪儿了？这一路一个
人，三步一拜，真是不容
易。不过，有了这种大愿，
业力何愁不驱散？

       

本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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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18 日下午 3 时，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在韶关市副市长兰茵女士的陪

同下考察南华禅寺并指导工作。

   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热情接待了蒋坚永副局长一行，在传正大和尚的带领下，蒋

坚永副局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南华禅寺的大殿、六祖殿、藏经阁等重要建筑，并详细询问

了寺内珍贵文物的保存情况。

   在南华禅寺的大南华规划蓝图前，蒋坚永副局长驻足观看，向传正大和尚仔细询问了

大南华的规划思路、工程进展情况，并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赏。他希望南华禅寺能借

此难得的发展机遇，再接再厉，弘扬禅宗优秀文化。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考察南华禅寺

南华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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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8 日上午 8:30，大型文化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寺·南华寺》举行开机

仪式。为保证顺利开拍并制作出能够展现大南华气派的电视专题片，早上 4:30，南华禅寺

方丈传正大和尚率四众弟子，在大雄宝殿举行了《中华百寺之南华寺》开机祈福仪式，祈

请诸佛菩萨加被护佑。 

 

   开机仪式在南华禅寺曹溪门前广场隆重举行。出席开机仪式的有广东省民宗委副巡视

员陈世杰，韶关市副市长兰茵，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韶关

市民宗局副局长赵才金，曲江区副区长卢春燕以及《中华百寺》制片人梅可等。韶关市副

市长兰茵与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为《中华百寺·南华寺》开机揭幕。传正大和尚在致

词中预祝《中华百寺之南华寺》拍摄顺利，取得圆满成功。 

 

    据悉，作为“纪念六祖惠能圆寂 1300 周年暨 2013 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韶关）”系

列活动之一的大型文化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寺·南华寺》将于8月下旬至9月上旬播放。

大型电视专题片《中华百寺·南华寺》隆重开机

南华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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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时，“纪念六祖慧能圆寂 1300 周年暨 2013 广东禅宗六祖文化

节筹备工作通报会”在南华禅寺召开。 

 

   曲江区四套班子领导黄健庭、伍海艳、唐继华、卢春燕、刘求华及区有关单位负责人、

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参加了会议。会上，公安、消防、医疗、交通、宣传、后勤保障

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就各项工作的实施情况作了汇报，为确保“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这项

大型活动顺利举行，区委副书记黄健庭要求各筹备工作组紧锣密鼓，把责任及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会后，与会领导来到曹溪讲堂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为筹备纪念六祖圆寂1300周年，南华寺为寺院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建了多宝阁、

息心园、祖师殿、长廊、曹溪门前广场、停车场等建筑设施，对大雄宝殿主体框架和殿内

五百罗汉进行了全面修缮，重修六祖殿。作为纪念六祖惠能大师圆寂 1300 周年重要活动

场所的曹溪讲堂计划今年 8 月竣工。南华寺举办的法事活动已确定，主要有曹溪讲堂暨六

祖圣像开光典礼、瞻仰六祖真身暨六祖殿重修落成典礼、传灯法会、讲经活动、文化交流

活动等十大活动。

纪念六祖慧能圆寂 1300 周年
暨 2013 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筹备工作通报会

在南华禅寺召开

南华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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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23 日上午 8 时，南华禅寺曹溪佛学院第二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于南华

禅寺多宝阁举行。韶关市副市长兰茵女士、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向志强、曲江区副区长卢

春燕、曲江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梁志勇等领导出席会议。兰茵副市长发表重要讲话，期

望曹溪佛学院坚持办学方针，为佛教界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担任此次答辩会的委员有：南华禅寺方丈、南华禅寺曹溪佛学院院长传正大和尚，台湾

慈光寺住持、慈光禅学院院长惠空法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纪华传教授，

曹溪佛学院源流法师、法广法师。闽南佛学院教务长传明法师主持答辩会。 

  五位研究生先后进行了精彩的答辩。答辩结束后，答辩会委员们根据学员的论文内容、

质量及答辩，进行客观总结评述。评委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五位学员顺利通过

答辩。 传正大和尚向五位研究生颁发毕业证书。 

 　2000 年曹溪佛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十三年来，学院始终秉承先贤大德的办学宗旨，为

教界不断输送德才兼备的青年僧才，广受好评。研究生班的设立，是提高曹溪佛学院教学

质量和教研水平的一个标志。 

曹溪佛学院
第二届研究生论文答辩会顺利举行

南华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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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品 不受不贪分

    “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

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

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

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

　

第二十九品 威仪寂净分

      “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

义。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佛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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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老和尚文集》整理后记

   在纪念惟因和尚圆寂十周年之际，虽然

与曹溪南华祖庭远隔千山万水，但往日恩师

身边的情景一切都历历在目。作为深受和尚

法雨滋润的学僧，此时此刻心情是难以言

表，因此把和尚所讲的《六祖坛经》和《永

嘉禅师证道歌》的讲义整理编辑出来，与广

大读者见面，同沾法益，同得解脱。这是我

们在南华求学期间最大的收益，也是和尚一

生中对《金刚经》和《六祖坛经》研修的最

珍贵的精华成果，遗留给我等有情。他老人

家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我等有情的心藏

之中，也是为新世纪的有情众生所赐施的无

量精神修养资粮。他在坎坷一生中，做出了

不平凡的无量功德。圆寂时那种潇洒自在解

脱预知时知，身无病苦和清净安然的境界，

实令人敬佩不已。和尚忍辱负重的坚固道

行，慈悲济世的风范，给下一代青年佛子赐

予无限的启迪。说穷不富两袖清风，说富不

穷桃李天下。我在求学期间领略到恩师为法

奉献的高尚人格，看见了和尚倒驾慈航播种

的希望，献身于禅宗祖庭宝刹的熠熠风采。

说到传神之处，我每每为和尚弘法感人的德

行所震撼。

　　

　　和尚树碑立传的并不多见，但以朴实而

生动的一生奉献给雄伟的法苑业中，涌现出

的一批批优秀青年僧人的闪光业绩。恩师他

老人家不分寒暑，一座座动人心弦的讲座组

成了一曲曲清净梵行的赞歌。这可以说是中

华佛教脊梁的颂歌、东方佛光的湛然。每一

个讲座凝聚着头陀苦行的生命之光的崇高

德行。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一是选精拔萃、辩才无碍，演扬妙法的风

采圣韵，每一句都是在浩如烟海的法藏中

择优集华，引经论典，浓缩精华，筛选而成。

这正是惟因和尚演说顿教妙法最光彩夺目

之处。他讲演的态度是务实的，座座开讲

都是对经论深入的智慧结晶；他跋涉经海，

解行并进，正知正见，出众拔萃。若没有

这种刻苦修炼的德行，只凭苦思冥想是绝

对讲不出经论内涵的圣韵风采的。从此之

中，我们可以看出和尚驾驭经论的能力。

他老人家说法开示引经论典都详略得当，

文句精彩纷呈，每有点睛之句，倾听深湛

微妙的讲演，给人一种愉悦和享受。

　　

　　二是朴实感人，吹响培训禅僧法螺的

号角。他老人家甚深地爱着神圣的弘法事

业，为提高青年僧众的佛教学术及修证素

 文 / 照空  能如 

大德文选 

惟因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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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呕心历血，鞠躬尽瘁。

他是捧着一颗慈悲的心来，

不带半丝鹿草去，甘愿奉守

极为清苦的头陀行，启迪学

僧精心修证，清心研究，奋

力弘扬，在弘法利生光大佛

教中取得很深的造诣。他毕

生有着坚定信念，愿做般若

智慧的灯塔，点燃现代文明

的智慧明灯。

　　

　　三是生动传神。恩师的

传授佛陀的人生真谛，真实

而生动地将自己一生投身佛

教当做慧命的支点，开发着

人生的正法眼藏。他燃烧了

自己而照亮了芸芸众生，自

己的人生也闪现了灼灼光

彩，和尚的法身慧命像一轮

慈航往返普度，为芸芸众生

传输了涅槃妙心的慈悲观、

道德观、真理观、人格成就

观。这是他老人家对慧命德

之慈惠济世并广大佛教的真

功诠释，是一部充满人生真

理的宝藏。为我等凡情塑造

了可敬可叹的人天师表率

碑，也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严

峻的现实，在佛教魔强法弱

的末法时代，佛教现状令人

忧心，因而弘扬佛法的崇

高理想的同时，还要呼请青

年僧众对佛教修证的重视。

因为只有造成尊师重教、尊

修尊证的优良传统，清净道

风，将提高三宝素质落到实

处，人们的佛教才大有希望，

我们的六度万行才会前程无

量。

　 因为学习紧张，这两部

讲义基本上是开夜车整理出

来的，难免其中错误很多，

谨请大德高僧及诸位法师们

垂慈赐教为祈。奉南华寺方

丈传正命整理。在四十五日

完稿于拉扑楞寺甘肃省佛学

院。

        

大德文选 

南华禅寺惟因老和尚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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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南华寺   宋·文天祥　

　
 

北行近千里，迷复忘西东。行行至南华，匆匆如梦中。
　　
佛化知几尘，患乃与我同。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　　
 
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　　

赠仰山禅师    唐·张  乔

　　
 

仰山因久住，天下仰高名。井邑身谁到，林泉性本清。　　
 
野云看处尽，江月定时明。仿佛曾相识，今来隔几生。

南华诗文 

南华禅寺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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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祖坛经》是中国唯
一一部称为经的佛教经典。六
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中
向众弟子讲述了南宗禅的核心
思想要义。这种核心要义就是
慧能在《六祖坛经·定慧晶》
中所讲的“无念为宗”、 “无
相为体”和“无住为本”的理论。
慧能大师在为大众说法时说：

　　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
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
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
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
渐之假名。善知识，我此法门，
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
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
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
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
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
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
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恩前
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
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
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
无住为本。

　　慧能大师的这三句话不仅
是南宗禅的主要宗旨，也是慧
能大师和《六祖坛经》的思想
核心。下面就对这三句话作简
要论述。

　　一、无念为宗

　　“无念为宗”中的“念”，
就是指人的意念，第六识的意
识活动。“无念”并不是要停
止一切意识活动，而是不刻意
地思考。从现象上起念，见到
的都是假相，就会产生尘劳之
心，生起喜怒哀乐等种种妄念。

　　“无念”就是，“于念而

无念”，“于诸境上，心不杂”，
即在一切境上、心不被外境所
染。在自己的心念上，常能远
离一切外境，不在所遇境上起
妄念。但不是百物不思，不是
无思维存在，不是心中一片死
寂，而是“心不染境”，在念
念之中排除一切杂念妄想、排
除“尘劳邪见”。比如，名闻
利养方面的，财色名食睡五欲
方面的，利衰、毁誉、称讥、
苦乐八风方面的，祸福、生死
方面的种种杂念。“无念为宗”
就是以无念为宗旨。

　　从佛法的体悟来说，“若
百物不思，常令念绝，即是法
缚，即名边见”。”无念”是
要人于念中去除虚妄的分别、
执着。 《坛经》云：

　　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
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
处，不着一切处，常净自性，
使六贼从六门中走出，于六尘
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
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
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
即是法缚，即名边见。悟无念
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
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
至佛位地。

　　无念之“念”，有两种互
相对立的意义。一者，“于念
而不念”，“不于法上生念”，
此中之“念”为妄念，为邪念，
是执着外境而产生的错误知
见。二者， “真如是念之体，
念是真如之用”， “自性起念”，
此中之“念”是正念，是体证
真如后产生的正确知见，是根
本无分别后得智。因此，无念
不是没有念，而是没有妄念，

保持正念。“悟无念法者，见
诸佛境界”，“至佛位地”，
对凡夫而言，无念是修行的目
标，对圣者而言，无念是自性
作用的自然运用与发挥。

　　迷失的人陷入现象之中，
从而产生了各种幻觉，由幻觉
生出错误的看法，一切烦恼和
虚妄都是由此而生，所以，慧
能大师要把无念当成禅宗的宗
旨。

　　二、无相为体

　　“无相”就是“于相而离相”
或“外离一切相”。意思是处
一切相而即离一切相，或外离
一切法相。如能在念之中排除
一切杂念并且不执着于一切法
相而离相，这就是“无相”。

　　“相”本来是指事物的形
状、性质等。禅宗认为，事物
的“相”是由心造成的，所以
都不是真实的，只有摆脱了这
些虚妄的假相，才能认识到世
间万物的真实本性。

　　一切事物都是内因外缘和
合而成，所以是没有自性的，
但在众生的眼里，它们却都是
实实在在的东西。其实，众生
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虚假的相而
已。佛教中所说的相就是表现
于外而能想象于心的各种事物
的相状，也就是形相或状态。
根据众生业力不同，所得的相
也不同，佛法的作用就是让人
看到它的本性是空，从而破除
诸相。

　 “相”是相对于性质、本
体等而言，它是眼、耳、鼻、

《六祖坛经》的核心思想
文 / 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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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身、意等六识所照见的对
象，万物本性虽然是空，但在
六识的观照之下就会显现出各
种不同的相。一切外相都是虚
假的，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
同样的事物在众生的眼里可能
会有不同的外在表现。比如恒
河里的水，在人的眼里它是水，
但在天人的眼里，它是琉璃世
界，在鱼的眼里它就是可以居
住的房屋，在地狱众生的眼里，
它就是火海。

　　“无相为体”就是以“无
相为本体”。六祖说：“外离
一切相，是名无相，能离于
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
为体”。如果说能离于相，那
么法体就不会受污染，自然清
净了。《金刚经》说：“离一
切诸相，即名诸佛”。又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
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可见，
无相即诸法实相。实相即真如
无相，佛性无相，自我本心也
无相。《金刚经》还说：“如
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
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因此， 
”无相”即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无相”也是一切无相，如在
行而无行相。在卧而无卧相，
内心如如不动。此处“无相”
不是指无诸法事相而是指无诸
法的执着相。因为无相性空。
无有实体，无所执着，不能执
着于一切法丰目。

　　《坛经》中的“无相”，
有两层互为表里的意义。一者，
万物由因缘而成，是虚妄之物，
本来就没有不变的实在之相与
本体之相。二者，“于相而离
相”，“外离一切相”，修证
的过程，就是舍离因执着而产
生的实在之相，回归万法本有
的无相之相。因此，无相并不
是否定事物各式各样的外在之
相，而是否定因无明而有的实
在之相与本体之相。

　　在惠能之后，禅宗也发挥
了对无相的应用。万法本性是
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的，也无
法用任何语言加以描述的，只
能用心来体会。而只有当心不
受世俗之相束缚时，才能见证
到万法的本性，所以，惠能大
师说“离一切相即佛”。

　　三、无住为本

　　“无住”也是《六祖坛经》
的主要思想之一。“住”本指
事物形成后存在的相对稳定的
状态，但诸法因缘生灭，自性
本空，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停
的轮回流转之中，根本没有常
住不变的东西。不但具体事物
是这样，而且一切法都不能常
住不变。

　　但惠能大师说的“无住”
并不是指事物不能常住不变，
而是指心的无住。无住就是时
时刻刻不为对象所束缚，不再
追忆过去的事情。前一个刹那
后一个刹那，每个刹那绵绵不
绝，时时刻刻都依循着佛法，
不为任何对象所束缚，就是无
住为本。任何一个时刻中，心
如果有所停止，固定在某个事
物上，就是住的状态。所以， 
“无住” 就是心无所执着，
无所取舍，没有特定的认识趋
向。也可以说“无住”就是要
保持“心动”的状态。

　　“无住为本”，即以无住
为根本。《维摩诘经·观众生
晶》说：“从无住为本，立一
切法”。念念之中不思前境。 
“于诸法上，念念不住”而无缚，
每个念头都不执着。于心无事，
于亭无心。念念皆空，随时丢，
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如镜照
物，镜上不留色影；如风来竹
面，叶上不留风声；如雁过长
空，空中不留痕迹；如百鸿踏
雪，雪不见爪痕；如浮光幻影，

掠过长空，倏起倏灭。《金刚
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即是一切都不住着、
不执着，不追怀往日荣辱，不
计较过去恩怨，事如春梦了无
痕！一切缺陷、忧苦、悔恨、
烦恼、祸福、生死，等等都无住、
都不被束缚，犹如飞鸟出笼，
离开一切尘垢、离开一切妄念。 
“而生其心”就是显露出自我
本心，就是生清净心、悲愿无
尽的菩萨心、菩提心、慈悲喜
舍心、智慧心、平等心、利他
无我心等等。六祖所说的“心
不住法，道即通流”，意思是， 
“无著”既指排除杂念。不执
着干法，也指正念不断。

　　法和万物都是一样的，都
是没有本来自性的。在实际修
行中，要求修行者在任何一个
时刻，在一切法上都无所住。
如果一念有住，就会陷入束缚
之中，如果在一切法上念念不
住，就是远离了一切束缚。

　　“无念为宗”、“无相为
体”、 “无住为本”名相虽不同，
但在意义上是连贯统一的，在
修行实践中也是如此。“无念”
是在念念之中排除一切杂念；
“无相”是在念念之中排除杂
念并且不执着干一切法相而离
相；“无住”是在念念之中排
除杂念并且不住着、不执着于
一切法。如能做到无念，则无
相、无住亦同时具足，一切都
无所执着了。认识到诸相的虚
妄不实，就能做到无住生心，
而不住于一切法，就能抛弃一
切想念。所以三者之间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了禅宗的核心思
想，在实际修行中，三种境界
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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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
要相信自己的

心
    
  “信佛就是指信你自己的

心”，但这个心，应是清净
不染心，不是邪迷心、诳妄
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
指信自己的心，也就是自皈
依。“善知识！自心归依自
性，是皈依真佛。自皈依者，
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
谄曲心、吾我心、诳妄心、
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
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
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
是自皈依。常须下心，普行
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
滞碍，是自皈依。” 
 
   修行你得一步一步走﹐要
如何修行？有几个重要的观
点是我们应当要先认识的。
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修行
都是礼忏、念经、念佛，或
者上早晚课。其实这样的修
行是不够的，我们往往忽略
了现前的境界，在佛堂拜佛
的时候，忽略了禅室外头的
事情。在我们拜忏或打木鱼、
敲引磐的时候，会影响到别
人；而你并没考虑到别人，
就只看到自己在修行。这样
的修行会有障碍，对你
的利益不大，也不会对他人
生起什么好的影响。 
 
   在修行的时候，所有外边

的、现前的一切现象，跟我
们修的法应该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不把修法和日常生活充
分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修法
的成就也不会太大，对我们
的帮助也很小。
　　
   这个涵义就是说，不论你
拜忏也好，念佛也好，修禅
定也好，一定要跟你现前的
现实生活，以及工作结合在
一起，这样来修法，成就也
容易大一点。也就是把我们
的心念跟所修的法结合在一
起，如果我们的修行跟日常
的生活、工作成了两条平行
线，分别地进行，互不相干，
这两者你都会做不好。修行
和生活不是两条线，应该是
一条线，要使你的心跟现实
生活，结合成一体，这样的
修行，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
天到晚起心动念，如果你不
能够把佛法跟你现在所做的
工作、所面对的生活结合在
一起，用教义上所说的话，
就是你的心不能转变客观和
现实的环境，不能把佛法运
用到现实环境当中，修行所
起的作用不太大。 
 
    我们经常说信心、信佛，
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
佛？这两个涵义是一体的。
信佛即是信心，信心就是信
佛，但是我们常把心跟佛分
开了，分开了理解力就不强。
我们经常说心即是佛、佛即
是心，要相信自己的心，你
们有没有信心？我们一般说：
你有没有信心？好像是指信
佛，并不是如此，而是说信

你自己的心。 
 
   我们讲述《华严经》的时
候，就跟大家说：“你要相
信自己就是毗卢遮那佛，要
这样你学《华严经》，才能
学得进去。”意思就是说你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相信
自己就是阿弥陀佛，“心佛
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这
不是一句话，而是你在做的
时候能够跟心结合在一起，
这叫有信心；如果你没有这
个信心，成不了佛，也不是
真实地信佛，信佛就是指信
你自己的心。 
 
    佛的涵义，学佛的人都
知道。佛的印度原话是“佛
陀耶”，“佛陀耶”中译为
直觉的觉，明白的明，我们
的觉心是明白的，是觉悟的，
但因为受多生累劫的熏习，
熏习妄缘迷惑了我们本有的
佛性、本有的佛心，好像朦
胧阴影，受了垢缘；一旦这
些迷惑消失了，恢复你原来
的清净心，也就是在《楞严
经》上所说的“妙明真心”，
那就对了。 

 
    因此你在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的心。这个心在每一天的生

一句话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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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当中，不论是在你工作当
中所面对的事物，都不要离
开现前的一念心。学佛法就
要用佛法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让佛法跟生活成为一条线，
而不是成为两条平行线，如
果成为两条平行线的话，修
行起来就很困难，也不容易
成就。 
 
   不论你修哪一门功夫，一
定要做到不间断。修道的时
候，最难的不中断。我经常
跟我们道友说功课不要定太
多，太多你做不到，也容易
中断。说我一天念一千声，
就念一千声阿弥陀佛，时间
很短。一千声好长时间？但
是我天天不断，可就长了，
日久才见功力，愈久功力愈
大。说一劫两劫，为什么修
那么长？他断了，修修断了，
断了得重新再开始。懂得这
个道理，所以希望我们的道
友，不论你修哪一门功夫，
一定要做到。做到什么呢？
不间断。 
 
   我们修解脱道的时候，要
经常这样观，一个一个去观。
如果你不能观，你就念“皈
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念念的修了智慧了，你就修
观；修了观，一个一个对治
烦恼，渐渐就消失了。你不
会起贪爱心，不论多好，你
不会起贪爱心，就是不动心，
不动心，心里就得定，得定
之后，又产生智慧。因为我
们的智慧不得很大的，所谓
的一点点智慧，就从你念佛、
念法、念僧之后，你才有这
么一点点智慧，这个智慧不
是很深的；你要使这个智慧

再增长，越增长越大。 
 
    有的法，你修观修不起
来，内心太散乱，一坐下就
睡着了，观不起来。你怎么
办呢？你就念“皈依佛、皈
依佛、皈依僧”来对治，等
念完了不是得修观。因为念
只是口声，你的意还没能够
跟佛、法、僧结合在一起，
僧就是你自己的清净，法就
是你的观想思惟，佛就是你
原来的本性，这是大乘。如
果你现在做不到，找尊佛像
观想释迦牟尼佛之后，看释
迦牟尼佛所说的经之后，想
那些清净的僧人，虽然是没
有过完全修成道，他能说脱
尘了，离开世俗，就比我们
在家的清净得多，我想大家
都会承认的。这样你就可以
初入佛道之门。 
 
    你如果这样的逐渐增长，
逐渐地训练你自己，磨练你
的心，你的智慧渐渐明了，
业障渐渐消了，道也就渐渐
了，这个时候你就发出一种
神通，明了就是通的意思，
光明是没障碍的。像我们不
法的人，要是一嗔念，你不
要发作，也不挂在你脸上，
不把烦恼布施给别人。你要
收到你心里来，给人家欢喜；
再大的苦痛，你自己忍受，
给别人是欢乐。一回、二回、
三回、五回，你自己的烦恼
就渐渐清了，这就叫修行，
修行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不要另外找。你要是尽想你
的烦恼事，过去的也好，筹
画未来的也好，你永远通不
了，通不了就是障碍，障碍
就是解脱不了。如果你经常

这样做，修道的时候，你就
通达了，通达了你逐渐就解
脱，这就叫解脱道。这在你
日常生活当中方法很多，看
你遇到什么境界；遇到什么
境界，你就对治什么境界。 
 
    我讲的都是偏重于智慧。
我们的智慧怎么产生？凡是
你能够天天念佛、念法、念
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没有智慧是做不到的。没有
智慧的人，他会里头夹着很
多的想法，他认为他很聪明，
这就要被聪明耽误了。这种
聪明叫世智办聪，这就是障
碍，障道因缘，最厉害了，
八难当中的一难。 
 
    要是这个人很老实，他
听见了就以此为真。他相信
《法华经》给我授记了，我
认为一定能成佛；连佛都夸
了，何况生极乐世界呢？生
不到？绝对能生，你也绝对
能成佛。就是看你信的力量
坚不坚、纯不纯。要是信了，
一定要发菩提心。修解脱道
到最后阶段，就要发心，就
要发究竟的解脱心。现在我
们闻到佛法，随时缘念佛、
缘念法、缘念僧，这就叫修行，
就是“善用其心”。 

一句话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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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铸天人像（隋）

       此塑像是南华禅寺现存最早的铁铸文物之一。像高 70 厘米，肩宽
19 厘米，底宽 29 厘米。全身比例很不匀称，头大身小，下短上长，鼻
直眼小，肥头大耳，平胸细腰，跣足。头戴发冠，冠后飘带下垂，具
有唐俑的风格。

南华禅寺珍品文物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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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罗汉瓷瓶（清）

        瓷瓶高 61 厘米。盘口，直颈，溜肩，圈足，瓶身彩绘五百罗汉像，
腹部四面对称各绘天王像一尊，颈部前后各绘一尊佛像，釉下彩，底
部有“大清雍正年修”楷书款。

南华禅寺珍品文物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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