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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观照 大机大用 

师兄 B：那这样讲，您说这个打坐磨刀、

下座砍柴，这个会不会砍、会不会用就

是会不会放下？ 

师兄 D：这个是两问题。 

上师：那我们这个打坐这个又是从另外

一个层次来讲，就是师兄说的，另外一

回事。另外一回事是啥呢？采取的是主

动的方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啥呢，相

对来讲他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那砍

柴是主动的，座上打坐，座下观照他是

主动的观照，很自然的观照，很主动的

观照，他不是被动的。刚才我们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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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被动的，但是被动的情况下呢，往

往容易错过，错过什么呢？错过认取，

错过承当。你不认取它，你是“佛”又

怎么样，没有用啊。是“佛”还在流浪。

那主动去认取是什么呢？主动的，表现

出来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

座上翻种子，把你很多作意的东西都翻

掉了，那在这个翻种子的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自性流露。所以我们在座上入定

了，定住了，一切不住了，这个就是自

然流露。所以我们说这个座上要一切无

求，不求开悟，不求入定，一切无求，

一切无求的目的就是让你自性流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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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座下表现出来叫一切无心，一切

无心就是自然流露啊，这是主动的。 

师兄 B：那还有一点，老师，您上次不

是讲上座是磨刀，下座是砍柴，你说有

的人是他不会砍，或者不愿意砍，磨得

挺好不用。 

上师：是啊！不知道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方法。 

师兄 B：就是这个意思。 

上师：就这个意思，你把他联系到一块

就这个意思。他不用，他下座他继续去

找事情做，找事，主动地找事情做，主

动地去流浪了，而不是主动地去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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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有些人生意上、或者说这个情场上，

或者说是这个交往上出现了问题，一下

座我马上我要去找这个人来骂架，这是

主动地流浪。 

师兄 D：从上师这样理解是，大机大用

就是刚才讲的。 

上师：对，一理解就不是，本来就已经

是大机大用了，但是你加上个理解，理

解就作意了。 

师兄 D：他本来就是大机大用。 

上师：所以你想表现的是本来就是大机

大用，但是你用词呢不恰当，你用到理

解上，理解就不是了，理解就是装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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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了。你表现出我们一看，这个人好庄

严哪！装得好严哪，那个就是理解出来

的，他不是自然流露。因为你这个自然

流露跟这个他理解作意出来的表现是

完全不一样的，他作意是故意造作出来

的表现，他是表现得很严谨，装得很严

谨，那他自然流露是意气风发，意气风

发才是大机大用，没有什么任何障碍

呀！ 

摘自：公历 2015 年 7 月 19 日（佛历

2559 年农历 6 月初四）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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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照与打坐和发愿的联系 

G 师兄：蔡老师，有时打坐四个小时，

上午观照还可以，但下午就感觉心就有

点跑了。 

师：观照跟你打坐有关系，我们说座上

打坐，下座观照，那是我多次跟大家讲

的，两个半小时以内的打坐几乎是妄念

纷飞，下座以后呢还是妄念纷飞，座上

没有把这个种子翻完，下座他会接着

翻，打了长坐之后，上四个小时，座上

他没有种子翻了，而且是在这个心念耳

闻上做功夫了，其实心念耳闻，座上心

念耳闻，他就是在观照，只不过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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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没有把他说成是观照，座上我们不

提倡观照，那你座上心念耳闻已经是在

观照，下座他还是这样。下座他就能够

把心念耳闻的这力量带到下座去，所以

下座自然就在作观照，所以我们说座上

和座下它是连在一起的，是打成一片

的，座上修得咋样，座下他就会反映出

来。座上是妄念纷飞，下座呢相应的就

是烦恼不断。如果说是两个半小时以内

的打坐，下座我们不说观照，因为这个

时候说观照，大家往往是去看念头，因

为座上还没有看够，下座接着看，他翻

种子就是看念头，而这看念头不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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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看念头是执着念头，观照是放下一

切执着，所以这个看念头他不是观照，

他是执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下

座呢你不用去持咒，也不要去作观照，

直接发愿，就发我们的大愿：愿此生速

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因

为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心是清净的，心

清净就是观照，清净心就是觉照心，所

以借用发愿，我们就可以入观照，如果

你念念都在发愿，相应的就是念念都在

观照，这可以帮助我们座上的打坐，所

以座下的发愿可以帮助座上的打坐，将

来你这个座下自然的观照，自在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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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同样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座上能够轻

而易举证得能所双亡，所以我们说这个

座上和座下的修行，它是相应的，大家

可以去实践。 

摘自:净明上师 2014年 9月郑州印心精

舍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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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照与打长坐的联系 

那为啥要强调打长坐呢，两小时不也很

好吗？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两小时

的打坐几乎都是妄念纷飞，谁都有这种

感受，两小时的打坐，这个妄念还没有

翻完，我们就下座了，下座以后还是妄

念纷飞，那么说这两小时的打坐修了十

几年的师兄，我跟他们交流还是妄念纷

飞，没有体会过出现什么定，从来没有，

所以说这两小时的打坐只是说，首先是

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我们说两小时的

打坐那只能说是完成了任务，我们这一

座打完了，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了，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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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修法的任务，当然这两小时的打

坐也很不简单了，我们佛教有这么多宗

门，很少有哪个宗门提倡，两个小时以

上的打坐，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佛教，

接触到的禅宗当中，他们的打坐最长不

超过一个半小时，多数的寺院是主张是

四十五分钟，打完四十五分钟就要下来

跑香，跑半个小时之后再上座，接着再

打四十五分钟，所以这个是目前，很多

寺院主张的打坐就是这样，甚至绝大多

数的寺院不主张打坐，认为打坐没有意

义，所以说这两个小时的打坐，可以说

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培养不出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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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培养不出定力来，下座我们就无法

启用观照，因为下座以后心还是散乱

的，还是妄念纷飞，所以还是要跟着妄

念纷飞跑，所以有的师兄说，我不跟着

妄念跑，我要看着它，这就变成了看念

头了，把看念头当成观照，其实看念头

不是观照，看念头是执着念头，跟我们

所讲的观照不一样，观照是不执着一切

念头。 

那下座还是妄念纷飞的，我们如何去不

执着它呢？没办法，因为我们这打坐没

能把清净心打出来，心不清净所以下座

体会不到观照，所以我们说这个三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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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上的打坐，它会出现境界，会出现

舒服，欢喜，各种各样的妙乐，还会出

现种种光明，种种风光，我们说出现这

个境界了，座上出现境界了，下座了，

他还是在这种境界当中，很享受，很舒

服，很快乐，特别出现了轻安，身体都

找不到了，这是轻安的表现，人好像法

喜无边，这也是一种轻安的表现，我们

说这些都不可执着，因为它是暂时的风

光，暂时出现的，它会消失，所以我们

执着它就没有进步了，所以不能够执

着，出现这些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观照

吗？下座，这人不是妄念纷飞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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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的，是快乐的，这欢喜和快乐我们

不着，不去住着它，这当下心就是清净

的，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观照，我们

一发现这个不可得，那个也不可得，这

也不可得，当下我们的心就是清净的，

很容易就能够体会到清净了，所以说清

净就是观照啊，所以说打长坐，就是帮

助我们下座更容易得到观照。 

摘自：净明上师 2014 年 9 月郑州印心

精舍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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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切放下，自然观照 

上师：我们还有一个定力的培养，就是

离不开座下的发愿和观照，这个发愿和

观照，最直接的方法。为什么要说最直

接的？因为大家都说：我不懂得观照

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最直接的观照

方法，最直接的观照方法是一点力都不

用的。好多师兄说：不行啊，我这个观

照不得力啊！那是要用力，要用力的观

照叫作意观照，这个是很累的。因为老

要提起一个观照来，老要提起来，提了

提了又流浪去了，反复折腾了几次，他

就感觉到很累了。所以说这个不得力啊



   

18 

就是很累的一种表相，观照得很累啊。

其实观照是最究竟最彻底的修行，它一

点都不累，最轻松自在的就是观照。观

照指的是一切放下，一切放下。那一切

放下了还剩个什么在啊？大家可以现

在体会，只剩一口气在了，就剩下这个

呼吸在了。我们一切都放下了，一切佛

法、一切执著、一切烦恼、一切事情，

统统放下，就剩这个呼吸了。然后大家

再体会一下，这个呼吸也要断了，也不

可得了，一切都了不可得了，这时候的

心是最清静的，最自然的，这个就是观

照。所以观照就是一切放下，用不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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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观照需不需要用力啊？（弟子：

不需要）很自然的，一点力气都不用。

连观照都不可得了，还要用力吗？这呼

吸马上就没了，还有观照在吗？没有

了，观照也没了，所以一切放下，观照

也不可得，这彻底就是观照了。所以我

们祖师说“寂照照寂，切忌用力”，就

是这个道理，观照是一点力量都不用

的；“成佛做祖，无他秘密”，你每天 24

小时都是一切放下，你这一天就是在做

佛。 

    所以我们说了，有事情做去做吧，

做完一切放下，回归到自然观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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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照就叫自觉，佛经上说自觉就是

自然观照，观照就是觉嘛，自然地觉，

自然观照，自觉，主动地一切放下，这

个跟我们讲的根尘脱落也是相应的。根

尘脱落，这个事境上的一切跟我们都没

有关系，身心世界骤然化空，这就是根

尘脱落。所以我们说一切放下与根尘脱

落是相应的，你这个功夫做熟透了，直

接就是根尘脱落。那座下用这个观照，

它会不会翻种子呢？会。如果我们打坐

的功夫不够的话，你用的时候呢，它会

翻出很多种子来，因为你一切放下了，

心门是打开的，种子会翻出来。如果我



   

21 

们配合打长坐，在座上把种子翻完了、

心空了，下座了直接就是观照。它都不

用说我一切放下，一下座就是观照，这

就是打长坐的本妙。打长坐就是翻种

子，翻完它，翻透，翻到心空不住，下

座直接就是观照，连你做事情都是在观

照，这不是见性是什么？这就是见性

啊！自觉就是见性啊，心清净就是见性，

这个大家都要肯定下来。所以祖师大德

的开示也是这样：当下一念清净心光即

见法身佛，这就是见性。所以这时候大

家的心是清净的，就是在见性当中。在

这一场法会当中，人人都能够见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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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法会佛经上叫无遮法会，知道吗？什

么叫无遮法会啊？就是在开法会的这

时时刻刻，大家都在自性当中，这就是

叫无遮法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也开了

一场无遮法会。有问题我们继续交流

啊！听得清楚吧？ 

弟子：清楚。 

上师：如果不清楚我们还可以继续交

流。 

公历 2016 年 6 月（佛历 2560 年农历

四月）开示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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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机说观照 

弟子 B：就是说二六时中打坐…… 

上师：我们现在先讲这个。 

弟子 B：就像你去睡觉的时候打坐。 

上师：睡觉不叫睡觉，叫睡觉（jue）,

还是那个字啊，睡觉跟睡觉（(jue)它

可以转化。 

弟子 B：是不是睡觉之前念咒语？ 

上师：那睡觉还是睡觉，念咒还是念咒。 

弟子 B：以前我就试过，在睡觉时就念

念念，就睡着了。这样做，行不行呢？ 

上师：行，比不做好，比不念好。这就

跟我们说打坐，坐完了睡觉，道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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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打坐不是在持咒吗？之后时间到

了，躺下睡觉，是一个道理。 

弟子 B：那上师怎么样让睡觉变成睡觉

（jue）呢？ 

上师：让睡觉变成睡觉(jue)有个过程，

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的。我们说了这个

晚上睡觉做梦，有梦境出现，那都是颠

倒。 

弟子 C：上师，那睡着也可以念咒是怎

么样一回事呢？ 

上师：没有人说睡着了也可以念咒啊，

那证明你没睡着，还在念咒。咒是意识

作用，我们睡着的时候意识全部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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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看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嘛，意识

作用平时就是靠的是眼耳鼻舌身在起

作用，意是配合，第六识是在配合前面

五识的作用。睡觉的时候，前面五识都

放下了，眼耳鼻舌身都放下了，第六意

识在作用。那这个第六意识的作用，跟

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作用是不一

样的，这第六意识的作用就是翻种子。

白天的时候，我们的第六意识为啥不翻

种子呢？被前面的五识给压着，眼耳鼻

舌身把它压住了，而且不停地往里面种

种子。到了晚上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

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已经放下了，不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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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这时候第六意识起作用了，所以

第六意识翻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白天所

想的。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

这个意思。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这六识翻出

来的都是我们的观照，都是我们的菩提

自性呢？就看你白天这个座下是怎么

修的。所以想要从睡觉变成睡觉（jue），

也不难，就隔着这么一层纸，就看我们

平时白天是怎么修的。白天怎么修啊？

我们是有方法的：心清净就是观照，如

果心清净的话，直接就是观照了。心清

净就是观照，所以，我们白天尽量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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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胡思乱想，尽量地一切放下。“那不

行噢！”有的师兄说，“我还要工作啊，

还要做事啊！”没关系，该工作工作，

该做事做事，因为这个工作和做事肯定

总要放下的，不是什么时候都绑得紧紧

的，总要放下的，一放下我们就一切放

下，维护我们的自心清净，回到自性清

净上面，而不是回到无明当中。那如果

说我们不能够体会到这个自心清净怎

么办呢？我们还有方法：发愿，时时刻

刻发愿。因为发愿不妨碍你做事，也不

妨碍你工作。除非是当老师啊，我们这

里有几位师兄是当老师的，那他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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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没办法，不可能在讲课中或者课堂

上发愿是吧？所以，平常人，除了老师

之外，除了讲课之外，平时是可以发愿

的，时时刻刻发愿，因为发愿的当下我

们的心是清净的，这也是培养心清净的

一种方法。那还有师兄说：“我念佛、

持咒可不可以啊？”可以，当然可以嘛，

交替地进行。因为总是念佛持咒它会变

成口头禅了，总是发愿也会变成口头

禅，所以我们可以交替进行。还有就是

也可以用彻却法，念一声“断！”断的

这当下前念已过，后念未起，当下这个

心是清净的，了了常知，荡然无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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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观照。借用一个“断”字，我们这

个叫彻却法，来起观。 

     所以观照的方式是很多的，只是

看我们愿不愿意去用它。发愿也可以，

持咒也可以，念佛也可以，彻却法也可

以，还有一切放下也可以，方法很多。

在心清净的情况下，我们当下便是觉

者，这个跟开悟见性是一样的，跟佛菩

萨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心

清净就是解脱，你心清净的时候有烦恼

吗？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是解脱。有

师兄说：“我不能够时时刻刻没有烦恼

啊！”没关系嘛，你一天能够解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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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不得了啊。如果我们持续地发愿、

持续地观照、持续地念佛、持咒和彻却，

那不就是解脱的更多次了。所以方法都

摆在大家这里，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去用。 

弟子 A：那上师就是说要把握当下。 

上师：嗯，就是把握当下。当下一念清

净心光即见法身佛，这个是见性的道

理，见性的标准就是这样，当下一念清

净心光即见法身佛，这是见性啊，所以

观照就是见性，观照打成一片就是彻底

的见性。 

弟子 A：这个跟心地法眼见性是一样的。 



   

31 

上师：一样的。 

弟子 A：跟当下见性都是一样的。 

上师：一样的。 

摘自:公历 2016 年 6 月（佛历 2560 年

农历四月）南宁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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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观照发现习气 去执即成妙用 

上师：而我们的习气是导致欲望的生

起，这个叫习气。它跟烦恼，跟执着没

有直接的联系。为什么说它没有直接的

联系呢？他不一定表现出他是在执着，

也不一定表现出他是在烦恼；也可以表

现是执着，也可以表现是烦恼。但是他

不是时时刻刻表现出是在烦恼。 

好比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盘葡萄，有时候

会欣赏它的美丽，噢，这东西还是挺新

鲜挺漂亮的嘛。但你并没有生起执着和

烦恼，只是欣赏它，或者会冒出一个念

头说，肯定很好吃吧，有想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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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习气，这个跟烦恼没有关系啊。

但是我们平时发现的只是烦恼，所以这

个都跟观照有关系。观照是可以发现习

气的，那有一点，他不会跟着烦恼跑，

才能够发现习气。 

所以历代祖师跟我们讲什么叫习气的

时候，他说，能够发现习气是建立在见

地上，不是在知见上。也就是说，噢，

你知道如何观照了，或者说见性了，你

才能够发现习气。那平时我们所讲的习

气，实际上指的是烦恼，并不是指习气。

因为观照、见性，你还没有办法去亲证

它，所以只能够说是，哎呀，这个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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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好重哦。一表达，实际上一听起来就

是烦恼，并非习气。 

师兄 B：哦！那我这是混淆了。把习气

和烦恼混在一起了，我习气这么重啊！ 

尼师父：不可能没有习气，人人都有习

气，就看我们执不执着。 

上师：对。所以什么叫习气啊？习气也

叫五盖：财色名食睡五盖，这就是习气。 

尼师父：但是我们也要去五盖啊？ 

上师：它是习气，财色名食睡啊。不是

去，是要善用它，善用它就成了妙用。 

尼师父：去除五盖就是转过来善用它。 

上师：对，转过来善用它，而不是说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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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去掉。你要说去掉，我们讲财色名食

睡，首先是财，你看到财，你起心动念

了，怎么办哪？我们一看到财，首先是

分别执着，贪求它，这个叫作执着。如

果看到钱财，首先说，噢，这个东西不

可执着，它就是一种妙用了。 

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观察到我们的起

心动念。习气不可怕，可怕是跟习气转。

财色名食睡有什么好可怕的，你被它转

了就可怕了。 

尼师父：但是又有习气重习气轻这种说

法。 

上师：所谓的轻重是方便说，程度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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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便说。 

尼师父：重的容易粘着，容易执着。 

摘自：公历 2015 年 10 月 2 日海口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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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观照就是心  时观照也是无心的 

66 问:这个观照是意在观照,还是心在

观照? 

答: 观照就是心, 我们所讲的这个心

就是时时刻刻能够了然觉知, 这就是

我们的心, 不需要作意 。 你所讲的意

那叫作意, 它不需要作意 。 

问: 那这种观照好像从头上往下面去

的 。 

答: 遍布虚空, 周身遍体都能够觉察

得到 。 

问: 虽然看不到, 但是老感觉这个心

好像没有, 不是用这个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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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是啊, 观照也是无心的嘛。 心也

不可得, 观照也是无心的 。 

问: 也不是这个意。 

答:你自己就把自己的问题给答了,  

自问自答。所以说观照它不需要作意的,

你承当下来,它就很自然。 而且你会发

现这个观照, 我们从来就没有忘失过, 

谁都没有失去过观照 。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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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观照不用力 

上师：座上打坐你是没什么问题了，那

么你这个打坐之后下座怎么去用它。 

师兄：就是容易散，观照的时候不得力。 

上师：观照要用力吗？ 

师兄：也不用力，有时候…… 

上师：那怎么还用不得力这个词。 

师兄：就是有些时候已经跑了，自己才

知道。 

上师：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师兄：也不咋的。 

上师：也不咋的是怎么说？ 

师兄：知道了马上凛然一觉，好像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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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 

上师：还要提回来，提回来什么？ 

师兄：就是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就…… 

上师：我想问你到底提了什么东西。 

师兄：就是又把一个东西拿过来。 

上师：那这个又是执着啦。 

师兄：是啊。 

上师：那这个跟观照没有关系啊。 

师兄：是啊。 

上师：你只是左手拿了个烦恼，右手又

拿了个清净，那还是拿着，这都是执着

啊。不是执着烦恼就是执着清净，那还

是执着啊，这跟观照没有关系啊，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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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你说观照不得力。你拿着它怎么会

是嘛，你拿着它嘛，肯定是要用力嘛。

观照需要拿着吗？ 

师兄：是不需要的，但是自己就有意无

意就把它拿着。 

上师：那为什么要拿着呢，你有意无意

都是作意，为什么要拿着呢？ 

师兄：其实也拿不了什么这样子。 

上师：那你为什么说不得力呢？你要说

观照不得力这个词啊，用在别的地方的

师兄那边，就别的老师传下来的师兄那

边，这个词他们用得上。因为他们多是

作意观照，用力观照，观不到所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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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不得力。但在我们这一脉，应该不

存在观照得不得力这个说法。我问你，

你呼吸得力吗？你为啥不说，哎呀，我

呼吸不得力啊。因为在我们这一脉来

讲，自性本来具足，这自性是本来具足

的。自性本来清净，这清净不是造作出

来的，本来具足，本自清净。这跟六祖

所讲的是一样的，如如不动，无所从来。

这个自性不是选出来的，而是本来就具

足的。所以你看我们说打坐，打坐，时

时刻刻，念念当中都是心念耳闻。心念

耳闻用不用力啊，心念耳闻当然要用

力。持咒，耳闻要用力，持咒要用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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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闻要用力嘛。念念之后能够打成一片

了就不用力了。持咒耳闻都不用力了，

但是咒一直都在。这个咒跟什么东西同

在啊？跟觉知同在，那觉知就是定啊。 

摘自：公众号印心道场 2015-07-28 刊

发  净明上师应机开示 

 

 

 

 

 

 



   

44 

（九）发愿是主动观照 

师兄 B：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自然观

照，打成一片，是不是要打成一片以后

就可以根尘脱落。 

上师：打成一片就是根尘脱落。 

尼师父：就是老师刚才所说的无明核

子。 

上师：对，只要无明核子还在他是很难

打成一片的，要破掉它。那我们说，《圆

觉经》上说嘛，每一个人本具两种根本：

第一个，无始无明，就我们所讲的无明

核子；第二个，清净元体，本妙觉性，

那就是诸佛自性，这是两种根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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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它是一体的，两种根本实际上是一

体的，但是在我们现在所表现出来是两

种，不是一体。当你证到它是一体的时

候，就是根尘脱落了，这叫亲证本来。

哦，原来无明核子、元清净体它是一体

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迷惑。 

尼师父：就不像我们现在还有疑惑，有

时候清净有时候不清净了。 

上师：凡圣同居土，这也叫六趣杂居地。

你在这六趣杂居地当中，做佛菩萨，没

有那么容易。我们这娑婆世界叫六趣杂

居地，六趣就是六道众生，六趣。六趣

杂居地，都居住在一起，都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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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师父：那为什么上次老师说弟子，说

打坐座上那时候好像都是那个咒，也没

感觉难受，也很舒服，就是不想坐，这

个是不是也是无明核子啊， 

上师：啊，就是无明核子。 

尼师父：那老师那次又说你是座下观照

的功夫，然后打坐不是问题。 

上师：是啊，无明核子出现了。你看我

们不是说嘛，愿力，发愿，座下发愿。

座上不需要你发愿，座上只管持咒，座

下发愿，就是说你这个座下没有透过去

啊，各种事境当中你没有透过去啊。 

尼师父：是啊，弟子原来就以为要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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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拼命地透过去。 

上师：啊，不是，座上打坐是肯定是要

的，发愿很重要，发愿在什么时候发？

座下。座下发愿嘛，没有说座上发愿啊。

你看你下座的时候，念念都在愿力当

中，这不也是观照吗？ 

尼师父：是啊，那更加清净。 

上师：是啊，观照跟愿力它是相辅相成，

它就是一体的，也就是观照我是带有愿

力在的，因为有愿力在，所以观照就在。

因为我们说观照，当下一念清净，谁都

可以体会到。但是它不能够持续下去

啊，你要把这个清净心持续下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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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力怎么行啊。所以我们靠发愿来持续

地观照，所以说发愿是主动的观照。 

你念起不随，事情来了你不跟它跑，那

个叫被动观照。发愿是主动观照，因为

你能够把你的清净心持续下去，能够让

它恒持不断，所以说这个发愿是座下体

现出来。座上你只管打坐，心念耳闻，

不要去管这个发愿。但是，你心念耳闻

并不是说你就没有观照哦，你本来在心

念耳闻，念到极点清净的时候就是观

照，所以清净就是观照。在你持咒的过

程当中，观照是自然生起的，这里面自

然就带有愿力，只不过没有像座下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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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 

尼师父：要提起发这个愿。 

上师：座上它就是在用，用你的愿力，

愿力也是定力之一嘛。下座是用你座上

培养出来的清净心。为什么呢，种子翻

完了，心空了，下座自然就不住了，这

就是清净心。清净心表现出来了，那你

要让它持续下去，这就是靠发愿来让它

持续下去。 

尼师父：弟子是说有时候感觉到不清净

了才去发。 

上师：唉，那不是，慢了一步，慢了半

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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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师父：心清净的时候就不想发。 

上师：慢了半拍嘛，事情来了，转不动

了你才去发愿。 

尼师父：是啊，好像别人跟你有什么矛

盾的时候，你那时候心在动了，不清净

了，你才赶快去发愿。 

上师：那你那观照出现中断了，那就会

没有力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修行的时

间，这个过程它就会延长。本来说是克

期取证，短时间内要证道，结果因为你

这个观照不能够连成一片，经常出现中

断。 

尼师父：是，一时清净，一时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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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啊，对，那你这个凡圣同居土就

呆得太久了, 哈哈哈。 

摘自：公历 2015 年 9 月 6 日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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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观照的多种方式 

上师：所以观照的方式是很多的，只是

看我们愿不愿意去用它。发愿也可以，

持咒也可以，念佛也可以，彻却法也可

以，还有一切放下也可以，方法很多。

在心清净的情况下，我们当下便是觉

者，这个跟开悟见性是一样的，跟佛菩

萨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心

清净就是解脱，你心清净的时候有烦恼

吗？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是解脱。有

师兄说：“我不能够时时刻刻没有烦恼

啊！”没关系嘛，你一天能够解脱一次

那也不得了啊。如果我们持续地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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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地观照、持续地念佛、持咒和彻却，

那不就是解脱的更多次了。所以方法都

摆在大家这里，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去用。 

弟子 A：那上师就是说要把握当下。 

上师：嗯，就是把握当下。当下一念清

净心光即见法身佛，这个是见性的道

理，见性的标准就是这样，当下一念清

净心光即见法身佛，这是见性啊，所以

观照就是见性，观照打成一片就是彻底

的见性。 

弟子 A：这个跟心地法眼见性是一样的。 

上师：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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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 A：跟当下见性都是一样的。 

上师：一样的。 

摘自:公历 2016 年 6 月（佛历 2560 年

农历四月）南宁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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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念念都在观照 就是念念都在

打七 

47 问: 您这样一讲, 觉得观照比打坐

还重要。 

答: 是啊。我们所讲的打七, 就是打掉

第七识, 观照就是打掉第七识。如果时

时刻刻都在观照的话,念念都在观照,

这就是念念都在打七,这是最究竟的打

七。 

问:这是平时哦? 

答:那现在也一样啊。 

问:太受用了! 

答:你现在不是在打七吗?念念都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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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念念都在打七 。 

答: 什么叫念念观照? 一切不可得, 

一切都了不可得, 一切本来清净, 一

切都不是障碍,  自然它就是观照 。 

问: 那这样说观照就可以超越所有的

定相了? 

答:我们这个观照是本具的,本来就有

的,本来就具足的。是因为迷失已久, 

所以认识不到它, 用不起来。那我们通

过打坐,打掉一切执着,打掉一切作意, 

打掉分别要想。你只要打掉分别妄想, 

这观照它就自然流露出来了。所以我们

说观照, 它是不需要作意的, 它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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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露的, 因为它本来就有。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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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观照跟保任是一回事 

在这个定力现前的时候, 出现了定境, 

我们要把这个觉承当下来。下座观照的

时候可以用凛然一觉,这凛然一觉,也

就是我们所讲的立断。你也可以念一声

断,也可以不用念一声断,都可以。凛然

一觉, 我们当下就回归到自性清净上。

所以元音上师当年给我们开示: 一念

不生时, 了了分明的灵知,即当人的本

来面目。它这个前提就是念一声断,立

断,前念已过后念未起,一念不生时,了

了分明的灵知即当人的本来面目。在这

个打七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这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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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很容易体会到了了分明的灵知。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它给认取下

来, 把真心认取下来。这个认取真心也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只有把真心认取

下来之后啊,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

保任的工夫。因为我们认取下来的真心,

这个时候我们管它叫素法身,很容易被

环境所转,很容易被要念所牵,很容易

流浪, 很容易迷失,所以我们要保护它,

保护这个素法身。怎样保护素法身,我

们上师是教了方法的: 外不被境界所

转, 内不被要念所牵。这个就是保任的

方法, 其实这也是观照的方法。 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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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保任也是如此,所以观照跟

保任是一回事。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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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能够体会到自性本来清净,这就

是观照   

像我们所讲的观照, 六根都可以用作

观照,我们说六根互用, 它也是观照。

因为六根本身就是同体,所以用眼睛可

以做观照, 用耳闻也可以做观照,身口

意都可以做观照,就说清净便是观照。

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所以你能够

体会到自性本来清净,这就是观照。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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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观照打成一片就是见性 

那这个跟见性它又是同一回事啊,自性

本来清净,你能够觉察得到,能够观察

得到,这就是观照。只不过我们这个观

照,有时候是一刹那能够回光返照,之

后它会出现忘失,时间会短暂。那随着

你这个功夫的深入,这个观照它会越来

越清晰,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能够连成

一片,连成一片的观照就是见性。所以

我们说观照打成一片它就是见性,至于

说有没有出现我们所讲的爆炸,我们不

用存在一个等待的心态,不需要等待, 

时节因缘它是自然而然的,一切无求,



   

63 

它自然会显现,是吧?这个问题就这么

回答你了。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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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呼吸也可以观照     

65 问: 老师, 我平常的时候用这个微

笑来观照,觉得很好。 

答:好啊,呼吸也可以观照啊,我们说六

根互用嘛。 我经常提示师兄, 你这呼

吸有没有烦恼啊?师兄们说呼吸没有烦

恼; 呼吸有没有执着啊? 呼吸没有执

着; 那呼吸有没有要想啊? 呼吸也没

有妄想。那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妄

想,这不就是本来清净嘛, 本来清净就

是观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打七开始的

时候,也跟大家说, 我们这个清净心是

本来就具足的, 它不是修证出来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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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修, 是放下我们的一切执着, 一

切攀缘心,一切烦恼,放下就是。把这些

放下,我们的清净心就自然显现了。它

不是你修出来的, 而是本来就有的, 

通过打坐我们就能够发现。 你说这个

呼吸是不是本来就有的? 还没出娘胎

呼吸就已经具足了。所以我们说, 这也

是娘未生时就已经本具的, 不是说生

出来之后才有了呼吸, 本来就有呼吸。

如果说胎儿在母体里面他没有了呼吸, 

那就是胎死腹中,是个死胎,只要是活

胎,他都是有呼吸的,这个呼吸是本来

就有的。所以,我们也管这个呼吸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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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事, 天生就在做的事情。人能够呼

吸这也是最大的神通, 最大的神通也

是呼吸, 没有了呼吸, 你再怎么神通

也用不出来。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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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你观照时候就是在承当, 它也

是一体的 

问: 老师, 我觉得观照跟那个承当是

应该是平衡的。 

答: 它也是一体的。 

问: 观照越多承当越有力量? 

答:你观照时候就是在承当, 它也是一

体的。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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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观照就是见性 

64 问:老师,您说这个观照本身就见性,

观照打成一片也是见性? 

答:对啊。我们说如何叫见性啊?当下一

念清净心光即见法身佛, 这是不是见

性啊! 那当下一念清净心光就是观照

啊, 观照就是见性啊! 当然, 我们讲

观照是不作意的啊, 起了分别、 作意

那不叫观照, 我们管它还是叫作意, 

还是执着。 所以我们所讲的观照它是

不起分别作意, 自然而然能够体现出

来, 所以我们用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自然观照, 也叫自在观照 。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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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长坐再来讲这个话呢, 大家就

很容易接受了。因为在我们这个长坐的

过程当中, 它已经体现出来了,只不过

给大家把它点破而已。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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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观照就是认取，同时又是观照

也不可得 

76 问: 所谓的认取除了脱落这叫认取, 

那其它见性能叫认取吗? 

答: 观照就是认取啊。观照这个认取尤

其重要, 因为观照它是成佛的根本, 

见性之门 。 

问:老师,认取这个问题就是观照吧?因

为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自然就观照

了 。 

答:是啊,它是一回事啊。 

问:你认取这个了,它就是观照,它本来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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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同时又是观照也不可得,这个

就真的认取下来了,观照也不可得。 

问:当你这种所谓的脱开了,好像这个

是…… 

答:认取下来了,脱开也不可得。 

问:脱开就是观照,见就是性。 

答:见就是性。 

摘自：净明上师《如何修证心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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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心空无住就是观照     

如果是四小时一座打坐，因为我们打长

座，坐到四个小时以上，都能够体会到

心是比较空寂，心中没有什么挂碍，也

没有立什么相，所以这心空无住，下座

直接就是观照了，心空无住就是观照，

所以四个小时以上的打坐，好多师兄都

不知道说啥了，心空无住，什么都不可

得。那趁着这个心空无住，正好做功夫。

所以我们说观照是跟打坐相结合的。 

摘自：净明上师海口开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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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心清静就是观照 

尼师父甲：弟子就是不会观照，怎么都

提不起来。 

上师：观照有很多入处。 

尼师父甲：最多就是知道，做这个事的

时候专注一些。 

上师：简单说，心清静，就是观照。跟

你专注没有关系，专注你心不清静怎么

叫观照呢，那叫执着。但是你因为在做

事情不能不执着啊，像刚才师兄说的，

我要做一件事情，还要把它做好，那就

专注。那你专注完了，总要放下，那你

这一放下就是观照，一放下心就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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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觉，当下清静，这就是观照。 

摘自：净明上师海口开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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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如果只是着在空上 那很快

就流浪去了 

尼师父甲：我好像都流浪去了，或者就

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 

上师：你为什么会流浪呢？因为你着在

空上，着在空上，觉得这很没意思，就

流浪去了。 

尼师父甲：可能是吧。 

上师：我们说空灵无住，空，但是不住，

一切不住，了了常知，这就是观照，你

如果只是着在一个空上，那他很快就流

浪去了，因为空昧嘛，空昧不觉，会让

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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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师父乙：感觉心无所依了。 

尼师父甲：或者就赶快把咒提起来 

上师：你怕出现这个空昧不觉。 

尼师父甲：自然那个咒子就出来了或者

就又妄想去了。 

上师：这个时候持咒，持咒还可以说得

上观照，但是打妄想，就不是了。 

摘自：净明上师海口开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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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心里面平平淡淡，清清净净， 

就是观照 

我们打座不只是说这四个小时在用功，

下座我们一举一动也是在修行。座上座

下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座上是佛

菩萨，下座就是烦恼众生。那么它这个

是互相抵消的，所以说下座呢，也是一

种修行。所以说下座我们要观照啊，不

要流浪。你下座流浪去了，那你这一座

的功夫就白费了，没有用。所以我们元

音上师打个比喻，打座就是磨刀，磨刀

干什么？下座砍柴，砍柴就是观照啊！

所以说下座要观照啊！那如何名为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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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心不外弛、不攀缘、不住相、不跟

着念头跑，心里面平平淡淡，清清净净，

这就是观照啊！说起来， 大家一听起

来，哎，就这么简单！    

—明上师开示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