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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生命的重建 
  

第七章 怎样改变  

 

世上最有用的学说，是能指导人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如果他做不到，那就是

没有用的学说。  

我很喜欢受指导，因为我是一个实际的人，活着就想活得好一点。要是那个

学说不能说服我，对我来说就完全没有用，不为我所接纳。人在基本的需要

上，最希望获得指导的事是： 

①培养能力，使我们愿意解除旧思想、戒掉坏习惯。 

②控制自己的心意，存善去恶。 

③能宽恕自己、宽恕他人，解救自己、解救他人。  

以上三项，看上去似乎很难做到，其实不然；如果人能依照佛陀的指导，切

实地去做，就绝对可以办到。即使不那么顺利，经过一段艰苦的克服时期，

功效必然会明显地出现。  

当 然，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很多人无缘听到佛法，要自己摸索进

行，那他们的困难就会更多一点。他们在尝试去戒除一些旧习惯的时候，往

往整个情况会显得 特别糟，其实这并不表示改变得不好，只是在改变的开

始，情况总是会显得更糟，因为本来隐藏着的污点都浮现到表面上来让你看

到。  

能变总比不变为好，我们只愿意开始改变，迟早会起作用，决不可以稍受挫

折就此停止，一定要继续奋斗下去。  

现在，我举出一些实例，看看别人发生了什么事。以下都是我亲耳听到的

话：“我正在改变，希望能使我的经济繁荣起来；谁知我竟然接连损失了两笔

金钱。”  

“我正在改变，希望使我的身体健康；谁知我一个月里，竟患了两次重伤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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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改变，希望我能够在工作上表现出我的能力；谁知我忽然失去了原有

的工作。”  

“我正在改变，开始戒烟；谁知在戒烟期内，和一个最好的朋友吵架。”  

他们这些在改变中遇到的问题，实在与他们的改变，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

们大可不必因此而感到沮丧。改变既已开始，就要坚持到底，只有坚持到

底，才能“守的云开见月明”。  

成功既不是原地踏步就能达到，也不是刚一起步，就垂手可得。道路常常并

非宽坦的，既然立志要改善自己的经济，接连损失两次金钱算什么？失败是

成功之母，推断出两次损失的原因，以后就不会重蹈覆辙；转亏为盈的机

会，大大增加。再继续努力下去，经济繁荣的目的就一定达到了。  

和 女朋友吵架吗？没问题。吵架其实也能帮助认识对方，并不是什么坏事，

更不是爱情的致命伤；如果能够在一场大吵以后，解开了问题的症结，对于

双方的关系就会 更进一步，这只在于双方是否真又诚意，双方的沟通，发不

发生问题而已。如果既有诚意，又能沟通，那么爱情的花一定盛开。  

男女之间是如此，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吵架和戒烟，相信毫无关连，只要朋

友真挚，吵翻了还是会重修旧好的，甚至比没吵架以前，更认识到这段友谊

的可贵。  

至于忽然失业和接连两次重伤风，问题想也都与改变自己无关。人家裁员，

是因为有不得不裁员的理由，重伤风更完全是自己抵抗力弱和感染病毒的关

系，那些都只是时间的巧合而已。  

总之，改变是需要的。人的周遭时时都在改变，人的机能也刻刻都在改变，

你执着现状，想丝毫不变，如何可能？人要是不去适应生命，生命就会低

落，沉沦到底。  

其实，我们人人都在改变，没一个不在改变，所有存活的人，都在努力改变

中。不过，有些人是稍觉不对就改变，有些人要等到大事不好才改变罢了。  

一部机器需要加油时便立刻为它加油，自然比机器用坏了要拆开修理省力得

多。人在使用机器时，能及时加油保养最好；用坏了再修理，多花时间，多

花精力金钱，才可以重新使用；但如果听其自然，完全不加理会，那机器就

只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对你一无用处了。  

想想机器、想想自己，你曾为机器加油吗？你曾为机器修理吗？你曾为自己

去恶存善、求取改进吗？当你“确定”了需要改变时，第一件所要做得事，就

是去“实行”改变。  

怎样实行改变？首先想一想，在你得生命中，有那一样是急于要被改变的？

想到了以后，不妨走到镜子前面，望着镜子里的自己，静静地告诉自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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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知道，所有令我不满意的情况，都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一

定要改变，把我所有不好的想法、做法都改掉。”  

当然，不对镜子也可以，你可以自己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一遍、两遍、无

数遍。你既有了改变的意识，用上面的方法能唤起你的潜意识。潜意识的力

量比意识高出几倍，两种意识一起合作，就能把你的智慧统统回复了。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实行改变的具体方法，只要诚心肯去改变，愿心坚强，我

们的潜意识将会感召改变的“因缘”，让我们随缘而改变。  

我 们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行，都能与外界感应，发生影响。而我们自己最大

的力量，是在“当下”。我们现在的思想行为，可以断定我们的将来；所以大

家不要害怕改 变，要勇猛精进，革除一切坏习惯。你的心意是一样工具人在

精神方面，不止只有一样心意那么简单，心意以外，还有很多未发掘出来的

智慧和力量。  

你可能认为你的心意操纵你的一切活动，我们一向以为如此，也习惯于让自

己的心意这样想；只是这样一来，你的心意就自然认为它大到不得了，它要

怎样你都不能不听从。其实，你可以驾驭自己的心意，重新训练它。心意如

果被真诚地训练了，它可以成为听从你的一样有用工具。  

你的心意成为你的工具以后，你要怎样使用它都可以，你现在使用的心意只

是个习惯性的心意，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一定要肯去改变心意，明白

心意可以被重新训练，使它成为积极的工具。  

暂时把你的思想意念停顿，只真诚的想一想这个概念：“我的心意能成为我的

工具，我怎样去使用它都可以。”  

你决定了新的思想，在你的将来便会实现一切；如果你坚决认定自己不能改

变坏习惯，那么这也就成了你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妨明智的使用心意这个

工具，清晰地告诉自己：“我觉得我可以改变，而且改变越来越容易。”这并

不是什么胡思乱想，事实的确使如此。  

有 位长期患失眠症的人告诉我，她长期以来一直都放任自己上床以后，就把

白天所经历的事，在枕上反复思想；如果有人刺激过她，她就更要一遍两遍

的重温当时的情 景，思前想后、痛定思痛、无休无止。所以她半夜睡不着事

常事，一夜都不合眼也不稀奇。她以为她不得不如此，因为思想和睡眠都不

受她的指挥。  

后来，她听从了我的劝告，控制心意，她一上床便告诉自己：“要想的明天再

想。”  

“我的脑子现在休息。”每次思潮涌来时，她都一下把它推了开去。  

这办法对她发生了效用，她的失眠症痊愈了。她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原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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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控制自己的心意。”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内在，有一种非常大的力量，以前我们并没有

去发挥，等到一朝发挥她的威力，就会知道改变简直毫不困难，一旦跨出第

一步，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容易。  

人 们常常误解，以为自己的心意在控制自己，自己拿自己没有办法，怨都没

有用，这真是大错特错。事实上，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意，可以像使用工

具一样的使用它 们；只要你不和坏习惯妥协便可以。如果你放任自己，老是

认为：“改变是多么的困难啊！”你的控制力就会失去了。你一定要对你自己

说：“我的一切，都操在我 自己手里，没有什么事办不到，人家能够改变，

我也可以。”  

大家都知道， 吸毒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因为吸毒能够上瘾，上瘾以后，那

个人便完了！他所赚的钱，永远不够他买毒品之用，他不再能够工作、不再

保有自尊，他的心理和生理 都受到摧残，很多人就此一失足成千古恨，再难

自拔。但是，世上也不乏苦海回头，而终于脱离苦海的人；虽然那样的人不

多，也足可以证明：只要肯改变，毒瘾也 奈何他不得。  

“人定胜天”，从古以来就有这句箴言。这句箴言告诉我们：一切主权，都操

在我们自己手里，即使我们注定要受苦，也可以用行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小小的一些坏习惯，改掉它就算了，难道任它害自己一世那么长吗？“祸福无

门，惟人自召”，你是想召祸还是召福？就悉听尊便了。  

不过，改变虽不是不可能，却也并不是太容易。因为人所有的坏习惯，不单

是现世所养成，甚至还有前世的积习；所以我们除了决定改变以外，着实要

准备多做一些功夫。  

毅力第一，坚持到底是必须的。吸毒之人，谁没有戒过毒？但他们没有坚持

到底，所以才不成功。只有坚持到底，戒毒不会不成功。  

想 像你有一个小孩，你一向让他几时上床睡觉都可以，但你现在忽然改变了

主意，要他每天晚上一到八时，就一定要睡觉。在这个命令之下，你想这个

小孩在第一晚八 时的时候会怎样？他可能会对这规定反叛，甚至会哭喊吵

闹，是不是？假如你心肠一软，主意不定，宽免他这一次，那你的小孩以后

便会再用哭吵来控制你，永远不 服从你的规则。  

相反的，如果你镇定地对孩子表示，这个规则是为他好，他一定要遵守，那

么，这小孩的反叛，便会越来越少。当他准时上床两三天以后，他就会很习

惯，从此改变了他的起居作息。  

我们的心意也像这小孩一样，如果你想去改变它，开始时它当然想反叛、不

希望被重新训练。记着，有控制力的是你，如果你集中而坚决，不被那种心

意所动摇，那么，不久的将来，你就会如愿形成一套新的思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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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若是能够认识——你并不是你思想的受害者，而是你心意的主人，那你便

将会觉得很快乐，很快乐。练习松弛请你一面体会我所说的话，一面作一个

深呼吸练习松 弛。首先，深深的吸入一口气，然后呼气，在呼气的时候，你

要尽量放松、放慢，不留丝毫紧张，好像非常悠闲。让你的头顶、额头、面

部肌肉等，都完全放松（就 是在平时，你的头也并不需要紧张，尤其是在你

阅读的时候。相反的，如果你的头部松弛，你会觉得阅读很舒适，很容

易）。  

跟着，把你的舌、喉和肩都放松，你的手臂、手，也要放松。即使你手握书

本，也并不需要着意用力。接着把你的背部、胃部、腹部……一处一处的放

松。让你的深呼吸带给自己十分轻安的感觉。  

最后，是放松你的双腿、双足。这样做后，你的身体全部都放松了，和先前

还未放松以前，有了很大的分别。  

你 现在会明白，原来自己的身体一向都那么紧张。是你把自己的身体绷得那

么紧张，这表示你把你的心意也同样地绷得非常紧张。当你完全放松了以

后，你可以告诉自 己：“我现在已经不再紧张了。我已经让紧张离去，让所

有得恐惧心也离去；我可以不再怨恨、不再惴惴不安、不再伤感，所有那些

令我不快乐得感觉，我都在放松 中让它们远远的离开了我。我现在很轻安，

我对自己的生命和周围的环境，都觉得很好、很安全。”  

请把这种练习，每天都重复的做上两三次。多多去享受那种松弛后轻松愉快

的感觉。假如你有困扰的思想出现，随时可以再做这种练习，把困扰赶走，

是你永沐于轻安愉悦之中。  

每一次放松，时间大约以十五分钟左右最为适宜。  

当 你做这种练习的时候，可以靠在一张椅子上，舒适地坐着进行。当全部肌

肉由上至下都放松了以后，你可以想像自己是在一个海滩上，阳光和煦，清

风徐来，海浪由 远至近来到你的身前，穿过你的身体继续前去，你不必回避

它，它远远的来，又去得远远。那海浪和你缓慢得深呼吸，节奏协调，令你

尘念全消，仿佛正在佛得慈光 庇护之中。  

不论什么人，做这种松弛练习，都对身体有益，可以未病防范，有病治病。

适当的发泄人在平时能够得到放松，在情绪不好时，能够得到疏导，那就对

生命非常有帮助。有时候，适当的发泄，也大有裨益。我有过一次经验，是

在多年以前。  

有一次，我的双肩突然产生疼痛，接连痛了两天。起先我以为它自己会好，

不去理它，但几天了，疼痛依然。最后，我只得坐起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不

妥？怎么会老是这么痛？”我的感觉像火烧一样，那种滋味令我难受得很，我

想我的疼痛，一定是由怨恨引起的。  

我一时无法了解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怨恨从何处产生？于是，我便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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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大枕头，拿来出气——用力的槌打那两个大枕头。当我槌打了十多下

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有怨恨。我只有继续的、更大力的不断槌

打那对打枕头。  

当我打完以后，我感觉自己舒服多了，跟着，我的双肩居然没有再痛了。  

很 多人不知道宣泄，只会郁闷，那对由心情闹出来的病痛，丝毫没有帮助。

很多人都为了以往发生的事，到目前都不快乐。他们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

在过去没有做某 一件事，或做错了某一件事；也有因为以往曾拥有过东西，

现在失去了，所以很不快乐；他们有的曾经在一次恋爱中被伤害过，直到以

后仍旧不愿接受爱情；他们以 往遇到不愉快的事，就认定这些不愉快的事还

会卷土重来。  

有一些人，因为过去受人欺骗，所以到今天仍旧害怕和人交往，更没有能够

宽恕以前欺骗过他们的人。  

还有一些人，只为了年轻时候曾经经受到同学的排斥和奚落，到后来都一直

为这种事伤心。  

更有不幸已经离婚的人，对生命永远感到残缺。  

也有因为第一次恋爱失败，所以再不肯重入情关。  

还有一些人，曾经偷了一些东西，到后来，虽然没有重犯，也一直在惩罚自

己。  

他们不知道，抓住以往所发生的事情不放，知会令他们更伤痛。过去的已经

过去，谁也不能再改变它。如果我们执著“过去”，不肯释怀，那么我们的思

想便离开了“当下”，不再能集中精神，改变生命。  

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回头”指的就是不要执著、要改变。相反

的，若是不改变，就只有永远沉沦在苦海之中。  

是的，我们很可能自己失足坠海，也很可能被人推跌坠海；坠海本来都不是

我们的错，但是，我们如果不设法从海中回到岸上，分明有人想救你你也不

听，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人人生命中都有怨恨，但是，怨恨要一个一个的化解，让它消失于无形；千

万不能一个一个的堆积起来，而埋葬自己于“怨恨堆”中，愤懑一世。  

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思想渣滓，使它不再停留在我们心意中，使我们不快乐。

想明白些吧！它其实只是一个垃圾，已经再不能发挥力量来伤害我们，我们

又何必所把那枝曾经由别人拿来打过我们应该一脚把它踢走，抛得远远的，

永远忘记它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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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说过：“一切的回忆都有毒，不论这回忆是痛苦还是甜蜜”。人可以“记
忆”，而不必“回忆”。如果我们能放开对过去的回忆，我们就生活在“当下”，
可以享受生命，开创美好的将来。  

请 用一张纸，把所有缠扰你的往事，都记下来。写完以后，不妨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没有决心把这些往事淡忘？究竟要怎么样，你才能够超越它们？你

认为你应该永远 受它们的支配吗？你不能多做些有益的事情，来赶走这些有

毒的回忆吗？为什么别人可以把不愉快的往事淡忘，而你竟不能？  

我们自己做了错事，失败了，不需要自责。可以弥补的，设法去弥补；无法

弥补的，不妨抛开一切，再也不要去触动它。  

你 可以在佛前表明心意，说你已经知错，以后决不再犯。只要你真心真意，

真正超越错误，一切众生都会听你忏悔，原谅你、帮助你再成长起来。宽恕

别人同样重要有 人伤害我们，他一定会内疚、悔恨，决不可再思报复。切

记：冤冤相报，永无了时。何况报复只有更加深伤痕的痛苦，远不如以大慈

大悲的心肠赦免别人。  

中 国圣贤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使我们自己对人犯了错误，我们

自然希望对方原谅我们，不要向我们施出报复的行为。既然自己不想受到报

复。那当然就 不可以报复别人。能这样做，你的行为无异菩萨，自然得到众

生的赞叹；你的身体，也因此善念而发出一种愉悦之光，常能招感吉祥、如

意的因缘。你不单是佛的好 弟子，你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佛。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你是知道的，你不原谅人，要想报复，等于

手握屠刀。心存恶念会令你身体放出邪恶之光，这种光最能招惹邪恶力量，

使你做出邪恶行为，一定要避免才是。  

“ 贪、嗔、痴”，使佛说的“三毒”。种种不好的事情，都由这“三毒”发展而

成，你仔细想一想，就会证实佛说的一点都不错。生意失败、损失金钱，往

往由贪欲而 来；作错选择、找错对象、交错朋友、做错事情，往往由愚痴而

来；破坏、犯罪，往往由嗔恨而来。人的所有过错，都离不了贪、嗔、痴三

种原因。  

这三种毒，犯一次就要吃一次亏。不原谅别人，犯的正是嗔毒；这种毒，在

刺伤别人以后，往往要反过来刺伤自己。  

我们每一个走在修行道路上的人，都知道宽恕别人的重要。在我们还没有能

做到完全宽恕别人的时候，不妨先作一种思维；这种思维，能够帮助我们把

报复心清除。  

首先，闭上你的双眼，然后想想那个最令人难以宽恕的纫你想把他怎样？要

怎样才会使你宽恕他？你是不是要他受苦，你才能宽恕他？如果是，你可以

想像他正在受苦，受种种的苦；想象完了以后，你不禁会对他产生出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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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会宽宏大量的饶恕他，不再想报复，不想真使他这样受苦。  

做这种思维，只能偶然一次，不可以每天都做。你做完这种思维以后，就应

该从此宽恕这个人，永远消除报复心。宽恕有一些人，很难做到完全宽恕别

人，他也许能宽恕人一会儿，过后，他又想起别人的不是，再也不宽恕了。

假使这样，就可以试试念几遍“解冤经”。  

“解冤经”的经文很简单，但力量却相当大。仿佛能把人所失去的宽厚和智慧

都召回来。  

经文是：“金叱金叱真金叱，我今为汝解金叱，永不为汝结金叱。（口奄）！

强中强，吉中吉，波罗会上有殊利，一切冤家离吾身，摩诃般若波萝蜜。”  

重复这样多念几遍，一直念到你心无挂碍，气定神闲。  

它非常灵验，非常有用。你可以一面做别的事，一面念它，不必一定要坐定

才念。它会帮你驱走那些折磨它的回忆，驱得远远得，不再扰乱你的心情。  

你是强中之强，吉中之吉，你决不再受那些影子的伤害。  

相信你会愈念它愈有力量，仿佛无人能推倒的一座泰山。  

念的时候要出小小声，让自己听得到，而且念得愈快鱼好，就像你正在快速

放送出很多道金光，所有阴影都望风披靡。  

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宽恕自己。总是念念不忘：某件事做错，引来很坏

的后果；某件事对不起别人，使人家受了伤害……。遇到这样的情形，第

一，是要永远能为自己辩护——你既然慷慨地对别人，也应该慷慨地对自

己。  

过 失，是行为的结果，不是行为的动机；世界上没有人存心想害自己、存心

想害别人。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他学习驾车的时候，把一个穿越他车前

的小男孩撞死 了。以后，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很是内疚。事实上，他根本不

是存心要害死那个小男孩的，他只是在学驾车途中，那个小男孩忽然穿过马

路，令他一时无法闪避，才 出了事。这完全不是学车青年的不是，这个学车

青年又何必自己加罪上身？他应该为自己辩护，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这

的的确确不是他的错。当然，震惊是一定 会有的，伸心内疚却大可不必。  

把往事封藏起来，不要去出动它告诉自己，你做得到。事实上，人人都可以

做到，只要不纵容自己向牛角尖钻进去，你可以完全不触动那些已被你封藏

起来的陈年旧事。  

平 常无事，我们可以想像自己是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孩，你见到这个小孩，

深深地望着这个小孩的双眼，他很象正向往着某一件事；你再继续深深地

望，会发觉这小孩 唯一向你要求的，就是爱护他。你想象自己伸出双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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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这个小孩，用带着爱的柔和双臂，好好的抱着他，告诉他你非常的爱

他、欣赏他；告诉他他可以在学习 的时候犯些错误，都没有关系；告诉他无

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在他的身边。  

跟着，想象这个小孩在缩小，缩小到可以用你的心来容纳他那么小，可以把

他放在你的心中。你每次向自己的心一望，便可以见到这个小孩的小面孔正

望着你。你要不停的爱护他，给他无限的爱。  

然 后，你又想象你的母亲，她好象很恐惧，因为她需要爱，又不知道从那里

可以找到爱。你立刻伸出双臂拥抱你的母亲，告诉她你爱她，很关怀她；告

诉她，她可以依 靠你，你会不停的爱她和照顾她。当你见到你母亲开始平静

下来，不再恐惧的时候，你把她也缩小，缩小到可以容纳在你的心中那么

小。把你的母亲也放进你的心 中，和你小小的自己在一起。  

让两个小人，互相爱护。  

跟着，想想你的父亲，他好象非常伤心、非常害怕，很希望人家去爱他。想

象他在不停的叹息、非常彷徨。你现在已经懂得怎样爱护害怕的人，所以你

很自然，很容易的伸出双臂，把父亲抱着，让他感觉到你对他的爱意，让他

知道如果他有任何问题困难，你都会在他的身边照顾他。  

当你的父亲不再忧愁、已经开始快乐起来的时候，你把他也缩小，小到可以

容纳在你心中那么小。你把小小的他也放进心中，和小小的母亲、小小的自

己，三个同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爱护，而你也同时对他们三个，付出无限的

爱。  

假使你已经有配偶、有儿女，你也要以同样的方法，让小小的他们和大家一

起放在你的心里。你是树，父母是你的跟，配偶儿女是你的枝叶花果，你们

都需要爱的沃土，爱的阳光、雨露……。  

爱的力量很大，它在你的心中发亮，使你充满和平、充满欢乐。爱的力量能

转变你的思想，消除你的坏习惯。  

我站在永恒的生命中  

一切都那么完美  

改变是我生命的自然定律  

我迎接改变  

我愿意改变  

我选择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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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我的恩想、语言  

* * *  

从旧的我  

欢欣地变成新的我 

很容易的宽恕别人  

使自己充满快乐  

* * *  

我很快乐  

因为我一天比一天喜爱自己  

所有的怨恨都已遣散  

都变成爱  

* * *  

改变我的思想  

令我觉得自由快尉 

我要把每一天  

都看成充满意义的一天  

在我的世界里 

一切都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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