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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
通俗来说，包容就是包纳和容纳，一般是

指心灵和胸怀而言，心若能包容一切，胸怀自

然宽广；反之，心若不能包容万有，胸怀定会

狭隘。在现代社会，我们讲包容，即是希望自

己和身边的人相互包容，唯有如此，才能和谐

身心、协调自他。

前几年，星云法师和刘长乐合著了一本书，

名字是《包容的智慧》，认为包容首先是一种

胸怀。患得患失、吃不得一点亏的人无法做到

包容，能包容的人在利益面前、在得失面前不

斤斤计较，而是以大局为重；处处争先、得理

不饶人的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让字当头，

凡事以和为贵、让人一步；自以为是、听不进

不同意见的人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能虚

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对一些言辞激

烈的攻击也能理智对待，择其善者而从之；碰

到事情喜欢生气、对别人的一点冒犯就报复的

人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心态平和、宽容

大度、淡然从容。这种包容的智慧是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当具备的。

常言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也想

包容，但是遇事之人多受业力牵引，想包容而

不能包容。因而，包容还得在行动中体现。要

想在行动中体现包容，前提是念头包容，一念

一念要包容，《龙舒增广净土文》卷 12 言：“性

本包容何妨取舍，是以举念即登宝界”。这是

说念头包容即登宝界。念头包容以后，身边的

生存环境自然也无所妨碍，如维摩诘的丈室据

说既广又博，“悉包容三万两千狮子座，无所

妨碍”。念头包容了，生存的环境无碍了，一

个人在行动中自然会更加的包容，自然会做到

难容能容。久而久之，不仅其念包容，其心包

容，其行也包容，不仅能容人，也能容事。这样，

遇事遇人就会从别人的角度而考虑问题。

但是，就世间而言，讲包容，并不是说要

放弃原则，也就是说，包容也是以原则为前提

的。包容不是一再退让，而是一种智慧。心虽

能容人，但是不能容到失去了原则，这样的话，

就不是包容了。比如，对待一种罪恶，对待作

恶的人，如果包容的话，就是纵容罪恶，因此，

包容之前也要分清正和邪，凡是正的，要以包

容处之，凡是邪的，要扶正祛邪，只有这样，

才是正确的包容，才是有意义的包容，也才是

和谐的包容。除了分清正邪，也有一个度的问

题，我们不能不包容，也不能一味的毫无原则

的去包容，这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身体力行的

去体会。体会我们需要何时包容，体会我们需

要多大程度的包容，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

就不是真正的包容了。

总而言之，只要正确的认识了包容，我们

就能在生活中、在事件中学会包容，而且包容

一切该包容的，犹如《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中

所说：“尽大地是个解脱门，头头物物皆证入

无边剎海如来藏，绵绵密密悉包容，举处峭巍

巍，用时净裸裸。”在这种“绵绵密密悉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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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下，自然会生起包容念，也会养成一颗包容心，更会形成一种包容的习惯和行动，最终就

会像文殊菩萨在十大愿中说的那样：“若有众生，贱我薄我惭我愧我，敬重于我不敬于我，妨我

不妨我，用我不用我，取我不取我，求我不求我，要我不要我，从我不从我，见我不见我，悉愿

共我有缘令发菩提之心。”这才是真正的大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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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网 2013 年 1 月 19 日讯 : 今天（农

历腊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日。为纪念佛

陀成道，南华禅寺今日举行放生仪式，上报佛

恩，下化众生。

上午十点，南华禅寺弘法团法师带领部分

在家居士信众在韶关市曲江区苍村水库旁举行

放生法会，普圣法师主法，为生灵们举行了三

皈依仪式，并将放生功德回向法界有情，愿众

生离苦得乐，福慧双修。三皈依仪式结束后，

众位法师和居士们将生灵一一放生。此次放生

的动物有野兔、狐狸、鹧鸪、斑鸠、野鸡、鳝鱼、

乌龟、麻雀、猫头鹰等近十种。 放生功德殊胜

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法界诸众生，速往

无量光佛刹！

南华禅寺举行放生法会

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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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十二月初八日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

树下成道的日子。他成道之前，曾经过六年的

苦行，形销骨立，后认为苦行并非是解脱的正

因，于是他放弃了苦行，来到尼连禅河，沐浴

了多年的积垢，接受牧女呈献的乳糜供养，恢

复了体力，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不断地精

进修行。他在禅定中思维，终于在十二月初八

日，觉悟正法，成就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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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佛教曹溪宗总务院长慈乘法师参访

团一行参访南华禅寺
中国禅宗网 2013 年 1 月 20 日讯：今日

上午十时，韩国佛教曹溪宗总务院长慈乘法师，

东北大学总长金熙玉女士，韩国水泳联盟会长、

2010 广州亚运会体育代表团团长李起兴等参

访团一行 20 余人，前来参访南华禅寺，礼拜

禅宗祖庭，受到了南华禅寺方丈传正大和尚及

南华禅寺诸位法师的热情接待，慈乘法师一行

在大雄宝殿礼佛后，来到藏经阁参观南华禅寺

珍藏的历史文物，接着前往祖殿礼拜六祖惠能

大鉴禅师、憨山德清禅师、丹田真觉禅师三位

祖师真身，敬献鲜花并恭诵《心经》一部，之

后又参访了卓溪泉、虚云老和尚舍利塔、曹溪

佛学院及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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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主双方在禅海岸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会

谈，参访团对南华禅寺悠久的历史，对南华寺

对禅宗传承和发扬所作的巨大贡献表示由衷的

赞叹。韩国曹溪宗与南华禅寺渊源颇深，此次

访问对于中韩佛教界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传

正大和尚对参访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表示中

韩佛教文化友好往来源远流长，今后可以进一

步增进交流，弘扬佛教文化，祈福世界和平。

最后，他还邀请韩国曹溪宗慈乘法师一行参加

2013 年六祖大鉴禅师示寂 1300 周年法会。

最后双方互赠礼品并合影留念。

附：韩国佛教属于宗派佛教，其中曹溪宗

是韩国最大的佛教宗派和宗教团体，与中国禅

宗一脉相承。韩国曹溪宗实行总务院、教育院、

布教院三院体系，三院分别负责宗务行政和住

持任命等人事工作、僧侣教育工作、信徒布教

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曹溪宗创办了东国大学，

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宗立小学、初中、高中、大

学等，同时运营众多的社会福利机构，还有自

己的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等新闻机构，

特别是在社会福祉事业方面做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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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品 法界通化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

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

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

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

第二十品 离色离相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

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

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

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

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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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老和尚文集 —— 《六祖坛经》讲义
主讲：惟因老和尚

记录整理：照空能如

行由品第一（作自序品）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

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当时的五祖就问说：“你是哪里人氏，来这里想求什么？”惠能恭敬地回答说，“弟子是岭

南的新州百姓，从远道跋涉前来礼拜大师，只怀着一个最大心愿，求作佛，其他别无所求”。所

谓作佛，就是圆成佛果，大彻大悟的意思。凡是断除一切妄想迷惑，开了真知真觉，所作所为，

都是清净湛然的菩萨万行，这样才可以成佛。要想成佛，重要的是发心作愿。愿成佛道而后愿度

一切众生，证得佛法真谛，破除魔怨和断除无明烦恼。然而，惠能于此已发初愿，就是后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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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祖的先声，可见学修行人愿力之重要。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

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

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

有何差别？”
五祖又故意说：“你是岭南人，并且又是

獦獠，怎么能够作得佛呢？”原来獦是一种吠

音很短，如狗相似的小兽。獦獠是未开化而食

人的生番，獦獠是指西南的夷人，也是西南部

的番人称呼。一般人都非常瞧不起西南番人。

他们居住于岭南海外，射生为活，吞噬昆虫。

獦獠，隋唐时仍为岭南溪洞中少数未开化蛮

族的名称，故亦常用獦獠来称呼岭南的百姓。

当然这不是五祖的真心话，无非用俗言所称来

刺激惠能，看他作佛的道心怎样坚固，试探而

问矣。此时心如澄水、意志坚决的惠能并不因

受到诘难而退却，反而理直气壮地说：“人虽

有南北的区分，佛性难道也有南北之分吗？獦

獠的色身虽与和尚身份相差甚多，但本自具足

的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还有不同之处

吗？”然而“众生皆有佛性”，上自飞禽，下

至走兽，微小如昆虫都有它与生俱来的佛性。

这清净湛然的真性是不会变易的，但因无明遮

盖，佛性不能显现，才坠入愚昧无知的环境里，

浮沉于六道之中，不知修证的可贵而已。无明

烦恼与无知真性的存在，埋没时众生是众生。

一时真性显露，本来真心光辉如月，如惠能当

时觉悟的讲述这番道理时，众生就不再是愚昧

痴迷，而和佛的光明心性一致无二了。

“和尚”意义是能教人修学戒定慧的有学

德的方丈或大师，也是一般出家徒众对其师恭

敬称呼。然学德不优，戒腊不足，在寺中毫无

地位的云水僧是没有资格被称“和尚”的。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

令随众作务。惠能曰：“惠能启和尚，

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

田。未审和尚教作何

务？ "
惠能是如此的口齿伶俐，灵心慧性，年少

聪颖超人，自然使五祖器重，深觉此子器宇不

凡，不同寻常，资质善慧，心中暗喜。这从“更

欲与语”中明显地表达五祖当时的心境，“更”

是更加，“欲”是想，“与语”就是和惠能谈话，

本来有很多的的话想和惠能说，但看见身边徒

众实在太多，都随侍在左右。如和惠能长谈，

就会被人认为厚此薄彼。所以就命令惠能跟随

大众去做寺里的杂务。五祖一贯作风是以身作

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楷模，率领徒众操

作寺务的，并且对待徒众又是一视同仁，不分

谁与谁，不能有少许的偏心，后来大德祖师不

外如此。

惠能的根基扎实，悟性甚高，当下就启禀

五祖说：“弟子体会到自性本体妙智，所接触

到本性时，好似明月当空，在水面而映现，但

水月不即不离，本心不失，应用不乏，无始已来，

灵觉的心性和虚空恒在，不妨说自性就是自心

的别称，心即是佛，佛即是法，自心常现智慧

而不离自性。也是根本智慧的自觉，有此自觉，

也就是种下良好的心性福田，然田以生长为义。

人若行善修慧，犹如农夫于日下种，能得福慧

之报，称为福田，但不知和尚教我作些什么样

的事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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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

着槽厂去。”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

差惠能破柴踏碓。
五祖毫不犹豫地说“此西南蛮夷，却有如

此锐利的根性，你不必再多说了，到槽厂去吧。”

根性大利是根为能生，而人性具有生善业或恶

业之力，故称为根性。大利是说太过锐利。根

性大利是评论，并非赞辞。五祖知悉惠能异质

天成，并非一般人物，却止住他继续说下去，

要他到槽厂去。“槽厂”即养马的小屋。这在

五祖说来有两种含义，自古以来，贤者遭嫉。

一个人太聪明了，往往言多必失，假使惠能遭

到五祖门人嫉妒就不好。另一个意义是要试探

惠能的能耐，是否经得起磨练的程度。养马小

屋是在后院，本非待客之所，况且马房有磨坊

柴薪，看看惠能能否做舂米砍柴的苦差事。所

以五祖说时口气就欠温和，又是不客气的命令

惠能往后院磨坊去，对惠能并无好的安顿，但

惠能不但不显一点不愉快或怒意，反而很乐意

地接受了和尚的吩咐，心平气和地遵照五祖的

命令。惠能告退到后院小屋里去。这时有一位

寺里做打杂修习苦行模样的人，毫不客气地吩

咐惠能，每天要用斧斫碎柴枝并且用脚踏舂米

碓。这些费力而辛苦的工作似乎够苦的，然而

惠能有很大的坚强意志和耐性，非常乐意听从

照做，从来没有一句不高兴和不愿意的话。

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

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

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

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惠能如此辛苦的作着这份苦差事，从未说

过太辛苦或讨厌得很的话语，不知不觉过了八

个多月。终于有一天，五祖到后院忽然看见惠

能，坦诚地说：“我当时觉得你的见解有可用

之处，因而担心有坏人不利于你，因嫉妒你的

灵性卓越起害你之心，所以就故意不和你多说，

并不是真的要冷落你，你明白我的用意吗？”

惠能恭敬地回答说：“弟子也早知道师尊您的

用意所在，所以我照您老嘱咐，在后院认真作

务，甚至不敢到法堂前来早晚向您老顶礼叩安，

使别人不觉得可疑，而不引起他们嫉妒，以为

我愚昧无知。”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五祖与惠

能师徒相互会意，一个是意欲将衣钵传付与他，

一个也明知即将承受乃师的衣钵。但为了有所

愿意，而且也是为了究竟都是有大耐性的大智

慧的修持者，因此两人在表面上都能应付得第

三者无从知觉。这就是圣人的涵养深邃，功夫

到家，并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

这一段讲明六祖是一位根性极利的人，自

从岭南听到《金刚经》时，当下即体悟到“智

慧不离自性”的道理。所以在此已经自悟之下，

自心常生智慧，这就是自性本智触处应现的一

种境界。此时虽识字不多也能吟诗作偈，或能

悟人所难悟，见人所不见。这种境界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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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轻安开阔，只要能保住得不离自性，即已种

得自性福田，似乎只欠印证，还有什么事务可

作呢？但是，倘若不遇名师指导，放不下这个

虽是犹非的境界，那轻安反而伏下危险，开阔

反将陷落偏差，所以五祖批评了一句，根性太

利，派下了一件劳苦工作。学者须知，破柴踏碓，

种工劳作，正是教人深深地真参实究的大方便

啊！

“祖见惠能，至令人不觉”，是敦煌本里

所没有的。敦煌本不免有神会门下弟子的增文

添饰，但敦煌本里所没有那就一定是法海原录

本无。倘若将各种《坛经》本子对读细校起来，

即由其（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之处，也可以

略窥《坛经》原貌的大半了。堂前：佛殿称为

殿堂，参禅的所在称为禅堂，禅师说法的称为

法堂或者讲堂。此堂前是指老和尚上堂说法的

法堂。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

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

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过了若干时日，有一天五祖认为机缘成熟，

就呼唤门人徒众一齐集合来跟前，对诸弟子们

诚恳地嘱咐说：“今天我老实告诉大家，要知

道世间的众生，浮沉在生死苦海之中，这是世

人所应解决的一件大事。生死事大，生者死，

死者生，生生死死就像大火轮旋转不息，即便

是苦乐各有不同，但生的都不免一死，死的又

要还生，百年光景，如同剎那之间，一切美好

功名转眼便过，富贵犹如春梦，情爱犹同苦海，

不能出离业网，时刻常受煎熬。何况做了许多

业报，一切还要自受，堕落地狱，阎王铁面无私，

鬼王狱卒百般欺凌，刀山火海千万苦楚，日夜

都要挨受。那时追悔痛哭也都太迟，一失人身

万劫难复，这样轮回苦报，随着众生宿世业障

而来，无从逃避，所以说生死事大。哀莫大于

心落生死，有生死心而后有生死事，生死事只

有众生自心自造。例如贪求心、嗔恨心、愚痴

心、伤害心、嫉妒心、谄媚心，都是堕落生死

轮回的生死事。所以说心是能造，生死是所造，

如何了生死而免轮回？如何无能所而见自性这

是修行人应当急着鞭策的人生大事。”

“你们每天只知道享福，求有限的福田”。

要知人天有漏之果，福报尽的时候，便再堕入

三恶道去。即使出家持戒自以为修福的僧人，

发愿太浅没有彻底的慧心，不知力求顿断无明

烦恼回归净土。那么今生的修持，最多日后感

受宝贵的报应，然富贵的人被富贵所迷，终于

造种种业以致堕落。而不知自求出离生死苦海

之道，这就说明生死之苦就像大海一样无有边

际，轮回六道浑然不觉，醉生梦死，不知道望

求解脱。为什么呢？都是凡情，业障深重，习

气深，妄执四大假合为真，执我为实。但求声

色快乐而被欲念所惑，愚昧无知，辗转因循，

到头来必然是堕三恶道，甚至不复人身。如《心

地观经》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

始终。”因而如何求解脱，要求心净性明，不

染一丝尘埃。若能一切妄念不生，就能度脱生

死的苦海。

“自性若迷”，正是点破凡情的庸俗混沌，

执着深重。上至诸佛菩萨，下至禽兽含灵，虽

然千差万别，都是以不变的真性为体。若一旦

迷此真性，被烦恼覆盖而妄自流转于生死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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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如若一念返观，悟此真性，就能疾出生死，

得大解脱，证涅槃之乐，这就是真如的自性。自

性在，于自必清净，称为本佛。既有佛性，缘何

他求？而凡情偏计所执，茫然迷失真性，即是佛

的道理。假如迷失了自性，所修的福德又如何能

挽救生死苦海的深沦呢？诸位要知道，任何人天

福报享尽，都不免再入生死大海来受苦的。所以

只求福田，是指只修人天福德而言。福德与功德

有异，外修事功的有漏善，只是福德，内证佛性

的无漏智才是功德。福德功德俱修足，才是出离

生死苦海乃至成佛作祖之道。倘若不明“见性”

为修行人首为要紧的一着，不能自内证得自性，

即是无功德。单有福德而无功德，终不能出离苦

海，又怎能成佛作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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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寺

苏轼 著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即自知，指月无复弦。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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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开悟，靠什么？

佛源老和尚禅七开示
打香板是祖师传下来的传统，叫“打警策”，等于考功夫一样，就是用香板敲你两下，又是

一天过去了，开悟了没有？没有就斩你头！

过去扬州高旻寺有位首座天慧彻祖，用功用得好，人又聪明。当时清朝雍正是位开了悟的皇

帝，有一次去高旻寺，见这位首座功夫了得，便请他进京，但问他话又答不上来，于是把他关起来，

叫人每天送几个馒头给他吃，并用皇帝的宝剑敲他两下，问：“开悟了没有？没有就斩你头！”

一天过去了没有，二天过去了也没有，要小心，七天要开悟……天天去催，去警告，一天二天三

天都过了，那是要真用功的，不是开笑的，要斩头的呀！用宝剑天天去敲，逼呀逼，逼得他满头

大汗……到了第七天——开悟了！

不知不觉又一天，你在这里打坐，打了多少个妄想？一刹那一个妄想，一刹那又一个妄想，

一个妄想就是一个生灭及一个生死，看你经

过了多少个生死？一生一死就是一个轮回，

总在那里转，就像我们跑香，也是一个圈一

个圈地跑，一个圈一个圈地转。用功就是要

觉悟生死这个东西。

我现在老了，没有气力，进禅堂跟大家

充壳子，不得已是一种应酬，给你们消磨时

间，其实讲什么呢？过去祖师用功没有这么

多话讲，像沩山祖师，没话说的，问他什么

是佛法，不作声，门都不开，只等你一开口，

就把你往外一推……不像我现在这么唠叨，

讲有讲无，讲生讲死。用功靠自己，了生死

也靠自己，别人帮不了忙，要自己愿意，要

自己警策自己。

身口意三业，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所以

禁语，胸前挂禁语牌；不睡觉，睡下去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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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参话头要参得一心不乱，行住坐卧不要掉了，不要忘失了，是坐也好，行也好，睡也好，

吃包子也好，抱着话头参，参参参，参熟了就不掉了。念佛也是一样的，念念念，念得不忘失了，

再努力一点，勇猛精进，就能了生死，所以了生死要靠自己。

你们所用的功夫有没有上路？是上正觉的路，也就是菩提路。你们参“念佛是谁？”有没有

提起来？你们的妄想是不是放下了？若是没有提起“念佛是谁？”赶快把它提起来。

参禅，好像人饮水一样，冷暖自己知道。用功有上路自己知道，用功没有上路自己也知道。

用功上路的人，应该继续努力，没有上路的人，更不可懒惰。在打禅七的时候，要把一切放下。

所谓“提得起，放得下。”提得起什么？提得起“念佛是谁？”放得下什么？放下所有的妄想，

能把所有的妄想放下，智慧便生出来，若是放不下妄想，所用的功就不会相应。

为什么我用功得不到相应？这是无量劫的习气太深的缘故。所以心中想向菩提路上走，事实

上却不愿意向前走，总想向后转。要知道习气重，业障深，更应该把妄想放下。放下妄想，并不

困难，只要把自己忘了，便没有妄想。就因为有了自己，才忘不了自己。

古人讲：“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一齐休。”如去广州该怎么走？向

南走。方向要弄清楚，向南走就到广州，向北

走就到北京了。六道轮回你要上哪一道？是人

道、天道、鬼道、地狱道或是畜生道？不想六

道轮回，想了生脱死，你们就要好好用功了！

二祖慧可求法时，对达摩祖师说：“我心

里很不舒服，求尊者为我安心。”“轻心慢心，

焉能得闻佛法？”慧可为表求道之决心，以刀

断臂，达摩说：“将你的心拿出，我来帮你安

心。”慧可就去找心，找来找去，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就说：“我给你安心好了！”慧可于言下

就开悟了。

我们现在心里烦恼不清净，就像池塘里的

水浑浊不清。为什么会浑浊呢？因为有鱼在游

动，把清水搅起来了。心中哪来的烦恼？因为

有妄想，没有妄想就没有烦恼。

你为什么要往外跑呢？我讲过，除了吃饭，

上厕所，不准出禅堂门，你为什么偏偏要出禅

堂门？那就是妄想，向外举缘。即是外面有个

猴子在叫，里面有个猴子在应，外面的猴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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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去听，里面的猴子就不动了，只因里面的猴子动，就听到外面的猴子在叫。外面的猴子就是习气，是过去无

量劫来，八识田中种下的业识，情识行动了，妄想一打就听到了。真正用功的人，什么也听不到，听到了也不理，

听而不闻。

用功就是要把这个真如妙心好好地守着，死活也守着那念清净，慢慢就会起作用，就会发光，就会有神通。

入定不管多少天，就是念头不动，稳如泰山，火烧不着，水渗不进，雷打不动，参话头就要在这上面留心，参参参，

就是管好自己的本份事。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老了，一下子就死了，人命在呼吸之间，要有受用，必须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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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不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看有些人就没有用心去听，你讲你的，我做我的。你们

一天到晚，六根门头都是喜怒哀乐，完全离开了自性，不知自己做什么！个个都不觉悟，都是业

障鬼，一天到晚造业，所以说“假如业有形相，虚空都会胀破”。

我现在教你们用功，就是教你们收摄“六根”，照顾自己的本来面目，清清楚楚的灵知灵觉，

用功靠自己，人家在旁边不过是指点指点，警策警策，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努力。提起话头来——参！

打坐要学会调理，调理什么呢？调理行动，调理出入息，调理念头，就是外调身、内调心，

身心要如法，不然就会出毛病了。

调理行动：
（甲）饮食要调和，不要饱一餐、饿一餐。饭后要休息一下，现在禅堂里坐香没得睡觉，不

然平时饭后半小时放香，吃了早饭放早板香，吃了午饭放午板香，就像一般社会上的人要午休，

我们放香也是休息。吃饱了要慢慢走，不要蹦蹦跳跳，不要去爬去攀，否则胃就弄坏了。

（乙）坐姿要调整，身体要坐得端端正正，

不要靠墙壁，坐处要垫高一些，适当就会舒服。

低头压背，心口既不舒服，慢慢背也驼了。

（丙）打坐先要练好腿子，腿子练不好，

坐下来又痛又麻，像针刺一样，老在心中翻滚，

最讨厌。

调理出入息：
呼吸不能快，也不能粗。《止观法门》之“数

息观”，不论数出息还是数入息，从一数到十，

目的是调理妄想，细细地数到连呼吸都没有了，

用功用到人我双亡，人法皆空，境界就出现了。

那些练气功的人也有境界出现，他们把气运到

手指上去，但心外有法是外道。出家人不搞这

些，自然地把气调均匀，身心舒畅，不打妄想，

就会看到灵知灵觉。

调理念头：
心中默念，或持咒，或念佛，或参话头。

心中用什么功人家是看不见的，打妄想人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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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在于自己。自己觉得念阿弥陀佛心不散乱，那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心

即是佛，佛即是心，念释迦佛，心就是释迦佛。参话头无论你参“念佛是谁”也好，参“拖死尸

是谁”

也好，参“万法归一”也好，参“狗子有无佛性”也好，都是要去掉你的妄想，有妄想就有

执着心和差别心。“万法归一”就是万种念头归于一个念头，千差万别的杂念，都归到“念佛是

谁”这个念头上，都归到自己的心地上，明明朗朗一个念头守住它，这就是用功。

总括来说，身心要调和，否则会出毛病。提起话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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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与不修

虚云老和尚　著
讲修行，讲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话。你我透彻了自己这一段心光，当下了无其事，还说什么

修与不修？试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表显，出家访道，苦行六年证道，夜睹明星，叹曰：“奇哉！

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清净智、自然智、

无师智，自然现前。”以后说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说着一字。”自后历代祖师，一脉相承，

皆认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横说竖说，或棒或喝，都是断除学

者的妄想分别，要他直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假一点方便葛藤，说修说证。佛祖的意旨，

我们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现前这一念心，本来清净，本自具足，周遍圆满，妙用恒沙，与三世诸佛无异。但不思

量善恶，与么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甚么行可修？讲修行岂不是句空话吗？

但你我现前这一念心，向外驰求，妄想执着，不能脱离。自无始以来，轮转生死，无明烦恼，愈

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即知了，亦不肯承当，作不得主，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长在妄想执

着中过日子。上焉者，终日作模作样，求禅求道，不能离于有心。下焉者，贪瞋痴爱，牢不可破，

背道而驰。这两种人，生死轮转，没有已时，讲不修行，岂不又是空话？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当，深知古往今来，事事物物，都是梦幻泡影，无有自性。人法顿空，

万缘俱息，一念万年，直至无生。旁人看他穿衣吃饭，行住坐卧，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

己清净太平家里，享受无尽藏宝。无心无为，自由自在，动静如如，冷暖只他自己知道。不惟三

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窥他不破，就是诸佛菩萨也奈他不何，这样还说个甚么修行与不修行呢？其次

的人，就要发起志向，痛念生死，发惭愧心，起精进行，访道力参，常求善知识，指示途径，勘

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渐臻于精纯皎洁，这就不能说

不修行了。

上来说的，不免迁上就下，仍属一些葛藤。明眼人看来，要认为“拖泥带水”，然祖庭秋晚，

去圣日遥，为应群机，不得已而如此罗索。究实论之，讲修行，讲不修行，确是空话。直下无事，

本无一物，那容开口，菩萨呀！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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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星云法师　著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他的诗风平易近人，故有平民诗人之称。白居易晚年好佛，又号香山居

士。他仰慕鸟窠禅师，几次想要登门请教佛法，不得其门而入。有一天终于如愿以偿，鸟窠禅师

接见他。

白居易入室求法，发出犀利的问难。他问：“何谓三藏十二部，九千卷经文的宗要，请禅师

道一句。”禅师气度恢宏，不假思索地答说： “九千多卷的宗要，只在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白居易感到十分失望，大名鼎鼎的鸟窠禅师，怎么是如此平常，并无玄妙高超之处？于是不

悦地驳斥说：“如是平常话语，三岁孩童皆晓！”禅师长啸一声说：“三岁孩童虽晓得，八十老

翁行不得！”

白居易听到禅师如雷贯耳的回答，如利剑斩断他狂妄的葛藤，如明镜照见他的无知，看着禅

师巍巍然的身影，白居易不禁流下惭愧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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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人问起，佛法浩瀚如海，要如何取一瓢饮？其实人天眼目，佛法宗要，就在这句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 ，我们对于纤细恶事，不敢造作；丝毫善事，圆满成就，如此，即可心意洁净，

契入寂静的佛心。

古老的过去七佛，他们共同依循此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过去七佛

如是庄严佛土，未来成佛作祖者，也同样不离这条心灵的幽径。它记着过去、现在、未来，恒河

沙数，一则一则刻骨铭心的修行故事。

佛法在哪里？不在湮没久远的典籍，不在炷香袅袅的庙堂，它近在咫尺，只要你身端心正，

以十善作为你生死大海的渡航。所谓十善，亦即：一、不杀，行放生之善。 二、不盗，行布施之善。

三、不邪淫，行清净梵行之善。四、不妄语、行实语之善。五、不两舌，行和合利益之善。六、

不恶口，行柔和软语之善。七、不绮语，行 质直正言之善。八、不贪欲，行清白无染之善。九、

不瞋恚，行慈忍之善。十、不邪见，行正信正见之善。我们的身口意无过，于诸佛法具正信心，

则能生出一切功德法财，而不匮乏。

佛法在哪里？好好保住这颗心吧！一念清净，佛法全体现前，一念爱染，如盲人入室，纵然

珍宝满目，自是隐晦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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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来稿有关佛教及禅学的， 文字、图片、音

乐、影音录像都可以，原创是唯一的要求！

投稿请寄： nanhuachansi@126.com

网 址： www.nanhuasi.net

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阅读指南

　　 为 了 达 到 最 佳 阅 读 效 果， 我 们 推 荐 您

使 用 Adobe Reader 或 福 昕 阅 读 器（Foxit 

Reader）来阅读，并使用如右图所示的页面

设置（双页视图同时显示封面），而且尽量不

要使用国产浏览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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