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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妙心佛学文选·第三辑 
[ 拙作无版权,往来天地间；普施九法界,同种七宝莲。]    
         《醒世吟》· 上 篇 血气方刚忆当年，而今又见旧诗篇；春秋多事人多难，狂性未改泪未干。 持戒念佛修净土，虔心礼拜见灵山；三根普被难思议，六度万行深妙禅。 赏心悦目兜率院，良辰美景叨利天；纵使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坐宝莲。 空弦无调醒世吟，回眸人间泪凄然；螳臂挡车不自量，蚂蚁缘槐尤可怜。 佛国有路人不去，地狱无门却爆满；且问幸福在何处？镜花水月云外山。   流年似水空忙碌，为谁辛苦为谁甜？可叹心苦命亦苦，所幸身残性未残； 人身难得佛难遇，苦海余生上宝船。时代潮流多变迁，人夸覆地又翻天； 未知此事好与坏，但看身心安不安。患难夫妻成陌路，铁杆兄弟常翻脸； 同床异梦多孽债，劳燕分飞空缠绵。假冒伪劣遍天下，坑蒙拐骗在身边； 路旁野外冻死骨，饭店商场酒肉山。别墅洋车载二奶，茅屋寒舍形影单。 人间多少不平事，总是因果暗牵连；举头三尺有神明，通达六道须天眼。 平民自有平民苦，干部岂无干部难？锦衣玉食无欢乐，家富财旺人多嫌。 防盗门中装警报，席梦思里魂不安；迎来送往脸上笑，衣食住行心内烦。 昼夜奔波人多病，身心交瘁难申冤。当年陈毅有名言，掷地有声天下传：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周期分长短；不信请读廿四史，赫然一部因果篇！ 多行不义必自毙，因果报应非虚言；智者见此应惊醒，悬崖勒马学圣贤。 狡诈贪婪千夫指，忠孝贤良万古传；行善积德有余庆，子孙后代福禄绵。 横行霸道招祸殃，损寿折福一世斩；聪明多被聪明误，糊涂更觉糊涂难。 浮生如梦草头露，壮志未酬忽百年；西方路上无老少，何处鬼魂不喊冤！ 夺利争名白忙累，一朝命断入黄泉；鱼饵有味忘闭嘴，苦海无边想回岸。 临死方知肉价贵，都为食客作贡献；家财万贯谁享受？罪业千重独承担。 生前枉费百年计，死后空卧七寸棺；长夜阴曹刑罚重，清明坟头冒狼烟。 纨绔子弟难成器，惹事生非害祖先；杀父弑母寻常事，鞭尸掘坟换酒钱。 生不得意死不安，饿鬼啾啾孤魂惨；三世因果总结算，六道轮回倍熬煎。 参透红尘伤透心，看破人间惊破胆；到此追悔前生误，只是当初已茫然！    
            《醒世吟》·中  篇 所幸我今尚年青，且将死字挂额前；世情勘破总是幻，一悟冲出生死关！ 四大假合焉能久，六根不净何足恋；五浊恶世非我住，上下求索为涅盘。 十年一觉庄蝶梦，三教九流探心源；炼气炼神魔初入，方生方死意自闲。 口头三昧妄修道，我法二执野孤禅。参破红楼梦憬然，苦空无常大观园； 看似好了实难了，千载谁解荒唐言！回首往事似恶梦，自觉觉他得真诠； 三界无安如火宅，回光反照见本原。多难始读经律论，金刚圆觉首楞严。 声声入耳根尘净，字字泣血骨髓寒；暮鼓晨钟惊噩梦，经声佛号降甘泉。 万卷法宝消永日，六字洪名度残年；一意孤行奔净土，八风不动安如山。 万修万去易行道，至善至美深妙禅。厌离娑婆欣极乐，死囚遇赦回家园。 深信切愿求正觉，究竟成佛不退转；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春暖月正圆。 净土自性本无二，性相事理不可偏；三世诸佛一法身，十方净土皆同源。 法界心念法性佛，菩提心行菩萨愿。念佛若无超世志，量小难登般若船。 解行并进趣菩提，福慧双修登彼岸；粉碎虚空脱根尘，涅盘生死两寂然。 十方诸佛同护念，亿劫难逢此因缘；父母不忍欺儿女，佛祖岂把众生骗？ 云破日出法身显，佛光普照法轮转；誓将浊世变净土，火宅盛开紫金莲！    
            《醒世吟》·下  篇 净土功高且易进，福轻业重难生信；势单力薄难自度，浪险风狂多魔军。 觉海慈航君不见，可怜盲聋喑哑人！我以忠孝赤子心，报答天下父母恩； 哭劝众生上法船，直达彼岸见娘亲！念佛即是通行证，免难消灾脱苦轮； 不须三祗修福慧，但凭六字出乾坤。礼佛一拜消众罪，称名十声满善根； 都摄六根闻自性，广修三福尽人伦。世间万事皆短梦，唯有念佛功德真； 倘不往生总是苦，天王帝释亦沉沦。勤修清净波罗密，恒不忘失菩提心； 净念相继度岁月，持戒念佛人上人。六度万行随缘做，临终十念佛接引； 一刹那中离五浊，七宝莲池上三品。花开见佛悟无生，位齐等觉证法身； 清净海众常围绕，观音势至可亲近。弥陀授记速成佛，光寿无量号妙音。 香光庄严遍法界，相好光明无等伦。十大愿王悉圆满，再来三界度迷津。 智能广大遍十方，慈悲喜舍恒无尽。开示人天涅盘路，关闭一切恶趣门。 广逾虚空细如尘，不离圆妙自在身。法身慈父常护念，觉性总集无量尊。 坚固一心楞严定，圆满无碍真如心；空室纵有六贼入，无念无住无怨亲。 众生困苦即我苦，如来悲心即我心；诸佛宏愿即我愿，普令众生入一真。 苦海填平成法海，惑根拔尽增慧根；将此深心奉尘刹，无相布施报佛恩。 水月道场无所住，梦幻佛事不动心；如是经于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 觉世歌咏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 



     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观世音菩萨！ 
 
                 《真如学道诗》 之一：本是文坛一浪子，指桑骂槐人称奇。愿为百姓倾血泪，敢向刀丛觅歪诗； 
     骂尽诸色一时快，踏平雷阵双目迷。人间地狱何足恋，苦劝世人求生西！       之二：网上写诗为那般？只因凡夫见识偏。今人心地多浮躁，空怀琴笙未张弦； 
     深入经藏难说法，漫吟打油作午餐。莫轻佛门无文化，道场由来多圣贤！ 之三：偶来网上闻法音，左右逢源一时新。对面不识菩萨面，眼前即是涅槃身； 
     乾坤荡荡广长舌，法网恢恢妙色身。显密教宗莫强辩，莲池海会同一人！ 之四：笔墨生涯数十年，古今中外遍浏览。三教九流皆戏论，诸子百家亦闲谈； 
     琴棋书画空费力，文史哲经多妄言。绝路逢生遇佛教，始知出苦有宝船！ 之五：春夏秋冬如飞轮，无情岁月恨煞人。风尘落叶红颜老，日暮途穷白发新； 
     寒夜路边多饿鬼，白昼车下抛冤魂。人间万丈苦恼事，皆是前生作恶因！ 之六：人生好似倒计时，脚步匆匆近死期。逝者如斯圣贤叹，浮生若梦皇帝衣； 
     可怜白发送黑发，更见活尸拖死尸。生死事大休空过，学佛正可破此谜！ 之七：情为何物缘何生？问遍古今理不清。天若有情天亦老，心中无欲心自平；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容易醒。回首沼泽陷身处，几人到此不悲声！ 之八：我本鲁狂人，身贫道不贫。凡躯游闹市，魂梦向丛林； 
     惯看荒唐事，难为性情人。勘破南柯梦，寄书问浮云。 之九：上网学佛教，忽觉面目新。聊天交挚友，码字着奇文； 
     可怜身外相，悟取心中心。且看无心处，莲池四海春！ 之十：系身三界内，失却真如心。未酬菩提愿，常恨业障深； 
     久违圣贤教，背离父母恩。从今当悔悟，甘做念佛人！ 
 
                      《真如悟道诗》 其一：学佛不怕修行难，断臂求法只等闲。火海刀山腾细浪，妖魔鬼怪走泥丸； 
     念佛消业心头暖，六道轮回骨毛寒。心系弥陀大慈父，往生授记尽开颜！ 其二：人生如梦叹无常，蚂蚁蝗虫何匆忙。好事多磨今非昔，人心不古愚且狂； 
     六根清净方成道，三毒炽然见阎王。猛士当发菩提志，庄严净土好风光！ 其三：咣铛一声到中年，辛酸往事奔眼前。醉生梦死迷粉巷，晓风残月近黄泉； 
     读经最爱楞严定，说法多传如梦观。烦恼本空何牵挂，舍身为众作福田！ 其四：皓首穷经三十年，为人作嫁未得闲。说食数宝徒自困，入海算沙忘家园； 
     般若妙观燃慧炬，魂归净土达心源。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其五：鹦鹉学舌度流年，而今方悔荒心田。如梦如幻空牵挂，念佛成佛是真传； 
     律己假借地狱想，劝人常作梦幻观。一句佛名通天地，长歌当哭震大千！ 其六：禅净密律莫强分，密教显说倍觉亲。末后一着归净土，向上一路明本真； 
     且由事持达理持，妙在佛心转凡心。净念相继随佛去，乘愿度尽苦海人！ 其七：愿遵普贤年复年，行人莫问净与禅。光光交映佛心印，息息相通生宝莲； 
     圆觉妙心顿开悟，寂光真境常现前。相逢握手一大笑，故人风物两依然！ 其八：业海深深深几许？人生到头总是苦。悲欢离合少如意，生老病死多债主； 
     半生操劳半生病，一路风霜一路雨。往事似烟且放过，烦恼如麻速斩除。 
     慧眼照破世间相，死心念佛求净土！ 其九：五浊恶世脏乱差,病目痴儿恋空花； 宇宙荧屏观录像,顿超三界本一家。  净心净土非二物，真如真诗独一家；劝君更饮甘露水，浇灌十方妙莲花！ 六道茫茫孽海深,舍本逐末梦游人； 念佛参破生死梦,顿入莲台最上品!  其十：乌云遮慧日,险路盲人迷。 长夜鬼魂闹,无明魔外驰。  旷野云霞乱,翳目空花起。 万法唯心造,四生同本体。  法门无生灭,迷悟有缘起。 绝路逢净土,念佛倍欢喜。  心净土自净,欲海变莲池!  
           短诗如刀斩戏论,归心似箭念弥陀! ----净土无诤诗  (之一)  
 顶礼诸位师兄!佛法无诤,缘起性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诸位关于会集佛经的讨论,都是梦中说梦,心外生心.大事未了,辜负佛恩! 慧日丽天,何惧浮云?佛法常住,无须担心!  不仅如此,佛门中的一切分歧,皆可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护法之心可敬,忧法之念多余.如牦牛爱尾,徒自困扰.依愚弟之管见,不如放下万缘,死心念佛,求生净土,迅速成佛,乘愿再来,普度众生 .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惟其如此,方可荷担如来家业,统理大众无碍!  更何况,万恶‘我’为首,三界唯心造!大千世界,污浊恶世,不过是我人之业影感现而已!----如人照镜,镜不离相,相不离镜;镜外无相,相外无镜.其相美丑,无关明镜；见相污浊,何必怨镜!循相见镜,知镜无相,离相无镜,本来清净!愚者外求,智者自省；非相非镜,即相即镜。镜相一如,十方清净；扫荡我执,当下见性!  
  此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镜子当头,心在其中!依报紧随正报转,山河大地尽自性!是故,若欲净相(净土),当净其心(忆佛念佛)；闭门(六根之门)即是道场,念佛当体净土!此即明心见性.此即中道实相.此即大圆镜智-----心不离境,境不离心;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心境一如,即是菩提!  诸位若肯放下人我是非,破除颠倒妄想,则知世间一切,无非真心自性,与外人外境外道何干?!----通达此理,冰雪消融,干戈顿弃,邪见自休!  如是妙观察,何处无净土!看人皆菩萨,唯我是凡夫!  愚弟谨作小诗数首,供养诸位,以期止息争论；虽不能转欲海作莲池,或可化干戈为玉帛------阿弥陀佛!!!  一  灵山海会一台戏,诸佛联袂宣妙义。 生旦净末巧搭配,显密顿渐分场次；  缘尽曲终人未散,云开月朗见天机。 激光屏幕且穿过,就路还家莫迟疑!  二  我身已死魂已散,何故如蛆生贪恋? 敲碎尸骨施禽兽,剖开皮囊作妙观；  六根不净臭皮袋,四大假合随云烟。 业尽情空归本际,真如妙心常湛然!  



三  般若慧炬烧邪见,非有非空离两边。 绝相超宗履中道,离形去智现本源；  五蕴虚幻同录像,万古是非如光盘。 看破人间荒唐梦,死心念佛归家园!  神医庸医混鱼龙,棒喝棒杀实不同； 陶铸法门真龙象,出家莫作狮身虫!  佛法由来无争端,摄禅归净是真传； 应机施教分法乳,方便多门归本原!   持戒念佛心无染,堪称无上深妙禅； 一票直达涅盘地,毘卢性海妙庄严!  五浊恶世脏乱差,病目痴儿恋空花； 宇宙荧屏观录像,顿超三界本一家!  六道茫茫孽海深,舍本逐末梦游人； 念佛参破生死梦,顿入莲台最上品!  人在梦中不知梦,南柯蚁穴瞎折腾； 醒来枕上无一物,一片痴心付秋风!        知梦参梦方觉梦,万法一如心贯通； 不离当处见实相,坐看人间夕阳红.  
 
                  《净土无诤诗》（二）  
                        一  末学念佛五年,逐步由净入禅；上品往生有份,功在圆觉楞严。  论坛诸位师兄,皆具福德因缘；导归向上一路,亟须顶门着眼!  牢记三聚净戒,信靠弥陀本愿；力行十大愿王,心系净土家园。  善入无诤三昧,通向佛知佛见；忽然根尘脱落,弥陀遍布人间!  
                        二  真金不怕火炼,佛法何惧争辩? 智者回光返照,愚者仰面唾天!  诸佛妙药灵丹,皆为去病方便；智者对症取药,愚者大闹医院。  佛法平等一如,广大无碍圆满；贵在转识成智,法法通达心源。  分清目标手段,回归自性福田；何故背父逃走,逃荒流浪要饭!  
                        三  古佛不处涅盘,广造救生慈船；果真依教奉行,十念顿超彼岸。  净土微妙深禅,十方诸佛赞叹；信者一网打尽,圆证三不退转!  往生首重信愿,十方诸佛护念；死心塌地念佛,莫负大事因缘。  果真净念相继,何愁一心不乱? 念念与佛同在,净土稳操胜券!  
                        四  浊世弘扬净土,皆为菩萨示现；信愿持戒念佛,火宅遍开红莲。  会集不失原义,引玉何妨抛砖? 一本光显众本,六字统摄万言。  夏公锦上添花,净空雪中送炭；何人死在句下,有执统称邪见。 若非大德出世,众本堙没不传；知恩为何不报?饮水固当思源!  
                        五  法界藏身难见,光中化佛亿万；三秋万山红遍,一月千江普现。 菩萨示有诸过,慈悲喜舍方便；倘若济公再现,诸位如何判断?!  净土难思难议,唯佛乃能穷源；文殊普贤势至,殷勤求生发愿。  所谓法理探讨,凡夫狂妄知见；可惜肉眼凡胎,叶障不见泰山!  
                        六  我等业力罪犯,杯弓蛇影狂乱；盲人探讨大象,蝌蚪坐井观天。  小命昙花一现,哪来闲情争辩? 痛念无常迅速,战火瘟疫连绵。  夏公往生成佛,净师化度百万；反观自身何为?无事生非捣乱!  争论由来已久,是非愈加明显；恶言化为甘露,废经成为焦点。  众经一道齐行,法师有言在先；专弘并非独尊,会集不废经典。 远离四相四病,严禁毁人自赞；万法不离真心,安住清净本原！ 
 
   [ 附录]   夏莲居居士净语·深妙禅偈   有大福德始念佛，发菩提心修十善。佛说无上深妙禅，浅人当作浅法看。 四仪庄严三业净，坚守重戒勿少犯；打破人我是非关，放下生平闲知见。 谈玄说妙不相干，三字真传老实念；只此即是长夜灯，苦海慈航斩魔剑。 要拔多劫生死根，直拼此身作呆汉；五宗八教一句收，切莫念外觅方便。 过缓过急同是病，强想一心心愈乱；志坚如钢气如绵，不间不杂自成片。 因心果佛互感应，根身器界潜转换；烦恼未伏念不一，习气不除佛不现。 千万句如一句时，何愁不见弥陀面；此事非易亦非难，三昧全凭信行愿！ 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钟；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 任你千般快乐，无常总是到来；唯有净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火宅生莲歌               一  灵山海会一台戏,诸佛联袂宣妙义。 生旦净末巧搭配,显密顿渐分场次；  缘尽曲终人未散,云开月朗见天机。 激光屏幕且穿过,就路还家莫迟疑!               二   世人皆说念佛好，不知念佛须靠倒；死尽狂心即佛心，看破凡情无烦恼。 
  一念回光见佛光，万古罪业一时了；无量光佛彻天地，寥廓晴空任逍遥。 
  世人皆念南无佛，不晓南无是什幺。南无本是求救义，死囚临刑可奈何； 
  南无更是回归义，身家性命全寄托。我今至心归命礼，舍生忘死奔弥陀。              三  般若慧炬烧邪见,非有非空离两边。 绝相超宗履中道,离形去智现本源；  五蕴虚幻同录像,万古是非如光盘。 看破人间荒唐梦,死心念佛归家园!                 四  神医庸医混鱼龙,棒喝棒杀实不同； 陶铸法门真龙象,出家莫作狮身虫。                 五  佛法由来无争端,摄禅归净是真传； 应机施教分法乳,方便多门归本原。  持戒念佛心无染,堪称无上深妙禅； 一票直达涅盘地,毘卢性海妙庄严。 



               七  五浊恶世脏乱差,病目痴儿恋空花； 宇宙荧屏观录像,顿超三界本一家。                八  六道茫茫孽海深,舍本逐末梦游人； 念佛参破生死梦,顿入莲台最上品。               九  人在梦中不知梦,南柯蚁穴瞎折腾； 醒来枕上无一物,一片痴心付秋风。  知梦参梦方觉梦,万法一如心贯通； 不离当处见实相,坐看人间夕阳红。                十  乌云遮慧日,险路盲人迷。 长夜鬼魂闹,无明魔外驰。 旷野云霞乱,翳目空花起。 万法唯心造,四生同本体。  法门无生灭,迷悟有缘起。 绝路逢净土,念佛倍欢喜。  心净土自净,欲海变莲池!  
             真如觉梦诗 
   
    开辟鸿蒙曾为仙，长宵难耐清虚寒。挑逗四大玩游戏，捉弄六根做演员； 
    自作自受自迷惑，自导自演自悲欢。一场游戏一场梦，六道孽债六道还。 
    迷头认影疯狂汉，追腥逐臭丧家犬。诸佛点破迷魂梦，南柯太守尚悠闲； 
    冷眼笑看悲喜剧，抽身跳出鬼门关。脱下戏装见真相，告别舞台回家园。 认祖归宗拜慈父，从头收拾旧河山；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我身已死魂已散,何故如蛆生贪恋? 敲碎尸骨施禽兽,剖开皮囊作妙观；  六根不净臭皮袋,四大假合随云烟。 业尽情空归本际,真如妙心常湛然!  般若慧炬烧邪见,非有非空离两边。 绝相超宗履中道,离形去智现本源；  五蕴虚幻同录像,万古是非如光盘。 看破人间荒唐梦,死心念佛归家园!  人在梦中不知梦,南柯蚁穴瞎折腾； 醒来枕上无一物,一片痴心付秋风。        知梦参梦方觉梦,万法一如心贯通； 不离当处见实相,坐看人间夕阳红。 
 
   成佛不难，妙在心转；西方不远，一念之间。如人做梦，非增非减。 
  背尘合觉，反本还原；不起于座，当下涅槃。三界如梦，梦醒即佛， 
  昏睡即凡；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住相即错，无须多言！   
   呜呼！梦中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迷路之人，法无定法，回头知非法法也。放也放不下，担也担不完；我有一方便，常作如梦观。梦里分明有六道，觉来空灵无大千。梦由妄心现，一假一切假；觉亦不离心，一真一切真！梦人说梦话，醒后即真人；劝君念佛号，妄消可显真；径直奔弥陀，弥陀非别人。花开见佛日，四海同此春！ 
             附：〈念佛同和〉诗歌一组 
    南无老调又重弹，己是十劫意未阑。直到众生成佛日，唱彻莲池水涟涟！ 莲池海会似现前,诸乐予我悦无边,同思西方极乐界,尔等痴儿乐开怀! 莲池海会本现成,我是极乐旧主人。一唱一波回浪涌，掀翻娑婆种莲根!    极乐本是慈尊住,哀怜十方苦众生,发下超世十八愿,迎儿归西乐无边!  极乐即是众生界，辛苦一梦经十劫。若非阿弥亲指示，枉生枉死未解结！ 极乐即是众生界，四生本是佛陀耶。蕉鹿梦中蝴蝶梦，一唤“南无”狂心歇。   一唱一声一应和，此心歇处真快活。如今撒手无别样，大家同念阿弥陀！   由是佛心回向故，使我迷心变佛心；犹如污泥长清莲，清气普熏十方界。  
    老兄且莫唱老调，听取杨柳枝翻新。 
     己得佛心回向故，我与如来同此心；清莲遍种三千界，何处花香不醉人！    何处花香不醉人，当年颠倒走红尘。就路归家还自笑，连累西方老慈尊！ 连累西方老慈尊，你太痴来我太昏！十劫悲苦从他觅，一朝相见乐天伦。 迦陵频伽极乐来，天人也将乐声裁。音声如海传三界，报道莲池花已开。    闻说莲池花正好，一花开后百花开。香光无限情无限，阿弥为我亲手栽。 辜负阿弥事可哀，荒废当时旧莲台。如今把臂安坐稳，天真父子笑满腮。 
 
            〈真如妙观诗〉 
·要善于观察反省,观一切人都是菩萨,见一切境都是净土。 
·欲修无上道,须做录像观;反观此世界,一部恐怖片!   末学二十年前学“入世法”，其要诀为：“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古为镜知兴衰，以人为镜明得失。”   二十年后学“出世法”，其要诀为：“以苦为镜察善恶，以死为镜信因果，以空为镜除三毒。”   而今悟得觉世法，出世入世两相宜，三界无非梦中事，自作自受自痴迷。方知佛法即是醒梦法，即是救世法，即是觉世法。得其本则至简至易，失其道则甚险甚难。所谓“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认做本来人”“纵使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佛法的核心要诀是：“以心为镜观自在，以梦为镜知真假，以性为镜契圆觉，以佛为镜归净土。” 
   万恶‘我’为首,三界唯心造!大千世界,污浊恶世,不过是我人之业影感现而已!----如人照镜,镜不离相,相不离镜;镜外无相,相外无镜.其相美丑,无关明镜；见相污浊,何必怨镜!循相见镜,知镜无相,离相无镜,本来清净!愚者外求,智者自省；非相非镜,即相即镜。镜相一如,十方清净；扫荡我执,当下见性! 
   此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镜子当头,心在其中!依报紧随正报转,山河大地尽自性!是故,若欲净相(净土),当净其心(忆佛念佛)；闭门(六根之门)即是道场,念佛当体净土!此即明心见性.此即中道实相.此即大圆镜智-----心不离境,境不离心;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心境一如,即是菩提! 
   诸位若肯放下人我是非,破除颠倒妄想,则知世间一切,无非真心自性,与外人外境外道何干?!----通达此理,冰雪消融,干戈顿弃,邪见自休!   
  如是妙观察,何处无净土!看人皆菩萨,唯我是凡夫! 
  愚弟谨作小诗数首,供养诸位,以期止息纷争；虽不能转欲海作莲池,或可化干戈为玉帛 
  ----南无阿弥陀佛!!! 



 
                 一  欲修无上道,须做录像观； 镜头频切换,此心无动转。 万般悲喜剧,缘自编导演； 千古兴亡事,不过一瞬间。 剧终歌舞散,满目雪花点； 空屏无一物,观众徒悲欢。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缠绵； 失却真如性,蚊蝇逐狼烟。 
 感恩佛世尊,甘露洒人间； 开显第一义,赐我智能眼。 有相皆虚妄,无住即福田； 外境空生灭,本体无增减。 信号遍法界,何拘屏幕间?  任凭风雷震,端坐紫金莲。 六根恒清净,万法顿休闲； 莫做狮身虫,护持正法眼。 慧眼观宇宙,潜心学圣贤； 推窗星月近,放怀天地宽。 戒定慧圆满,究竟到彼岸； 反观此世界,一部恐怖片!          二 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日月行空无所住，莲花出泥不污染；体性广大无涯际，不离当处常湛然。 电波磁场遍虚空，频率谐调即显现；心灵即是大屏幕，地狱天堂一念间。 大道无为无不为，放下假我即真我；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 七宝莲池九品荷，一朵莲花一弥陀；莫畏西方净土远，亿刹还同水与波。 一句弥陀苦海舟，脚根不动出阎浮；五宗八教横罗列，东土西天一座收！ 
 
                三 开辟鸿蒙曾为仙，长宵难耐清虚寒。挑逗四大玩游戏，捉弄六根做演员； 自作自受自迷惑，自导自演自悲欢。一场游戏一场梦，六道孽债六道还！ 迷头认影疯狂汉，追腥逐臭丧家犬。诸佛点破迷魂梦，南柯太守尚悠闲； 冷眼笑看悲喜剧，抽身跳出鬼门关。脱下戏装见真相，告别舞台回家园。 认祖归宗拜慈父，从头收拾旧河山；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四 我身已死魂已散,何故如蛆生贪恋? 敲碎尸骨施禽兽,剖开皮囊作妙观；  六根不净臭皮袋,四大假合随云烟。 业尽情空归本际,真如妙心常湛然。 
 
                    五 
   成佛不难，妙在心转；西方不远，一念之间。 
   如人做梦，非增非减。背尘合觉，反本还原； 
   不起于座，当下涅盘！三界如梦，梦醒即佛， 
   昏睡即凡；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夫复何言？！ 
      
   梦中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迷路之人，法无定法，回头知非法法也！ 
   放也放不下，担也担不完；我有一方便，常作如梦观。 
   梦里分明有六道，觉来空灵无大千。 
   梦由妄心现，一假一切假；觉亦不离心，一真一切真！ 
   梦人说梦话，醒后即真人；劝君念佛号，妄消可显真。 
   径直奔弥陀，弥陀非别人；花开见佛日，四海同此春！ 
 
                       六 
   上网摸大象,键盘劈啪响；所得皆皮毛,怡然论短长。 
   奈何忽停电,屏幕泛青光；微机常清净,网虫自迷茫!   现前一念心, 廓然无古今；邪正皆不住, 清净妙色身。   心灭正法生，心生正法灭；不生不灭时，凭何说人我？   生已无可恋 ,死亦奚足厌；本来无生死，生死由心现。  了知诸法空, 始信一切有；西方有极乐，佛号无量寿。    自性似天空，幻躯如浮云。翳眼见空华，狂犬逐风尘；   心灭则病灭，梦醒即真人。反观宇宙相，本是妙色身！                 七 
 净土广大难思议，佛国庄严妙吉祥；一超直入如来地，六度齐行胜金刚。 分清目标与手段，路上车船多变换；十大愿王作向导，一票直达涅盘岸。 同是苦海沦落人，相逢因为曾相识；佛法非空亦非有，不即不离即菩提。 独立小桥风满袖, 平林新月人归后；香饵见来须闭口,大江归去好藏身.  汝等皆当成佛道，吾今岂敢轻慢汝；就万行以彰一心，即尘劳而作佛事。  
 附录〈悟心铭〉  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不是不见，不是不闻，  了了觉知，不着见闻，荡然无住，是名无心。  心若无住，妄依何立？妄既不立，夙障自除。  问心何来？因境而起，境亦不有，同属幻影。  妙用恒沙，尽是缘心，缘心息处，顿证无生。  无生实相，非可眼见，窈窈冥冥，其中有精，  证悟之者，名曰见性。是故无求，心自宁一，  无心可惑，即是大定。得大定者，无动无静，  无得无失，无喜无嗔。本位不移，起应万机，  不变随缘，即无生死。成佛要诀，如是而已。  



（果能如此，与圣贤齐，功德殊胜，不可思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莲花山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2003-12-8 17:13  
 好文章，赞叹！ 
 欢迎师兄常来发妙文~ 
 南无阿弥陀佛^_^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大象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2003-12-8 21:51  
 阿弥陀佛，随喜赞叹真如妙心师兄，祝您早日福慧具足，广度有情，^_^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学杨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2003-12-22 20:25  
 诗作亦可矫若虬龙乎？观此今信矣。 神龙腾雾，可见首尾而不可见鳞爪。 盖吾辈观者法眼未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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