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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忧愁苦恼吗？如果您有这种感觉，

就请您读这本小册子。它能让您对自己

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本小册子就

是献给您和那些被不应有的忧愁所笼

罩的人。

忧愁和恐惧

忧愁和苦恼经常形影相随，一齐出现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你感到忧愁，你

就会苦恼；如果你感到苦恼，你就会忧

愁。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但不能让现	

实征服我们。我们应该以坚强的意志	

力、容忍与决心，正确地了解我们的情

感，并善用智慧来引导情感，消除忧愁

和苦恼。

忧愁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没试着

去了解或认清个人的主观情感，而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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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生错觉，因此我们心里便生起了烦

恼。如果我们能够正视一切事物，便不

难发现这世间上并无一物是永恒的，这

包括了我们的执着所引起的烦恼。对事

物有了正确的了解后，我们便能找出补救

的方法来驱除忧愁和苦恼。除此以外，	

我们需要学习放弃自私的心理，把精力

转向服务人群，才能找到真正的和平与

快乐。

许多人有期望、渴望、害怕和忧虑等

情绪，却不懂得如何有效地转化这些情

绪，他们甚至觉得羞愧，不敢自我承认

这些情绪的存在。但不论他们如何掩饰，

或把这些情绪窒塞起来，这些情绪总会

找一个出口发泄，结果影响身体机能的

运作，使它不正常，而引致种种慢性疾

病。只要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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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禅修或内心修持，就能把这些不

良的情绪驱散。

当你有心事时，不要在每个人面前拉

长脸儿，你只把心事向那些真正能帮助

你的人和盘托出。如果你能在重重困难

中依然保持笑容，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回

事。只要你真正有心去尝试这么做，你

就一定做得到，而且这并不困难。许多	

青年对于失去异性的友谊而过度忧愁，	

他们深感挫折和失望，因此作出种种思

量，有的甚至走向自杀之途，也有些人

因此进入精神病院。就是这样，许多在	

感情上受过伤害的人过着苦恼的生活。	

这些不幸的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

们对生命缺乏正确的认识及了解。无论

如何，生离死别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情

形可能会在人生的早期、中期或晚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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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它最终还是不可能避免的事实。

当这种离别发生时，我们要尝试找出原

因在哪儿。如果离别是不可避免的，我

们要有勇气接受它，应明白这是生命性

质的表现。

佛陀说：“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产生恐

惧，有智慧的人是不会产生这种情绪

的。”恐惧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是可以

受控制和引导的。反面的思想作用会产

生恐惧，而正面的思想作用产生的是希

望和理想。这些思想作用其实都是由我

们自己选择的。

每个人都有能力完全控制自己的心，

这是人们唯一可以完全控制的范围。当

心念生起时，人类便创造了事物，而恐

惧也是如此被创造出来的。

有一次，一位学生问一位英国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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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家什么是医治恐惧的良方，解剖

学家回答：“是替别人服务。”这位学生

听了感到惊奇，并要求他加以说明。他

说：“你的内心不能同时存有两套对立	

的想法，一套想法常把另外一套赶掉。

例如∶当你的内心已充满了无私助人的

念头，你就不能同时感到恐惧。烦恼比

岁月更易催人老。长期的忧虑会扰乱身

体正常的运作。反过来说，如果你能经

常带给别人快乐，自己也一定会觉得快

乐，因为你的内心已无法同时储存那些

扰人的烦恼了。

自然的呼唤

现代人为了追求物欲，不听自然的呼

唤，脑海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快乐憧憬而

忘了把握当前的这一刻，更忽略身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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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这种违反自然的行为，是由于对

宇宙人生和最终目标有着错误的观念而

引起的。这是现代人所有失望、忧虑、

恐惧和不安的来源。一个真正爱好和平	

的人一定不会干扰别人的自由，也不会

以干扰和欺骗他人的方法来追寻自己的

快乐。

林肯说：“你能够一直欺骗一些人，你

能够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却不能够一

直欺骗所有的人。”

如果人类凶残，就会经常通过错误的

行为、言语和思想来行事，而违反宇宙

自然的规律。因此，大地可能再也无法

提供给人类有利的资源而使我们面临种

种灾害。

反过来说，如果人类依照宇宙自然的

规律来做事，正直地生活，以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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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净化周围的环境，把仁爱撒播给所有

的众生，那便可以改善环境，为人类带

来幸福。

你也许是个忙碌人士，但别忘了每天

至少花几分钟的时间阅读一些有意义的书

籍。这个习惯能缓和紧张的情绪，使人忘

却烦恼，让我们在身心方面有更健全的发

展。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就应该经常花几

分钟的时间，对自己的宗教加以思考，消

除心中的烦恼或疑团。

精神的健康和犯罪的倾向

谈到健康方面，结核杆菌和癌症并不

是现代最可怕的疾病，结核杆菌已差不	

多完全受控制了，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久

的将来也能找出治疗癌症的方法。现代

最可怕的是各种精神病的增加。人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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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建立更多病院来容纳那些有精神问

题的人，但还是有许多人需要医药的照

顾却得不到。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社会中的

犯罪者和精神病患者牵连在一起。澳洲	

医生及精神病学家富洛伊德的研究直	

接、广泛地显示出正面的结果，它指出	

所有罪犯都同时患有精神病症。因此他

们需要精神上的治疗多过于惩罚。只有

对问题采取胸襟阔大的看法，我们才能

够纠正或扬弃错误的观念或报复的动	

机，以正确、革新的方法，有效地解决

问题。

明了他人的情形

我们没有观察他人的生活情形，往往

都无法了解那些社会阶层和财富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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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所过的生活情形。就如一个健康

的人不了解病人的感受，或自幼即残障	

的人体会不到健全者有充沛精力的感受。

由于我们生活经验的不足，便不能真

正地了解到他人的处境和感受，也不容

易表现出容忍的精神，因此我们必须从

多方面吸取经验。旅行就是个很好的途

径之一，能让我们增广见闻，但我们要

注意不能太奢侈地享受，否则便体验不

到不同生活阶层的种种经验。

人类的不快乐

佛陀指出，人类之所以得不到真正的

快乐是因为追求错误的东西。例如，他

们希望能以金钱换来快乐，拥有管制他

人的权力，并希望死后还能永生。这些

欲望令人自私，完全不在乎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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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愿望无法满足时，人们便感到不安和	

不满。唯一能够有效地避免这种感觉的	

方法就是驱除欲望。这件事很难办到，	

但是一旦成功地驱除欲望，我们的心就会

感到无限安乐与详和。

我们其实并没有享受欢乐，反而是被

欢乐征服了，例如∶我们得消耗大量的

精力和无限的忧虑来追寻欢乐。追求这

种感官上的欢乐，受苦将比享乐的时光

还来得多。

时间将治愈我们的创伤

不如意的事都会成为过去。今天能使

你流泪的事也将会被淡忘。也许你还记

得你曾哭过，但却未必能记得使你哭泣

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想	

到这一点，便会发现自己曾为了白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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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事而失眠，或者为了憎恨某人而

念念想着如何去报复。也许我们会一时

对某些事物感到非常生气，但事后回想

起来，往往又觉得自己太过小题大作。

要经过一番自我检讨，我们才能恍然大

悟，发现原来我们在不快乐时是需要浪

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其实只要我们

把思绪引到别处去，就可及时阻止这些

不快乐的经历发生。

不论我们有什么烦恼，有多么悲伤，

时间能治好我们的创伤。其实在一开始

时，我们就能避免受到伤害。我们为什

么要让别人和烦恼来浪费我们的精力，	

使我们不快乐呢？答案是：他们并没有

使我们不快乐，而是我们自己使自己不

快乐。

你可能在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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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如意的事，但是你不该把这些事

带回家中，恶化家庭的气氛。其实任何

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办法就是把自己

从私欲中解放出来，和排除各种形式的

混乱和无知。

当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

来解决任何问题时，我们时常都有找一

个代罪羔羊的倾向。我们并不愿意承认	

自己的短处，觉得把错误推到他人身上	

或责备他人是件比较容易做的事情，甚

至为此感到高兴，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	

的。我们不应对他人表示憎恨或生气，

应以和谐的方式，勇敢地面对和解决任

何问题。

幸福与唯物主义

许多人相信只要他们有钱就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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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问题，但却没考虑到金钱所带来	

的其他负面影响。单靠金钱是无法解决所

有问题的。许多人就是不正视这一点，

而用尽毕生的精力来搜集“东西”。当这

些“东西”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时，他

们就会重新搜寻新事物。实际上，他们

得到的越多，欲望就越强，因此永远也

不觉得快乐或满足。

以下的箴言可以在我们失去“东西”

时，给我们很大的慰藉：

“不要分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只要

说这到你那一处去，那到我这一处来，

那么当东西已失去它的光彩时，我们才

不会感到不快乐。”

我们不应该挥霍和渴望财富，应该

善于利用它在自己或他人的福利上。如

果只注重财物方面的享受，而忘了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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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民和宗教的责任，你仍然会在	

离开这世界时，被忧虑所困迫。最后，

你也不会从这些辛苦赚来的财产中得到

利益。

希望能以赌博赢取财富就好比希望

云层能遮挡烈日一样，而希望通过努力

得到进步和繁荣就犹如盖一间房子来抵	

挡那烈日和风雨。

“人死了，财产带不走，亲友们也不

能陪伴我们。只有生前所造的恶与善业，

形影不离地随我们而去。”

许多东西好比神话中的三个愿望，未

得到时，我们希望它们将带来欢乐，可

是得到之后，却令我们失望。如果我们	

有一大笔钱，这可算是一件称心的事，

但我们或许会为了如何使用或保有它而

操心或做傻事。有钱人开始遭受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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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恼，他们不清楚朋友重视的是自己	

或是钱财。人们往往因为不想失去心爱	

的物品或心上人而产生恐惧。当我们坦诚

地观察所谓“快乐”时，就会发现它只是

心中的海市蜃楼。这种快乐是不完整、

无法保留的，而且不管怎样快乐，我们	

还是存有害怕失去这份快乐的心理。

钱财只能装点你的家，却不能装璜你

的心。衣服能装饰身体，却不能掩饰你

内心的污染。只有良好的行为、优良的

品德才能庄严你自己。

人们取得幸福的方式应该是无害的。

如果把自己的快乐与享受建立在别人或

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那么享受就失去了

它的意义。佛陀说：“不以伤害他人的方

法来谋生，即是有福者。”

快乐好比香水，你不可能只把它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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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身上而自己没沾到点滴。你也许无

法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你可

以改变自己的心境以寻求快乐。也只有

在做好事时遇上挫折，你才会获得比他

人更大的满足感。

达尔卡纳基说：“只要我们不去想关	

于恩惠的事，以欢喜心付出，便能寻求

内心的幸福。忘恩负义好比自然生长的

野草；感恩图报却好比一株玫瑰，我们

得栽培、浇水、爱护它，它才能成长。”

安住你的心

人的心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身体，如果

我们随意地让它去想些不良或不健全的

事物，那将会造成灾害，甚至对生物构	

成生命威胁；可是如果运用得法，它也能

治好身体的病痛。当我们了解正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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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这正当的努力专注于正确的思维，

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很大的。只有纯净	

和健康的思想才能引导我们过健康、轻

松的生活。

佛陀说：“没有敌人能比自己的贪婪、

憎恨、妒忌的思想更加能伤害自己。”如

果一个人不懂得如何依据环境来调节他

的心，他则好比一具行尸。

把心转向自己，从内心寻找快乐，你

将会时常找到一个无尽的快乐泉源，正

等待着你来享受。

只有安住你的心，使它沿着有次序的

正路进展，才能够带给你和社会许多好

处。散乱的心是大家的负累，世界上所

有混乱事件都是人为的，是由那些不懂得

如何控制及调和自己的心的人所造成的。

平静并不是弱点。一个有修养的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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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保持他平静的心。当事态平顺时，

保持平静并不困难。可是遭到打击的时

候，仍然能沉着应付，却很不容易做得

到，这种精神值得培养，它能使人的品

格更坚强。请别误以为只有那些喧闹、

多话和紧张型的人才是坚强、有权威的。

明智的行动

人应该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以

适当的方式来运用他的青春、财富、势

力、精力和学识为自己和他人谋福利。

如果他误用了他的优越条件，最后伤害

的还是自己。此外，人也应该有足够的

勇气承认自己的弱点，有勇气面对自己

的恐惧感，在失败时正气凛然，在成功

时谦虚温和。

有些人由于好运当头，突然间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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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笔款项、财产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但在这些人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

怎样保有和维护这些新财物。这些不劳

而获的财富，通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真

正的价值，所以很快就挥霍掉了。人们

必须要以一些普通常识来善用他们的财

物，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自我调整

我们生活在一个蜕变的世界里，但很

少人体会到这个事实。人不应该顽固地	

守着古人和祖宗流传下来的风俗、传	

统、习惯和信仰，以为我们一定要永远	

遵循着它们。如果人类的思想这么狭	

隘，那么社会就没有进步了。虽然有些

传统是好的、值得保留的，但是我们也

要看它们和现代的社会能否融合。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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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家长和长辈们往往不能够忍受

他们的下一代所过的摩登生活方式，他

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子弟们遵循着旧风俗

和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采取的态

度。只要是无害的，我们应该让子弟

们与时代并进。做家长的应记得他们自

己年轻时流行的生活方式也曾被自己的

家长们反对。保守的老一辈和摩登的新

一辈之间的冲突对社会的进步并没有好

处。当然，如果孩子们被不良的现代社

会风气影响而误入歧途，家长就应该毫

不犹豫地纠正他们的错误，并耐心地引	

导他们。

另外，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应

该学习容忍他人的见解和风俗习惯，但

是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容忍并不代表我

们一定要遵循这些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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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份子，对世界上

所发生的事物都应该负起责任。我们不

应该太关注这社会能否变得更富有人情

味。我们应该反问自己有没有使社会秩

序变得更好。这种道德观念使我们能认

真地对待生命。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快

乐的人生，所以每当我们对现状感到不

满时，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而不先去

理会社会的反应。

当你被讥笑或批评时，无论如何你得

明智地以说笑的方式来答复他们而不和

他们争吵。当你在游戏中输了，不要发脾

气，因为这样不但会影响他人的兴致，还

会使你完全放弃反败为胜的机会。

你不能纠正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使天

下太平，正如你不能移去全世界的石头

和荆棘，使所有的路径平坦。要走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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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就得穿一双鞋。要得到内心的平和就

得知道如何守住自己的感官。

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纠正一个人的	

错误。在公众场所批评他、谩骂他或厉

声责备他并不能纠正他。如果你能善意	

地告诉他，你的目的在于纠正他的错误，

他将会听你陈述。有一天，他将会感谢你

的指示和好意。每当你要表达对于某事物

的意见时，不要用会伤害他人感情的字

眼。你可以温和文雅地、谦让礼貌地或	

圆融周全地来表达你的意见。

当你的错误显露时，千万别发脾气。	

你可能会以为发脾气或吵闹可以压制或	

隐藏自己的短处，但那是错误的态度。

我们也不应揭露朋友的秘密。即使你	

和他的关系不好也不能把对方的秘密泄	

漏出去。如果你不守信用，别人将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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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再信任你，而且对你的人格会有

所怀疑。

做人要公正

当你心情不好或激动时，不要对任何

事情作仓促的决定；当你心情兴奋时也

不要急忙作出决定。因为在感情用事时

所作出的决定往往会使你后悔莫及。你

必须让你的心平静下来，冷静地思考过

后，你的判断能力才会公正。

我们应该培养宽容、忍让的精神，才

能避免作仓促的决定，并且同情有困难	

的人。为了避免吹毛求疵的倾向，我们要

了解到即使最完善的人也难免会犯错，

何况别人的弱点时常都能在自己身上找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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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

佛陀出家时，就放弃了尊贵的王子身

份，表现了谦卑的精神。即使成佛后，

他也不会显得骄气凌人，更从不以自负

的态度说法。对于身份低微的人，他也

不会拒之千里，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这种

谦卑的精神，做个有智慧的人。

不要浪费光阴

人不应该为不愉快的过去而耿耿于

怀，或把时间浪费在游手好闲的日子	

里，因为这样不但会引来恶报，也显示

出他没资格处于崇高的地位，所以我们

要切记尽量在有生之余行善，不要浪费

光阴，否则害人害己。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浪费的不仅是自己的时间，也同时

浪费了别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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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和耐性

对一切事物都必须要有耐性，愤怒会

引人走向没有出路的丛林。在发怒或激	

怒他人的当儿，我们也同时伤害到自己，

削弱自己的体力及扰乱自己的心神。一句

粗鲁的话，好比离弓的箭，不能收回，即

使你道歉一千次也无济于事。

有些动物在白天看不见东西，有些则

在晚上就成了瞎子；而一个极度愤怒的

人，不论昼夜都无法观察到任何事物。

当你生气时，是与何人何物争吵呢？

其实你只是与自己斗争罢了，因为自己

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的心是你的挚

友，也是你最可怕的敌人。你必须要以

戒、定、慧来驱除盘踞在你内心的贪、

嗔、痴。一些人患上心脏病、风湿症、

癌与皮肤病，这些疾病都源自于长期的



26

怨恨、嗔恚和妒忌。这些具有杀伤力的

情绪毒害内心深处，诱发潜伏在身体里

的病菌滋长。

以德报怨

如果你要消灭你的敌人，首先你必

须将嗔恚除去，因为它是你体内最大的	

敌人。

反过来说，如果你正为敌人的话感到

烦恼，这表示你正顺着敌人的心愿，不

知不觉中堕入他们的圈套中。

不要以为你只能从称赞或帮助你的	

人或与你关系良好的人身上，才能学得

到东西。其实从敌人身上，你也一样会学

到许多东西。不要因为他们是你的敌人而

完全否定他们，他们也会有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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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怨报怨并不能消除敌人或仇恨，因

为这样只会招惹更多的冤家。最好及最	

正确的方法，就是以仁慈的心来感化他

们，抵消仇恨。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不可

能或不合理的一回事，但这种方法却被

每个有修养的人所赏识。当某人对你非

常生气时，你须试着找出他对你不满的

原因。如果错在于你，你应坦白承认而

且毫不犹豫地向对方道歉。如果是由于	

两人之间的某些误会所导致，你须诚意

恳切地和他交谈，试图打开大家心中的

顽结。如果是由于妒忌或某些不良情绪

所引起，那你就应该以仁慈的心来影响

他。或许你不明白这个方法是如何发挥

功效，但透过许多人的经验，证明了这

是最有力、最明智和最容易的方法。当

然，这样做需要有自信心和耐性，才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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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了解他所犯的错误，同时排除你心中

的仇恨，而从中获得不少的利益。

慈爱

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需要你的安慰、

会为你的存在而感到欣慰，或因为你的

慷慨解囊而得到解救，无论你的贡献多

少，你都是人类的瑰宝，你不应感到灰

心或难过。

也许有些时候你所挚爱的人似乎不

再关心你，使你心情沉重，但这不应成

为你沮丧的原因。只要你心里充满仁爱

而且慈悲待人，即使受者忘恩负义不理

睬你，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千万不

可靠别人带给自己快乐。一个渴望从别

人身上得到满足感的人，比跪着求食的	

乞丐还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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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

醉酒令人丧失理性、记忆力昏沉、脑

筋损坏、体力削弱、血液沸腾，导致身

体内外无法医治的伤害。它是肉体上的

巫师，精神上的魔鬼，道业和钱财上的

盗贼，使乞丐遭殃，妻儿苦恼。酒徒的生

活写照好比野兽的生活，不但自我摧残，	

还害人害己。

身为人，我们应该懂得自制，并且分

辨好坏。我们除了要远离酒精及不良的

药物之外，也应该帮助他人做到这一点	

才算对社会有所贡献。

唯心所造的天堂与地狱

世界史告诉我们，种族歧视、肤色隔

离、宗教狂热、政治垄断和财富的迷恋，

都对世间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痛苦及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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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并残酷地剥夺了无数的生命。这些

事件不曾带给我们快乐、祥和。

如果你想要在这世界上安宁、愉快地

生活，你必须允许他人也能和你一样，

过着安宁、愉快的生活，使世界成为一

个值得居住的地方。唯有这样做，你才

能够期待幸福与世界和平。

如果你照着正确的道德观念来做事，

你便在这地球上创造了属于你自己的天

堂。反过来说，如果你滥用生命，你便

给自己创造了地狱之火。如果人不懂得

如何依照自然的宇宙规则来生活，就会	

经常受到挫折，并作出埋怨和批评。如

果每个人都尝试调整自己，而不埋怨和

批评他人，我们就能享受到比一些人想

象中的天堂生活更愉快的乐趣。但不要

为了善报而制造天堂，或为了惩罚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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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造地狱，因为那都是虚假的。我们

应该对万物发起慈悲心，才能够创造真

正的人间天堂。另外，你必须明白，以

正确的道德观念来帮助他人的同时，你

也帮助了自己，你的道德化的生活也同

样会间接地帮助他人。

美满的婚姻生活

在一段真正的婚姻里，男女应该注重

的是对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

各自的利益。婚姻是一种交织兴趣以及

共同享福与患难的结合。双方都应努力

地为共同的利益设想，而不为个人的利	

害计较，才能建立有安全感和称意、美

满的婚姻。

夫妇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和亲友之间

多数的烦恼和忧虑，是由于种种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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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缺乏耐性所导致。丈夫应该尊敬妻	

子，不应把她当作佣人看待。虽然他赚钱	

养家，在空余的时间，他也有义务帮忙

妻子做家务。在另一方面，当家中有任

何缺乏时，妻子不应对丈夫埋怨或唠叨

不休。她也不应怀疑丈夫。假如他真的

有些缺点，妻子应该和气地与他诚恳地

谈论，以纠正他或改善情况。妻子须学

习容忍，不应烦扰丈夫。

婚姻是一种幸福，但是许多人因为缺

乏谅解、容忍及耐性，而使自己的婚姻	

生活很不愉快。贫穷并不是引起婚姻问

题的主要原因。夫妻在日常生活中都必

须同甘共苦。互相谅解是快乐家庭生活

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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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批评

称赞就如糖，它虽然甜，吃多了也会

生病。批评就如药丸或药物注射，这种

药物的治疗过程虽然痛苦，但却能把病

治好。我们应该有勇气接受批评，而不

是害怕它、拒绝它。

其实我们在别人身上所见到的丑恶就

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反照。一个人的私生

活、境遇和世界，乃是自己的思想和信

念的反照。人好比镜子，随各别的特性

显现出来，所以人们看世间的人、事、

物，也应该像照镜子一样，将自己的影

子如实地映照。

处理自己的事情

如果你能处理自己的事情，而不过分

干预他人的事，那是多么适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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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给予我们忠告，他说：“一个人不应

留意他人的过失、他人所完成或未完成

的事，而应注意本身的行为是否妥当。”

佛陀又说：“那些经常留意他人的过失

的人，容易动怒，因此自己反而增长了本

身的污点。”

“要看到他人的过失很容易，自己的

过失反而不容易被察觉到。一般人在挑

他人的过失时就如扬去谷壳一样，非常

仔细；但自己却像个狡猾的猎禽者，把

自己的过错隐藏起来。”

“尊贵的人做事不离正轨，让事态自

然发展而不耽染世间的悦乐。有智慧的

人无论在痛苦或快乐中，都一样保持处

事泰然的态度和清净的心。”

没有人能够不被斥责和不被批评地活

在这世界上。佛陀说：“你保持缄默，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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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怪你；你少说，别人要怪你；你多

说，别人也要怪你。”佛陀接着说：“过

去、现在和未来，并无一人被所有的人

责怪或被所有的人称许。”批评你的人不

完全都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借着别人对

你的批评，找出自己所看不到的缺点或

错处。千万不可因为受到了一些批评就

放弃了你可能正进行得既良好又有意义

的工作。如果你能够不受批评的影响，

并提起勇气继续完成这项工作，那你便

是一位能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无论你在

何处，你都会成功的。

不必烦恼

快乐和成功生活的秘诀，在于把握现

在，不为过去与未来的事情操心。我们

既不能回到过去以改变既成的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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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预知每件将来要发生的事；惟有现

在的一刻是我们有能力控制的。

许多人只为他们的将来操心。如果他

们能依据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情况，作

适当的自我调整，他们就不必再为将来

的事情烦恼了。无论心中有什么梦想或

憧憬，他们得牢牢地记住他们正处在一

个不断转变的世界里。

成功之母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我们必须从失败

中学习，才会得到成功。不曾失败过就

等于不曾胜利过。我们经历失败和它附

带的作用后，我们才能够完全感受或体

会到胜利的成果。如此，才不会觉得胜

与败只是形势上的转变而已，所以失败

间接地为我们带来成功，也使我们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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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同情和谅解之心，并丰富我们的

生活经验。

真正的美

如果一个人生来丑陋，无论他的相貌

有多难看，只要他有一颗仁爱的心，便

能使他在不自觉中散发一种永恒的内在

美。这种美自然地流露出来，使他富有

魅力，这是无法从肤色或轮廓中展现出	

来的。

我们试举出一个样貌俊美的人，有时

人们并不被他或她所吸引，因为他或她

的俊美沾上了虚伪或傲气。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样貌丑陋的人充满了仁爱，说

话柔顺斯文，而且待人彬彬有礼，他将	

成为众人的焦点人物，人人都喜欢和他

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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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终结

人往往不是受到事物的干扰，而是因

为自己对事物有不同的观点而反被这些

观点困扰着。以死亡为例子：死亡本身

并不可怕，我们要克服的只是我们心中

对死亡的恐惧感。

由于我们爱惜生命，而且有许多欲

望，便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它造成了忧

郁，使人经常裹足不前，不敢作适当的

尝试而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深怕被疾病

或意外夺走那微薄的小生命。其实死亡

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并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我们的心

擅长制造或夸大死亡时的情景。这是因

为我们的心在没有受过训练的情况下，	

无法深入地体会到生命的无常及苦，所

以我们经常执着于假象，就如一个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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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死的人一样紧抓住一根水草不放。

那些对生命感到失望，而把希望完全

寄托在天堂或经常向心中的神明祈求原

谅的人，心里其实常有许多的不安，并

希望死后能投生到那儿。在这些害怕和

希望的浪潮中，没有人能得到真正的快

乐。我们很难歧视或漠视这种自我保存	

的心理，可是却有一个可靠的方法可以克

服它，那就是忘记小我以服务大众，把对

自己的爱转向大众。忙于帮助别人，将使

你忘却那些颓丧自私的缠缚、欲望、傲慢

和自以为是的错觉。

因此帮助别人也等于帮助自己，自己

将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如何放下，而从中

获得真正的快乐，即使即将离开这个世

间，我们的心还是无比安乐的。

只有经常对死亡加以思索，才能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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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生命的无常。这么一来，我们便

能生起智慧以纠正错误的生活方式，消

除对死亡的恐惧，使我们的心能够接受	

与面对现实，而不追求或执着于毫不实	

际的抱负。我们必须建立起自信心，才能

够从容不迫地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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