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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一颗宁静的心

生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人便是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大海没有风

平浪静的时候，所以，人也总是有快乐也有忧愁。当无名的烦恼袭来，

失意与彷徨燃烧着每一根神经。但是，朋友，别忘了守住一颗宁静的

心，痛苦将不再有。

每个人的前面，都有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崎岖但充满希望。不是

人人都能走到远方，因为总有人因为没倒掉鞋里的沙子而疲惫不堪半

途而废。所以，主宰人的感受的并非快乐和痛苦本身，而是心情。

当生活的困扰袭来，请丢下负荷，仰头遥望明丽、湛蓝的天空,

让温柔的蓝色映入心田。就像儿时玩得疲倦了，找一块青青的软软的

草地躺下，任阳光在脸上跳跃，让微风拂过没有褶皱的心。

当层层的失意包围，请打开窗户，让沁人心脾的新鲜空气走进来,

在芬芳甘甜的泥土气息中寻找一丝的宁静，就像儿时，拿起蒲公英的

细须，鼓起两腮吹开一把又一把的小伞，带着惊喜闭上眼睛，许下一

个心愿。于是，心中便多了一份慰籍与欣喜。

当无奈的惆怅涌来，请擦亮眼睛，看夕阳的沉落，听虫鸣鸟叫。

就像儿时在小院里听蛐蛐的叫声，抬头数天上闪烁的星星。于是，一

切令人烦恼的嘈杂渐渐隐去，拥有的是一颗宁静的心。

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你会由衷的感叹：即使我不够快乐，也不要

把眉头深锁，人生本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你会明白博大可以稀释忧愁，宁静能够驱散

困惑。是的，没有人知道远方究竟有多远，但是打开心灵之窗，让快

乐的阳光和月光涌进来，宁静之心便有了一支永不熄灭的快之歌。

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你便可以不断超越，不断自我挑战。即使远

方是永远的地方，也会诞生一种东西——奇迹。（武定县 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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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道

作者 刘有生

(一)夫妻和合

道在哪儿呢？道在自身别远求，需向“动静”二字究。男人为动，

女人为静。动是乾，静是坤。乾坤之别，就是天地之别、阴阳之别。

男人为乾为日，是日头；女人为坤为月，是月亮。日月合到一起，才

念“明”，也就是说，夫妻和合才能明。夫妻和合，不就是孔子说的“一

阴一阳之谓道”吗？

夫妇道是伦常第一关，它就像车轮似的，不停地往下转。俗话说

“千年修得共枕眠”，大家看看这个缘有多深啊！为什么说夫妻的缘了

不得呢？因为无极变动生太极的时候，就有了阴阳，有了阴阳就有了

乾坤，有了乾坤就有了男女，有了男女就有了夫妻，这样的缘分能不

珍惜吗？这个缘真是太重要了。

男人为乾，要领妻而不管妻；女人为坤，要助夫而不累夫。男人

领妻行道，女人助夫成德。真能达到这一点，就是阴阳平衡。《大学》

开章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的文化

程度不高，对这一章所说的了解不多，不过略知道一点儿。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那怎样才能明明德呢？必得男女和谐了。因为男人为日，

女人为月，放在一起才有明。只有这个明具备了，才有可能明明德于

天下。也就是说，夫妻必须和和睦睦，和合阴阳。阴阳和就是天地和，

“阴阳和合炼金丹”，炼出什么金丹？就是给世上留下一个有用的后

代。所以说，夫妇是人伦之始、造化之根，我们首先要行好这步夫妇

道。

(二)男刚女柔

男主刚正，女贵柔和。男人无刚，家庭乱如麻秧。什么是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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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知正见、正确的观念。男人要刚，但这个刚不是刚暴，而是性情刚

正。各方面都得正，不但心正，身还得正，言谈举止行为都得正，这

才叫男人的真刚。现在很多男人把这个“刚”领会错了，认为男人就应

该有脾气，就应该呜闹喊叫的。错啦！男人打骂妻子，就是身刚倒了。

身刚一倒，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地狱苦海之中。男人必须要真，男人当

不真，就会给后代留下遗憾。我们一定要把人当真，千万不要当假人，

说假话，办假事。我们必须说真话，办真事，真里拔真。

女子若无柔，家庭必发愁。女人要太刚了，神叉叉火辣辣，猫一

天狗一天，一阵风一阵雨，没有长性(稳定的性情)，家庭就要乱套。

若按过去的说法，女人太刚了不克丈夫就克自身，不克自身就克子孙，

到头来，不是夫离，就是子散。女人的柔，不是让你软弱无能，而是

让你性情温柔。男刚女柔，刚柔相济，夫妻才能和合，才能生出孝子

贤孙。

男人不能管女人，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我就有权力管她，这

样管就叫霸女。女人也不能管男人，不能因为我嫁给了他，他就得归

我管，就得跟他老人断绝关系，这样的管就叫欺男。一个男人往往能

够统帅千军万马，却统帅不了自己的妻与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只会

管，不会领，妻与子才不听你这一套。男人得会领妻学道，女人得会

助夫成德，这样才能达到家庭和乐，才能给世上留下好的人根。

(三)四大界夫妻

现在学道、学佛的人很多，很多人一心想要修行，口口声声地说：

“我可不在这尘世上待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可惜大家不知道什么

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儿呢？远在天边，近在家园。我们的家就

是极乐世界。你把极乐世界看成了苦恼的世界，还想去极乐？去不了！

修行、修行，我们要想修行，就得在日常生活中很好地去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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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儿呢？道在我们身上，别老去外面求。外面没有道，越求越远，

那是舍本逐末。人人都盼上天堂、入佛国，却不知道天堂与佛国就在

我们眼前。每一位居家生活的人，与人相处时如果能做到好赖都行，

一切没说，不挑任何人的毛病，也不挑任何人的理，这就是佛国的境

界。没说的夫妻就是佛国的夫妻，就是志界的夫妻。佛国的夫妻生佛

子佛孙。

意界的夫妻知足常乐，互相感恩，彬彬有礼，相敬如宾。男人爱

护女人，女人尊重男人，这就叫相敬如宾。这不就是天堂吗？还上哪

儿找天堂呢？两人高高兴兴，天堂就在眼前。天堂的夫妻生孝子贤孙。

心界的夫妻勾心斗角，分斤计两。王善人说：“夫妻别讲理，讲

理气死你。夫妻要讲情，讲情互相疼。”现在很多夫妻都争理，都死

在这个理上。夫妻就跟牙齿与舌头一样，待在一起，哪能总是顶碰？

争来争去，肚子都气大了，还在争，这不要命了吗？古人争罪，今人

争理。苦用心机，机谋巧算，尽使心眼，你说苦不苦啊？吵吵闹闹，

阴云笼罩，这不是苦海吗？苦海的夫妻生逆子，不听话，专跟家长对

着干，逆着老人处事。

身界的夫妻只知道享受，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胡作

非为。家里骂骂吵吵，打打闹闹，没有一天清闲自在，这不就是地狱

吗？还等死了下地狱？活着就在地狱里啊。虽然吃得好，穿得好，可

是你的心却陷入了地狱之中，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地狱的夫妻生讨债

之子，生的子不来干别的，就来败坏你的家庭。

这就是四大界的夫妻。志界佛国、意界天堂、心界苦海、身界地

狱。佛国、天堂、苦海、地狱在哪儿啊？就在人间！就在我们的家里

出现！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好好地对照—下自己，看自己到底站在哪

一位。是站在志界，还是意界？是心界，还是身界？现实生活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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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两界的人比较多，志界和意界的人比较少。相应的，我们的家庭又

是什么家庭？佛国家庭，还是天堂家庭？苦海家庭，还是地狱家庭？

我们可以自我鉴定一下，看看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家庭里。

上面的道理若能明白，你的家庭就能马上变样，就能地狱返天堂，

苦海化莲邦。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变了，整个家庭就会变。怎么变

呢？就要做到不怨人。这个不怨人可了不得，不怨人就是成佛的大道

根啊！凡事你都别往外怨，要想想自己做得都好吗？妻子怨丈夫，丈

夫怨妻子，婆婆怨媳妇，媳妇怨婆婆，这样的家庭有的只是愁眉苦脸，

一筹不展，这不变成苦海了吗？如果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互相认不是，

多找自己的不是，多看他人的好处，多做自我批评，多改造自己、教

育自己，这就变成天堂的家庭。这不就是地狱返天堂，苦海化莲邦了

吗？所以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想创造什么样的家庭，全在我们自

己。

(四)互不管辖

我们都病在谁身上了？病在亲人和近人身上了。死在什么人身

上？也是死在亲人和近人身上。所以王善人教导我们：“近人要远，

远人要近。”近人怎样远？不要牵挂，牵挂心最厉害，牵情挂爱就是

罪。对家庭中的人和事，我们都要看破、放下，尽心而不累心。我们

尽到了心，就不要再惦记。我们如果再去惦记，就要牵挂，就要管人。

管人一分，恨你一分。管人十分，恨你十分。愈管愈反感。

夫妻之间，不能管辖，要学会放下。丈夫也好，妻子也罢，即便

走出千里，都得互相放心。要不放心，心里惦记这个，怀疑那个，你

就等于用意念把对方支使坏了。

现在很多女人对男人不放心，怕自己的男人让人夺走，对他总起

疑心：“哎呀，我的男人怎么了？他这一段对我怎么不那么热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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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是对别人热情了呢？”有的女人常说：“你跟别人说话笑盈盈

的，干吗跟我说话总是拉长个脸呢？”她心里这股怨气就起来了，其

实，我们对外人说话能像对妻子那样吗？跟外人说话，咱们得笑脸相

迎，而夫妻之间说话，那就该怎么的就怎么的。我们不要挑这个理，

为人不挑理，挑理气死你。夫妻得讲情，讲情互相疼。

只讲女人，不讲男人，那也不行。女人低下了，男人也得低下来。

妻子为你生儿育女，又给你烧火煮饭、铺床叠被，你不爱护她，反而

认为她所做的都是应该的，那就不对了。夫妻间得互相理解，互相关

怀，你尊重我，我爱护你，家庭才能一团和气。王善人常说：“男人

要把妻子放开，不管妻子，女人也不要管男人。”男女之间互相离开

的时间不管有多长，你心里都不要有怀疑，你心里不疑，他啥事也没

有。你对他一起疑心，那就坏了，你这里心念一动，他那儿保证也动。

你给他种了坏因，他就要结那个坏果，夫妻关系就会不融洽了。

有个女士得了尿毒症，因为家离我那儿还算近，只有三百多里，

她丈夫便开着车带她上我那儿去了。见了面知道病情后，我就问她：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她说：“是个领导。”我一瞧，感觉她丈夫那人

挺好，我就说：“你丈夫是当官的，你是当官的太太，可惜你信不着

他。”这一句话把她丈夫说得哈哈大笑，他说：“您说得真对。”我说：

“你这病就是这么得来的。你用钟点来要求他，看到点了，心想怎么

还没回来。要是超过两分钟还没回来，你就急了。五分钟以后还没回

来，你就赶紧打电话：‘你哪儿去了？跟谁去的？什么时候回来？’保

证是这样。”她丈夫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大家看，这就是爱得

深，恨得也深，最后把自己恨成了尿毒症。

(五)相互温暖

夫妻之间应该怎么做，才能把夫妇道行好呢？夫妻之间要相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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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一对男女素不相识，甚至是地北天南走到了一起，不应该相敬如

宾，以礼相待吗？彬彬有礼，你尊敬我，我敬重你，这叫互敬互爱。

可是现在的很多夫妻，男人不会当丈夫，女人不会当妻子，整天

打打闹闹的。别的夫妻相敬如宾，这样的夫妻相敬如冰。在一起的时

候不好好过，不是相互给温暖，互相找好处，只知道互相挑刺，越挑

当然关系就越冰冷，最后冷得受不了了，就要找另一个温暖的地方去

了。

2005年，吉林省吉林市有一位女士，患了全身性的肌无力症。

当时连地儿都下不了，眼睛要想睁开，眼皮都得用手扒着，手一松，

眼皮就耷拉了。四肢一点儿力量也没有，就连咬西瓜和大米粥的力量

都没有，所以只能靠喝牛奶过日子。因为她妈妈跟我们认识，所以就

开着车把我们接去了。

到那儿一瞅，这病挺怪呀，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病。病人见

了就问我：“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说：“你生闷气，又生怨气，

这些毒存在你周身的肉和筋里，所以你就得了现在的这个病。”我接

着问她：“你最气、最看不上的人是谁呢？”她不假思索地说：“我丈

夫，我就看不上他。”我说：“你为什么看不上他？”她说：“他不回家，

有第三者，把我扔下不管了。”我说：“男人跑了，不怨你吗？”她说：

“那怎么能怨我呢？”我说：“他以前就是这样吗？”她说：“那不是。”

我说：“你一个劲儿只想挣钱，这回钱挣够了，他要换‘邻居’了。你又

怕又气，所以得了病。你看他有时不回家，就打电话找他，可他的手

机要么没人接，要么关机了。”她说：“是啊，就是这样。因为找不着

他，我就一宿一宿地生气。”我说：“你看吧，他在那边乐，你在这边

生气，你傻啊！气死你能怎么样？气死你他更高兴，不是吗？照我说，

你得好好活着，你得往你自己身上归。”她说：“我怎么归？”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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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怨他，怨你自己。”她说：“为什么怨我？”我说：“夫妻相敬如宾，

可是你一发现他有情况了，就跟他相敬如冰。你像个大冰块儿似的，

对他一点不热情，他当然就要找热乎的地方去了。妻子是男人的小棉

袄，棉袄穿上要温暖。可你把棉花撤掉了，变成假袄，假袄披在身上

凉，人家就要把这假的脱了，换个真的。是你把丈夫给冰跑了，完了

你还怨恨丈夫。你不说自己不对，还说丈夫不对。最后，你再想往回

招呼他，他不回来了，你说是不是这种情况？”她说：“谁说不是呢？”

我说：“你认错吧，别怨人了，还是你不会招待。你要会招待，他能

跑吗？”我这么一说，她就哭上了。我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她哭了

两个小时，哭完了就能下地儿，一下地儿就给我磕头。我说：“你不

要给我磕头，我也不是活佛，你给我磕头没有用，认错才管用。”她

跪在地上磕了两个头，腾一下就站起来了，接着兴奋地说：“我这个

腿怎么好使了呢？我能站起来了，眼皮也能撑开了。”当时她拿了个

苹果，试着咬了一口，慢慢一嚼，“哎呀，苹果我也能吃了。”之后的

两年，她一不舒服，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在电话里跟她聊一聊，说一

说。

2007年，她又在我家待了三四天，然后彻底明白了，病也好利

落了。我说：“这回你好利落了吧？以前你虽然好了一点儿，但还不

明白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说，我们做妻子的，应该明白做妻子的道

理，应该让丈夫时时感受到温暖，不能与丈夫玩儿虚的假的、冰的冷

的。你对丈夫太冷了，最终你自己就会感受冰冷的果报。

(六)不要轻易离婚

现在有很多夫妻，三言五语，话不投机，就要离婚。离婚的时候，

有些男人眼珠子瞪得溜圆：“我就不要你！”女的也不示弱：“我一脚

踹你一边去。”有些离婚的夫妻根本就没多大的事，“生活习惯不同，



- 9 -

性格不合适，住不到一起”。这样就离了。那当初你又是怎么合适的

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讲最近的邻居就是夫妻，你跟最近的人

都合不来，那你还能跟谁合得来？

可是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有不少人都是厌旧迎新，扔了这个又

找那个。你有扔这个的心，就有扔那个的心，这不就飘起来了吗？你

有这样飘浮的思想，就会生出飘浮的儿女。等儿女成年了，还是一样

照你的路走，婚姻周折，让你有操不完的心。不明白道理的人，反过

来还埋怨儿女。明白道理的人，一眼就看透了，那不是你自己种的因

吗？都在因果之中，都是自作自受。

还有一些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一不遂心，夫妻间就反目离婚。

离婚之后，最受伤的还是我们的亲人，还是我们的孩子，跟妈妈去吧，

没有爸爸的爱；跟爸爸去吧，没有妈妈的爱。你能生不能养，能养不

能教，这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罪人呢？现在有很多离婚的夫妻，把孩

子扔到社会上，既给家庭造成了创伤，又给社会和国家留下一个浪子。

孩子没有准确的方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就会在社会上胡作非为。

我碰到过很多有病的孩子，他们怎么得的病？不是恨爸爸，就是

恨妈妈。我问：“你为什么要恨他们？”孩子说：“他们离婚了。”还有

很多孩子，不分男孩女孩，都不爱说话，都不想结婚。我问他们：“你

为什么不想结婚、不想成家？”他们说：“您可别说了，我妈和我爸打

了一辈子，最后分开了，多痛苦啊！我还不如不成家！”你看看，这

些孩子多么可怜，是谁给造成的？是父母造成的。所以，夫妻俩千万

不要轻易离婚。一时冲动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害人害已。

离婚就能解脱吗？离婚就能幸福吗？那可不一定。有的离婚后，

虽然到了另一个环境，可是由于性不改，生活还是如此，甚至更加苦

恼。我遇到过很多离婚的人，最后都后悔了，可后悔药上哪儿买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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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不着啊。也只有咱们这儿能送给你后悔药，让你忏悔过去的错误，

明白自己的过错，改变自己的性情，如果情况许可，最好能够破镜重

圆。如果确实挽回不了，也可以再去建立新的家庭，努力地去尽这步

道。只有漏洞补上了，才能了你这个阴命。（武定县 杨云秀）

用心灵行走，等春暖花开

时光如流水，匆匆走过人生四季。我乘着时光之舟，从冰水的源

头，悄悄融化，静静的流过高山石林，穿越千山万水，绕过草原湖泊，

最终归于大海。这个旅程，很快乐又很艰难，很神圣却又布满荆棘，

很平静又波涛汹涌，让人留恋却又感慨万千。

悠悠的秋水是暗伤的离别，飘落的黄叶是逝去的风景。我一个人，

走在人生的春季，心灵却已是遍地哀伤秋季。已把自己锁在秋风瑟瑟

的夜雨中，听着细雨打芭蕉的轻轻啜泣，心中的希望仿佛藏在一个遥

远的地方，怎么看也看不清，怎么寻也寻不到。我的春天，你在哪里？

为何要将我抛弃？为何要离我远去？为何要不告而别？冬天里，大雁

南飞，而我温暖的家，你在哪里？我的心绪已从落寞的秋季走向寒风

凛冽的冬季。

如果说，秋雨尚且有一种绵绵如针的闪亮之光，晶莹之美，那么

冬日里的飘雪，肆虐在凛冽的寒风中，挡住了眺望远方的视线，一世

界的白，满心迷茫的忧伤。这雪，下个不停，下着下着，下到我心湖

里去了。不再平静的心湖，不再幸福的波澜，不再感动的青春。寻一

个地方，能为我治疗沉重的伤痛；垂钓于寒风中，希望能钓上一点点

湖底精彩的世界；握一把扫帚，能把门前的积雪扫到一边，为准备出

行的自己铺一条干净宽敞的路。

我从北方漂泊，来到江南烟雨中。换一个地方，活一种多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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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多年沉寂的思绪，在这个温暖如春的南国，终于开出一朵小小的

花来。南方的春天，让我感觉到处是绿色的勃勃生机，到处是华丽的

姹紫嫣红。漂泊了十几年，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心生无限感慨。谁

说我孤独，我的童年，有个温暖的家庭，有着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的少年，虽然饱尝世态炎凉，却让我早早领略木棉飘絮的美丽哀伤，

这种伤，很凄凉，令人落泪不止，令人心生孤冷，可谁又能说这何尝

不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

有伤才有痛，有痛才有反省，有反省有才领悟。我在花季，重重

的病了一场，一场寒冬一场雪，一路风霜一风景。回忆着，回忆着，

母亲为我付出的一切、朋友为我送上的祝福，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

关切的眼神、一种鼓励的微笑，让漂泊了这么多年的我，最终有一种

莫名的感动。（武定县 徐丽萍）

点亮心灵的灯光

天色昏黑，路灯带给照明，维护了行人的安全；室内昏暗，电灯

放射亮光，去除了夜晚暗昧的恐惧。黑暗，给人一种充满未知的担忧；

光明，则让人有坦然无惧的安全感。因此，点亮心灵的灯光，才能褪

去烦恼，驱除不安，而散发出本自具足的良善与自在。我们要点亮什

么灯光呢？

点亮祝福友爱的心灯：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处于不幸中，不论是疾

病的侵袭、亲人的逝去，或是水火风灾、战云密布，度一日就如同过

一年般痛苦难耐。但也有许多人正为金榜题名、新婚志喜、升官发财

而雀跃不已。状况虽有两极，我们的祝福友爱却不能少，祝祷苦难者

得以逢凶化吉，祝福欢喜者得以散播欢喜满人间。

点亮尊敬和谐的心灯：小从人与人的相处，大至国与国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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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因为“互敬互重”而得友谊。战争源于内心仇恨的宣洩，来自心中的

不和谐。因此消弭瞋恚之火，创造和谐的人生，才能为生命注入好处，

才能为世界的和平带来期望。本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和我有因缘的同

体共生思想，让我们一齐点亮尊敬和谐的心灯，促使人我无怨、社会

无诤、世界和平。

点亮互助包容的心灯：每个人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仅管有着不

同的思想、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行事作风，但是彼此“互助包容”却不

可少。每个人皆有所不足，需要别人来补其短；每个人皆有所长，应

当尽力帮忙需要帮忙的人。在一来一往的合作中，建立共识；在一举

一动的包容中，消除隔阂，共同营造一个互助包容的生活环境。

人人需要光明，有光明，生活才会多彩多姿，生命才能发挥力量，

让我们打开心扉，点亮心灵的灯光，迎向光明。（武定县 钱澍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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