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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佛要用心， 
不要用力。

.2. 
学佛的第一步是自修， 

身为一名佛弟子最大的福气是奉献。
成佛的初始是无我，无我的根本是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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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佛、做事贵在起心动念，

有所求亦无所求。

.4.
根深蒂固的傲慢心，

无法踏出学佛的第一步。

.5.
念佛心思要专一

口到    心到    心口如一    心口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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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永远是一种等待，永恒是一个未来。

.7.
结束和开始永远都是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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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换个角度看世界，看的仍是世界， 

但不再执着。

.9.
世界的美丽来自于心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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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生要退、才德宜进、菩提为守。

.11.
人生没有高峰也没有低谷。

.12.
人生的行囊，越轻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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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挣扎如同噪音，破坏原本安静的灵魂。

.15.
前进的时候不要想着后退， 
直走的时候不要想着转弯。

.13.
人间最美丽的相遇是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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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把自己困在局里，但看不到框架。

.17.
人，如果被无明蒙蔽了心智和德性， 

心就会苦就会痛 

心，如果感受到世界的光明， 
人就能获得平静和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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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生命如堕烟海、裹足不前时， 
把心念都放下，前方便是路。

.19.
生命像银盘，不断的旋转循环。 

不断的重复自己的步伐前进和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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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纷纷扰扰永远都不是因为外在的世界， 

而是你的内心。

.21.
起心动念来自初心。信、愿、行需要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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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是什么都有如同什么都没有。

.23.
空间里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只有我执的心不变。

.24.
空间，摆在视角下，无无上空间放在视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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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真正的慈悲是来自内心的悲悯与感动。
它像豆腐般柔软，也像磐石般坚硬。

.26.
为自己撑伞带来安乐， 
为别人撑伞展现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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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站在高处可以看得更远，但心要跟得上。

.28.
站着在走，坐着也在走，因为车子在走 [外力]
躺着在动，睡了也在动，因为梦境在动 [内移]

千变万化下，心不动境就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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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太阳再大再红再亮，温暖的只是大地。

.29.
山和海一样高也一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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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拉扯是自己绑架自己。

.32.
认识自己比超越自己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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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看破，是被千刀万剐后的自己。

看清，是去除了身上所有污垢后的自己。

.33.
害怕是因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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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回头不一定是坏事， 

重点在于回头的目标和心意。

.36.
设定了目标就要勇敢的向前走， 
朝三暮四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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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孝顺、来自内心、来自行动、来自习惯。

.38.
谦卑、内省、才能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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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车灯照亮的是路，人心照亮的也是路。

.40.
车子跑得再快，轮子还是着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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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痛是什么？

痛是一种提醒。不只是在提醒你身体出现了 
状况，也在提醒你了解痛与苦的根源。

.42.
痴，不要一辈子， 
醒来一次就好。

傻，在别人的眼中一辈子， 
自己明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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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执，是一把没有尺度的尺， 

因为这把尺是你对外界一切众生的评价。

无我，也是一把没有尺度的尺， 
因为这把尺包容了众生所有的美与丑。 

凡事皆由心生也由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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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手牵着小手如同小手牵着大手， 

本同末离。

.45.
再紧的裤子也展现不出大腿的美丽， 

所以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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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非凡的生命来自于平凡。

.47.
跳脱生命的框架，才能找到生命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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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真知与善道，来自内境。

.48.
百兴百业，各尽其守就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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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因为财富、地位和赞扬变得高大，
因为谦卑、平等和慈悲而变得渺小。

.5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四条腿不一定跑得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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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弯腰是智慧，低头是勇气。

.53.
放下左手，拿起右手，便是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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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城墙保护的是身体，正知引导的是方向。

.55.
阳光照亮的是大地，不是灵魂。 

五彩缤纷带来的是感觉不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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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再好喝的茶也只是一杯水， 

喝完放下便是。

.57.
药如果是苦的不要企图改变它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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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送别人一颗糖时不必计较糖有多甜， 

喂自己一口糖时感恩果子带给你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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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看的到想的到是极限，看不到想不到是无限。

.60.
无言下，句句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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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蚕，使尽全身的力量方能破茧成蝶。

人，卸下一生的力量方能步上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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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装满，充满着自我肯定与想象， 

把自己倒空才算装满。

.63.
让座，委屈的是小小的身子， 

滋养的是心灵，积累的是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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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岁月像风、像水、像云

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们将风、将水、 
将云全包揽在身上。形成一个固定形象的我， 

无可取代的我。

领悟，如同脱掉身上无形的枷锁， 
将原本穿在身上的衣服一件件的移除， 

将身体的重量一点一滴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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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一片树叶，一面朝着天一面伏着地， 

天地之间养育果实。

.66.
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生命可以净化 

延伸至无限，只要你我愿意缩短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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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当年轻的生命站在面前时， 

我们往往忘了有一天自己也会老。

.68.
蹲着休息和坐着休息。 

一个是付出一个是获得， 
一个看得近，一个看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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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高楼是一层一层地盖上去， 
人是一层一层地走下来。

.70.
心里的墙有多高，人就有多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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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爱与不爱都是一种主观的表现， 

没有他人的影子。

.72.
原谅，是不管对方有没有向你说对不起， 

你都宽恕他，接受他、放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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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昙花在黑夜里绽放，
人在黑暗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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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没有收获也是一种收获， 
更值得我们用心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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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哭泣和欢笑都是一种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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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佛法贵在实践。 

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多而在专一， 
侧重于悟通，实现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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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气球破了，它还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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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再美丽的珠子也看不到光明，
再大的声音也穿不透云层，

再灿烂的天空也勾勒不出地球的弧线，
所以 放下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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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修行的衣着与环境

粗布旧衣无妨，但务求干净整洁。

居所同样要保持干净、卫生、无垢。

每日的沐浴更衣不可少， 
保持身心灵的朴实、 

洁净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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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内境与外缘

天天念佛拜佛表现的是一种形式， 
祈求的是个人的福报，可称为外缘。

修行要从内在开始，向内探向外寻。 
学习圣贤大德的大智大悲， 
然后由内在出发称为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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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把自己摆在最前面，追求的是利己， 

把自己摆在最后面成就的是利他。人生的道
路有进有退，成就有高有低，摆在哪里都不

重要，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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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不必把胜利的光环戴在头上， 

也不必放大失败的槌子， 
因为那只是一种感觉， 

无法证明你一辈子都会成功， 
 也无法否定你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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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盛多不如盛少

人生如果像一片天，颜色愈淡愈好。
生活如果像一幅画，色彩愈清晰愈好。
将人生的色彩转淡，生命的目标调明， 

才能迈开修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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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红 黄 绿 三灯三行

无明伴绿一生行 [永无止境向前追求]
黄灯敲醒梦中人 [觉醒] 

红红明火伴我行 [迈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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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旅行

旅者，用双眼拥抱世界 [凡夫心]
智者，用心胸怀抱世界 [菩提心]

旅者，使劲插上电源 [充电]
智者，用心拔掉电源 [放下]
旅者，飞出去 [向外祈求]
智者，住进来 [向内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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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孩子！

天堂，不是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开启， 
也不是为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设立。 

它是留给世界上最好的人， 
如同妈妈希望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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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迷和悟

迷，像一座高山。
心里的障碍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沉甸甸的横

亘在你面前，无法跨越。
迷，也像一块顽石。

执着于我的存在，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与 
平衡，让无数个我阻挡了心门，主宰了生命。

迷，更像空气。
空气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令人迷惑心智，颠倒是非。
悟，是明心。

悟，是一种心境。
悟，是顿开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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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放下是什么？

（1）没有爱的牵绊，
没有恨的意念，
没有缘的升起，

就是放下。

（2）放下的起步是学习。
面对自己学习，
面对他人学习，
面对过去学习，
面对未来学习。

（3）如何放下？
看清生命的本质即是空，便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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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定

窗里窗外

窗里的一颗心随着窗外的世界游荡， 
窗外的世界永远看不透窗里的那颗心。

会飘的云永远在天上飘动， 
看不到云的人永远看不到会飘动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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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尊重是21世纪的座右铭

 它如同穿梭在大都会里的交通网络系统， 
交错纵横，但不管你开往何处都畅通无阻。 

它像浩瀚宇宙里的输送带， 
不管你抛向哪个国家，大家都愿意伸出热的 

双手热忱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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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智慧

人的智慧有高低，借由传授、学习、 
增广见闻。智商高的人知识面广的人， 
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人群，创造历史。

佛家圣贤的智慧是由知识升华到慧的领域， 
它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是在“悟”的 

觉醒下所获得的超然智慧，悲智不二， 
两者无法并行衡量， 

却能够同时在人间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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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我们常说无明，什么是无明？

无明是世界， 
是活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普遍行为和意识。

就像一杯清水，水原本是清澈透亮的，被人们的
各种思想、行为、物质与非物质的颠倒渗合， 
水因此变了样，红、黄、蓝、绿皆由个人的 

思想、情感、欲望为这杯水设定了颜色并围绕着
它运行，绕着它走，赞叹它的美丽执着于它的存
在。然而不管你走的多远跳得多高，它就像彩虹

一样，稍纵即逝，是所有的有情众生赋予的 
短暂生命，短暂的色彩，这就是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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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初生的婴儿就像一张纯白的纸张， 

也像一张打上底色的纸。身为父母的你， 
若是能善巧的运用这些颜色， 

无条件的接受与照顾， 
那么就算是再无奈再坎坷的生命 

也能看见曙光、期待未来。

每个孩子带给你的生命属性不尽相同， 
没有美丑之分， 

没有残缺与圆满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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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人， 

一辈子的光荣与成就， 
不是因为名望的高低也不是因为所拥有的财富。

而是当你领悟到生命真正价值的那一刻起， 
当你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乃是在于诚心 

奉献的那一刻起，最终你会发现放下和获得是 
两条并行的道路，它们开往同一个方向。



60

.95.
人的一体两面 

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天使。这两种心态同时并存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随着个人的习气显现。

魔心起，看什么都不顺眼，透过他所观想的世界
是黑暗的、丑陋的、偏心的、愤怒的，这种性格

特别表现在人与人平日的接触与来往当中。

佛心起，透过他所观想的世界都是美好的。 
人是可爱的、可以亲近的，心态是柔和愿意 

接纳的。不管种族、肤色、国家、 
宗教信仰，皆为同胞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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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在成长的路上，为了能拥有更多，我们竭尽所能
向外汲汲营取。为自己累积了一个厚厚的资产，

这个资产装满了骄傲、财富、烦恼、嫉妒、 
享乐、悲伤以及无止无境的欲望。我们紧紧的抱
着它，深怕一不小心一生的心血将化为乌有。

事实上，我们想要的远比我们实际上需要的多 
得多。然而生命的本质远比我们对它的理解还 

要来的简单，远比我们对它的需要和 
依赖还要来的少。

最终，我们需要花上好长的时间，甚至于是一辈
子的时间、勇气与智慧才懂得放下，才领会到放
下远比获得难上千百倍，才了解我们浪费了多少

时间在娑婆世界里踱步，从未离开。



62



63

.97.
世界像是一个奇妙的嵌合体，具备了上下对

称，左右平衡的原理。宇宙中太阳对着月亮、 
风对着雨、男对着女、日与夜、生与死， 

诸多现象因果循环，生生不息。

万物的总合就是宇宙的定律， 
也是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轨
则，每个国家都有义务维持这样的平衡。

人的基本行为若是走偏了，走反了， 
人就会生病。国与国之间要是违背了人类生存

的基本法则，宇宙就会生病。

我们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聪明， 
真实的世界也没有想象中的真实， 
尊重彼此的异同方能同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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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等待的人永远停留在等待

佛法和佛学并不是一门高不可攀的学理。 
佛法无边，但是众人皆可学而时习之。 

不必等到孩子长大了，离开职场退休后才开始 
规划自己的人生，更不必等到生活丰美富足了，

心境成熟了才愿意认真的面对生老病死。

日子过的越是困苦艰辛，越要有所觉悟越要 
懂得反思，生活过得越是富足快乐， 

越要懂得谦卑学习。不论身在何处何时， 
一句 [阿弥陀佛] 就是学佛的开始，口到、心
到，真正做到心口如一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 

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 
任何一个地方、国家都能与佛同在。

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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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传家之宝

所谓天下父母心，父母亲为了儿女奋斗了一生 
拼搏了一辈子，最终也为了儿女留下一辈子的 
心血，希望能为孩子铺上一条开往成功幸福的 
康庄大道，期望留给孩子一个独一无二甚至 

于是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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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父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是处在迷的世界
凡夫的真挚情感，没有对与错。

真正的爱是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教导 
子女正确的道德观念。培养孩子做一个心地
正直的人，让孩子接触善知识，启发他们内
在的智慧，并且从自己做起。这才是世界上

最珍贵的传承。

人生一辈子很短，三千繁华弹指刹那，在你
不愿意说再见时谢幕。

给孩子一个未来，那个未来不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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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心解脱和求解脱

心解脱；乃是放下万缘， 
不被世间的万物万缘 

迷惑颠倒，脱离情识妄想的羁绊。 
不为生老病死 

所苦，不为喜怒哀乐所束缚， 
身心清净自在。

求解脱；是生命的过程， 
是一种学习的经验， 

两者皆没有对与错。有的人， 
因为无法承受失去挚爱而走上绝路，有的

人，因为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而放弃生命，
还有的人，因为爱不得、 

求不得、行不得而自寻烦恼。 
人，有生皆苦， 

无论你身处何种环境，拥有何等心灵， 
人生的磨难是免不了的，所以不管你遇到了 

什么，都要学习放下，不要执着。

人间没有永恒的快乐也没有永远的痛苦，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步上解脱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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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众生无缘接触到正信的佛教与佛法，无法在
学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主要是因为欲望

和无知，而无知又和无明息息相关。

欲望并不难理解，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从心
理层面到精神层面再到物质层面，从表观面

相到心底深处，欲望就像黑夜里燃烧的 
火焰，火焰带来了温暖也可能将万物烧毁， 

腐化了你的本来面目。

无知，对一般人而言就像一把双面利刃， 
如果有人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确实令人难
以接受也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多数的人都 
觉得自己很聪明，因此不可能和无知画上 

等号。这里所说的无知是无明导致的无知，
也可以说是因为无明所以无知，因为无知所
以看不见无明。所以要精进学习一定要理解
这里所说的无知，真心面对无知，相信无知

的存在才能破迷开悟，精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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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

倘若你觉得人生好苦，苦到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瘦弱的身子被病魔与穷困折磨的仿佛见不到明天
的太阳，因为仇恨蒙蔽了心智因而愤世嫉俗、 
颠倒黑白，那么，请你相信这只是生命的一种 
过程，不管有多苦多痛，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你会重新站起来。因为佛在每一个人的心理都种
下了一颗种子，打开心门才能看见种子，去掉包

袱才能领受到生命的真谛，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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