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净明上师关于打坐的系列开示 

（一）为什么要打长坐 ....................................................... 3 

（二）盘腿方式与坐姿 ....................................................... 9 

（三）盘腿方式与坐姿 ..................................................... 14 

（四）微笑持咒转麻痛 ..................................................... 17 

（五）如何培养定力 做到念念分明 ................................ 21 

（六）将心念耳闻建立在最初的坐姿上 .......................... 28 

（七）微笑持咒 ................................................................ 36 

（八）坐上一动不动 ......................................................... 39 

（九）座上持咒(1) ............................................................ 41 

（十）座上持咒(2) ............................................................ 46 

（十一）座上持咒（3） ................................................... 50 



   

2 

（十二）座上持咒(4) ........................................................ 56 

（十三）心中心法断坐与加坐的开示 .............................. 63 

（十四）持咒的力度 ......................................................... 70 

（十五）控制打嗝............................................................. 72 

（十六）根尘脱落与爆炸 ................................................. 75 

（十七）咒语的速度 ......................................................... 78 

（十八）咒快才不会跟着意识跑 ...................................... 79 

（十九）怎样打坐才如法 ................................................. 81 

（二十）手印一定要师传 ................................................. 83 

（二十一）手印一定要在胸口与下巴之间 ...................... 86 

（二十二）打坐跟时间有关系，不是跟怎么盘有关系 ... 89 

（二十三）六字大明咒和手印 ......................................... 91 

 

 

 



   

3 

（一）为什么要打长坐     

上师：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宗门

的特色就是打坐。可能有人会问，为什

么要打那么长时间的坐啊？不都说打

坐是助行、下座观照是正行吗？打坐两

个小时就够了嘛！你坐那么长时间干什

么？说这句话的人呢，说实话啊，他没

有真正认识到打坐的意义。你看我们元

音上师说了：座上要心念耳闻，座下绵

密观照。为什么先要强调座上的心念耳

闻，然后才是座下的绵密观照？因为你

这个打坐，座上如果没有体现出微细流

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心念耳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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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好多师兄，两个小时一座，两个半

小时一座，打了五、六年甚至七、八年

坐，一下座，说：唉呀！老师呀，我这

个座下观照不得力啊！一开口就是不得

力啊，我连自己的念头都看不到啊。我

们说为什么看不到念头啊？因为这个

念头就是微细流注啊，你座上都看不

到，你座下能看到吗？座上看到的是烦

恼，座下看到的还是烦恼；座上看到的

是妄念纷飞，座下看到的同样也是妄念

纷飞。所以好多师兄说坐了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之后，下座还是妄念纷飞，

因为座上座下是相应的，坐了好多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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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所以我们打比方说，你烧这一

壶开水，本来这一壶开水烧半个小时它

就要开了，我们都是烧到二十分钟停

了，放下了。到了明天又烧二十分钟，

那你烧十年，这壶水它也没有办法烧

开。因为它时间不到啊，不是说你每天

都烧它，它就会开。 所以这个座上打

坐，没有体现出打坐的作用，下座自然

就没有力量起观照。还有的人把我们的

师兄都当成大根器之人，“啊！你们个

个都是古佛再来呀！”这话说的也没错，

因为诸佛本意是这样。个个虽是古佛再

来，但毕竟还是迷惑众生，还是迷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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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如果大家都是上根利器之人，那

不用打坐了，光听你说法就能够开悟见

性了。那样的话，这天底下早就没有人

可度了，早就自度成佛了，所以打坐还

是一定要打。如果都有这么好的根器，

那不用修心密了，不用修印心宗了，直

接去修禅宗、去参话头。甚至话头都不

用参了，因为参话头都是末后禅，直接

就是祖师禅。闻经开悟叫如来禅，言下

大悟叫祖师禅， 好根器那就言下大悟

去了。参话头那还是末后禅，那是这个

宗门已经败落了，不得已用个参话头。

所以用这个打坐来培养定力，这是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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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以后的事了。这根器已经是钝根了，

不是利根之人了，所以不得已，要持咒

打坐啊。当然了，我们在这说的是方便

说啊，相对来讲啊！实际上持咒、打坐

啊，在释迦佛时代已经形成了。所以我

们读《楞严经》，释迦佛在《楞严经》

上就说：唯有持咒、打坐可以成佛，否

则，无有是处。这个在《楞严经》上已

经是这么说的。在我佛时代已经是这样

了，并非到了今天才这么提倡的。（掌

声） 

    上师：不要掌声，阿弥陀佛！ 

    师兄：师父，心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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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2015 年 12 月 1 日（佛历 2559 年

农历十月二十）开示于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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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盘腿方式与坐姿 

上师：你打坐有问题吗，你怎么打坐

的？ 

弟子 A：我有时候单盘，一个半小时以

后把腿拿下来就散盘。有时候告诉自己

心别动啊，心别动啊，单盘两个小时。

平时没怎么走，是不是这个问题？ 

上师：还好，你单盘要是时间长了，毛

病更多。单盘不适合打长坐，打短坐可

以。两小时前是可以，三小时以下都可

以。单盘坐三小时一动不动了那脊梁骨

都是歪的。 

弟子 A：哦，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打七，



   

10 

好多同修说：“唉呀，怎么那个身体有

点歪呢?” 

上师：脊梁骨都是歪的。 

弟子 A：我有个师父是高闵寺的老师父，

他是坐禅的，上我们家来了。我一个佛

友就问他说“师父，你说我们这打坐那

腿要换吗？”师父说：“要换啊，不换

你就不平衡了，要歪啦。”大伙还没理

解，等这次打七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坐

着坐着就往一边歪呢？ 

弟子 B：他意思是说这边歪歪那边歪歪，

就不歪了。（笑） 

上师：换了那不也是歪吗，你换了还是



   

11 

单盘，不还是会歪吗？不是歪过这边就

是歪过那边，总之是歪的。 

弟子 B：姿势不对会落下禅病的。 

上师：你这个歪坐时间长了会坐骨神经

痛，这一圈都是痛的。然后这两边也是

痛，坐骨神经痛，不打坐都痛。 

弟子 D：那要是双盘就不歪了？ 

上师：双盘就不会，双盘跟散盘就不会，

它脊梁骨是直的。但是你单盘呢，这样

子坐你看它歪过这边，那这样子坐它歪

过那边，总有一边是歪的。 

弟子 C：那要是双盘适合打长坐吗？ 

上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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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 B：双盘适合，要不就是散盘适合，

就是不能单盘打长坐。 

上师：对，单盘不能打长坐。 

弟子 C：要是双盘时间长了对身体有没

有不好？ 

弟子 B：对女的不好。 

上师：女的有的会引起子宫下垂，流血

不止。 

弟子 C：男的就没有什么负作用啦？ 

上师：男的没有子宫嘛！（众笑） 

弟子 C：其他方面呢？比方说男的前列

腺什么的。 

上师：那不会，对前列腺有帮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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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列腺。 

弟子 D：对前列腺效果特好。 

弟子 C：就是双盘？ 

上师：嗯。 

弟子 D：我知道一个出家师父，他开始

那个前列腺毛病挺严重的。我观察他一

个小时差不多就要上一趟厕所，后来他

就打长坐，最后他可以打七，一座六小

时不用下座。 

摘自： 净明上师应机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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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盘腿方式与坐姿  

像我们这么盘腿打坐，我们说这个散盘 

像师兄们这么坐，其实这个坐法，打坐

的这个方法，并不是我发明的，这个是

我们上师元音老人，他说这个散盘坐，

坐要高过我们这个脚，高出二十公分左

右，当然这个所谓的高出二十公分左

右，还得根据我们身高的程度来比较，

像一般在一米六五以下的，二十公分就

显得高了一点了，我们的脚在十七到十

八公分左右，个头在一米七到一米七五

的这个身高的话二十公分是刚刚好，一

米七五以上还要再高一些，二十三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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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所以他是根据身体的高度来决定

这个坐的高度，我们这样坐法。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打坐用的凳子，

它有一个斜坡，我们坐在高处，脚放在

地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身体的

压力是在这个腿上，而不是在关节上，

在这个腿上，这个腿的力量，它就已经

分化到我们这个凳子上，实际上它是不

受力的相对来讲我们这个脚踝骨，脚关

节这个地方他就要轻松很多，也有很多

地方说我们这个散盘不标准，散盘应该

结到上面来，放到这个椅子上面，但是

我们知道，我们散盘，脚掌放到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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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后这么坐起来，膝盖是高过我们的

小肚子的，高过我们的腹部，这样我们

腹部有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导致我

们无法打长坐，两个小时可以，但是你

要想超过两个半小时他就有难度了，感

觉上气不接下气，所以根本坐不了长

坐，所以也并不是说散盘坐就能够长

坐，还得看你的坐姿这姿势对不对。 

摘自：净明上师 2014 年 9 月郑州印心

精舍开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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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笑持咒转麻痛 

上师：打坐时这身体各个器官在逐步地

跟进在调整，所以这个痛的时间持续两

个小时以上，那我们这身体的免疫力，

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增强，所以我们打

坐也是在提高我们这个机体的抗病机

能，也是在培养我们的免疫力，同时也

是在培养我们的定力。这个打坐对我们

治病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通过打坐，通

过这个座上的麻、痛、难受，那我们随

着这个时间的延长之后，随着这个日子

的增加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身体上很

多毛病消失了，这就不用到医院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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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了，也不用到医院里面去开刀动手

术了，而且到医院里面去开刀动手术，

那也痛啊，也难受，你也要忍呀，但还

得花钱啊，甚至有的医院还得要给人包

红包啊，还得要看医生护士的脸色，是

吧！那我们自己在家打坐痛的呢，既不

用看人家脸色也不用掏红包，更不用花

钱，那多好的事啊。 

师兄：只需要忍耐。 

上师：我们也不是忍耐啊，我们不叫咬

牙，不叫忍耐，我们叫微笑持咒，带着

欢喜心来打坐，你就会感觉这个麻和

痛，实际上是一种享受，你就会喜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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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 

师兄：可是你在痛的时候那个思想就跟

着痛。 

上师：我跟你说，你一上座就开始微笑

持咒，不是等到痛了才来微笑持咒，所

以我们教的方法就是，你从一坐好手印

结上去，一开始持嗡嘛呢叭美吽，你就

开始微笑持咒了，全身都放松了，带着

欢喜来打坐，为什么要欢喜呢？因为佛

法难闻，正法难求，究竟法难得，所以

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如此究竟的法门，我

们应该欢喜，应该带着欢喜心来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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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净明上师郑州印心精舍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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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何培养定力 做到念念分明 

弟子: 我念的时候还有一个人跟着一

起念啊。 

上师: 噢，这就是妄念，你所讲的这个

“人”是一种意识，意识形态当中存在

的，这就是妄念。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啊。在我们意识形态当中，不管

出现多少个人都是我们自己。有一些人

就产生错觉了，啊，是不是我身上有几

个附体啊？不要自己吓自己，这就是我

们自己，这是我们第七识产生出来的作

用。 

    第七识就是起分别作用的，一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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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念头产生了，在第七识的作用

上它可以变成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是

互相形成对比、形成对应的。比如我们

要去做一件事情，马上会有一个意识跳

出来：做这个事好不好啊？另外一个意

识说：这个事行不行啊！是吧？有时候

我们说我们去做一件好事，你想的是好

事，但是念头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个“会

不会是错的事”，它会对应的，这就是

第七识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已经是在第六识当中反应出来了，所以

平时我们是看不到第七识的，唯有在心

念耳闻的建立下，才能够发现第七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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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刚开始的打坐是

在第六识上做功夫。开始半个小时，到

我们一个星期之后可以加到四十分钟；

再过一个星期再加十分钟，五十分钟；

再过一个星期又可以加十分钟，一个小

时。那第一个月份的打坐，我们的目标

就是坐到一个小时，一动不动。这个要

求不高吧，真的不高，谁都可以做得到，

没有做不到的。因为我们的修行还有一

个目的——离苦得乐，如果一下子时间

要求得太长了，大家会苦不堪言，会觉

得很难受，支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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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打坐，这个身

体是在消耗，因为定力还没有建立起

来，定力建立起来了这个身体才不会消

耗，或者是消耗得少。在定力没有建立

起来的情况下，这个身体一直都在消

耗，只要你打坐这身体都在消耗，所以

说打坐可以慢慢来，不用急，慢慢培养

定力。照我们刚才所讲的，每隔一个星

期加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可以

每周加十五分钟，如果觉得说加十五分

钟还加得太快，那还可以继续每一个周

加十分钟，就这么慢慢加上去，半年内

我们就可以参加共修群里的打长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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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坐到四个小时一动不动。时间慢慢加

上去，半年可以做到四个小时一动不

动。所以打坐修行不是叫大家拼命去吃

苦，每天这么按部就班的打坐，固定一

个时间的打坐，一般在三个月左右，我

们的定力就可以开始建立起来了。 

     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定力建立起

来它是有表象的。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固

定在一个时间去打坐的话，一到那个时

间你想睡都睡不着，而且内心是欢喜

的。有时会流露出欢喜来，哎呀，我该

打坐了，这就是定力啊。定力建立起来

是相应的，它会出现什么呢？座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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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每一个念头都很清晰，不像以前那

么烦乱。每一个念头都很清晰，这个叫

念念分明，定力的形成建立在念念分明

上，每一个念头都能够清晰，连下座都

是这样。下座以后，我们平时在做事的

时候，事情还没做就已经知道了，不像

以前糊里糊涂，啥都不知道。所以通过

念念知道，修行到念念分明，当然我们

相对地讲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或

者半年，也有可能会一年两年，没关系，

只要我们每天坚持打坐，就像我们每天

坚持吃饭一样，就像我们每天坚持呼吸

一样，每天坚持打坐，总有一天这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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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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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念耳闻建立在最初的坐姿上 

师兄：上师，我就是打坐了那么久，现

在坐得还是妄念很多，很难…… 

上师：翻种子。 

师兄：很难做到心念耳闻，就是很少听

得清清楚楚…… 

上师：好，我们现在讲你这个心念耳闻，

慢慢讲，大家不要急。心念耳闻是个过

程，心念耳闻并不难。大家都很喜欢心

念耳闻，都很期望自己能够心念耳闻，

但是又不知道啥叫心念耳闻，所以我们

讲心念耳闻要从最初的修行下手。大家

在听我讲的同时，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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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心念耳闻，这才有意义。你看我们

这个宗门，首先讲打坐。为什么叫大家

不要急着一下子就求个难度这么大的

法门呢，要从最简单、最容易的来下手，

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每一步、每一天、每一座都能够让自己

逐步逐步地深入下去，所以这个不可操

之过急。我们说这个修行打坐，目的一

定要明确，我们修行的目的是要解脱，

什么叫解脱？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

一切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这个第一

就是解脱；第二个要见性、要成佛、要

救度众生，这个是我们的大愿。见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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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救度众生，这个是建立在解脱上的。

首先要能够解脱，不解脱怎么能够成

佛，如何去救度众生？所以第一个我们

要讲解脱，一切佛法都是解脱法，不管

是哪一个法都讲解脱。解脱有种种方

便，各个法门有各个法门应用的不同，

下手不一样，下手不同，所以这个解脱

表现出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不一样

的。 

        我们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哪

一个宗门，前提是要有善知识指导，不

能够盲修瞎练，一定要有善知识指导。

这个善知识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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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身慧命就建立在善知识的指导上。

当然这善知识，不是单一的，也可以是

集体的，也可以是多位的。我们可以从

多位善知识当中寻找一位跟我们最相

应的，长期跟他沟通，长期得到他的指

导，也可以同时跟多位善知识交流，这

些都可以。只要能够让我们进步，让我

们解脱，让我们成就，不管跟哪位善知

识交流，都是应该的，所以我们说善知

识可以是一位，也可以是多位。所以第

一个要有善知识指导，这也就杜绝我们

去盲修瞎练，杜绝我们去走弯路，杜绝

我们自己走向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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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心念耳闻

建立在哪里啊？建立在打坐上。刚开始

的打坐我们要知道打坐的姿势，双盘也

可以，单盘也可以，散盘也可以。但是

我们一般不建议用单盘，因为如果是打

长坐的话，这个单盘它不会固定一个姿

势一直坐到底，如果是固定了一个姿势

一直坐到底呢，又容易引起坐骨神经

痛，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坐单盘，这是

多年打坐积累下来的经验。所以先要坐

稳，身体不能够弯，要坐稳。怎么样才

算坐稳呢？大家注意看，我们坐稳是有

方法的，这一座坐上来之后，先把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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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好，之后，你可以有意地去摆动一下

身体，往左边摆一摆，往右边摆一摆，

你这么一摆动之后就放松了，身体就会

自动摇晃，摇到某一个点上它就固定

了，好，这左右摇摆是固定了，你再前

后动一下，摇两下之后呢，身体它又固

定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基本上就是最正

的啦。这样坐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尽量

的不要动了。但是在这个打坐的过程当

中呢，特别是刚刚开始修学的师兄，坐

了一会儿，这个腰就会弯下来，然后修

学了一会儿之后它又会直起来，这个是

允许的，这个不属于乱动，不属于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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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允许的，这个几乎影响不到我们

的定力。因为你越坐越有定力之后，这

个次数会越来越少，最后会一动不动，

如果连这个都不允许，很多人根本就坐

不下去，所以这个是允许的。我们所讲

的一动不动是不换腿，或者说不要摇

摆。这个腿要坐到一半你就换腿，有师

兄刚才说动来动去，这个动呢，有时候

是主动的要动，有时候是没有意识的，

身体它会自由的摆动，这些都要控制，

不管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要控

制，一定不要动。 

摘自:公历 2016 年 6 月（佛历 25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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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四月）南宁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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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微笑持咒 

（老师看着一位师兄打坐） 

上师：嘴巴要动啊，你嘴巴没动怎么叫

持咒。微笑持咒，微笑。他不会微笑。

（众笑）不会微笑得拿根筷子给你咬着

练微笑。 

师兄：老师，他也是，一念咒他就微笑

不出来。 

师：对啊，满脸苦相笑不出来。没事，

带点欢喜就是笑了。马师兄笑得很庄严

嘛。 

师兄：要从头开始了。 

师：那是。我们天天都从头开始，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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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从头开始 ，每天都要归零，每天心

都要空。 

师兄：蔡老师，您说我先修六字大明咒，

是不是也要盖黄布？  

上师：要，六字明要盖黄布。 

师兄：也要盖是吧？ 

上师：也要盖。（拿出黄布）这就是给

你修六字大明咒用的，我们这上面这个

黄布上有三个口，中间这个是修六字明

用的，修心密的时候往两边放进去。 

师兄：哦，是这样的！ 

师：这样到夏天也不热，手不出汗，这

是棉布。给你，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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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顶礼。 

上师：不客气，不客气。给一条黄布用

作这么大礼吗！ 

师兄：蔡老师，听了您开示才知道自己

原来修的不如法。 

上师：如你自己的法，不如我们的法。 

 摘自:净明上师 2014 年 9 月郑州印心

精舍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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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坐上一动不动 

问：还有这个还是老动。 

答：那动就不算，动怎么算，我们讲一

动不动，别动。当然你可以这样（从腰

弯曲慢慢直起来）这样调整呼吸是可以

的。我们说动是这样子动就不行，左摇

右摆那就不行，老换腿就不行，如果只

是坐了一会又起来了（腰直起来），这

是正常的，这个是身体机能在调节，这

是可以的，不可以左摇右摆。 

问：跟别人在一个屋里住，别人睡了以

后才能打坐，有时候太晚了，自己坐着

坐着盘着腿都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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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打坐的时间我跟你说一下，不

要在晚上，在凌晨，凌晨 3 点钟的时候

起来打坐，三点钟或者四点钟也可以，

那个时间谁都睡着了，谁都不知道你干

什么，而且你已经睡过一觉了，精神也

很好了，可以起来打坐了。你的问题问

完了。 

摘自：净明上师郑州印心精舍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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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座上持咒(1) 

出家师：有佛号置于妄念，妄念不得不

佛。这个不太明白，心佛众生，三无差

别，这个很难理解。 

上师：你在打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还有妄念吗？ 

出家师：没有了。 

上师：那不就是妄念不得不佛吗？这个

用理解吗？ 

出家师：不用。 

上师：不需要理解的，你干嘛还要去理

解呢？ 

出家师：我座上的情况还跟这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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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好，你座上妄念纷飞的时候，嗡

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

咪吽，还有妄念吗？ 

出家师：有时候我妄念很大的时候，是

嘴皮动，但是妄念还在打，好像一边还

在持咒，妄念还在满天飞。 

上师：那是对的，那是种子翻腾。 

出家师：哦，那个时候不需要我停下来

一字一字的再去把那个…… 

上师：妄念和咒语是同时存在。 

出家师：我甚至那个咒都听不清楚了。 

上师：肯定，无声之声怎么能够听清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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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师：本来持得就是很清楚的，嗡嘛

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结果妄念来

了，妄念大的时候，好像连嘴皮是不是

在动我最后都不知道了。 

上师：那你就观察一下是不是在动啊？ 

出家师：那不妄上又加一个妄念吗？ 

上师：那好过你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

也不行啊。我们说知道咒在啊，你是来

了一句我都不知道咒在不在，那这还得

了？ 

出家师：妄念真的是大的时候，我都真

的不知道咒在不在了。 

上师：妄念大的时候你的咒也要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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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快速度嘛。 

出家师：那个不知道咒在的时候已经不

知道去加快了。 

上师：可以极力追顶啊。 

出家师：因为我又不知道那个了。 

上师：就是极力追顶。 

出家师：我就不知道怎么叫极力追顶。 

上师：就是念的速度快了嘛，速度非常

快，速度非常快 。 

师兄 A：这个时候可以用力吗？ 

上师：极力追顶也不用用力呀。 

师兄 A：也是不用用力。 

上师：轻松愉快呀。 



   

45 

师兄 B：这是他的极力追顶。 

上师：各人的极力追顶不一样，表现的

手法不一样。 

出家师：我一旦拉回来就快速的加快速

度。 

上师：嗯，加快速度。 

出家师：因为妄念多的时候，拉不回来

的时候还追不起来，一旦觉醒了那才能

够加快速度。可能跟偏慢有关系，我的

速度还有点偏慢。 

摘自： 2015 年 12 月 30 日（佛历 2559 

年农历 11 月 20）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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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座上持咒(2) 

出家师：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妄念

大的时候不知道咒在不在，就是觉醒了

就快速拉回来了。 

上师：昨天到现在座上你体会了没有

呢？ 

出家师：昨天座上主要是字字分明了，

但是感觉就好像那个妄念直接管不住

了，好像已经飘得很远。 

上师：管不住了，飘得很远，让它飘嘛，

没事。 

出家师：啊？ 

上师：管不住了，这个妄念管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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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师：我试了一下，好像不太…… 

上师：飘得很远，飘…… 

出家师：飘得很远，然后我又回来了。 

上师：回来的时候清爽吗？ 

出家师：回来不清爽，回来的时候，一

会儿又走了，不像以前很快就拉回来

了。 

上师：以前是怎么拉的？ 

出家师：以前我就，噢，完了，跑远了，

赶快嗡嘛呢叭咪吽，把注意力集中到咒

上。 

上师：就是加快速度，集中一下就行了

嘛。集中一下之后就放下了嘛，不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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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也不是完全的不理，就是说提示

一下，咒语还在，可以了。那时候要马

上要放下了，不能够老是执着在这个

“咒语还在，咒语还在”上，不能这么

去想。这个要自己调节一下。就像手中

捏这个小鸡一样，手松一点它又跑了，

又重一点，把它捏死了。所以说既不能

够捏得太紧，又不能够让它跑了，就是

这种调治方法。你看我们说这个持咒不

紧不慢、不即不离、不取不舍，还再加

上一个不压不随。不压不随、不紧不慢、

不即不离、不取不舍，记住了吧？ 

出家师：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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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记住啊，要不然一下子又忘了。

不压不随，不紧不慢，不即不离，不取

不舍。 

出家师：这个不取不舍是取什么舍什

么？是指的取咒和舍咒吗？ 

上师： 没抓住它也没有舍掉它。 

出家师：没抓住咒也没舍掉咒。 

上师：没有执着它，也没有去放弃它。 

出家师：是指的咒吗？ 

上师：嗯，咒啊。由咒入定。定是什么，

定就是念，念力就是定嘛，心力嘛。 

公历 2015 年 12月 30日（佛历 2559 年

农历十一月二十）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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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座上持咒（3）  

出家师：还有一种情况，一个是跑得很

远觉察了，还有一个，就是妄念在翻，

然后嘴还在动。 

上师：你放过风筝没有？ 

出家师：放过。 

上师：跑远了，拉回来两下，又放开了；

又跑远了，又拉回来两下，就像放风筝

一样嘛。 

出家师：如果是同时在的情况下，还需

要拉吗？ 

上师：不需要拉，那就这样了，不压不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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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师：我知道嘴皮在动，但是听不清

楚，一边还在打妄念，这种情况下。 

上师：你是用这个方法咯。同时并取就

是这样子…… 

出家师：也不用说，哎呀我这个咒听不

清楚，马上再…… 

上师：你看我们那个禅宗的三玄三要当

中，第一玄：乾坤窄，天地之间一时黑。

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由里头人。三

玄三要嘛，第一玄第一要。 

出家师：以前好像看过，但是不明白。 

上师：看取棚头弄傀儡。持咒的时候，

知道咒在吧，妄念在跑吧，妄念就是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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儡呀，持咒就是我们这个抽牵呀，要主

动去持咒啊，妄念跑要把它拉回来呀，

抽牵全为里头人呀。这个看取棚头弄傀

儡是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跟木偶

人一样，你这个内在的清净本位，才是

真正的主人嘛，他在操纵这个木偶人在

动嘛。抽牵全由里头人，我们这个咒语

你在持的时候，这个就是抽牵嘛，牵动

这个傀儡，你看傀儡是谁，妄念，妄念

跑了，跑后把它拉回来，念念它又跑了，

再把它拉回来。 

出家师：现在我就不清楚什么时候该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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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时时都在拉，你时时都在持咒就

是时时都在拉。 

出家师：哪怕我咒听不清楚，只要嘴皮

在动就说明还在。 

上师：你怎么能够听清楚呢，它又没有

咒音存在。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

咒在呀？ 

出家师：我有时候听得清楚啊，我就

是…… 

上师：你出声啦？ 

出家师：没出声，但是…… 

上师：你知道咒在呀，清清楚楚知道咒

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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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师：妄念大的时候就默念，心里好

像还有…… 

上师：你知道咒在吗？妄念大时候知道

咒在不？ 

出家师：妄念大的时候，我刚说两种情

况，一种是不知道，一种是嘴皮在动但

是听不清楚，知道嘴皮还在动。 

上师：嘴皮在动，这个嘴皮在动，就是

你的知道就在嘴皮上嘛。这个嘴皮就代

表咒嘛，你这个“知道嘴皮在动”就代

表着听了。因为这个时候叫做听觉，叫

闻性，你在闻这个咒。闻性在起作用，

不是听觉在起作用。这个闻性，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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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闻目睹是什么意思？耳闻目睹并不

是说我们一定要听到什么东西，也不是

说一定要看到啥东西，耳闻目睹简单说

就是知道，知道就是耳闻目睹。 

 

公历 2015 年12月 30日（佛历2559 年

农历十一月二十）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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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座上持咒(4) 

出家师：好像还不能理解。 

上师：知道，你知道咒在吗？ 

出家师：知道咒在呀。 

上师：这就是耳闻目睹啊。你眼睛是闭

上的，你看得到吗？ 

出家师：看不到。 

上师：看不到但你知道吗？无声之声和

眼睛闭上了，所以你看我们都摄六根，

首先都摄的是眼根、耳根。眼耳鼻舌身

意当中最灵活就是两根，耳根和眼根。

这两根你都把它关住了，眼睛看不到

了，耳朵听不到了，嘴巴在持咒，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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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吸，身体在打坐。那你那个意根在

干什么？ 

出家师：还在想问题呀。 

上师：一个是想问题，第二个是跟着咒

走。所以这个时候是意根作用。这六根，

我们说都摄六根，六根体现在哪儿？六

根唯心。六根你都把它关住了，就是心

在作用，所以这个六根唯心，这个心就

叫知道。我们不说知道，知觉你听得懂

吗？知觉，你的知觉在发生作用，这该

听懂了吧？知觉发生作用就是知道，知

觉在发生作用就是知道，还不能理解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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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师：嗯，我还不能完全领会。 

师兄 A：这个要靠悟了，不能靠理解了。 

上师：他靠想，这个用想吗？ 

出家师：不用想。 

上师：就是嘛，这不是知道吗？很直接

的嘛。所以这就叫打掉妄想，要打掉。 

出家师：该知道他就自然知道了。 

上师：知道是自然的，知觉的作用就是

在知道上。因为我们知道六根都是关住

的：眼睛是闭上的；因为我们持咒是无

声的，耳朵也是关上的，是一样的；当

然你还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但是我们

这个咒是无声之声，无声之声作用是在



   

59 

意根上，意根能够起作用；所以说是眼

耳鼻舌身，这五根作用全部集中在意

根，通过意根来培养心力，直至一念不

生、一心不乱。 

出家师：持咒虽然没有发声，但是好像

有一点默念的感觉。 

上师： 他是默念呀，没错；但他不是

默想，他还是在念，不是在想，想就错

了。我们不是用大脑去思考这个咒，而

是通过口念调动心念；口念来调动心

念，不是用想，想完全是意根的作用。

但是我们说六根唯心，六根全部集中在

一块用，体现出来就是心的作用，心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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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作用。那么在这个心识起作用的过

程当中，你能够察觉到脑海当中妄念纷

飞，这个就不是意根体现出来的，是第

八识田里面流露出来的，从你心中流露

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心在作用，持

咒也是心在作用，翻种子也是心在作

用。跟你的思想（无关），因为你的思

想是通过眼耳鼻舌身这五识作用出来，

他才能够产生思想。 

出家师：有时候回忆，想问题，静坐想

问题，有时候也会。 

上师：那不是种子翻出来吗？ 

出家师：那回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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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回忆不是种子翻出来吗？ 

出家师：哦，也是翻种子啊。 

上师：你八识田里面的种子嘛。 

出家师：我以为是记忆呢。 

上师：你这个记忆藏在哪儿？藏在八识

田里面。大脑它就是个器官，它不断地

在思考。这个大脑的思考它是留不住

的，能够让它留住是七识的作用：七识

分别作意、分别审计、分别计量，七识

的作用。七识就是八识跟六识之间的桥

梁，七识在产生作用。意识这个器官就

思考，它没有储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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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 2015 年12月 30日（佛历2559 年

农历十一月二十）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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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心中心法断坐与加坐的开示 

弟子 C：蔡老师，觉照当下，只有极短

的时间，那种算感觉还说是一种体悟？

那种觉照当下过后，我为了把体悟到的

一些东西加强或者延长，来寻找这样的

方法，这个是否又落入了执着？ 

上师：这都是妄念、妄想。 

弟子 C：还是妄念、妄想。 

上师：你越想去攀求、贪执，它就离真

心越远。 

弟子 C：那就顺其自然了。 

上师：你那顺其自然呢，也是流浪的。 

弟子 C：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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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因为你落在这个“自然”里，这

个“自然”它有随念和不随念之说，随

境和不随境之说。随境走那就是流浪

了，你也可以不随境界走啊；随念走就

是流浪，也可以不随念走嘛。所以这个

一深入去讲的话，它讲到唯识上去了，

所以我们不讲唯识，你一讲到唯识它还

是要用方便，还是要讲方便，还是要应

用分别去跟你讲。所以很直接的，它讲

一个体会，这体会它是直心道场，无需

解释。 

弟子 D：师父，晚上十一点钟上座凌晨

一点钟下座，那这一座是算今天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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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算明天的？ 

上师：算今天明天。 

弟子 C：哪天都可以算？ 

上师：今天明天。一般来讲每天这个打

坐，我们讲你尽量不要超过二十四小

时，能够连续上座，这就不存在中断。 

弟子 D：就是这一座和上一座的时间不

要超过二十四小时。 

上师：那你要是说：不要太严格嘛！那

好吧，来一个“二十四小时左右吧”，

呵呵呵呵，就有了少许方便；如果说还

可以再松一松嘛，那也行，那就二十七

八个小时也行，因为它差别不太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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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对一座两个小时来讲是这样，对

打长坐的师兄来讲那就另当别论了，你

如果说一座四个小时、一座六个小时，

那可以稍微拉长一些。要是说针对两小

时来说那就是这样，最好二十四小时能

够连续打两座，就是这两座之间距离二

十四小时就对了。 

弟子 D：那一座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算

几座？还是算一座？ 

上师：一般这个打坐呢，它有两种说法：

以两小时为一座的话呢，那你连续坐两

座就四个小时，连续坐三座就六个小

时，这个可以说是一座，也可以说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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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看你从哪一个立足点来说；还有一

个更究竟的方法来说呢，就是念念都在

观照，他就不存在几座，他已经打成一

片以了就不存在几座之说了。甚至还可

以说一天坐了二十五个小时，一座坐了

二十五个小时，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时

空。我们所讲的这个时间它是由时空来

决定的，时间跟空间嘛，那你超越它了

就不存在时空了，老天爷都管不住你

了，哪来的时空呢？ 

弟子 D：我们打完百座是不是也可以启

用，比如说帮别人治病时候，该怎么加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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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我们一般严格来讲就是说，打完

预备修之后，两轮六印之后，正修一百

座之后，才开始传启用法。 

弟子 D：那个加坐，比如说加三印帮别

人治病该怎么加啊？在二印、四印之间

还是我们一轮之后？ 

上师：对，在这个千座之内随便你加。 

弟子 D：不管是二印还是四印？ 

上师：也不一定非要给人家治病的时候

你才加，平时都可以加坐，因为这六个

手印都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这个传法

老师呢，在传法之后没有说明叫大家加

坐，所以绝大多数师兄啊，就是两轮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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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坐完之后，专修就是二四印，其他手

印就扔掉了，不修了。这个手印你不结

了，过一段时间就忘掉了，所以绝大多

数师兄只知道二、四印怎么结，其他手

印就不知道了。所以从我们这个法门上

来讲，它是一种悲剧，它是一个悲剧，

修了几年之后，连自己宗门的手印，主

修的法印都给忘掉了，这真的对不起历

代祖师。 

公历 2014 年12月 18日（佛历2558 年

农历十月廿七）开示于黄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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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持咒的力度 

师兄：师，座上持咒的这个力度自己一

直在调整，感觉如果太作意的话，就抓

的比较紧。太放松的话，妄念进来，就

松掉了，有时候昏沉掉了。总是需要调

到不松不紧，力度恰到好处。 

上师：它跟你的情绪有关系。我们说打

坐持咒，这速度快慢跟情绪有关系。如

果是情绪一直都不稳定的话，这个速度

很不好调，它跟内在的情绪有关系。最

好的调试方法就是在微笑当中去调，在

你微笑这个基础上去调整你的心态，它

很容易就可以调到一个适当的频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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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不慢。由于这个持咒的不紧不慢，我

们就能够培养出一个不即不离、不取不

舍的定力来。所以，我们所讲的不即不

离、不取不舍，都是在持咒的过程当中

培养出来的。 

--净明上师 2013－14 打七开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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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控制打嗝 

    而且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尽

量要控制住，千万不要打嗝，我们也有

师兄说了，我们其他传法老师，还有元

音上师开示里面说，打一两个嗝没关

系。 

   这个打嗝啊，大家刚开始打嗝，会

觉得很舒服，也有一些师兄打嗝之后，

没把它当成一回事，打了几个嗝之后，

就再也不打了。但有一些师兄呢，觉得

这个打嗝太舒服了，特别是我们的女师

兄，觉得这个打嗝太舒服了，所以整一

个打坐都在打嗝，最后这个嗝，打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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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下来之后，就像天上打雷一样。我

们那个道场，经常呢把这些打嗝的师兄

清单了，不给她参加打七。因为整个道

场就只听到她一个声音，不停地在打

嗝，而且坐在她身边的那些师兄啊，更

简直就像是垃圾回收站一样，不停地回

收她的废气，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了，要

把师兄给清单了。所以记住一定不能够

打嗝，打嗝不是好事啊，我们要让身体

里的废气往下走，往下排，不要让它往

上走，大家不要用嘴巴来放屁，那样对

身体并没有好处。所以，我特别强调大

家不要打嗝，这个毛病犯了，它就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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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改正。     

——净明上师 2012 年重庆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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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根尘脱落与爆炸 

    那么在座上这种定境（能所双忘后

的定境）呢，它是如此表现；下座以后

呢，自然而然的，人就处于一种绵密的

观照当中。当我们这人处在一种绵密的

观照当中啊，它这个定境会时刻现前，

走在路上，突然间停下来不走了，定在

那里了。它这个定并不是说对周边的一

切都不知道了，而是了了觉知，坐在那

里，人也就定在那里了，身心都化空了，

了不可得了，一切都了不可得。当然我

们所讲这个身心化空，有可能化得不是

那么彻底，知道这个身体空掉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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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我世界还在。再进一步的，这个

定境再体现出来，就是人我世界都不在

了，身心彻底化空了，随之而来是一阵

剧烈的爆炸，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彻底

炸个粉碎，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根尘脱

落，这是师兄们苦苦追求的爆炸，这个

时候出现了！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爆

炸它不是偶然的，它是功夫成熟透了之

后才会出现的，时节因缘成熟了，它会

自然显现。所以，大家在这个修证的过

程当中，不要刻意地去追求它，只要有

求，都是在制造能所，这个能所不灭，

它就不会出现寂灭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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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不要有所求在，一切都了不

可得，就连我们说的爆炸也了不可得。

这个修证的功夫一步一步来，到这里才

能够得到一味法味，能够得到一点法

味，才知道个入处。那对于将来的修证，

这个路子还长得很，当然那个长呢，就

不再是一种摸索着走了，再不是一种盲

修瞎练了，而是实实在在的修证。每修

一步都如同囊中取物一样，这自家宝藏

你是用之不尽的，花不完的、用不完的

自家宝藏，那才叫作真修行啊，在此之

前那都叫盲修瞎练。 

 ---净明上师 2013－14 打七开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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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咒语的速度 

    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

讲，有时候是可以听到这个微细的声

音。那随着这个咒速度加快，这个声音

慢慢地消失，直至没有。这个咒语由长

变短，因为咒语速度加快了，它就不是

每一个字都能够察觉到。一句咒语里面

有可能二十几个字，只能够听到两三个

字，这个很正常。实际上我们想试一下

这个咒对不对，你把速度一放慢，马上

它又是一条完整的咒语。速度加快了，

看不到，察觉不到这是正常现象。 

--净明上师 2013－14 打七开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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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咒快才不会跟着意识跑 

    上师：……你看我们说嘛，持咒要

形成咒轮。心中心法这个时候一分钟 15

遍以上，甚至还可以再快,17 遍，18遍，

20 遍都有可能，咒要快，咒快才不会跟

着意识跑。咒快，才能够发现自己的微

细流注。你跟着意识跑，那是粗妄想，

做梦去了，那是粗妄想，微细流注你根

本就看不见。你看到微细流注了才能够

发现自己是在作意。你还看不到自己作

意呢，知道吧！所以说连自己起了疑心

都不知道，怀疑自己了还不知道。怀疑

叫什么？叫贼。作意就叫贼，你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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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里面有这一句话：认贼作父。唤奴

作郎，认贼作父。就这个贼心在起作用

啊，你把这个贼心当做自己了，贼心不

死，偷心不死。就老抓着这个臭皮囊不

放，老抓着这个作意不放，所以下座表

现出来也是这样嘛。 

   摘自：净明上师海口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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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怎样打坐才如法 

    我们有很多师兄嘴巴是不动的，我

们所谓的嘴巴动，嘴唇，它要微动。我

所讲的不动是啥呢？师兄们上座之后

就开始不动了，他不念了，他用什么来

念呢，用想来念，用思想来念咒，这个

不叫念，这个叫想。想是培养不出定力

来的，因为这想它直接作用在意根上，

不是作用在耳根上，而我们所讲的是耳

根圆通法门（我们这个宗门的特点是观

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法门），是从耳根上

面来做功夫，用耳根管住意根。 

    如果说我们不用耳根的话，直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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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意根上，这个作用它是培养不出定

力来的。所以大家呢，上座的时候嘴唇

一定要动，动的幅度不要太大，微微动。

舌头是动的，嘴唇是动的，如果不动那

就是在想； 

舌头也不动，嘴唇也不动，那就是在想

了。所以说，这是必然要动！ 

那么我们动的幅度，它会从这个大的幅

度，慢慢地向微动、微微动发展。它就

是在微微在颤动，那也是舌根在作用！

也是我们的闻性闻根在起作用，耳根在

起作用，那这就如法啦！ 

－净明上师 2013－14 打七开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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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手印一定要师传 

 尼师父乙：老师，您讲她结手印没有

力量，您要教她怎么才有力啊？ 

上师：力量是吧，大莲花手印。手指用

力伸一下，你试试用力，然后再放松，

自然放松，这比你刚才有力量吧？你可

以试一下，先用力伸一下，然后再自然

放松，它就有力量了，你伸一下你感觉

经脉都拉动了，这个是我们二祖的方

法。先用力伸一下，然后放松。 

Z 师兄：上师啊，您讲这个方法，在书

上根本就看不到啊！ 

上师：这是元音老人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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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师父乙：口传的。 

上师：这是元音老人说，然后说是二祖

传给我们就是这么传的。 

Z 师兄：所以这个手印一定要师传。 

上师：因为二祖有很多著作，在文革期

间被烧掉了。 

尼师父乙：哦，怪不得。 

上师：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二祖他那个全

集啊，只是他平生所开示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都被烧掉了，二祖原本为我们

这个宗门立了很多规矩，这部份，文革

期间都被毁了。他立了宗规的，立了传

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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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净明上师海口开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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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手印一定要在胸口与下巴之

间 

师兄：那座上妄念纷飞的时候，有时告

诉自己去转念，就是作意的去转。 

上师：不用管它，你只管持咒，妄念纷

飞你就只管持咒，把注意力放在咒上，

不要放在妄念上。 

师兄：这几天昏沉比较厉害怎么解决？ 

上师：昏沉，你这个昏沉比较厉害，它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结手印的时候，好

多师兄把手印放到这里来（胸口以下），

手印放到这里来，手印基本上它是不具

备加持的力量，很容易昏沉。所以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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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跟大家说，手印一定要提高(胸口与

下巴之间)，因为这样手印就起到加持

作用。假如你打坐越是出现禅定的话，

如果是旁边的人在看你，他会发现你这

个手印一直在提高，那是禅定的表现，

加持力大。所以我说大家这个手印一定

要提高，你这么放着的话肯定是昏沉

的。入定不是这样的，你定得越深手印

越高。有好多师兄说入定了都这样，其

实那不是入定是昏沉，因为我们定力是

向上的，你越是定的话，手印越高，它

不会是下来的。手印下来了，我们说一

个是昏沉，第二个就是掉举，或者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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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无记了，就是这个手印都是放下的。

所以大家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手印尽量

抬高些。抬高是有点累，但是对大家培

养定力却很有帮助。 

－－净明上师 2013－－2014 年打七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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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打坐跟时间有关系，不是跟

怎么盘有关系 

    所以往往打坐四个小时以上，这个

四个小时以上的打坐，这个时候我们所

有的境界都变得平淡了，觉得这些境界

没什么了不起的。而且随着我们这个念

头进入了微细念头的时候，一阵阵的这

个念头我们能够察觉到，但是看不清楚

它是什么。有时候像一条大河一样，这

些念头啊生生不灭，川流不息，这都是

微细流注的体现。川流不息能够看得

到，但是实在看不清楚它是啥，因为这

个时候定力还不够，定力够的时候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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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得清楚，它虽然是川流不息，但

还是能够看得比较明了。所以说我们这

些妄念啊，它也不会彻底地断掉，如果

说这个妄念彻底断掉了，也就没有我们

后面的妙用了。我们这个妄念实际上是

我们这个自性的一种妙用，当你执着

它，它才是妄念，不执着它，它就是妙

用。所以说我们这个打坐跟时间有关

系，不是跟怎么盘有关系，大家不妨试

一下。当然我们绝大多数的师兄都是打

长坐走过来的，都知道。 

  －－净明上师 2013－－2014 年打七

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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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六字大明咒和手印 

弟子 H：上师，我想问一下，就说我修

六字明有一年多了，需要重新传授吗？ 

上师：噢，每天都在重新开始，我说我

们是每天都在重新开始，就像我们吃饭

一样，没有谁会问：我每天都吃饭，今

天是不是要重新再吃啊？（众笑）其实

修行就跟吃饭一样，我们每天吃饭每天

都归零，修行也一样，每天修行打坐每

天都归零。得到什么？得到个心安，得

到个心安啊！佛法是安心法，得到心安，

就跟佛法相应。 

弟子 I：我们感恩蔡老师啊，拿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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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给我们。（众感恩） 

上师：这是佛菩萨给我们的，（众笑）

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弟子 J：我的意思是给上师看看手印对

不对，还有咒语各方面也要念一下。 

上师：对，没错，要欢喜。你坐上来，

好，对，以前在我们道场住过嘛。 

弟子 J：住过两天，那时候刚开始。 

上师：就是啊，往后坐一些，再坐后一

点，哎，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手

印？六字明是吧？ 

弟子 J：嗯，我念给上师听：嗡嘛呢呗

咪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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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噢，好，这个念得很动听啊，嗯，

就这么打坐。这个唐密是这么坐的，唐

密很多个法门都是用这个坐垫来打坐

的。我们印心宗也一样，元音上师在美

国也开示，就说这个脚就放在下面就可

以了。有师兄说要双盘，老人说不要双

盘，我们不讲究这个腿怎么盘，主要是

手印不倒，手印一定不能倒。所以这个

手印的结法也很重要，手印要结得高才

会不倒，如果结在这里，时间长了它肯

定会倒。所以这个手印啊结在这个位置

（45 度角），坚持不了多久，半小时以

上它就开始倒了，最后手印都掉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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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所以，元音上师的开示说手印不

能倒不能散，这个腿怎么盘没关系，最

重要是手印。 

弟子 K：上师，我在坐的过程中，也是

这样子夹紧的，刚开始都是很对，但是

可能是昏沉了，到后面发现又变回来倒

下了。 

上师：这个是你平时的愿力不够，平时

愿力不够。 

弟子 K：那现在我座下也是要时时发愿

的？ 

上师：座下是的，好多师兄都问这个问

题：手印结着结着，它会散开或者会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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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因就是平时座下愿力不够。 

摘自：公历 2016 年 6 月（佛历 2560

年农历四月）南宁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