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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拿督斯里卓顺发（ ， ）中三因家庭贫困经济拮据，自愿辍学。幼年艰苦奋

斗，赚钱辅助家用。后创罗敏娜控股有限公司， 年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

主要经营家具（ ）与化妆美容（ ）品牌，任职行政执行总

裁。 年义务任职于百年历史善济医社执行董事会主席至今。 年脱售公司股

权，成立罗敏娜基金会，担任执行主席，力行慈善事业。

近二十多年，先后荣获人民协会颁发的长期服务 年、 年、 年奖章。 

年荣膺新加坡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奖章（ ）。 

年荣膺新加坡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 ）。  

年荣选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 位华人慈善家之一。 

年荣获新加坡国家文物局颁发“文化遗产伙伴奖”。 

年新加坡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 ）得主。  

    这是表彰本地为慈善事业做出成就和贡献的崇高奖项。 

年荣获新加坡人民协会颁发人协 年社区服务奖。 

年荣获教育部颁发长期服务奖。

卓顺发素有“新加坡大德慈善家”的美名。他长期活跃于社区，同时也出钱出力，积

极参与。他还是众多社团的名誉主席、名誉会长。

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巨大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卓顺发立即在本地

发起《让爱川流不息》赈灾筹款活动，举行大型电视慈善义演。活动得到政府、媒体

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筹得  千万新元的善款。遂在灾区筹建七所“中新友谊小

学”及一座桥，每年大约有上万名新生就读。

年来为文礼社区低收入家庭、乐龄人士主办及赞助春节分发红包午宴活动，超过七

千位乐龄人士受惠。主办《慈行孝义感狮城》大型演唱会，免费邀请六千位乐龄人士

欣赏演出并分派礼包。十多年来，卓顺发所举办的慈善活动无数；个人捐款及社会赞

助的社区、慈善机构活动数额款项高达七千多万新元。

年，卓顺发出任第七十八届理事会主席至今，与全体董事秉承着先贤宏愿，发

扬“善济·积善”精神，增设分社，积极发展推广施医赠药。

年，善济已有 间分社，服务总人次达到 ，比 年增长了 倍。

善济医社目前共开设了 间分社，每天看诊超过一千多人次。另外，四间康乐中心

（盛港南、文礼、马西岭和杨厝港），每年为上万名居民提供各项康乐活动。经历百

年沧桑，善济医社至今仍以仁心仁术造福社会，而且广招善心人士加入慈善事业，捐

助善款，义务协助，共同打造一个和谐安乐社会。

尊敬的信念、尊敬的方式、尊敬的态度、尊敬的行为，是慈善最好的尊重基础。善济

医社主席卓顺发大力提倡善济五大文化价值观：宽容、大爱、慈悲、感恩和祝福，取

之社会，用之社会。照顾社会弱势群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尽心尽力，为慈善

献一份力。有国才有家，家和才万事兴，只有善与国同在，济与民同心，社会才会越

来越美好，这也是一切爱的基础！而支持福利事业，积极参加各社区、团体、联络所

等的慈善活动，也是对大家最真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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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道路上， 

到了十字路口， 

是一种决定、更新、改变和提升， 

让你继续往前， 

走更远的路， 

做更大的事。





人生路是一场 

无法倒带的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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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山不转路转”， 

车到山前必有路。 

换个角度思考，或许会豁然开朗， 

有完全不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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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有权有势，一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无权

又无势，一天也同样有二十四个小时。最重要的是

心境、境界、内涵与层次。

 事情发生了，无论谁对谁错，都已不重要了，都已

经过去了。

 他不放下，你放下；他不承担，你承担。

 放下是一种拥有，拥有“放下”。

 别太嚣张、太自大，以为自己有钱有势就很牛，

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自以为

是。你绝对没有比无常牛。

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阻碍； 

是一种领悟也是一种学习、成长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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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没有不劳而获，

幸福在于用心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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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想着、想着， 

一直想做， 

但没有去做，还在想， 

命运作弄人， 

很遗憾——人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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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黑夜比你的白天还亮，是因为正道、正能量与光

明，大公无私，对得起天地良心。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切在于天地良心。

 幸福没有不劳而获，幸福在于用心坚持。

 没有什么占便宜的，没有什么吃亏的，没有什么失去

的——无缘不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埋怨，不要推卸责任，承担

下来用智慧处理。

 

 和“非等闲之辈”过招要小心，一般人和这样的力量

较劲，没被累死也会被烦死。

 不要自欺欺人，最终得不偿失。

只有放不下的心，没有放不下的事； 

只有想不通的心，没有想不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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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阻碍；是一种领悟也是一

种学习、成长与提升。

 咽得下他人对你的批评、亏待、是非与伤害，是一种

提升、宽容、慈悲与内涵，一种修身养性的过程。

 过去心不可得，过去让它过去；未来心不可得，未来

不可指望；

 当下可得，可是当下又是那么无常，一瞬间、一刹

那，好好珍惜当下身边的所有一切，惜缘、惜福。

 小我不开心，大我很开心。

 一件事情，让你很不开心、很伤心、很失望，你已经

很辛苦在解决，还是解决不了，就承担下来，当着是

在“还债”。

 别大事当小事，小事当大事，有事当没事，没事当有

事。

 天下的事，天下解决；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有时候，太温柔、太慈悲， 

也是一种破坏，一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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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简单，

社会复杂，

做好自己，

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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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势力再大、再有钱，是他的事，

跟你毫无关系。生命可贵，

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精力在网站与他周旋到底？

 想着、想着、想着，一直想做，但没有去做，还在

想，命运作弄人，很遗憾——人都走了。

 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拥有明天，都认为身上所拥

有的都是属于自己的，其实不然——无常拥有一切所

有，无常分秒时刻随身，无常做主决定所有。

 生命无常，生命一瞬间，生命一刹那，人生如过眼云

烟，一下子就不见了——好好珍惜当下所有的一切。

 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一切所有，对得起事，对得

起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才是大智慧。

 

 只要有心坚持，雨后会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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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是一种分别心，都是短暂、虚空与假象，内心

深处的涵养、道德与慈悲才重要。

 只得其表，不得其心，又有何用？不如不得。

 

 深得我心，必须同心；深得我意，必须同意。

 深得我行，必须同行；深得我爱，必须同爱。

 “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一切在于见识、内

涵与层次。

 如果无法付出、无法贡献，不要搞破坏——君子成

人之美。

 尊重他人的选择与决定，是一种内涵与修身养性。

 他人的几句话，就把你彻底打倒了，那你也太不给

自己面子和尊严了！

子孙有才，无需留财；

子孙无才，留财无用。



18

路 越走越好

拥有了全世界， 
但失去了健康， 

又有何用？ 

即使拥有再多也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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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跟不上变化，更抵挡不住无常。

 “行而不行就是不行”，讲了这么久、这么多，却

一直没做。不如去做做看，试试看，再继续讲，可

能这样会比较好。

 拥有了全世界，但失去了健康，又有何用？即使拥

有再多也派不上用场。

 如果是善意的谎言，有时候选择相信，是一种大

度、宽容、谅解与豁达。

 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如果你不想改变自己

去适应环境，而违背对抗，那去到哪里都没有用，

也派不上用场。

 做人处事，量力而为，不要太过逞强，在自己的能

力与范围内办好事情。

他和你无缘，花时间在他身上，

是在浪费你的时间，消耗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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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活得不清不楚，以后活得清清楚楚。

 人生难得糊涂，偷得浮生半日闲，一笑置之，何必

这么执着？

 别有了一层关系，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这样很

快就会把关系磨平。

 生命短暂，时间宝贵，别把生命和时间奉献给了 

“手机”。

 真心话最好听，最有价值、意义与内涵，但世人都

不喜欢听，都不欣赏，都钟爱假情假意的话。

 

你爱，非他人所爱；

你想，非他人所想，无须强求，

也强求不了，一切随缘。

人各有志，“志不同，道不合，

不相为谋”，

这也许是因缘具足、因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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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靠近的是自己，

最接近的是自己，

最难沟通的是自己，

最难了解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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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发光发热，不存在成功与失败。生活只是一个过

程，一种经历，一种经过，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方

式与层次的体会。

 绝处，尽头，才是真正的开始。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妙，话妙

不如话善。安静一点，沉淀下来，别讲这么多话，话

多必失，而且会讨人烦、讨人厌，惹人不喜欢、不开

心。

 做人处世信用很重要，要对自己讲的话负责任，不要

随便乱讲话。

 

 他说他的，你说你的，无须执着，无须争论，一切都

是因缘作主，无常随身。

 有时候，太温柔、太慈悲，也是一种破坏，一种罪。

 

如果你能让别人过好日子，

你的日子也肯定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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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势力再大、再有钱，是他的事，跟你毫无关

系。生命可贵，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

精力在网站与他周旋到底？

 往往一不小心，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做人做事别太牛，没有见过世面，井底之蛙才会

牛。真正牛的人是绝对牛不起来的，因为已经到了

一个智慧与层次，不会与人一般见识。

 此时此刻非那时此刻，那时此刻非此时此刻。庆幸

此刻，珍惜此刻，因为人生极度无常。

 别小看一瞬间、一刹那，很可能就是永恒，就是结

果。

 有智慧、有本事、有内涵的人，绝对不会和你斤斤

计较；和你斤斤计较的人，也应该只不过如此。那

你又何苦纠缠不清，和他一起浪费生命？

无论怎样的生活都是一种生活，

不在乎你层次有多高，

发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才是真正的存在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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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恩，

看善，

看远，

看宽，

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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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所有一切拥有，

都是虚空与假象，

没有一件是永恒不变的，

缘起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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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见识不一样，看东西的角度不一样，接受程度不

一样，承受能力不一样，结果当然也不一样。

 只有放不下的心，没有放不下的事；只有想不通的

心，没有想不通的路。

 你爱，非他人所爱；你想，非他人所想，无须强求，

也强求不了，一切随缘。人各有志，“志不同，道不

合，不相为谋”，这也许是因缘具足、因缘所在。

 万般是命，万般是缘——由不得人心。

 学以致用，若学而不用又有何用？

 

 他人欺负你，占你便宜，一直为难你，是一种另类的

教育与学习，是在考验你、提升你，让你日后做人处

事更坚持、更强壮。

给你权力再大，家财万贯，

若活得不开心，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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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没有欠你，是你不适应环境；社会没有欠你，是

你不了解社会；世界没有欠你，是世界离你太远。

 做人千万别穷到只剩下钱，什么都没有。

 若无相欠，如何相见？

 如果你对未来没有危机意识，将会是一件很可悲的

事。

 事情是尽心尽力、用心坚定不移做出来的，不是讲出

来的。

 缘生缘灭，哪里有这么多如果？没有如果！

 他和你无缘，花时间在他身上，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消耗你的生命。

他人的几句话，就把你彻底打倒了，

那你也太不给自己面子和尊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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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活得不清不楚，

以后活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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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抱怨，

不如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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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就是不执着，无我，放下，空才会有。

 一直批评他人不好，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批评别人

不如提升自己，欺负他人不如教训自己。

 把悲伤与痛苦留给自己，快乐与拥有分享给大家，是

智慧、伟大的承担，是一种能量、光明、大爱及慈悲

的感恩。

 珍惜，才会低头，才会认错，才会承担，才会宽容。

 别一直问“为什么”，别急着找答案、找结果，因为

答案与结果都是一种因缘具足、因缘所在。

 不用心，不肯付出，不知道，不懂，就别逞強，给他

人一个机会。让路给他人，也是一种慈悲，一种修身

养性，一种功德。

不认识字没关系，

一定要懂得认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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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相逢恨晚，因为一切都是缘，缘生缘起，缘起

缘灭。

 别怪年轻，因为你曾经年轻过；别嫌老，总有一天你

会老。

 世间所有一切拥有，都是虚空与假象，没有一件是

永恒不变的，缘起性空。

 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并不是没有答案，没有结

果，没有真相，是因为当事人都不愿低头，不肯承

担，不相信因缘。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别有一点小成就，就忘了

我是谁，无法无天。

做哪行，感恩哪行；

做哪件事，感恩哪件事，

才是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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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事是放不下的，

很痛了，再也不能够忍受，受够了，

缘尽了，该还的也还了，

时间到，自然而然会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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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落石出，日久见人心，不要这么快下判断、下定

论，给时间与结果一点空间、一个机会。

 虽然你在其位，但没有在其心，在其内，在其责，在

其心，所以不知其容，不知其动，不知其难，也不知

所以然；所以无须自大狂妄，自以为是，好高骛远，

还是多学习、多交流，才是君子，才是智者。

 迷途知返者是勇者，迷心知返者是智者。

 不要追根究底，有时候，面对真相是很痛苦的，做人

处事“难得糊涂”。

 拥有是一种承担，放下是一种解脱。

 埋怨与怀恨是善良的阻碍，让人无法慈悲，无法感

恩，无法付出，无法接受。长期的埋怨与仇恨，会危

害身体健康，破坏幸福的人生。

环境没有欠你，是你不适应环境；

社会没有欠你，是你不了解社会；

世界没有欠你，是世界离你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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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权力再大，家财万贯，若活得不开心，又有何用？

 用了是财产，留下是遗产。辛辛苦苦赚了钱，不舍得

用，不好好善用，又有何用？

 物极必反，得饶人处且饶人，“今日留一线，日后好

相见”。

 就算彼此有恩怨，也应该彼此尊重，这是基本的原则

与道徳。

 

 我是一碗蛋炒饭就能饱足的人，但是，一碗蛋炒饭满

足不了我。

 承担不会埋怨，大爱不会计较，慈悲不会小气，感恩

不会孤单。

 简单的人，不喜欢复杂；复杂的人，简单不了。

有路堪走直须走， 

莫待无路空徘徊。



生命发光发热， 

不存在成功与失败。 

生活只是 

一个过程， 

一种经历， 

一种经过， 

只是时间的长短， 

不同方式与层次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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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而为，因为而不为；知为而为，知为而不为；

为自己而为，为他人而为；而为又无所为，知为又

无所为，为善而为，都是有为。

 天冷，心不冷；天寒，志不寒，因为尊严与良心都

还在。

 提起容易放下难，放下容易提起难，决定极度矛

盾，世人就是这样，不知什么时候提起，什么时候

放下，因为都是凡人，都在人间。

 无常，不分彼此，不分年龄，不分种族，不分大

小，不分昼夜，不分地点，不分你我，无常就是无

常，就是让你措手不及，无法接受，无法理解，无

法想象，承担不了。

 有路堪走直须走，莫待无路空徘徊。

事情是尽心尽力、

用心坚定不移做出来的，

不是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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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事是放不下的，很痛了，再也不能够忍

受，受够了，缘尽了，该还的也还了，时间到，自

然而然会放下。

 不认识字没关系，一定要懂得认识人。

 有路走的，觉得路难走，不好好走路；想好好走路

的，却找不到路。

 斗争是一种另类的交流，了解彼此之间的机会。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能够伤你最深、最重的人，肯定是你最亲的人，因

为无亲、无关系，伤害不了你；也是和你最有缘的

人，因为无缘不来。

 做哪行，感恩哪行；做哪件事，感恩哪件事，才是

大智慧。

天下的事，天下解决；

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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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占便宜的， 

没有什么吃亏的， 

没有什么失去的 

——无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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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不坏，人心在坏；社会不乱，人心在乱。

 包容，路的空间长又宽；计较，路的空间短又窄。

 看恩，看善，看远，看宽，看淡。

 因为存在，所以发生。

 人走茶不凉，才是真正的高手。

 大家一起认可一件事情，一起同心协力做一件事情，

坚持、坚定往前进，力量就强大无比。

 每一天都在学习，都在感悟，都在承担。

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

如果你不想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而违背对抗，那去到哪里都没有用，

也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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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样的生活都是一种生活，不在乎你层次有多

高，发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才是真正的存在与永

恒。

 有层次、有涵养的人，低头不是认输，不说话并不是

害怕。

 最靠近的是自己，最接近的是自己，最难沟通的是自

己，最难了解的是自己。

 心动不如心安。很多人在乎心动，往往不在乎心安。

 生存是无奈，生活是空笑，生命是无常，执着是无

了——本来没有我，生死都可拋。

 聪明高调，智慧低调。聪明高调做人，高调做事；智

慧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用了是财产，留下是遗产。

辛辛苦苦赚了钱，不舍得用，

不好好善用，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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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还健康活着，

平安无恙，

还有机会可以争取，

别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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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在学习，

都在感悟，

都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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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斤斤计较，智慧承担放下。

 幻想无益，空谈无用，必须用心，必须力行。

 年纪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少，生命又极度无常，

无论你拥有多少，你的余生就用付出与慈悲来对

待，这肯定是智慧，也绝对是位感恩的智者。

 找一个适合的帽子戴，不要小头戴大帽，那什么都看

不见。

 他说他的，你说你的，其实不然，都是无常；

 你说你作主，他说他作主，其实不是，都是因缘。

 如果你能让别人过好日子，你的日子也肯定好过。

 

 善知识集合在一起发挥正能量，就是太平盛世。

做人千万别穷到只剩下钱，

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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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虽然简单，但难求。

 守得云开见月明，就怕缘分已尽，守不了云开见不

了月明。

 真正牛的人都牛不起来，自己是高手却不认为，而

一辈子都在学习当学徒的人最牛。

 了解他人并不难，要了解他人，先把自己的内心世

界简单起来。

 子孙有才，无需留财；子孙无才，留财无用。

 只要人还健康活着，平安无恙，还有机会可以争

取，别轻易放弃。

 对手在哪里？对手是自己。

既来之，则安之。

不能随心所欲，就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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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曾经年轻过；

别嫌老，

总有一天你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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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就是不执着，无我，

放下，空才会有。



49

峰 
回
路 
转

智慧 
篇

 他人不领你的情，不在乎你的意，要有自知之明，

别再一厢情愿了。

 无论在何处，一切是心境。

 宽容、慈悲与感恩，让你无从抱怨。

 健康是明天的本钱，慈悲是未来的光明。

 讲了就要进行，言出必行，言而无信是小人，即使

现在做不了，也要欠着，他日有能力、有机缘，一

定要实行。做人处事不要信口开河，要言而有信，

一诺千金。

 “坐在台上辛苦，不如站在台下舒服”，心平气

和，心静如水，忘了自我，处之泰然，何时何地，

都是一种层次，一种境界，一种享乐。

不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发生，

都有理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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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慬得放下，找到自由；懂得承担，找到解脱。

 不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发生，都有理由的存在。

 既来之，则安之。不能随心所欲，就随遇而安。

 以戒为师，以恩为本，以慈为信，以爱为人。

 给他人出位表现的机会，懂得让位、让贤，是一种

智慧、慈悲与感恩。

 心太软、心太慈悲，总是给人占便宜，总是吃亏——

吃亏是福。

 读他不如读己，理他不如理己。

 人心如何干干净净，人心总有一点瑕疵。

简单的人，不喜欢复杂；

复杂的人，简单不了。



51

峰 
回
路 
转

智慧 
篇

 慈悲是一种境界，辨别是一种智慧，分享是一种美

德，转发是一种层次。

 我很简单，社会复杂，做好自己，并不容易。

 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觉得自己聪明绝顶，一直用

聪明与贪婪来占他人便宜，是一种假智慧。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都是因缘所在、因缘具足，因

为无缘不来，一定要宽容、接受与承担，别因贪嗔

痴、执着、面子与计较，而让圆满解决的结果无法

下台，一直把问题拖延下去，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生

命，伤人不利己。

 聪明是为自己服务，智慧是为大众服务；聪明是想

拥有，智慧是想付出。

简单的人，不喜欢复杂；

复杂的人，简单不了。

了解他人并不难，要了解他人，

先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简单起来。



花香满路
名利篇



现代人无不希望自己事业成功，名利双收。 

于是在这条通往成功的路上，有人用尽心机， 

不择手段，只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最后换来的却是唾弃与不安。 

合作共赢，皆大欢喜才是真正的成功。 

这条成功路上花香四溢，才能令人心旷神怡，

留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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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一个自然、一个简单、一个信心与自由发展的

空间，别一辈子都在追随世界的多姿多彩，一厢情愿

的与名利、欲望与贪嗔痴为伴。

 不为金钱的生命，不为名利的生命，最为可贵。

 很多时候，高处不胜寒，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

 你想要天下全部的利益，就要承受天下全部的麻烦，

你受得了吗？承担得了吗？

 私心太重，做人处事只是为了私利，只为自己的名利

与欲望着想，永远干不了大事，也无法得人心。

没有钱，万万不能；

有了钱，也不一定万万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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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在顶峰，寒风吹过，

我的寂寞，谁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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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全部的 

时间用在赚钱，

应该留一部分的 

时间在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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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各安天命，是

你的，一定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不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如天下乐”，能够放

下私利，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人不多，也真不容易。

 平步青云，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时候，而不懂得自

觉、自定、自律，也就是走向灭亡时刻的开始。

 生活上需要的真的不多，而想要的却很多很多。人性

的丑陋与弱点，就是不懂得知足常乐，只懂得贪得无

厌，永无止境的贪恋与要求，与名利、欲望与贪嗔痴

为伍结伴。

 生命的过程中，难道只有追求名利、满足欲望，就没

有其它选择了吗？比如：生命的意义、内涵与使命。

内心深处的感觉、感受最重要， 

内心世界不快乐，讲什么都没用，

还在乎什么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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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没有”，想你拥有的，不要想你失去的，这

样也许对你、对大家都比较好，也比较和谐开心。

 “无功不受禄”，不属于你的不要领功、不要拿，是

一种学习、修养、层次与内涵。

 大事，天下的事；小事，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情再

大，只是为了个人所为，只是为了私利为了自己。自

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

 成功的道路绝对不可能一帆风顺，光明会遇到黑暗的

阻碍，正能量会遇到负能量的阻碍，很正常也很自

然，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别想太多功和利，用最本真的慈悲心去看待众生，善

待每一位前世的朋友，只问自心，莫问得失，你自然

会获得最通透的安乐。

鼓励正能量的话，不妨多说；

奉承的话是一种贪嗔痴，不妨少说。



59

花
香
满
路

名利 
篇

你想要天下全部的利益， 

就要承受天下全部的麻烦， 

你受得了吗？ 
承担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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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要接受承担，经得起放下、

冷漠、无情、孤独、名利、欲望与贪嗔痴。

 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在于他多有钱，他拥有多少，权

力有多大；而是在于他为社会做了多少事，帮助了多

少人，改变了多少人，多少人因为他而得到幸福。

 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肯定招风，很自然也很正常。

勇敢面对，肯接受，肯承担，习惯就好。

 世间的残酷，人类的无情无义、贪嗔痴，让世界变得

很可悲，很寂寞。

 远离名利、欲望与贪嗔痴，就是最大的解脱，最大的智

慧。

 有钱并不是富有，心灵上的穷，是因为受不了，离不

开名利、欲望与贪嗔痴的诱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如天下乐”， 

能够放下私利，大公无私， 

舍己为人的人不多，也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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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赚不应该赚的钱，不

赚不明不义之财。

 头脑不清醒，生活只为了名利、欲望与贪嗔痴，想

什么、做什么都是乱，都是虚空与假象，最后什么

都没有，两手空空，心灵空白，生命白来。

 取之不义的钱，留给子孙，子孙用了也不光彩，侮

辱了子孙的人格与尊严。

 没有钱，万万不能；有了钱，也不一定万万都能。

 钱很迷人，很好用，又很现实无情，大家都很想要

很多很多，从来都没有人嫌钱多。为了钱，出卖良

心，出卖自尊，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取回来，用了不

光彩也没品味。

 内心深处的感觉、感受最重要，内心世界不快乐，

讲什么都没用，还在乎什么荣华富贵？

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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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辛辛苦苦 

不惜代价争取拥有、追求名利， 

你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 

万万没有想到， 

不但没有开心幸福的享用， 

反被名利牢牢的控制， 

左右了时间、精神、心灵、 

生活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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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辛辛苦苦 

不惜代价争取拥有、追求名利， 

你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 

万万没有想到， 

不但没有开心幸福的享用， 

反被名利牢牢的控制， 

左右了时间、精神、心灵、 

生活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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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并非享乐之基，而是付出之本，真正能够提升整

个社会和平发展、和谐共处，就是慈悲、大爱、感

恩、无限的奉献与付出，而不求名利、欲望、身份与

地位。

 一辈子辛辛苦苦不惜代价争取拥有、追求名利，你以

为自己拥有了一切，万万没有想到，不但没有开心

幸福的享用，反被名利牢牢的控制，左右了时间、精

神、心灵、生活与生命。

 其实快乐与幸福是那么简单，人类为了名利与欲望，

把它复杂化了，给它太多压力。

 独在顶峰，寒风吹过，我的寂寞，谁能拥有？

 做人处事太小气、太计较，处处只是为自己的利益着

想，是和自己那颗宽容、慈悲与善良的心过不去。

“无功不受禄”， 

不属于你的不要领功、不要拿， 

是一种学习、修养、层次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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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都是凡人，讲放下都放不下，都离不开名利、欲

望与贪嗔痴。

 如果你想做大事、做好事，没有那个心量，很小气、

很计较，不肯付出、不肯牺牲，只为自己的私利，看

不开，放不下，斤斤计较，你不妨自己冷静下来想一

想，这样有可能会成功吗？

 世界不乱，人心在乱；生命不苦，人心在苦。这都是

名利、欲望、贪得无厌与贪嗔痴惹的祸。

 别把全部的时间用在赚钱，应该留一部分的时间在用

钱。

 生活的过程中，名利、欲望追求别太高，应该适可而

止，也别太执着，会摧毁了你的生命。

 鼓励正能量的话，不妨多说；奉承的话是一种贪嗔

痴，不妨少说。

“本来就没有”，想你拥有的， 

不要想你失去的，这样也许对你、 

对大家都比较好，也比较和谐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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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各安天命，

是你的，一定是你的；

不是你的，强求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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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缘在同一条船上，就尽心尽力而为，团结一

致把事情做好、处理好，不要各怀心事，各自为

营，私心私利，只为自己的名利与利益着想，损人

不利己。

 很多时候不是“缘分已尽”，而是名利、欲望、贪

嗔痴、性格与个性把得来不易的缘分给抹杀了。

 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做生意斤斤计较占他人便宜，那就算了；做慈善斤

斤计较占他人便宜，那就不应该，把自己的道德、

人文、慈悲与光明给出卖了！

 对得来不易的生命要好好珍惜，对生命赐予的价

值与意义要好好尊重，不要为了名利、欲望与贪嗔

痴，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就这样过了一生。生命无

法重来也不会重来。

远离名利、欲望与贪嗔痴， 

就是最大的解脱，最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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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理不在理，讲公不在公，只是为己见，自私又自

利。

 人多数的烦恼、痛苦与忧伤，来自于攀比、不知

足、名利、欲望、贪嗔痴及金钱的诱惑。

 不妄语，重合同，讲信用，不占他人便宜，大公无

私，处处以他人为重心、为出发点，不胡说八道、

不吹牛，说得到，做得到，是一种层次与境界，一

种文明，一种修行，一种修身养性。

 “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就是一种境界，

一种层次，一种无我。

 有人就是这样，过河拆桥，眼里只有名利，无法对

他人宽容，不是没有慈悲心，是无法慈悲。

其实快乐与幸福是那么简单， 

人类为了名利与欲望，把它复杂化了， 

给它太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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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脑，自己的心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本尊也左右

不了，影响不了，还这么执着，这么不懂事，什么都

要，贪得无厌，什么都想拥有。拥有绝对是无常。

 往往为了面子，为了欲望，赢得了面子，得到了欲

望，却输掉了良心、道德、慈悲、智慧、关系、友情

与亲情。

 如果你贪得无厌，请适可而止，因为天下很大，世界

上的钱你永远赚不完。如果你斤斤计较、心胸狭窄、

没有心量、没有慈悲，赚回来的钱不舍得用，也不舍

得花，没有舞台表现，那么赚这么多钱干嘛？浪费时

间、生命与精神，已经失去了赚钱的使命、意义与价

值。

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肯定招风， 

很自然也很正常。勇敢面对， 

肯接受，肯承担，习惯就好。



路在脚下
人生篇



是的，只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就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因为我们常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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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了解他人，你了解自己及身

边最亲近的人吗？

 花了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了解世界、社会与他人，

为什么不花少许时间与精力去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什

么？真正想要什么？真正需要什么？这样也许会对

自己好一点、公平一点。

 害怕死亡，是不相信自己的生命，不了解生命的意

义，怀疑自己的人生。

 天下无绝对，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没有

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当今世界，做秀的人多过做事的人，

就看你如何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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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什么？
人生不是昨天、

今天或明天，

活着就是珍惜当下，

感恩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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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作战也是一种考验， 

一种经历，一种学习， 

一种作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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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旅途中，肯定有很多事情发生，是人生的必

经之路，很正常也很自然，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与过

程。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承担与接受。

 生命就是感人至深的故事，就看你如何用心上演，

如何用心对待，如何用心经营。

 人生无常，无常人生。天下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本来无一事，何必挂心中。

 人生无法圆满，一切尽心尽力，用心对待处理，要

对得起天地良心。

 搬弄是非者，必是是非人。谣言止于智者。

 有情有义胜于无情无义，知恩图报胜于忘恩负义，

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

孤军作战也是一种考验， 

一种经历，一种学习， 

一种作战方式。

门里门外，外面看进来很幸福，

里面看出去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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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可是当今社会，见不

到人心。

 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意义、内涵、精彩与实在。

 爱你的并非你所爱，疼你的并非你所疼——因缘。

 做人做事，要懂得天高地厚，要知道天南地北。

 患难见真情，比赛看结果，日久见人心。

 很多人活着，只看见他人，没看见自己，久而久

之，把自己给弄丢了。

 我没选择孤独，是孤独选择了我；我没有左右人

生，是人生左右了我；我没主宰生命，是生命主宰

了我。一切很想顺其自然，却往往无法自然。

执着的人生与性格， 

肯定吃力不讨好，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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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的并非你所爱， 

疼你的并非你所疼 

——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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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吵有得闹， 

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 

至少缘分还存在， 

缘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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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最痛苦、最残忍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活着

时的后悔与抱憾。

 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情义，绝对不是锦上添花，而

是雪中送炭。

 你没有犯错，你只是很为自己着想，太爱自己而背叛

他人。

 世界上有很多人，只想简单的活着都没有机会，分

分钟有生命危险。你的生活过得那么好，还那么多

埋怨，那么多不满意，你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活

得不耐烦？

 在朋友的困难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走过去扶持一

把，是一种境界，一种层次，也是一种光明、慈悲

与正能量。

当生命与健康离你远去的時候，

你重视的财富已经不再重要。

有得吵有得闹， 

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 

至少缘分还存在， 

缘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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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开始在寻找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意义，生命是

什么，生命会何去何从，想了解生命的无解之谜，

你的生命就开始有光明、方向、内涵、价值、未来

与意义，生命也会因此而没有白来。

 相识相知不是偶然，所有一切都是定数。

 “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自己的人

生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自己活。

 

 真情就是真情，真情自然流露，真情无须伪装，也

伪装不了。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就如天天在演戏，

戏中真情真义，也假情假意。久而久之，不懂什么

是真、什么是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最终戏落

幕了，曲终人散，生命因此也分不清真与假，而人

生白来，枉费一生。

人生无常，宝贵的生命与时间， 

不是拿来虚度、浪费与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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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归兄弟，事实归事实，需要归需要。

 生存是生存，生活是生活，生命是生命，各有千秋，

各有定位。

 生存是三餐温饱，生活是吃喝玩乐，生命是发光发

热。

 

 世界上有几十亿人，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太多，也无

法強求，别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人生是什么？人生不是昨天、今天或明天，活着就是

珍惜当下，感恩当下。

 很多人一生中都没有上过台，也不懂站在台上的滋味

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有机会在台上表演，无论时间

的长短，舞台的大小，环境与心情的好坏，你喜欢不

喜欢，你欣不欣赏，尽量用心去表演，用心去经营。

只要有心，只要有缘，同乐同享，

用心体会，就是幸福，就是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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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圆满，

圆满不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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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处不胜寒，门里门外，知我心者，无须刻意；不

知我心者，无须在意，一切随缘。

 有些人不应该有钱，偏偏很有钱；有些人不应该有

权力，偏偏很有权力——造化。

 想通了，顿悟了，人生也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

梦。

 朋友在一起意见不合，不怕吵闹，不怕吵架，最怕

的是不沟通、不说话，无理取闹，搞冷战。

 

 做人处事要光明正大，要有涵养，他人没有讲的

话，你替他讲了，而且是恶言，切记因果随身。

我没选择孤独，是孤独选择了我； 

我没有左右人生，是人生左右了我； 

我没主宰生命，是生命主宰了我。 

一切很想顺其自然，却往往无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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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苦，绝对不是天下最苦；你的痛，绝对不是天

下最痛；你的冤，绝对不是天下最冤，千万不要天

天喊苦、喊痛、喊冤。

 是兄弟，存心里；不是兄弟，就是随缘。

 人生没有圆满，圆满不是人生。

 高处不胜寒，寒意乐共享。有你在深处，寒意渐渐

暖。

 锦上添花，无处不在，满街都是，绝对不会物以稀

为贵。雪中送炭，难得拥有，才是稀有。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场游戏一场梦。你要

从梦中醒来，还是醒在梦中？

天下无绝对，天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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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的人生与性格，肯定吃力不讨好，头破血流。

 现实社会，讲的人太多了，而且都讲得很好；做的

人太少了，力行者更少。你平静三思后，决定要归

队哪里？

 生活的道路上，到了十字路口，是一种决定、更

新、改变和提升，让你继续往前，走更远的路，做

更大的事。

 如果一件重大的事，有意义的事，任重道远的事，

关系到很多很多人的事，只是开开会、说说话，就

能够把任务完成，解决摆平，那就天下太平、天下

幸福、天下开心了。

 一冮春水向东流，不知何日能相逢，来如轻烟去如

梦，只留回忆在心中。

人生无法圆满，一切尽心尽力， 

用心对待处理，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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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去了解他人， 

你了解自己及 

身边最亲近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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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旅途中， 

遇到瓶颈是一种 

提升生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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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面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他面对的

是“众生”，不在同一个层次、同一个层面，无法

相对论，无法做比较。

 拥有时，往往不知道什么是拥有；失去了，才知道

什么是拥有，才知道拥有是什么，才想好好珍惜拥

有、怀念拥有。但拥有也是一种缘起缘灭，已经远

离你而去。

 造成他人受伤害，就应该道歉，对他人做出补偿，

请求他人原谅，对自己的良心才有个交代，才能心

安理得。

 不要因为他与你有一层关系与缘分，就贪得无厌、

无止境的要求他对你付出与贡献，过分的侵占关系

与缘分。不妨冷静下来合理的想想，你曾几何时为

他着想、为他付出过。

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与意义、 

内涵、精彩与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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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用心再用心；

 谦卑，谦卑再谦卑；

 慈悲，慈悲再慈悲；

 感恩，感恩再感恩；

 承担，承担再承担。 

 一个出卖你的人，对不起你的人，二十年后，还有

机会见面，是真正考验你的宽容心的时候，因为你

极有可能会旧事重提。

 走在路上的陌生人，没有伤害你，没有骚扰你，都

是你的贵人，因为无常，无常就是意外，不可预测

的发生。

 想说对不起，就说；想解释清楚，就解释。不要等

呀等，有可能就再也没机会说，再也没机会解释。

世界上有几十亿人， 

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太多，也无法強求， 

别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91

路
在
脚
下

人生 
篇

想通了，顿悟了， 

人生也只不过是 

一场游戏一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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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痛苦最残忍的事情， 

不是死亡，而是活着时的后悔与抱憾。

 对你好的人，无论有多好，好就是好，尤其是疼爱你

的人，关心你的人，一生都在你身边做出贡献和付

出，用心照顾你，无怨无悔替你消灾解难，无论发生

什么事情都不逃避，为你解除困难，把身上拥有的，

把辛苦赚来的与你分享，一心一意陪伴着你的人，你

一定要懂得知足、惜福、惜缘、感恩。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难得梦醒时分。

 关关困难关关过，且行且珍惜；在于承担、信心、勇

敢、勇气、坚持与坚定。

 能够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就是一种福报，一种得来

不易的幸福。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不妨替自己留条后路，替自己

想想，将来会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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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里门外，外面看进来很幸福，里面看出去很可悲。

 事情发生了，不要一直不服气、不妥协、不认输、不

接受，不要一直问他人或者对方为什么，为什么，不

妨问问自己为什么。

 人生无常，宝贵的生命与时间，不是拿来虚度、浪费

与生气。

 我对社会所做的只是沧海一粟，还在学习三轮体空，

谈不上什么贡献社会。

 风光的時候，很多人围着；失败的時候，身边没有人。

 活着不易，活着不苦，活着幸福，活着感恩，活着承

担，活着付出。

别以为有人的地方才有问题， 

没人的地方也会有问题 

——自己和自己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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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道路上，到了十字路口， 

是一种决定、更新、改变和提升， 

让你继续往前，走更远的路，

做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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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学习，天天承担，天天改变，天天提升，天天

向上，天天向善。

 可怜无知的人类，不懂得生命可贵，不懂得珍惜生

命，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与良知是什么，分分秒秒在

彼此猜疑，彼此威胁，彼此对抗，彼此消灭，真是

可悲！

 夜深里，是一头；黎明时，另一头。人生的道路总

有一头，总是一头。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气势很強，场面很大，但极

度虚空，也很假象，容易曲終人散。有些时候，有

些事情，气势稳重，场面不大，但意义深重，光明

磊落，慈悲为怀，救人救命，普度众生，永存心

中，永存感恩。

人生的道路上，做人处事要适可而止， 

不要得寸进尺， 

不要用聪明来侮辱他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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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现实社会，忍一时风平浪静，已经提升

至忍几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已经提升至

退几步海阔天空。

 自己做了决定，自己做了选择，就不要埋怨。埋怨

做不了大事，也于事无补。

 当生命与健康离你远去的時候，你重视的财富已经

不再重要。

 人生最怕的是迷茫，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己，往

往找回自己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

 世界变了，社会越来越无情无义，雪中送炭远远不

如落井下石。

 人生的旅途中，遇到瓶颈是一种提升生命的开始。

做人做事，要懂得天高地厚， 

要知道天南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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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折腾的人生不是人生。 

折腾是一种学习，一种过程， 

一种拥有，一种因缘， 

无缘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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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只要活着的一天，就无法安静与平静，只是想多

想少，动多动少，要多要少，即使你的境界很高很

高，超群脱俗，也绝对不可能什么都不要，什么都

不在乎，什么都看得开，什么都能放下，别自欺欺

人。

 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精彩与实在。精彩与实在不

在于生活的拥有与成绩，而在于如何发挥生命的意

义与价值，如何付出与贡献，感恩回馈社会，“取

之社会，用之社会”。

 人都是这样，拥有了，不再珍惜，失去时，总觉得

可惜。

 至亲至亲，有时候还真的有理说不清。

各人吃饭各人饱， 

各人生死各人了。 

自己的人生自己过， 

自己的生活自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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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军作战也是一种考验，一种经历，一种学习，一

种作战方式。

 人生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绝对没有随心所

欲，只有盼望随遇而安。

 进了江湖，才知江湖，退了江湖，留恋江湖。人生

处处是江湖，生活本来是江湖。

 你走过的路，都是他人辛辛苦苦得来不易留下的

路。曾几何时，你也为他人开路，让他人走你开的

路？

 年纪大了，记忆力会越来越不好；年纪轻的，记

忆力也不一定会好，因为现实社会人们欣赏也喜欢 

“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生命就是感人至深的故事， 

就看你如何用心上演，如何用心对待， 

如何用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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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困难关关过， 

且行且珍惜， 

在于承担、信心、 

勇敢、勇气、 

坚持与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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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怕的是迷茫， 

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己， 

往往找回自己的时候， 

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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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有缘的人，只会照顾你疼爱你，不会和你吵

和你闹；和你无缘的人，和你吵和你闹，理他也没

用，于事无补，只有远离。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无人相信你，连自己也相信不了

自己。

 一个人没有压力，没有改变，没有进取，没有接

受，没有承担，没有付出，没有取舍，绝对无法成

长，无法前进。

 没有被折腾的人生不是人生。折腾是一种学习，一

种过程，一种拥有，一种因缘，无缘不来。

 有时候做人处事不要太过在乎，太过斤斤计较，

不要太聪明，聪明往往反被聪明误，做人“难得糊

涂”。

天天学习，天天承担，天天改变， 

天天提升，天天向上，天天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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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哭的人不一定会流泪，会流泪的人不一定会哭。

知道接受、肯承担，懂得痛的人不会哭也不会流

泪。

 别以为有人的地方才有问题，没人的地方也会有问

题——自己和自己找问题。

 好与坏，美与丑，对与错，要与否，受与弃，一切

所有都是在于——分别心。

 你我他，你的、我的、他的，这么计较，分得这么

严格，分得这么清楚，都是“无知无解”，其实都

是众生，众生哪里分你我，还分这么多山头。

 当一个人不需要面子的时候是最有面子的时候，当

一个人不需要尊严的时候是最有尊严的时候，是一

种修养，一种内涵，一种层次，一种境界。

能够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就是一种福报，一种得来不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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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出来就是学习，就是交

流，就是承担。

 真心话不好听，很难入耳，不妨多一点耐性，用心经

营，用心接受。

 生命可贵，生命难得，坐呀坐呀，等呀等呀——无常

随身，等待无常。

 做大事，做不寻常的事，做社会的事，众生的事，要

忘了自己是谁——无我。

 拥有太多而不懂得尊重拥有，不懂得管理、分享与承

担，是一种罪过，一种无知。

 当今世界，做秀的人多过做事的人，就看你如何观赏。

自己做了决定，自己做了选择， 

就不要埋怨。埋怨做不了大事， 

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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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 

绝对没有随心所欲， 

只有盼望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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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道路上，做人处事要适可而止，不要得寸进

尺，不要用聪明来侮辱他人的智慧。

 人在没有选择的余地、绝望的時候，即使不想做的

决定，也可能选择去做。

 掌声是一种鼓励，一种文化，一种交流，一种加

持，我对掌声从来不会吝啬，懂得艺术，有进取心

的人，更不应该吝啬。

 如果你时时刻刻在为自己做事，为自己服务，却还

存在这么多问题与麻烦，那就无语了，必须好好用

心检讨检讨自己。

你的苦，绝对不是天下最苦； 

你的痛，绝对不是天下最痛； 

你的冤，绝对不是天下最冤， 

千万不要天天喊苦、喊痛、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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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活着，只是想看见自己喜欢看见的；不喜欢

的、不想看见的，都视若无睹。时间久了，反而把

自己的真善美给出卖了。

 生活的过程中，假动作多，作假太多，心都变成假

的，虚伪的。

 只要有心，只要有缘，同乐同享，用心体会，就是

幸福，就是浪漫。

 当今世界，如果讲几句话，看看表面，你就能了解

一个人，看懂一件事——你肯定不是人。

 有得吵、有得闹，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至少缘分

还存在，缘未尽。

 红尘滚滚，滚滚红尘，来也红尘，红尘去也。

活着不易，活着不苦，活着幸福， 

活着感恩，活着承担，活着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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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没有不劳而获，是一种因缘具足，总是会有代

价，总是要有付出，无法争也无法抢。争回来，抢

回来的幸福是假幸福，是虚空与假象，无法真诚

以待，很快就会远离你而去，留下的只是无奈、无

助、伤心与遗憾。

 成也风云，败也风云，都是风云；风云为何，为何

风云；风云再起，风云际会，结果风云。

 生命无限，本来无我，坦然承担，无喜无忧。

 懂得生活，享受活着。活得有目标、有理想、有意

义、有价值，这才是生命的大道理。

 别让昨天的悲伤，浪费今天的眼泪。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害怕死亡，是不相信自己的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意义，怀疑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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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相知不是偶然， 

所有一切都是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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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太大，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围着你转，好好反省也

好自为之。

 

 各安天命，不要一直与他人做比较，把自己的志气、

信心与自尊心给伤害了，不值得这么做。

 

 当你没得选择的时候，才知道有得选择是一种幸福。

 别小看一瞬间、一刹那，很可能就是永恒，就是结

果。

 

 早晚都得死，要死得有价值；早晚都得走，要走得有

意义。

 生命是由每一分、每一秒累计组织而成，没有捷径，

没有不劳而获。

你走过的路，都是他人辛辛苦苦得来不易

留下的路。曾几何时，你也为他人开路，

让他人走你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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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无常随身，生命无常，把每一天当着是活着的

最后一天，不计较，不张狂，不嗔不痴，用正面、

宽容、慈悲、感恩与光明地对待人生，对待生活，

让生命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发光发热，不让生

命留白。

 在坟场，看到鲜花？看到坟墓？看到生命？人生的

境界、智慧与层次。

很多人活着，只看见他人， 

没看见自己，久而久之， 

把自己给弄丢了。



安宅正路
善行篇



安宅正路

以仁居心、以义行事的作为，就是所谓的 

“安宅正路”，也是理想中的处世正途。 

有路比有福，有路必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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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欢乐带给大家，把悲伤留给自己。

 就算给你拥有很多，有权又有势，但却很吝啬、很小

气，心胸狭窄，不舍得用、不舍得花，没有慈悲、感

恩与大爱心，不肯付出，那永远也是个“穷者”。

 行善二十多年，三轮体空，所有一切在于感恩。

 拥有了很多，不舍得付出，对不起良知，对不起社会。

 做义工、当志工，志愿服务是一种付出，一种感恩，

应该大公无私，不为私利，不谈条件，不求回报。 

 施无畏，只要是慈悲的、仁善的、光明的、正道的、

正能量的，能承受多少是多少，能付出多少是多少，

往前看，坚定不移，坚持到底，勇敢走下去。



117

安
宅
正
路

善行 
篇

繁华进步的社会，

没有慈悲包容心，

无法同理与和谐，

只是梦幻如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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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一心一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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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对社会上不幸的弱势群体视若无睹，肯定是

不懂生命的真谛与慈悲的真理。

 一只鸟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翔，你怎能一枪就把它

打了下来？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游着，你怎能

用鱼钩把它钓了上来，然后让它活生生地在空气中

慢慢地死亡？——请大家尊重生命。

 万事以和为贵，凡事以慈为先。

 慈善是用心用心再用心，慈悲慈悲再慈悲。慈悲三

轮体空，不是交易，不是一种买卖。

 “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事”；给人欢喜，给人希

望。

只要是善行，对得起天地良心，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不需在乎他人的闲言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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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善、心美、心慈、心好，是光明、正能量，比什

么都好，永远胜于一切。

 越是简单，越是随和；越是包容，越是慈悲；越是

大爱，越是感恩。

 不要因为他的善良、他的慈悲、不计较，而当他

是傻瓜与笨蛋。别一直占他人便宜，让他人吃亐，

当他人是个大傻瓜，他人不跟你计较，并不是他人

傻、他人笨，是因为有智慧、有宽容心、有慈悲

心，惜福、惜缘，不和你一般见识。

 慈悲之心，触手可及，因为人心，遥远莫及。

 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救人、救命很重要，是生命

中的大事。

 一株菩提，四季常青；一株菩提，常在心中。

拥有了很多，不舍得付出， 

对不起良知，对不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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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欲，施于人。 

施人与善，广种福田。 

自己种下的，当然也是自己收获。

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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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就不要讲太多不是慈悲的话，不要做太多不是慈

悲的事。

 拥有这么多，但吃得了这么多吗？用得了这么多吗？

不如广结善缘，发发慈悲、感恩与大爱心，分一些与

他人共享。

 真慈善没有这么多小动作、假动作，完全没有和私利

挂钩，而且应该三轮体空，真情真意由心而发，无限

付出、无限奉献。

 当事情发生时，多数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产生摩擦、

争吵，不愉快，只有慈悲、大爱、感恩与大智慧者，

没有这个问题存在，因为懂得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问题就是一种过程，一种经历，一种学习。

一个微笑，一句安慰， 

一点帮助，一次分享，一个信息， 

可以融化沉重的脸，可以鼓舞丧气心田， 

可以减轻人生重担，可以激发潜力， 

可以温暖疲倦，可以得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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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充满信心、活力、希望，光明磊落，有感觉，有

感动，有慈场，慈悲为怀，慈悲喜舍，施无畏；爱

无国界，大爱无限、无边、无量、无疆。

 爱心没有计较，不分大小，不分彼此，不分高低。

每个爱心都是散播慈悲与感恩的种子。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他人的困难上，看到自己

的责任与慈悲心。

 慈悲为怀，广结善缘，积极行善，面向光明正大，

任重道远。虽然是条康庄大道，但往往是条“不归

路”。

 己所欲，施于人。施人与善，广种福田。自己种下

的，当然也是自己收获。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

身上。

心善心就亮，无处不在， 

无处不亮，不分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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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善、心美、心慈、心好， 

是光明、正能量，比什么都好， 

永远胜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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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善、心美、心慈、心好， 

是光明、正能量，比什么都好， 

永远胜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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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慈悲你幸福，你慈悲我幸福，天下慈悲天下幸福。

 天下的事，天下解决，天下一起行善做事、行善积

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这么多“是非”？

 看他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慈悲层次与内涵还不

到位。原谅他人，肯定是善待自己。

 共生吉祥，和睦共处——天下大爱同理心、慈悲心、

感恩心，你存了什么心？

 不要轻易喊苦，不要轻易喊累，不要轻易放弃，只要

是光明的、好的、正面的、善的、有意义的，无论遇

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阻碍，一定要用心不屈

不挠地坚持到底，不要放弃。

 给人方便，给人希望，多在乎他人的感受，多为他人

着想，也是一种付出、行善与慈悲。

要坚定不移做一件好的事情。 

善的念头，无论大小，可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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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定不移做一件好的事情。善的念头，无论大

小，可真不容易。

 做人处事，心有善根，心地善良，总是好的。

 你每天做的事情比他人多，付出比他人多，接见的

人也比他人多，遇到的麻烦与困难也会比他人多，

很自然也很正常，无须太费心、太挂虑，只要是大

公无私，不是为了私利，光明正大，何乐不为。

 只要是善行，对得起天地良心，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就不需在乎他人的闲言闲语。

 你不知道他人的感受与处境，也有可能不知道他人

的境界与层次、目标与使命，所以不要以个人的思

维模式及感观追求，随意做出批评。

越是简单，越是随和；

越是包容，越是慈悲；

越是大爱，越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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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欢乐带给大家，

把悲伤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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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善心就亮，无处不在，无处不亮，不分昼夜。

 一花一世界，一心一行善。

 把欢乐带给大家，把悲伤留给自己。

 造福者，得人心，慈悲、大爱、感恩胜于天下。

 拿大众的钱为大众做事，行善付出义工服务，责任

重大关系天下，必须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良心，天

下为先天下为公，必须广结善缘，慈悲为怀，宽容感

恩，大爱无疆，只为公利不为私利，只为公心不为私

心，任重道远普度众生，只有承担承担再承担，付出

付出再付出，感恩感恩再感恩。

 人的尸体是尸体，螳螂的尸体也是尸体。人的命是

命，蚂蚁的命也是命，彼此尊重。

我慈悲你幸福，你慈悲我幸福，

天下慈悲天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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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钱行善，除了在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离苦得乐，其

实也在帮助自己发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发扬光大自

己那颗善良与慈悲的心。

 上半生为自己服务，下半生为他人贡献，付出剩余的

生命救苦救难，解除他人的困难与病痛，让他人离苦

得乐，尽心尽力而为，创造幸福生活。

 其实在我的内心，早已放下，万万没想到，为了感

恩、大爱、付出与慈悲，再次提起来。

 选择善良因为慈悲，选择接受因为放下，选择承担因

为因缘，选择付出因为感恩，选择大爱因为生命。

 开口慈悲，闭口慈悲；开口感恩，闭口感恩，你行动 

了吗？付出了吗？还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只光说不练，纸上谈兵？

做人处事，心有善根，心地善良，

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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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没有计较，不分大小， 

不分彼此，不分高低。 

每个爱心都是散播慈悲与感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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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以和为贵，

凡事以慈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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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看到他人的不好，看不到他人的好，那还需要修

身养性，因为慈悲心不够。

 行善，可行可不行。慈善，慈悲为怀，由心而发，

分分秒秒必须行。

 生之所在，人之所在，为恩而为，为义而为，为善

而为，为众而行。

 繁华进步的社会，没有慈悲包容心，无法同理与和

谐，只是梦幻如泡影。

 做人处事一定要有慈悲与感恩心，不要缺德缺义，

不要看到他人善良就好欺负，老是占他人便宜，欺

负他人，违背了道义，违背了良心。

 奉善奉行，奉行天下，活着就有活动，活动就是慈

悲。

看他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

慈悲层次与内涵还不到位。 

原谅他人，肯定是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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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微笑，一句安慰，一点帮助，一次分享，一个

信息，可以融化沉重的脸，可以鼓舞丧气心田，可

以减轻人生重担，可以激发潜力，可以温暖疲倦，

可以得到光明。

 慈悲喜舍没有不劳而获，一定要付出代价，代价

有多高、多重，就因人而异、因缘而定，就看你的

慈场有多強，良心有多大，道德有多好，感恩有多

重。

 勿信所听，半信所见，即使你亲眼看到，也不一

定是真的，要懂得分辨光明，分辨是非，分辨假消

息、负能量的来源，传到你身上，一定要用道德、

智慧与良心，分辨真假，分辨是非，不能让负能量

继续传播下去，疑惑人心，危害大众。

 

给人方便，给人希望， 

多在乎他人的感受，多为他人着想， 

也是一种付出、行善与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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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菩提，四季常青； 

一株菩提，常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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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脑而发，由心而定 

珍惜得来不易的缘分与生命 

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荣辱不惊，悲喜不乱，共同承担，自如自然 

为他人着想，不给他人麻烦，不给他人挂碍 

是一种内涵，是一种义气 

他肝胆相照，关键时刻，事实会证明  

有缘相惜，无缘不在 

自清而清，自然而然 

自如而如，自悦而悦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公道自在人心

朋友 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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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诚于心，外诚于人 

问心无愧，对待他人 

让世界多姿多彩

让我们如此美丽

让我们如此相惜

让我们如此伟大

不分你我，共同承担

共同学习，共同提升

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接受，只有承担

就是那么的简单

那么的有意义

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真正的朋友

不论身在何处

总是处处关心

时时慰问

卓顺发与您分享  祝福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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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越走越好

众生知感恩，而天下安宁；

众生知自觉，而天下太平。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众乐乐不如天下乐。

知足常乐：知足自己，常乐大家。

走路不要太重，路会痛。

一切所有适可而止，点到为止。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一个感恩的人懂得惜缘，一个惜缘的人懂得慈悲，

一个慈悲的人懂得大爱，一个大爱的人懂得付出，

一个付出的人懂得放下，一个放下的人懂得自在，

一个自在的人懂得快乐与幸福。

感悟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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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颗宽容、慈悲、善良、感恩与大爱的心，

给你再多钱，也派不上用场，

再富有，也是虚空与假象。

名利无止境，欲望无止境，追求无止境。

不要贪得无厌，点到为止，够就好。

别让自己迷惑而迷失一生，浪费宝贵的生命。

一个人的外表，一个人的美丽，会随着时光而消逝。

一个人的慈悲与内涵，会常存永在，发光发热。

活着的时候，太多比较，欲望、执着、

嚣张、逞强、贪嗔痴与放不下，

走时就越多遗憾与后悔。

大事：别人的事；小事：自己的事。

大事：有意义的事；小事：没意义的事。

处理大事的人，不会在乎小事；

在乎小事的人，处理不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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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越走越好

欲望、名利、身份、地位及物质的享受，

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别看得太重，而影响了简单是幸福的生活，

及生命的意义与信念。

以智慧来处理是非，恭敬来接待他人，

道德来修养身心，慈悲来做人处事。

接受、放下、改变、学习与提升自己，

走更远的路，做更好的事。

当一个人不需要面子的时候，是最有面子的时候。当一

个人不需要尊严的时候，是最有尊严的时候。世面上会

有很多人，认为你所做的一切，所有的贡献与付出，是

个人所为，是在追求名利。如果你的内心与意念没这么

想，就无谓这么在乎，这么在意。

现代社会经济挂帅，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上的关系，

就会有冲突、有比较、有争执，是大自然的道理，这很

正常，看你如何消化，如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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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很有钱，你不尊重他，因为他除了有钱，其他什

么都没有，只剩下有钱。

很多人没有钱，却有内涵、自尊、人格与慈悲，很值得你

尊重。

患难见真情。比赛看结果。盖棺论定。

现实社会，现实环境，有时候发生事情，为了个人利

益，兄弟都背叛兄弟，何况是朋友。朋友或兄弟，为了

个人利益，出卖了你，很正常也很自然，是在考验你，

不要伤心，不要失望。

生活需要的不多，往往想要的却很多很多，无止境的

想要，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生活简单就是美丽，可

是，现代社会，多数的人不喜欢简单，向往复杂，挑战

复杂。

在别人的困难，看到自己的责任，

不要把痛苦建立在他人身上。

卓顺发与您分享  祝福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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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越走越好

叶成德、王美凤夫妇

邱汉春、许瑢椿夫妇

张仰兴、梁丽容夫妇

黄伟强、许月钻夫妇

蔡瑞华、卓芳存夫妇 

黎俊伟、王莉晶夫妇

吕燕萍女士

您们的慈悲大爱同理心， 

用心的支持， 

让这本充满善心知识的书

能够顺利完成出版， 

衷心感激您们！         

 

感恩!

感激
衷心的



生命只有一次，

把人生经营好，

就一定可以做最好的自己。
你会发现今天的我比昨天的自己更出色、更自信、更进步，

从而更加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艰辛和挑战，

更加用心地体会生命中的真谛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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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道路上， 

到了十字路口， 

是一种决定、更新、改变和提升， 

让你继续往前， 

走更远的路， 

做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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