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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贤菩萨偈：
我闻菩萨，大悲宏愿，为众生故，兀兀如痴，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道，于暗夜中，
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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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2013.12.22 

结束了和小乔的感情。 

“身为读书子，攻学贵在勤。仕途命安排，子曰日日新。” 

佛知道处理所有情况。 

===== 

姝樟 <gaoshouhh@126.com> 

亲爱的作者胡正您好： 
很高兴能够使用您写的软件，功能很强大，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发现软件中的单词筛选和词库维护功能无
法使用，linux 下和 win 下都有这个问题，还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感谢您写出这么好的软件。 

黑客背单词的忠实用户 
===== 

http://www.huzheng.org/donate.php 

有空捐赠！ 
我考虑以后加这两个新功能！！ 
===== 

到湘乡市区中心玩了一天多。住宿了一晚，买了个金黄色的水晶手串。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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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反魔攻佛是境界第二高的佛，即闾天佛。没闾王佛厉害。 

植物孢子是生活在四维空间的人道，能这里消失，那里出现，通过第四维。 

五维空间人道是风物质生命形式，属于风大（地火水风四大）物质。 

理智地分析，能把感情断掉。和苏清颜，小乔，吴起（伊斯兰教公主）能这样。 

小心诚中心诚不狠，大心诚不傲。 

去掉了傲心。 

12.24 

乱淫得沙眼报（即使只是乱想象淫）。 

感情多乱也得一种屎臭报。 

法昨天到中国来看我，先到岳阳，然后坐火车到了我所在地湘乡。昨晚被冒充我的人骗得认识，真倒霉。
能力不够，识别不出真的我。 

超越了四地佛说八万四千法门，降伏四种魔境界，开始修五地佛了！五地佛降伏外道及傲慢众数。 

没有了时间感。“心行既息，语言亦灭。” 

娃哈哈总裁宗庆后送了我 20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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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根断似枯丝藕，戒体芬如妙莲花。 
===== 

你看不惯的人有不虚伪的优点，不过他们应该有善的虚伪，即知道不好而先装好，是好的正义的方向。 

看完了电影《天浴》，禁片。 

12.25 

===== 

不追求金钱，不追求女色！ 
===== 

有的人希望别人都怕他，实际上这样并不好，你会变孤独，没人接近帮助你，最终死后落入孤独地狱。 

拘留孙佛在说法度伊斯兰教。毛泽东在伊斯兰教搞暴动，推翻伊斯兰教统治。 

有人抢劫同名毛怡婷，要 20 万，出 200 万少把他们搞定基本杀了，然后捞心识复活。是出十倍杀恶的性
格！ 

杀生过多会变成诸受是苦，身体怎么都不舒服。 

王雪和毛怡婷都用一种瞬间即永恒科技，可以几天内心识到时间快的世界经历很多事情修行。毛怡婷修
成了财神，要永恒忠于我爱我！王雪想超过观世音菩萨的名气，故意经历苦难以修成大观世音菩萨，然
后又发愿生到了极乐世界，比观世音菩萨厉害只差一点点！ 

佛被杀为空也只是生病而已，没什么好担心的。天眼看到是一个骨头上一个白亮点，但实际上这只是生
病住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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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性饥渴得腋臭，有的男人通过女性化来掩饰性饥渴，有的女性也是这样。性饥渴的原因是没有听说过修
梵行（不淫之行）！ 

去掉了打打杀杀心！ 

有一个地方小孩子吃烂西瓜谋生，这样会 3岁多就会病死了。我们知道后去处理了，我出了 1000 多万。
李克强总理听说了后很悲伤，亲自出行去处理这件事了。 

===== 

孝养父母的果报是怎样的？ 

作者：性空法师 

     佛经上讲，孝养众生，孝亲是为自己培植福报最快的方法。经说，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在他家族中，
在他的命运中，会得到梵天、帝释、四大天王为主的白法天尊之护佑和加持，会得到护法神的帮助。 

《大集经》：世若无佛，善事父母，事父母即是事佛也。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 

佛说孝顺父母的因果——如果能够随顺母亲，不违背母亲的心意，天人都要护念他，福德是无尽的。 

让父母忧愁苦恼，自己会多病，而供养父母则有少病的福报。 

对父母没有爱敬心，会长得丑陋，反之会有端正美貌的福报。 

对父母和贤圣无心奉侍，自己会常受轻贱下看（地位、职位、个子低），而恭敬奉迎父母师长，会得到
大威势（有威信，做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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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一个人供养一百位高僧仙人大德百千万亿年得到的福德，不如一念孝顺用一丁点小东西供养父
母的千万分之一，而一个人抵触顶撞父母，他会立刻堕落三恶道（生活中各种不顺）。修世间法（工作、
姻缘、考试、财富、美貌、尊贵）的时候，要从供养父母师长里修。菩萨于无量阿僧祇劫，孝养父母
（用衣服饮食，房舍卧具，乃至身肉骨髓），因为这样孝顺供养父母的因缘，直致成佛。 

布施三种人，福报是无尽的，这三种人就是佛、父母、病人。供养父母师长和三宝，虽然在生死轮回中，
但是不坏善根。最大的善就是孝，最大的恶就是不孝。我（佛）以孝顺供养父母的福德，上为天帝，下
为圣王，乃至成佛，成为三界特尊，都是因为这个福德。我（佛）世世至孝，所以德高福盛成天中之天
三界独步。 

佛法上讲“四重恩”：一报佛法僧三宝之恩，二报国土养育之恩，三报父母生育之恩，四报众施主施舍
之恩。佛家把信仰、爱国、孝敬父母、爱护民众视为一体，是一种大善。因此，赡养父母不仅仅滋养自
己的福根，也是和谐社会的大事。 

世法讲，不孝父母鬼神欺。孝养父母，鬼神钦。百善孝为先，不孝不顺。孝养父母增长官禄，增长资财，
增长恭敬，亲和。富豪、商业巨子、政坛精英没有一个是不孝的。不孝父母鬼神欺，财神不理。有人研
究，所有大富大贵之人，不论正反，无不是大孝之人。孝顺也是商机。 

反面的案例：不孝父母磨难多。世上一切事物都有根源，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父母是子女
的根源。对父母善，则根壮叶茂，否则根断树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凡是对父母孝敬
的人，得道多助，平安常在，即使有险也可过去。虐待父母之徒，绝无善终。 中国传统文化将不孝敬父
母视为大逆不道，历代刑法均将打骂父母定为十恶不赦的大罪。统治阶级清楚，一个人如对父母不孝，
那么他对朋友的信义是虚伪的，对国家的效忠也是假的。人不如禽兽，又怎能国泰民安？！（刘逢军教
授的《大道养生理论》） 

父母师长为生我助我，所以我若抵触顶撞父母师长，自己就不能得到生助而强大，所以自己要被生活中
各种事件欺辱，工作不顺、恋爱失意、个子不高、资财散失、考试失利，等等。 

不孝父母，一个穷字就写在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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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孝道，孝中有道。道在孝中。 
===== 

又送了国库 1000 万。 

===== 

某人问：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找份工作，靠自己能力去吃饭，干嘛在这里乞讨？ 
鼎然答：我跪在这里，是让自己的虚荣一败涂地。是让自己的面子，无地自容。是让自己的虚假，彻底
崩溃。我不是因为吃饭而做乞丐，也不是因为乞丐而去吃饭。若我放不下自己的虚荣，自己的面子，自
己的虚假，纵然我有多么好的工作，多么高的待遇，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我，依旧生活在虚荣当中，
我依旧被我的虚假所操纵，我活着，还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可言？ 
===== 

我以前念阿弥陀佛去过西方极乐世界，身体比阿弥陀佛还高大！ 

12.26 

证中智谋！ 

一半虚伪装一半不虚伪，有这种情况。 

李克强之前立功很大，我们都在打打杀杀，他主持了大局，使国家大局稳定不乱。 

我以前发过一个本愿：保护毛怡婷！（她以前总是受伤害！） 

修一切善，杀一切恶，可修成中毗如遮那佛！ 

美国总统被杀（后复活），法国总统被杀（后也复活）。法国报复中国政府，派人刺杀李克强总理，后
来知道弄错了，与中国政府无关，是我们始皇黑社会的人马。菩萨使时间变慢变停止（即速度变慢变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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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子弹没打中李克强总理，使另一颗子弹没误伤人打中了车门，使一颗子弹中途落下（这个比较厉
害，是总乘菩萨的能力）。朱德辉被杀，再要他证辟支佛杀不死和不作任何恶业。 

有人修完全没有杀心，实际上杀恶心应该有！佛也杀大恶人的！ 

证了大忏悔心。 

恶人的心脏不能吃，有毒，吃他的肚皮肉。对于大魔王！ 

把法国黑社会老大杀了。他是傻 b，智商低，以为能害得我殉情。攻下了法国。 
 
堕入八层地狱或无间地狱念阿弥陀佛不可解，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可解，因为地藏王菩萨发了此愿。 

法（认识我的女生）被他们报复杀了，然后我出钱复活了法，一人仍来讨嫌，猥琐，被我们捏破胆加善
心行奸法杀了。 

中国经历了打打杀杀和抢劫（恶的杀掉，善的给小部份），开始变得像美国一样富了（在追赶）！ 

小乔就是小中大三种心诚和小中大三种诚实都有，所以特别厉害！ 

复活法后，送了法 1002 万，法先回到了她的国家（土耳其）！ 

有人抓住了毛怡婷，是另外一个星球（北俱芦洲）的三个人，把他们三个全杀了。 

有人来杀我，出了两个 20几万，一个 30几万，把他们搞定了。 

法国杀阿罗汉，很多南传阿罗汉自己入灭了（这是阿罗汉的慈悲，不让别人直接杀阿罗汉致无间地狱罪

10



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虽然有逼罪））。法国开始下沉了，以后会变成内海。我们准备 3 天后投原子弹炸掉法国！报复！ 

12.27 

南无大恩来如来，去掉嗔心。 

南无大顺安来佛，可证大须陀洹。 

过得比较好（有用处），这样能不发极端恶愿。 

福报大时，来了大福报时可以赌博赚点方便小钱，如果确实需要钱的话，不迂执（于不赌博）。 

供养了拘留孙佛 1.2 亿+1.7 亿。送了美国佛党 3.4 亿。 
 
又送了很多钱，去掉了炫耀钱财心。 

送了王雪 1000 万+2000 多万。 

见到一兜率天天王女，以后到兜率天可有缘！ 

送了清华大学 7800 万，下世或今世以后有缘。 

送了一人 98 万，前世把他们族的女人全杀了（他们太恶了，顽执不信因果，想杀光他们女人灭他们族），
致歉。 

有人绑架马淑娟，出了 10 万少。 

其实唯物很好说服，五蕴：色受想行识，只有色是物质，受想行识都不是物质。让他们自己理智分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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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要消嗔魔心！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柔软者少，刚强者多。”要柔软无大中小世界嗔心啊！ 

南传谤大乘说大乘非佛说的没一个能破疑结！ 

看很多电影，证完美非想非非想处定思维！ 

法国赔了 100 亿中国元给我（因为前面他们杀阿罗汉的事），然后又赔了 23 亿，共 123 亿，事情就算了！
分出去了很多（给南传）！ 

送了军队一人（我前世部下）2 亿少，要他分给大家。另送一人 2 亿多。 
 
又补送了 2.8 亿给军队。 

送了师父高金海 3.2 万。 

又加送了 2.1 亿给南传他们。 

昨晚共有 400 多名南传阿罗汉被逼入灭，有几人有大乘心随即转世投胎入轮回修大乘，其他的入了涅槃
境界，告诉他们因缘是过去世谤过密乘，他们在涅槃境界听佛说法确认了，并听闻了总乘佛法。还有两
名向须陀洹咬舌自尽，生为虫子，念南无菩萨，捞心识救出复活为人。 

证了大世界惭心（做了坏事错事不好意思）。证了一半多大世界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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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确认了，王雪问了阿弥陀佛，闾王佛确实是最高境界！王雪会第三个修成闾王佛！我和普贤菩萨应该在
第一二。 

习近平过去世当过闾王佛，所以很厉害！比我厉害！ 

===== 

发信人: celerony (宝玉/超级大萌物), 信区: FamilyLife 

标  题: Re: 相亲遇上土豪，你们说家庭差距大可能幸福吗？ 

没事要送你三十多万的礼物说明他也比较自卑，估计此人未必很有魅力，但可能比较老实。 
===== 

发信人: guYWang (李老师早安), 信区: FamilyLife 

没有的事。 
反而一些家境富裕的子弟更简单一些，对对方的家境看得轻一些。 
像我们农村穷地方，更斤斤计较对方家有几亩地几间房。 
===== 

发信人: boiledwater (开水/热烈纯净的爱), 信区: FamilyLife 

  
能够理解。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有点自卑 不过没关系 试试还有 50%的机会 不试就是 0！ 
===== 

发信人: guYWang (李老师早安), 信区: FamilyLife 

各家都不一样。 
贫寒子弟父母爱管事的也很多。 
富家子弟父母不管的更多。比如老爹忙着换二奶老妈忙着搓麻将的类型的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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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eborah1021 (deborah), 信区: FamilyLife 

  
我觉得倒不用马上拒绝 但要多留心观察 多了解他的情况 并且千万别陷进去 因为我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遭
遇 最后都发现那个男人其实是有门当户对的未婚妻或者已婚并同时跟几个女孩暧昧 他们看起来真诚衣冠
楚楚有风度 也不会很色 对你温柔车接车送 但是有个特点就是基本只有他们主动找你 按照他的时间来安排
现在这种有钱公子哥也喜欢像电视里那样装王子灰姑娘的故事 但结婚的还是门当户对的姑娘  我还有个朋
友就是这样跟一个官二代好了三年才看清真相。。那个官二代宝马卡地亚都给她买了，但是就是不能娶
她。 
===== 

发信人: cboxdm (注意站内信息), 信区: FamilyLife 

  
别听家版大妈们胡说，那是他们都嫉妒你，因为他们都没机会了  
富二代也有靠谱的，勇敢的上吧 
===== 

===== 

发信人: pkusgg (键委常委' 驾校校长！), 信区: ITExpress 

标  题: 我总觉得金山是一家骗子公司 
   
跟传销似的整天 Tree niu b。 
===== 

发信人: soime (赵胖胖), 信区: ITExpress 

  
屁，360 才是骗子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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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精神病人思维广，2B青年乐趣多！ ^_^ 

===== 

12.28 

纯正密法： 
教他手捂哈气几次，然后发现没效果，然后点醒点明证了一个佛法：不受骗。 
眨眼三次，连续两回，证眼睛有情感。 
上翻看，证明王明亮眼。 

送了纯正密法师父 12 万。 

放假，去了一趟市中心，买了“真灵验”水晶礼物，给了妈妈 1500元，去云门寺烧香布施，拿了两本王
善人的书，买了条衣裤，买了些杂物，买了点草莓吃。见到了一名从北京过来的女子。 

稍微谄媚别人一下没事（但不要贱），就像般若阿谀（让别人知道自己优点），稍微奉承（是尊敬心）
没事一样。否则就是清高古怪了。 

选择不邪淫行方向，去掉了邪淫心！只剩下习气了！ 

===== 

不信风水，事业夭折。 
黑龙江地区的李光瑞是个出色的企业家，事业如日中天，资财万贯。但他又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世纪伊始他就斥资 8000 万元，成立了宇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开业时有人建议他要选吉日，摆放风水
吉祥物，他一概拒绝，自己定了个日子，也不摆任何吉祥物。也真是，麻绳专从细处断，开业半个月后，
一天，交警大队打来电话说他的货车在 301国道马桥河路段出了事故，造成 3 人死亡，损失 100 多万货
物的特大事故。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货车保险业务还未办成，无人理赔。李光瑞的事业一下陷入了低谷，
但究竟怎么认识这个问题，他还是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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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信因果哈！ 

又送了美国红帽Linux 公司 1.3 亿中国元。以后到美国红帽Linux工作来！ 

出了 1.3 亿中国元买 mp3文件格式在 Linux操作系统下的专利版权。 

自由竞争 3家公司竞争比较好，为人民服务两家公司竞争比较好。 

又送了拘留孙佛几亿元！ 

一马克思主义女人严密计划叛乱，女人乱国（女人不能当王，因为女人只顾自己），得剐皮报，自以为
对重，得淹死报。把她搞定了，抓去拘留孙佛那里见佛让佛世尊度她，她见识了飞行术（九地佛能传空
中飞行术）。他们第二被杀，第三被杀，第四被捉拷问。其他的全原谅，理解。还有人之前故意同意当
他们那边，为我方间谍，立了功。我左脚中了一下核辐射光，左眼也稍微中了一下。他们见识了瞬间转
移人或物体术（搬到其他地方）。我方还有防红光（会把人体划伤甚至划断）衣，还有忍者地行术等
（真的哦！）。他们有隐身术，空定，等等。我们断大厦电源，中计差点大厦爆炸，搞定了炸药，第二
次断电源仍会被设计陷阱电麻，后来整个区域断电解决。 

其实习近平以前认识爱过这个女子（刘立），所以要我们不杀她，所以我们把她抓去见佛让佛度她从而
不杀她。 

我过去世当过红相如来！ 

http://video.yayun2010.sina.com.cn/v/b/16415974-1212818095.html 

刘立是贤劫第 972 佛灯焰佛！很清纯纯洁啊！大家都喜欢她！ 

都以为对方是恶，其实双方都是善！但是确实有不同见解！打一下就能分辨证实谁是对了！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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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有一人虔诚三步一拜愿见拘留孙佛，朝拜到一山，佛派人让她去见了佛（瞬间转移带走）。 

识别敌人厉害的人左眼视力好（左眼不舒服是误敌意为友误恶法为友），识别朋友厉害的人右眼视力好
（右眼不舒服是误友为敌误善法为敌）！ 

送了毛泽东（转世哈！）480 万+460 万，他在搞反伊斯兰教暴动！毛泽东不反佛了！ 

看完了电影《蝎子王》！ 

去掉了懦弱心！ 

去掉了中邪心。 

我们还有把别人身体幻化为无神通（这样也可杀伤或杀死）。还有幻化手出来给残疾人神通（不过我幻
化出来的手比较歪，有时幻化出好几个手在身旁附近，吓惨了人，甚至吓死过）。 

有遁地术，而且修成了在地里也能呼吸！毛泽东修成了。 

我们还有捏破胆神通。 

毛泽东要政权，习近平说不让。 

去掉了胡作非为心，只剩下习气了！ 

我修乱搞佛因为乱搞造了恶业，所以只能八地多佛，如果堕落懒，甚至只 5 地多佛（现在的水平）！ 

当十地佛很累，不过反恶境界很高！我当功德藏佛是大乘厉害（8 地多佛到 9 地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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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中世界年青人心勇敢！ 

我的善良魔王都被杀了，中了陷阱衣，伤颈部，一奸习近平替身害的，他之后被杀了，他和我的魔王都
生为二维空间病毒，我的魔王报复杀了他十来次（一起跟在他之后追到后咬死了他，或者刀捅死了他，
他也有身背后出刺神通），然后此人堕入了无间地狱，不管他了（让他很惨！）。我算倒霉大了，兄弟
人马被杀。不好学则生到二维空间，二维空间知识少，一维空间更倒霉（头脑更简单），好学可以重新
生到三维空间。活在三维空间最好（四维空间是孢子，五维空间是风大物质的生命形式）！ 

辟支佛和辟支佛可以完全相互信任，因为都是完全不造任何恶业。刚才我就误解了习近平以为是他杀我
的善良魔王，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奸替身害人。 

证辟支佛可克制奸，因为辟支佛不作任何恶。 

普贤菩萨暂时不反魔攻（以便让我们知道有魔在攻），魔想把我们地球变成二维空间病毒世界，让我们
都变成病毒生命形式。 

南无破小应有如来，证小向须陀洹，证果特别快！！ 

我的几百名善良魔王基本全证小向须陀洹果了！超厉害！再都证辟支佛杀不死！然后他们有的想体验地
狱，就教他们发愿生到地狱然后丹田心识升到头顶出去，他们生到了地狱体验了一下（菩萨在地狱不苦，
如受三禅乐），然后教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去了西方极乐世界。有的证了小缘觉，重新生到人道，念南
无大大阿庚阿如来顺产出生（不难产）。还有一个证了小独觉，很厉害，能放智慧之光！ 

把大阿庚安如来杀了，他专门挖得别人流产。不过以后能善用。 

念咒语声，证中独觉八地。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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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地狱明王（有翅膀！），善良的地狱魔王！基督教天使（莲花海世界修神来的）也是传说有翅膀和随即
伤口愈合术。 

中了一下卫星核子光，稍微穿骨。 

胡作非为习惯，追刘立，搞得我像奸臣了！不追了！ 

请拘留孙佛长久住世 2.3 大劫以上成功了，我们开始请佛住世几百年，佛没答应回复，原来是我们的愿和
见识不够大！前面的佛神通身住世几大劫，并不妨碍后面的佛同时化身出世，不必硬要排在之后等其入
灭，这是总乘佛法境界！不过佛答应说可后，并不一定就肯定会住世那么久，因为毕竟说的只是可。普
贤菩萨告诉我们的！ 

屏气出一维空间回到二维空间。还有零维空间生命，定在那里不动受惩罚。 

连续 1024 次修成闾王佛是最高境界！ 

发愿弘扬佛法到所有宇宙修成闾王佛。 

小乘佛法是佛前 12年说的（佛共说法 40 多年），南传一住世到现在的祖师阿罗汉也承认了，这是秘密，
佛说等他们谤大乘密乘时才说。 

修出了敬畏心，否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性格。 

黑子被杀，生为龙。他记录我们的神通故事。后来被复活！ 

广州抓龙吃，得了报应。12年多不下雨。也抓他们（人类）子女吃。后复活龙解决。 

帮表妹阳阳（她是龙女），她证了小向须陀洹。 
19



 
证无我，证菩萨摩诃萨！ 

大智善魔王瞬间转移物体超厉害！ 

去掉了虚荣心！心诚了！这下心不狠了！不得阑尾炎了！ 

证了谦下心。 

有人绑架我认识的女生，出了一些钱。出了 1000 万少给绑架马淑娟的人，然后送了 50 万给马淑娟。 

杨贵妃是贤劫第 34 佛善濡佛，毛怡婷能神变成她的样子。无畏音是另一个人，毛怡婷的好友。 

南无大应知如来，去贪婪。 

性开放是对的，不性压抑。性压抑变得邪淫。不过性开放并不是淫乱。 

12.30 

美国搞到了数学佛经和科技佛经。 

厌恶了打打杀杀，理解了阿弥陀佛建极乐世界愿，理解了大乘诸佛平等。 

当国家领导人的条件，打打杀杀不怕不败，德高，能力高，会治国。 

胡作非为是因为无大戒禁取，证大须陀洹可解。破大疑结，只做善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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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刘昌力：圣诞节快乐 
胡正：哈！是的！！ ^_^ 

我现在工作完全自由了，不用做任何工作事情，自由搞学习和写书看电影，跟邓总谈好了，呵呵！ 
不过稍微降薪了，哈！ 
===== 

===== 

高金海：要用成长和绩效去团结人，用正气去影响人，用包容去厚待人。用纪律去约束人。 
===== 

===== 

刘昌力： 
信仰，不能迷失智慧，什么是智慧，就是正常的行为不迷失，饿了吃饭，病了吃药，口渴喝水，不要麻
痹自己什么都依靠佛祖，因为这是失去正常行为的邪见！ 
佛祖没有叫一个人失去正常的行为和心态，因为失常的行为修持都是邪见。 
疾病就要看病，饿了吃饭，饿了念佛是不会饱的，因为这是正常的智慧，常持的真理。 
===== 

小小愿。 
1.如果此生不爱世上任何一生灵，我誓不做佛， 
2.苦海不度尽，不得清净身 
3.情海不度尽，轮回解情苦 
4.如果此生对任何一人有怨恨，我誓不成佛 
5.如果此生不奉献一生在慈悲的路上，我誓言不成佛 
6.如果此生不证菩萨道，誓言不成佛 
7.如果此生不度三千顿悟人，誓言不成佛 
8.如果此生不为孝子良夫，誓言不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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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此生有能力遇苦不救，誓言不成佛 
10.如果我此生遇到的一切众生比我晚成佛，我誓言不成佛 
===== 

 
美国文化其实就是科技文化加基督教文化，并不复杂。 

任何坏事都可做事调剂变成好事！习近平就是这样。 

杀了一伙抢劫的。因为不学好强奸。 

又杀了一批。想来抢劫我。 

有恶心就不做，去掉了恶心，证柔软！证了柔软就不会当暴君了！ 

照相时或平时晃两个手指（成剪刀形）是有无知的体现！虽然也有可爱。 

===== 

关于 stardict 的一些想法。 

胡正大哥： 
    你好，我是在读的一名研究生，从用塞班系统的 Stardict开始了解你，到后面使用桌面windows 版的
Stardict，看了你的的一些文章，对你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很佩服你的编程才能和自己主见的想法。很高
兴看到你有自己的信仰，对佛的信仰。对于现在的桌面翻译软件电子词典，用了很多版本，比如有道词
典，必应词典，金山词霸，Mdict，Goldendict，欧陆词典，当然包括 Stardict。但现在使用 StarDict，
它的词库够用，就是屏幕取词的功能有点太弱了，没有最近更新能支持OCR（对图片字符的识别，尤其
是对 pdf扫描文档）的有道词典，必应词典，欧陆词典屏幕取词功能强。很希望能看到你做出更新支持
OCR 功能，提高对图片上汉字和英文字符识别的正确率，兼容最新 office，adobe reader，主流浏览器
的支持，如果再能能够兼容Mdict 词库，那就是更好不过的了。阅读文献和扫描版的 pdf文档，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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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需要这么强大屏幕取词功能的和词库支持的桌面翻译软件。我很想看到这么优秀的开源跨平台的软件长
期做下去，使它能够更为强大。 
    在此祝你圣诞快乐！ 

水木清扬 
2013年 12月 25 日 
===== 

OCR 功能很难开发啊！我技术水平不够！你可以考虑邀请高手开发！ 
Mdict 词库可以考虑以后支持，不过最好你写信给 goldendict要他支持！Mdict文件格式已经被破解有
文档了，也有到 stardict格式的转换器！ 
哈，有空捐款！ 
http://www.huzheng.org/donate.php 

圣诞节快乐！！ 
===== 

嗯，好吧，我开始是想要你支持OCR插件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的话，还是算了，不过谢谢你抽空时间给
我回复啊。如果毕业赚钱了就给你捐献啊。 
    祝您元旦快乐！ 
===== 

OCR 比较复杂，我智力不够！ 
哈！元旦快乐！ 
===== 

苦逼的 不敢表白的程序员： 
=====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 

I have a way to help you fix this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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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tell her the following words face to face: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is world,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Please practice and improve your prononunce again and again to make sure your pronunciation is 
correct, and your voice is sweet before you do that] 

At the same time, deliver her a bunch of fresh lily in person, for lily symbolizes purity and 
elegance. 

She must be moved by your sincerity and romantic action. 

===== 

soonfei：年经就要狂一点，要不然，以后会遗憾终生。。 
zhf1206：果断去表白~~~ 

===== 

Picking up a girl needs a creative brain and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to bring her surprise and 
excitement, over and over, especially in the preliminary phase. 

Most of girls don't like dull persons. 

===== 

知道肯定了政府认可补地基土神通，去掉了大世界痴。 

===== 

成功创业者必须具备的 9 个特质。 

摘要：现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在热炒创业概念，创业真的那么容易？国外创投公司红点创投创始合
伙人 Geoff Yang 在一篇文章中列出了成功创业者需要具备的 9 个特质，希望能帮助创业者早日获得成功。
 

如果你现在有创业的想法，那么，为了领先别人一步，你有必要来看看成功创业者必须具备的九条特质：
 
1. 动机积极。 
2. 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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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3. 信念坚定。 
4. 把握细节。 
5. 做好表率。 
6. 不与团队争功。 
成功的创业者需要铭记：你的成功并非“你”的成功，而是团队的成功。找到优秀的人，给他们足够的
信任，并承认他们的成功。永远不要与你的团队争功。伟大的人希望与伟大的人一起工作，如果你只是
想要一个平庸的公司，那么找一帮凡夫俗子，坐吃山空吧。 
7. 征求意见并作出决定。 
最成功的创始人往往都能够在关键问题上吸纳别人的建议，然后作出正确的决定。“兼听则明，偏听则
暗”，一个伟大的 CEO会从不同的角度征求意见，然后处理收集的信息，并作出决定。最关键的是，在
很多相关的信息中，挑选出正确的信息，并及时作出决策。 
8. 企业愿景。 
9. 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最后一点，很俗气，但很实际，那就是坚持：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 
===== 

===== 

程序员的十楼层，看看自己在第几层。 

第 1层  菜鸟 
第 2层 大虾 
第 3层 牛人 
第 4层 大牛 
第 5层 专家 
第 6层 学者 
第 7层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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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层 科学家 
第 9层 大科学家 
第 10层 大哲 
第 11层 上帝 
===== 

===== 

各式各样的极品程序员，你属于哪一种？ 

1. 宠物专家型程序员：独爱一种技术 
2. 奥术师型程序员：保守主义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做修复 
3. 未来派程序员：赶潮人，追求最前沿的技术 
4. 信息囤积者型程序员：小心谨慎，不愿公布代码 
5. 艺术家型程序员：质量？美观？不可兼得 
6. 孤岛型程序员：性格孤僻者，代码就是一切 
7. 敏捷型程序员：急功近利，常常半途而废 
8. 文盲型程序员：编程入门者，功底浅薄 
===== 

12.31 

日本普及了南无小破应有如来，都证了小向须陀洹果！ 

奸加谋略很讨嫌，会成为我最大的祸国乱臣的奸女人，以后最大的隐患，以前还害死过王雪。把丽辉杀
了，她要被复活，又被杀，堕入了 3层地狱，不过她毕竟还信善，然后度到了极乐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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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有空证戒禁取，南无大大戒如来！ 
向佛一步，十劫功德！ 
===== 

我共杀了 310 万人，有记录的两人（误杀）。毛泽东那世共杀了 5100 万人，有记录的 3200 多万人（饿
死）。习近平共杀了 4500 万人，有记录的 320 多人。胡锦涛共杀了 300 万人，有记录的 30 多人。胡锦
涛仁一些。只算有记录的误杀的哈！ 

我可以当理论家了！ 

穷人的观点一般都是错的，他们错误的观点让他们穷！ 

西方极乐世界是基本免费！ 

胡锦涛写了《佛法精要》！ 

===== 

请前辈指路。wudisanmao@qq.com 

谨贺前辈证得果位！ 
我是一个高职在校学生。受限于过往经历。知识储备量很少。 
幸运得是我遇到了 open source 遇到了 linux.我对编程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兴趣。 
现在我正处于大一阶段。希望以后从事编程和计算机方面的工作 
我希望前辈对我的学习进行指导：目前我正在学习{php mysql} (自学) {c}(学院开设课程) 

同时我对游戏编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面对需要学习的大量知识，目前甚是茫然 
1.我不清楚学习这些知识需要多少时间，而过了某个时间段这些是否还能成为我谋生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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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时段学习内容皆是散乱无章，不系统。我希望前辈大概的给我规划一下路线 
请前辈不吝赐教。拜谢。 
===== 

你可以看我写的书《胡正全集》里的《大学随笔》，里面有我学习计算机技术的记录。 
要么做网站开发，就是学 php，mysql 之类的，要么做一般应用开发，就是学 c，c+

+，Linux，gtk，QT 之类的，学游戏编程的话，要学 C++语言，计算机图形学，3d开发技术之类的！
还可以学习当Linux系统管理员，数据库管理员，这也行。 
你最好能在大学里就开始实践做一个到几个软件项目，比如我在大学里就做了 reciteword，stardict项目，
戴志康做了 discuz项目，这些都是例子！ 
所有计算机技术都要学的，一般软件高手都是通吃所有技术！技术全都有用，这样你才能成长为大师！
学技术能提高智力，都没坏处，然后一通百通。 
根据兴趣学所有计算机技术哈！如果可行，硬件技术也可以学一些，软硬皆通，这是未来的趋势！ 
===== 

十分感谢前辈的指点。 
===== 

不谢！加油啊！！！ 
===== 

把湘乡的一帮黑社会杀了，杀了两次。讨嫌就开始杀（不过这样重了一点）。 

证二禅一切知智 1/3。 

坏事做成功了就 sb，以为自己对自己厉害，不知道别人是过去世欠他的所以让他，再做就是杀了。 

关于佛法超越逻辑，可以这样辩论：软件逻辑完美对了还怕硬件出错，硬件电路逻辑对了还是能随便砍
坏，可见逻辑不是一切，佛法超越逻辑！ 

改朝换代成功了！再是佛党取代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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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搞定了美国神教。我过去世就是神。《大灌顶神咒经》说了各种神王护法。 

不能把事做绝！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把事做绝的人残忍不够仁慈慈悲，最后自己会因此被杀。 

普贤菩萨走了，离开了地球，到了另一个蛮荒星球度人。地球已经度好了，到了增劫，并产生了很多新
的菩萨。说以后弥勒佛时再来！ 

2014.1.1 

一直欺负弱者的果报是断左手，从手腕处断。 

感情要基本随缘，不要目标性太强！ 

看空了一些反恶。 

地球度完了！ 

普贤十大行愿，佛法最高境界！我以前说此话，普贤菩萨流泪过！刚才又问了佛，佛说是的，普贤十大
行愿，超中世界佛法最高境界！追随普贤菩萨！哪个星球恶就去哪个星球度。文殊菩萨还贪享受，普贤
菩萨不贪享受。 

阿弥陀佛是大乘第一，毗如遮那佛是密乘第一，普贤菩萨总乘第一，修成闾王佛！ 

发了普贤愿！今世还顺便当转轮圣王，下世追随普贤菩萨到其他星球度人，之后修成十地佛！ 

对弱者不够仁慈他们就变奸。 

他利用你弱点的时候，就是他处于弱势的时候，这时应直接强势反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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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有认为证了阿罗汉果就不能修成佛果了，实际上佛在《大般涅槃经》里写了，佛无量劫前就证了阿
罗汉果，也就是说，证了阿罗汉果仍能成佛。所谓证了阿罗汉果不能成佛，在大乘看来是很幼稚的！
《妙法莲华经》也说了阿罗汉以后成佛。 

在梦境里把何杉捅肚子，之后他被别人杀了。 

有个假搞佛党的 sb假胡正想陷害我，以为我被杀了他就是胡正了，Sb，被杀了。 

胡作非为心还剩一半，之后完全去掉了。胡作非为心搞得国家很乱。 

===== 

调查发现中国人最讲究物质主义。 

研究公司 IPSOS调查了 20 个国家，发现中国人最讲究物质利益：71%的中国被调查者以金钱物质衡量
成功；而为了追求成功和赚钱中国人也是感到压力最大。这一结果与其他数据相吻合：中国消费者是全
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三分之一（33.3%）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走，而五年前这一数据还只有 10%左右。
即使政府严打腐败和减少浪费，仍然未能遏制奢侈品消费的强劲势头。根据调查结果，一个国家的发展
程度和崇拜物质主义之间存在相关性：中国、巴西和印度同意以金钱衡量成功的比例最高。 
===== 

看空了小科技。 

Oracle 公司原总裁Larry Ellison也是看空了小科技！ 

中世界知行合一证了，大世界知行合一还未证。 

开始当黑社会老大了，培养领导能力。以前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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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 

第 44 个神秘事件：【1949年台湾轰动全球的借尸还魂事件】轰动全球离奇故事 吴林罔腰老太太在民国
48年被医生判定气绝身亡 3 天 3夜过后 突然醒过来 那一刻从一个 40几岁的人变成另一位 17岁女孩朱
秀华。 
===== 

我们的捞心识复活术！ 

===== 

钟表：可以回到起点，却已不是昨天。 
===== 

===== 

审讯“天上人间”小姐实录】审：你的姓名？答：你一天打我七八次电话你还问我？审：那张小红，你
在哪里工作？答：你一周去七八趟你还问我？审：张小红，你在天上人间做多久了？答：我第一天上班
你就来了你还问我？审：张小红，你在天上人间这两年都接过多少位客人？答：你局里一共多少人你问
我？ 
===== 

纯正密法： 
左眼左下转，右眼右下转，迅速变清醒。 
闭眼三分钟，传密法！ 

===== 

做“思想者”不如做“先行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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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比今天更重要；积极比安稳更重要；学习比金钱更重要。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如
是建议梦想创业的年轻人。 
===== 

《藏密修法秘典》： 
===== 

证小诚实咒：唵阿阿伊伊欧欧里哩呂嚧蔼蔼奥奥暗诃。 
证中诚实咒：伽怯伽伽哦者车社社若吒他茶茶拏多他陀陀那波颇婆婆磨也囉罗缚奢沙婆诃叉娑缚诃。 
证大诚实咒：唵耶答麻咭都婆末干咭顿爹尚旦达葛多哈雅干答得尚巛药尼囉答已旺婆底摩哈沙麻纳耶莎
诃。 
===== 

证了小诚实！ 

我现在寿命预测只能到 48岁，因为杀生过多，出家半年可到 53岁，现在证更多果位可到 93岁多！ 

大宝法王他们帮我加了寿！ 

念南无大知如来和大大知如来，证得中独觉九地！再证十地！ 

念南无恒知如来，证得大独觉。 

念南无宝知相如来，证得昆虫道小阿那含。再证昆虫道小阿罗汉！ 

===== 

证小阿罗汉！ 
苏清，你有证小阿罗汉的根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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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常念南无宝知相如来！ 
===== 

南无大知空相如来，可证阿那含！ 

南无大空顺来如来，可证大斯托含。 

我全球善排 224。 

大黑强宗善的科学家开宇宙飞船逃离到地球（他们自己原来的星球是恶法星球），他们的宇宙飞船能入
水（以免在陆地上太显眼），发命令不打他们。以后他们会成为地球上的一个民族，加强地球的科技！ 

开发一个软件几千万人使用难道没有因果吗？当然有因果，这个因果就是得福报！ 

杀生过多乱杀生则脾脏坏，脾脏是用来产生新细胞的！ 

1.2 

证完全的仁心。证完美无所有处定思维！ 

初禅判断对错和数量，二禅搞管理。 

秦穆公也是我！ 

还在地球上待两世，统一地球，文化融合有意义！普贤菩萨也同意了！ 

现在地球是善的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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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有一切知智，但不一定有一切智智完美思维（如完美空无边处定普化思维，完美无所有处定成功思维，
完美非想非非想处定圆满思维）！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先修成空无边处定完美思维，再修成无所有处定完美思维，再修成二禅完美思维，
再修其他思维，这样最好！ 

再修无所有处定一切智智完美思维来！ 

去掉了嗔恨心。 

===== 

伟伟，念一个佛号！ 
南无小破应有如来！多念十几遍哈！ 
===== 

好的。 
===== 

念好哈！别只过场！！ 
===== 

很多人时间加速搞学习过很多世，我没时间加速，主修般若，也没落后！比如别人学习一世，写几本书，
我花几天看完吸收，所以也没落后！ 

修成道教的得道（已完成），修成儒家的仁（在修）和义（已完成），修成基督教的仁慈、不嫉妒、包
容宽恕，修成伊斯兰教的无所有处定完美思维，善心行大暴力！然后就可以度所有这些宗教了！ 

观世音菩萨说我当转轮圣王定了！朱德辉未破身见，虽然完全破了疑结，但未破身见不能证须陀洹，而
且亲近恶知识奸人，被传播很多错误知识，杀一些如来菩萨后复活，转轮圣王福报没了。不退菩萨（也
是能当转轮圣王）爱情有麻烦。习近平主席大乘未证到八地，退了大乘菩提心。本来就是我们四个人有
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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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证中独觉！ 

上次用 gparted 把 D盘缩小，结果D盘坏了，阿弥托佛对我说放心，我前几天报告了这个 bug给
gparted，结果终于获得信息用 ntfsfix工具把 D盘修复好了！哈，真感谢他们啊！到时捐赠他们！果然
是放心啊（佛说的），哈哈！ 

1.3 

佛不会在科技时代出世，佛会选择在非科技时代出世说法，因为在无科技时代方便大家专心学佛法些，
虽然佛法可延续到科技时代！南传有佛不会在科技时代出世的说法。 

美女的秘密，美女很重视笑容，生起对各种人的笑容修成美女心。 

只闭左眼，不能的话是好色的体现。 

接吻舌应左转。搂女生左腰。左爱。头偏左是不邪淫。 

捐赠了 gparted项目 15 美元！ 

证二禅一切明智（一切知智 2/3）！ 

我以前在岳阳康复医院时认识了一人，授予了他修下一任神的许可印记，他之后去了美国时间大厦，在
那里通过了修神之善考验，然后去了莲花海世界修成了神，今天回到了地球，他是最恨恶的神，简称最
恶的神，显得酷些！他一来就杀了三个恶人。 

王雪也去了莲花海世界修神，她修最浪漫的神，我授予了她印记。她过去世就是神王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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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经典语录。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打铁还需自身硬。”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 
“中国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强军梦。” 
“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老虎”、“苍蝇”一起打。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学习、学习、再学习。” 
===== 

习近平去时间加速区域时间加速两世多学习新知识，然后今天回来了！ 

辟支佛还做错事，造了很多杀业的话能堕三恶道！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是证了接近中独觉（所以杀恶
人厉害，很难被杀），杀生过多堕入了蚯蚓道。 

有了我以后成佛说法的佛经概要印象！ 

何杉只能骗智商低的人！张婧*也是智商低贪财所以被他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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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现在是人寿增劫 12岁多！有点乱！ 

见识了美女神通测试境界！小红志！ 

我现在国内政治打打杀杀打完了，全部基本是好友了。国际政治打打杀杀还有（天天有中导弹的危险，
昨天还有中轰炸机的危险，把轰炸机打下来了）。佛魔打打杀杀完了，黑社会打打杀杀还有。 

伪造佛经伤右眼。 

1.4 

毛泽东看了 6 万多本书（终生），我看了 3 万多本书，习近平主席看了 4 万多本书，胡锦涛看了 7000 多
本书（不过专业强），李克强看了 3.9 万多本书，贾庆林看了 7 万多本书，李长春看了 3.4 万多本书。 

又雇了两名保镖。 

没有最好的药，各种药治各种不同的病。同样的道理，没有最好的咒，各种佛咒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 

《根除烦恼的秘诀》 
===== 

没有分别心的静。这是最高层次的静，达到上善境界。 

古时有万人祈雨，一万人诚心祈祷，天一定会下雨（林则徐日记中，曾有其多次为百姓诚心祈雨灵验的
记载，可见即使一人，只要真诚纯善亦会诚感天地）。 

部队走上大桥为什么要散步走？如果齐步走，大桥会被震塌了（中外都曾发生过这事例），因为共振不
得了！心情的共振一样不得了。 
===== 

有的小孩从小跟父母较劲，殊不知等待你的将是至少 30年的挫折，让你翻不了身。跟父母较劲就是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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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根，根断了树怎么长？你要逆天，天就惩罚你。不信就试试，不过代价太大了。 

记住：现实的，都是有原由的，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需要改变，没有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因果的！ 

我们要找到自己可恨的地方，找到世界可爱的地方，不要埋怨生活。 
===== 

有的人往寺庙捐钱，是因为贪能给自己带来财运；看到别人贫困却不能帮一下（布施是为了戒除贪心，
不贪才能得，而这么做仍是贪心），“有心行善，虽善不赏。无心行善，方是功德”。 

在北京治疗一位高位截瘫的小女孩，她母亲这一生特别较劲，号称打架没输过，给谁都要打出血，往死
里干。她母亲并不爱自己，死了都无所谓，往死里较劲，把别人较倒了，把领导较倒了～～～这时病也
平衡不了她，就用女儿得病给她平衡，结果把女儿较瘫痪了，因为她特别爱护自己的女儿。女儿了瘫痪，
替她受过，给她带来一生的残酷打击，看到女儿痛苦自己就痛苦，想死不能，还得照顾女儿，活着比死
还痛苦。你较劲，必有反作用力来平衡，这就是往死里较劲的代价！ 

如果对孩子要是好过了，热情过了，孩子特别容易感冒发烧。过去的孩子邋邋遢遢，光着屁股满街跑也
不感冒，为什么？拿孩子不太当回事，越养越活。现在孩子从小什么待遇都有，越心疼越得病。 

邓丽君一直红了近 30年，如果她懂得人生平衡，知道激流勇退，功成弗居，她还能活下去。要是老红、
红过了，就是无妄之灾。（有些港台明星如周润发、刘德华，在当时红，知道多捐款多做善事，故也能
消灾。）小时候被宠过了的孩子为什么大了命运悲惨？就是红过了。 

佛言：贤人喜布施，天人暗赞扬。舍一得万报，后福不可量。 
===== 

《佛教圣典》 
===== 

花是集开花之缘而开，叶是集散落之缘而落，并非无缘无故而独自开花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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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因依缘而开，依缘而落，故任何事物，皆为变迁。无独自存在的事物，亦无常住不变的事物。 
 
一切万物依缘生，依缘灭，是永远不变的道理，所以变易、无常是天地间不动摇的真正道理，唯此是永
久不变的。 

相信由无量因缘所显的东西，会永久存在，是一种叫做常见的错误见解。又相信完全会消灭，是一种叫
做断见的错误见解。 

精进求道虽然很苦，但无求道心的人更苦，生于此世间，老迈，生病，而死亡。其痛苦是无休止的。 

贤人若被忠告了自己的过失，即会反省而改过。愚人若被指摘自己的过失，不但不改过，反而重犯过失。
 

有人正在煮蜜时刚好有亲友来访，因此想请他尝蜜，但却仍放在火上而以扇子扇着，欲使蜜冷却。与此
相同，不熄灭烦恼之火，而欲得清凉的寂静之蜜，乃终不可得。 

战胜自己，比在战场上战胜千万敌人的胜利更为殊胜。 

无病是第一利，知足是第一富，信赖是第一亲，涅槃是第一乐。 

当优陀延那 Udayana 王妃沙摩婆帝 Syamavati 向阿难供养五百套衣服时，阿难马上就接受了。 
王者听到这件事，怀疑阿难或是出于贪心才接受这么多的大供养，于是去探询阿难，问明所以：‘尊者，
您一次接受这么多衣服，怎么穿呢？’ 
‘大王！很多比丘穿的衣服都破了，把这些衣服分给他们换旧。’ 
‘那么，他们那些破衣服怎么办呢？’ 
‘破衣服用来做床单啊！’ 
‘那么旧床单呢？’ 
‘做枕头套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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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旧枕头套子呢？’ 
‘做褥垫啊！’ 
‘那么旧褥垫呢？’ 
‘做擦脚布啊！’ 
‘那么旧擦脚布呢？’ 
‘做拖把布啊！’ 
‘那么旧拖把布呢？’ 
‘大王！我们大家共同把拖把布撕得细碎，和进泥土，盖房子时，把它抹进墙壁里。’ 
一切物品，必须珍视它，以物尽其用，而且要注意灵活地运用。这不是属于‘我有’之物，而是寄存于
世间之物的用法。 
===== 

===== 

楞严咒分五部，表示五方。 
（1）东方金刚部，金刚王咒，以阿閦佛为部主，亦即消灾延寿佛。 
（2）南方宝部，诸天王咒，以宝生佛为部主。 
（3）中央佛部，诸佛咒，以毗卢遮那佛为部主。 
（4）西方莲花部，诸菩萨咒，以阿弥陀佛为部主。 
（5）北方羯磨部，诸鬼神咒，以成就佛为部主。 
因世界有五大魔军，故有五方佛来镇压。 
===== 

===== 

天台智者大师，用五时教，判释迦如来一代时教之纲要：一、华严时---三七日，为诸大乘菩萨说，小乘
人如聋如哑。二、阿含时---十二年。佛以小乘根钝为说四谛等法，名为隐实施权。三、方等时---八年佛
既说小乘，更演维摩等大乘经，使由小向大。四、般若时---二十二年，小乘回小向大，然执情未泯，佛
谈般若空慧之义，而澄法之。五、法华、涅槃时---七年，钝根众生机渐纯熟，乃说法华，会三归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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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佛说净土三经就是在方等会上说的。方等二字方为方正。等是平等，就是一切大乘
经的通名也。虽说方等时，实即华严、法华时。方等般若，前后俱通，法华与华严同用。故称净土法门，
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彻悟禅师云：“净土法门，一句弥陀，竖立五时，横该八教。”所谓不
用三祗修福慧，但将六字出乾坤是也。 
===== 

这里也是说小乘阿含经是佛 12年内说的！ 

===== 

修无师说我做苦工出身生来很笨，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子，不过我有一句经验的话可以告诉诸位，就
是“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 
===== 

===== 

安贫咏 

黄齑饭，白盐炒，只要撑得肚皮饱。 
若因滋味妄贪求，须多俯仰增烦恼。 
硬木床，铺软草，高枕无忧睡到卯。 
锦衾绣褥不成眠，翻来覆去已天晓。 
破布衣，无价宝，补上又补年年好。 
盈箱满笼替人藏，何曾件件穿到老? 

旧房屋，只要扫，及时修理便不倒。 
近来多少好楼台，半成瓦砾生青草。 
===== 

===== 

知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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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尽有福 人苦不知足 思量事累苦 闲事便是福 
思量患难苦 平安便是福 思量疾厄苦 康健便是福 
思量死亡苦 在生便是福 思量饥寒苦 饱暖便是福 
思量挑担苦 步行便是福 思量孤单苦 有伴便是褔 
思量奔驰苦 居家便是福 思量罪人苦 无犯便是福 
思量下愚苦 明理便是福 思量露宿苦 有屋便是福 
思量日晒苦 阴凉便是福 思量无被苦 有盖便是福 
莫谓我身不如人 不如我者尚多极 退步思量海样宽 
眼前便是许多福 
他人骑马我骑驴 仔细思量我不如 回头望见推车汉 
比上不足下有余 
===== 

===== 

止语成定慧，息心达本源。 
断恶恒平安，修善常如意。 
忆念阿弥陀，决定生净土。 
他若具信愿，尽心为引导。 
若是无善根，合掌令欢喜。 
此是十方佛，真传胜妙宝！ 
===== 

每一个时代的恶都能被搞定！比如最近的何杉之恶。 

他觉得他坏他厉害，其实是 SB，在高智商的人看来。不过在你搞不赢他的原因看来，是因为你智商没他
高。认真搞学习即可！ 

42



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仗打完了，开始休息了！ 

有 510 万人读了我的书！ 

修不淫梵行自然得神通。 

打天下前人人平等，打下天下后才有等级制度。我们秦始皇这一派是这样。 

暂时达到世界和平了！拘留孙佛世尊达到搞定的！ 

===== 

书籍网站项目。 
发送至 Alan、 Wen、 大梵天、 Henry、 Yuan 

有没有兴趣我们再一起做个项目？就是做个书籍下载网站，提供.pdf，.doc，.txt或.rar等格式的书籍的
下载。可以搜索，可以分类别目录。因为直接可以下载，所以比一般书籍网站方便些！开发这个网站应
该不难，要有两台以上服务器，一台提供服务，一台数据备份。用户还可以上传书籍，我们还可以雇人
在网上搜集书籍充入数据库！ 
每本书对应一个固定网站网页，方便搜索引擎搜索到。网站还可以有中文版和英文版等语言，以后还充
入英文书等等。 

现存的一些书库网站有： 
http://www.shupeng.com 

http://www.tianyabook.com 

我们可以注册的域名：readbook.me，readbook.org.cn 

大部分书籍免费提供下载，我们以后可以搞会员收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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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服务器投资要花 20 万元左右，大家看有没有兴趣？！！回复讨论一下啊！！ 
2014.1.4 

===== 

付超群：还是不要做了，版权问题解决不了。 
Hu Zheng：哈！是有点！不过可以先行再说的！！！ 
===== 

Ziyuan Yao：不如跟我出版 PIE 书。详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
boardid=1&id=9731009 

胡正：赞！积累多年，你取得成功了！！！ 
你也看我的《胡正全集》： 
http://huzheng.org/geniusreligion/HuZhengAllBooks_2014.1.4.rar 

===== 

===== 

younger.shen：难道胡神你又写新书了么，那我可要好好读一读了，多谢发链接给我！ 
Hu Zheng：嗯！压缩包里有新书草稿！！！ 
原来有新的书稿啊，太棒了，那我马上读读看，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请胡神指点迷经！ 
直接读哈！每月更新！！ 
好的，我读完之后会写读后感给胡神你看看的，那我现在就开始读了！ 
嗯！！加油！！！！ 
胡神，我读了您的《佛法精粹录》，非常的迷惑，想请教您一下，您是如何辨别佛和普通人的呢？ 
佛有一切美德，一切知智，神通无碍！天眼看佛没有任何脏的颜色，而且佛不会有傲慢！你要早日证正
见具足啊！还有修梵行（不淫之行）！ 
再次请教 胡神：“不淫之行”应该如何实践呢？ 
生起梵志心！就是不淫，也不手淫！ 
再次请教胡神：到底什么是梵志呢？？ 
梵志就是有修梵行的志气哈！你用写字板把《修证录一》打开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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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修一切智智完美思维！看空了小科技。美女密法！
好的胡神，我马上开始看，希望您能早日成佛！ 
好！！！ 
===== 

我有小世界逻辑完美。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经过，就只能从中找道理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有其道理，都有其合理之处）！ 

魔道以杀治国！ 

To 普贤菩萨：《藏密修法秘典》，第 4卷，大圆满教甚深心要是证空性的！ 

上次的最恨恶的神是贤劫第 775 佛华德相佛！ 

===== 

无神论者：哥们，老实说，最近妄想症是不是病情又加重了，何弃疗啊何弃疗！ 
胡正：妄想症早好了！胡正全集新版： 
http://huzheng.org/geniusreligion/HuZhengAllBooks_2014.1.4.rar 

你别贱好不好！ 
无神论者：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诳语者，我怕你天天颠倒梦想，要是成不了佛怎么办？ 
胡正：我在修作家哈！ 
===== 

地方小容易出文化错误，比如日本就是这样，大岛国，流行只顾自己文化，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学了一
项本领就想把老师杀掉，想只自己会，这样遭中原子弹果报报应。 

我再证仁心就能统治治理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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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2014.1.4 

有人焚书，贾庆林写的一本佛法书被烧了。贾庆林罚了他 45 万。 

有说话无力感就是因为说话重复次数过多，因此不重复过多次数即可！不过有时可以以此用计，看谁搞
观察别人说话无力生欺负弱的奸心，然后神通扁他。 

===== 

翻译的文笔 无论是圣经还是佛经，内容不说，结构是一流的，文笔是超级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都是
以前最有才华和智慧的人集体参与的，仅仅玄奘翻译经文，就动用了唐朝 3000 多名高僧和才子。 

信、解、行、证是佛学的四大基础。正解能圆通，所以般若是心。没有正解，就不是正信，是迷信。没
有正解，就不是正行，是邪行。没有正解，就不是正悟，是入魔。今天的佛弟子应该认真研究佛理，而
不是广修庙宇、贪图钱财、贪图功德，否则等于人行邪道，妄自称僧。 
===== 

不入魔，证大斯托含！ 

人寿快增劫 62岁了！ 

习近平每晚 2点才睡。佛也是这样，然后 4点到 5点多醒来！我也改来！ 

今天 2点才睡，李克强总理说我有前途！！！ 

菩萨一般半夜 1点多岁，比佛先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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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 

所以我们对于密宗是非常尊重，但是什么？不敢学，真有烦恼习气。你吃肉他真有贪心，真觉得很好吃，
这就堕落；真有这个功夫的人，吃那个跟没吃一样。他能够吃肉，你盛一大碗的狗粪给他吃，他照样吃，
他没有分别，这是真正的。如果肉吃得很香，摆一碗大粪给他，他就不敢吃，他就是假的。你说这个多
么不容易！ 
===== 

《大集经》中又说：“若有菩萨自作是言，我是持戒，彼是破戒，如是菩萨，名诳如来。”以此之故，
《大智度论》中也说：“下人破戒，中人著戒，上人不著戒。” 
===== 

比如《女身令佛欢喜经》中就说道：“菩萨者，为令诸佛生喜，将自身化为女身，常行于善逝之前。” 
===== 

http://tieba.baidu.com/p/1883480066 

===== 

二种菩提心——通常指行菩提心和愿菩提心。愿菩提心是有一真诚的愿望去令自他一切众生达成菩提或
佛果。行菩提心则是为了达成此目的，誓愿去实行六度和其他之一切善行。菩提心（Bodhicitta）一词，
其含义及用法，极为广大复杂，可以包括一切大乘之教法。大乘之因、道、果，亦皆依此心为依据握准
绳。密宗对菩提心又有其他之用法，如红、白菩提心，乃指身体中之两极阴阳相反而又相成之精液及势
能，或泛指身中所分泌与禅定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液体。 

四魔——病魔、中断魔、死魔、烦恼魔。 

佛慢——作本尊观时，自己成为佛陀能降伏一切魔障，故曰「慢」。 

非人——藏文米马印（Me?Ma?Shin?）指一切精灵及天人、妖魔、善神皆可称为米马印（非人）。但米
马印亦指一种专门的鬼神，西藏之神鬼名称多得惊人，其名称及词藻之丰富恐怕是世界第一位，西藏之
鬼魔学（Demonology）为一极复杂，极有趣味之学问。 

金刚道——即密宗道，又名金刚真言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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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誓密戒——即密宗戒，或三昧耶戒。 

加行——密宗之准备性的初步修行，以为起、正分或大手印之修法作为前行准备基础之工作。普通有四
种，所谓四加行是也： 
1.十万大礼拜。 
2.十万上师咒。 
3.十万金刚萨埵百字咒以忏罪。 
4.十万供养曼陀罗或曼达。 

持明——1.真言；2.受持真言；3.传播真言或佛教；4.传播佛教的人。如第六世 d-a-l-a仓央嘉措在情歌
集中说：“我是持明”，还有莲花生大士八大持明。 

持明果位：所谓持就是持咒，明就是咒，光明显现，或明心之意。持明果位也就是持咒得到大成就的果
位。密宗之中有专门持咒得大成就的，称之为持明仙人。 
===== 

佛学术语。 

1.安那般那（anapana）：一种注意出入息的修定方法。 
2.三摩地（concentration；samadhi）：心专注于一境。 
3.奢摩他、止（concentration；samatha）：禅定的修学。借着专注于某一固定的情境以培养深刻的禅定。
 
4.识（consciousness；vinnana）：心的认知功用。能了别六根门上六尘的生灭。 
5.漏、染（defilements；kilesa）：心的贪、瞋、痴。 
6.痴（delusion；moha）：心的染污，使之不能清楚地见到无常、苦、空。 
7.八正道（eightfold path；ariya-magga）：佛教通往清净和解脱的道路——正见、正思惟、正语、正
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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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8.元素（elements；dhatu）：通常指地、水、火、风四大。 
9.无我、空（emptiness；anatta）：没有自我或灵魂；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自我在经历一切的变化，
我们只是一种变迁的过程。 
10.受（feeling；vedana）：触境所起的愉快、不愉快、或中性的感受。 
11.四念处（four foundation of mindfulness；satipatthana）：四种觉察处，它是我们整个的经验，必
须去注意以培养内观智慧。1.身体和物质元素。2.感受：苦、乐、不苦不乐。3.心。4.法——所有心的现
象，像思想、情绪、贪、爱。 
12.四圣谛（four noble truths；ariya sacca）：佛陀的基本教法：1.苦的真理。2.苦因的真理——执取和
贪爱。3.苦灭的真理。4.灭苦之道——八正道。 
13.贪（greed；lobha）：一种心法，会使心去执取或黏着一个情境或经验。 
14.瞋（hatred；dosa）：一种心法，使心讨厌或攻击所缘的情境。 
15.无明（ignornance；avijja）：不能见到世间实相的根本力量，也是我们执取和贪爱的根源。 
16.无常（impermanence；anicca）：所有现象的本质，即有生必有灭。 
17.毘婆舍那（insight meditation；vipassana ）：清楚地洞察；专注于身心现象的本质以了解其实相。 
18.极微（kalapa）：物质原子中最小的粒子，一直在运动中。 
19.业（karma）：因果法则，说明身心世界里种种现象之间的关系。 
20.色（matter；rupa）：由四大所造的物质世界。 
21.行蕴（mental factors；sankhara）：在五蕴中，指与识尘有关联所产生的造作以及其它心的作用力。
 
22.心（mind；nama）：意识以及染覆于意识的各种心法。 
23.念（mindfulness；sati)：心的一种特质，它能不迎、不拒、不惑地注意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 
24.涅盘（nirvana ）：不再受制于身心活动的一种彻底的清凉状态，也指从贪、瞋、痴中解脱的心境。 
25.想（perception；sanna）：心的特质，接收、认知情境。 
26.轮回（samsara）：所有身心现象都是由因缘所决定的世界，且不断在变化当中。 
27.处（sense bases；ayatana ）：六种根尘相应处：1.眼对色。2.耳对声。3.鼻对香。4.舌对味。5.身对
触。6.心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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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相（sign；nlmitta）：由心专注所生之影象。 
29.苦（suffering；dhukkha）：一切生灭变异现象基本的不坚固，难以满足的特性。 
30.戒（virue；sila）：原指遵守特定的道德戒律，更深义为在世间的行为无贪、无瞋、无痴。 
===== 

以数字开头的佛教术语诠释。 

1、三宝：佛、法、僧（与自性三宝：觉、正、净相应）； 
2、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3、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4、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 
5、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受持以下八法：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涂脂
粉香水， 不穿华丽的衣服，不观玩歌舞妓乐，七不睡卧高大床褥， 八不非时食（日中一食，过午不食）；
 
6、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7、四正勤：已生恶令断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起， 已生善令增长； 
8、四神足：又名四如意足，就是用四种定力摄心，使定慧均等，神力充沛，所愿皆得。 欲神足是希慕欲
乐，勤神足是精进无间，心神足是一心正念， 观神足是心不驰散； 
9、五根：信根、进根、念根、定根、慧根。 因此五法是生圣道的根本，故名五根。 
10、五力：五根坚固发生力量，叫做五力。 即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 信力是信根增长，能
破诸邪信；精进烽是精进根增长， 能破身之懈怠；念力是念根增长，能破诸邪念； 定力是定根增长，能
破诸乱想；慧力是慧根增长， 能破三界这诸惑； 

15、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16、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 
17、三学：戒、定、慧 
18、二谛：真谛、俗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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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三福： 
1）、人天福 / 孝敬 慈悲 身善 口善 意善 
2）、二乘福 / 三皈 自性三宝 住持三宝 严持戒律之精神和原则 
3）、大乘福 / 发菩提心 先断烦恼再度众生 / 深信念佛必定成佛 / 读诵大乘 / 劝进行者 
20、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21、四无量心：慈、悲、喜、舍 
22、六和敬 ：见和同解 / 戒和同修 / 身和同住 / 口和无诤 / 意和同悦 / 利和同均 
23、 六度 ：布施 ——财富 聪明 健康 / 持戒 / 忍辱 / 精进 / 禅定 /般若 
24、十愿 ： 礼敬诸佛 / 称赞如来 / 广修供养 ——弘扬修持 净土念佛法门即是最殊胜最圆满之供养 / 忏悔
业障——称念阿弥陀佛能消一切罪障 / 随喜功德 / 请转法轮 / 请佛住世 / 常随佛学 / 恒顺众生 / 普皆回向 
25、三资粮：信、愿、行 
26、四大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 大行普贤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 
27、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28、三藏 
何谓三藏？ 即是经藏、律藏、论藏. 

经诠定学，律诠戒学， 论诠慧学。精通三藏，并能以三藏自利化他者， 尊称为三藏法师，如姚秦鸠摩罗
什，唐玄奘等。 试略谈其义： 
一、经藏。梵语素怛缆，或曰修多罗，华言契经， 佛所说之经典，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 有关
佛陀教说之要义大都属于经藏。 
二、律藏。梵语毗奈耶，华言调伏，亦翻善治。 佛所制定之律仪，善能调治众生之恶，调伏众生之心性，
 有关佛所制定教团之生活规则，皆属于律藏。 
三、论藏。梵语阿毗达磨，华言对法，又翻无比法。 对佛典或经义加以议论，化精简为详明，以决择诸
法性相。 为佛陀教说之进一步发展，后人以殊胜智慧加以组织化、体系化的论议解释， 均属于论藏。 三
藏有大小乘之分。 小乘三藏：四阿含经为经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为律藏。 六足发智论为论藏。 
依大智度论说法，三藏属小乘教专称，但依据摄大乘论说法， 大乘亦有三藏。 华严经等为经藏，梵网经
等为律藏，阿毗达磨为论藏。 
29、 佛教八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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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禅宗：直指人心，即生见性成佛，不执著禅定而不离禅定 
2）、密宗：以心物一元之原理，大开方便，提倡肉身成佛 
3）、唯识（法相）：建立一切，说八识如来藏等， 接引畏空众生 
4）、天台：三止三观，建立如来禅方便程序 
5）、华严：华藏世界重重无尽，世界一切清静. 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 
6）、三论：否定否定，破人法执 
7）、成实：三心、二谛、二空 
8）、净土：佛我互感，信心而往生 
===== 

佛教术语 700条 

1、佛陀耶：简称佛陀或佛，义为觉者，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佛陀是三觉具足的大圣人。 
2、菩提萨：简称菩萨。义为觉有情，即大觉的众生。是上求佛果、下化众生的圣人。 
3、缘觉：是听了十二因缘而觉悟人生真理的。 
4、声闻：是听佛说四谛法的音声而悟道的。 
5、阿罗汉：是梵语，华译为无生、破恶、应供三义。 
6、菩提：义为觉为道，即觉道所证的智慧。 
7、菩提心：即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叫做菩提心。 
8、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9、一切智智：佛的智慧称为一切智智。因佛能遍知世间和出世间超智慧。 
10、一切有情：一切有情众生。（有情是有生命的动物。） 
11、一阐提：无善根、不信佛法的人。 
12、二执：我执（又名人我执），法执（又名法我执）。 
13、二空：我空（悟五蕴无我的真理），法空（悟诸法缘生性空的真理）。 
14、二障：烦恼障（障碍涅盘），所知障（障碍真知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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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乘：声闻乘，缘觉乘。 
16、三乘：菩萨乘与声闻乘、缘觉乘，合称为三乘。 
17、五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合称为五乘。 
18、三毒：贪、嗔、痴，能毒害身命与慧命，叫做三毒。 
19、三学：戒学，定学，慧学。（又叫做三无漏学。） 
20、三身：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应化身。 
21、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2、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 
23、三慧：闻慧，思慧，修慧。 
24、三藏：经藏（修多罗）；律藏（毗奈耶）；论藏（阿毗达磨）。 
25、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 
26、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僧，名三宝。 
27、大乘：是菩萨的法门，以救世利他为宗旨。 
28、小乘：是声闻的法门，以修身自利为宗旨。 
29、三业：身业，口业，意业。 
30、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是小乘的三法印。（再加大乘诸法实相为四法印） 
31、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 
32、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33、四等：即四无量心。（一）慈无量心，（二）悲无量心，（三）喜无量心，（四）舍无量心。 
34、四恩：父母恩（家庭），众生恩（社会），国土恩（国家），三宝恩（宗教）。 
35、菩萨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36、四德：常，乐，我，净。 
37、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38、四念住：（一）观身不净，（二）观受是苦，（三）观心无常，（四）观法无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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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四姓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40、四种阿含经：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杂阿含。 
41、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42、五欲：财，色，名，食，睡。 
43、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 
44、五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 
45、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 
46、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47、五盖：贪盖，嗔恚盖，睡眠盖，掉悔盖，疑法盖。 
48、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 
49、五恶见：（一）身见（萨迦耶见），（二）边见（执常，执断之见），（三）邪见（谤因果，坏善
事），（四）见取见（非果计果），（五）戒禁取见（非因计因）。 
50、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 
51、十惑：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亦名十使。 
52、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53、六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 
54、六衰：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能衰耗人之真性。 
55、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 
56、十法界：佛陀，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 
57、六波罗蜜：即六度的异名，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58、六和：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 
59、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 
60、六时：昼三时（晨朝，日中，日没。）夜三时（初夜，中夜，后夜。） 
61、六道四生：六道中有胎、卵、湿、化的四类众生。 
62、六难：（一）遇佛世难，（二）闻正法难，（三）生善心难，（四）生中国难，（五）得人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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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诸根难。 
63、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64、阿弥陀佛：译意是无量光、无量寿，故亦称无量寿佛。 
65、僧伽：义为"和合众"，指出家僧人六和共住。 
66、达磨：义为"法"，指佛法之法，即经典。 
67、涅盘：作圆寂解，亦作寂灭或不生不灭之义。 
68、无为法：是圣智所证的真理，没有因缘的造作。即断了烦恼，证得清净自在的理法（又名无漏法）。
 
69、有为法：是因缘造作的世间法，有烦恼，不能清净。 
70、无学：声闻乘四果中，前三果为有学，第四果阿罗汉称为无学。（修习戒定慧，进趣圆满，止息修
习，名为无学。） 
71、无学果：是阿罗汉的果位（又名无生）。 
72、佛陀有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阿难陀多闻第一，优波离持戒第一，阿那律
天眼第一，大迦叶头陀第一，富楼那说法第一，迦旃延论议第一，罗睺罗密行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 
73、发菩提心：佛经上说过，发菩提心的要件，第一是深心，广修无量善法。第二是悲心，广度无量众
生。第三是直心，正念真如。华严经云："菩提妙法树，生于直心地。"因心直则真，心真则志愿坚固，
信仰便始终不转移，而能勇猛精进地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 
74、 一九之生：谓极乐世界九品往生。 
75、一九之教：指弥陀九品莲台的教门。 
76、一三昧：一行三昧的简称。 
77、一大劫：历成、住、坏、空四个中劫，为一大劫，一大劫共有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为一世
界由成到毁的年数。 
78、一大事：1.一个伟大的事业，也就是向众生开示宇宙人生真理，以令众生转迷成悟和了脱生死的伟
大事业。2.指人的生死大事。 
78、一大事因缘：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此一大事因缘，即为了化度众生的因缘。法华经说：
「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 
79、一小劫：人寿由最初的八万四千岁起，每过一百年减一岁，减至十岁止，再由十岁起每过一百年增

55



一岁，增至原来的八万四千岁止，这样一减一增，为一小劫。以数学方式来计算，一小劫等于（84000-

10）x100x2 即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 
80、一心：1.指真如的理体独一无二。2.专心。 
81、一心三惑：谓三惑融□于我们的一心之中。三惑是见思惑，尘沙惑和无明惑。 
82、一心三智：谓人如果在一心之中同时修习空假中三观，就可以在一心之中同时证得一切智、道种智
和一切种智等三种智。 
83、一心三观：又名圆融三观、不可思议三观、不次第三观等，是天台宗圆教的观法。天台宗说宇宙万
有，都具有空假中三种谛理，而这三种谛理又互具互融，空即假中，假即空中，中即空假，如果我们在
一心之中这样作观，即叫做一心三观。 
84、一心不乱：心专一而不散乱。 
85、一心合掌：一心是很专心的意思，合掌是双手合一为掌，也就是表示一心。 
86、一心称名：很专心的称念佛的名号。 
87、一心归命：一心一意的归向于佛，把生命奉献给佛教。 
88、一切世间：一切的世间，是一切秽土的总称。 
89、一切有为：一切有作为有生灭的因缘所生法。 
90、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的简称，小乘宗之名。 
91、一切有情：一切有情识的动物。 
92、一切如来：所有一切的佛。如来是佛十号之一。 
93、一切法：一切道理或一切事物的意思。智度论说：「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
三者不可说法。此三已摄一切法。」 
94、一切法第一彼岸：梵语波罗，译为彼岸，此岸指生灭，彼岸指不生不灭的涅盘。一切法，法相有生
有灭，法性无生无灭，寂然常住，是最上究竟境界，与涅盘相应，故称一切法第一彼岸。 
95、一切皆成：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96、一切时：从无始以来相续无穷的时间，称为一切时。无论何时，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时间，都
称为一切时。 
97、一切唯心造：谓一切万法都是由心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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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一切智：三智之一。见三智条。 
99、一切智人：佛的尊称，因佛是具足一切智的人。 
100、一切智地：证得一切智的地位，即佛位。 
101、一切智忍：六忍之一。菩萨于妙觉位时，在断了一品无明之后，便证得一切智，能遍知一切中道之
理，此时其心便安住于理上，永不再动摇，叫做一切智忍。忍就是把心安住于理上永不再动摇的意思。 
102、一切智者：与一切智人同义。 
103、一切智相：一切智的相。 
104、一切智智：一切智中之智，亦即佛智。 
105、一切智无所畏：佛四无畏之一，佛在大众中说法，因自己是一位有真正智慧的人，所以心中毫无怖
畏。 
106、一切智藏：佛的尊称，因佛是一切智的含藏者。 
107、一切义成：一切义成就，是悉达多太子的译名。 
108、一切万法：一切万有诸法。 
109、一切经：佛教圣典的总称，即大藏经，简称藏经。 
110、一切种智：佛三智之一。见三智条。 
111、一切种识：阿赖耶识的别名。因阿赖耶识能摄藏一切法的种子。 
112、一切诸佛：所有一切的佛。 
113、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佛说阿弥陀经的别名，因阿弥陀经为一切诸佛所护持和忆念。 
114、一切诸佛秘藏之法：1.统指一切大乘甚深微妙的经典。2.指法华经，因法华经所说的道理，精深奥
秘，非一般钝根少智的人所能领悟。 
115、一切诸佛秘藏之法：1.统指一切大乘甚深微妙的经典。2.指法华经，因法华经所说的道理，精深奥
秘，非一般钝根少智的人所能领悟。 
116、一切诸法：一切道理或一切事物的意思。 
117、一切诸法：一切道理或一切事物的意思。 
118、一切法：一切道理或一切事物的意思。智度论说：「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
三者不可说法。此三已摄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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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一切法第一彼岸：梵语波罗，译为彼岸，此岸指生灭，彼岸指不生不灭的涅盘。一切法，法相有生
有灭，法性无生无灭，寂然常住，是最上究竟境界，与涅盘相应，故称一切法第一彼岸。 
120、一日三时：将一日分作昼三时和夜三时。书三时是上午七点至十点，十一点至下午二点，三点至六
点；夜三时是晚上七点至十点，十一点至二点，三点至六点。 
121、一日经：在一日之中写完一部经。 
122、一中一切中：在修空假中三观之中观时，应观不只是中才是中，就是空和假也都是中。 
123、一中劫：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一中劫共有三亿三千五百九十六万年。 
124、一月三身：以一个月亮的月体月光月影，来比喻佛的三身。宝王论说：「法身如月体，报身如月光，
应身如月影。 
125、一化：释迦佛一代的教化。 
126、一化五味之教：释迦佛一代五味的教法。五味：是乳、酪、生酥、熟酥和醍醐。在涅盘经中，佛以
五味作比喻，以醍醐味比喻涅盘经，后来天台智者大师便依据这种说法，而判定佛的一代圣教为五时教
法，即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和法华涅盘时。 
127、一四天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所照临的四大部洲，即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
 
128、一四句偈：一个由四句话所构成的偈文。 
129、一生入妙觉：在此一生中即能登入妙觉之佛位。天台宗说三论唯识等各宗的法门，非经三大阿僧□
劫不能达到佛位，而天台宗的圆顿妙觉，若信之行之，即能在此一生中由凡夫的地位，一跃而登于妙觉
之佛位。他如密宗等亦主张三密相应，即生成佛的。 
130、一生补处：尽此一生就能补到佛位的意思，是最后身菩萨的别号，如现在居于兜率天的弥勒菩萨，
就是一生补处菩萨。 
131、一代五时佛法：天台智者大师把释迦佛一生所说的佛法分为五个时期，叫做五时佛法，即华严时，
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盘时。 
132、一代五时佛法：天台智者大师把释迦佛一生所说的佛法分为五个时期，叫做五时佛法，即华严时，
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盘时。 
133、一代教：释迦佛一生所说的大小乘教法。 
134、一字三礼：书写经文，每写一字，礼佛三次。 
135、一字不说：佛虽对世人说了八万四千法门，但所说都是亲证之境，不是言语文字所能描述，而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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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之法，本来如是，非佛创说或是说了之后才有，如此说同未说，故说一字不说。 
136、一地：（喻）佛性好像一块土地。土地能使一切草木的种子生根发芽，而佛性也能使一切众生的善
根功德增长壮大。 
137、一回忌：又名一周忌，即人死后满一周年的忌日。 
138、一多相容不同门：十玄门之一。见十玄门条。 
139、一行：很专心的做一件事。 
140、一行一切行：在一行之中同时具足一切之行的意思，如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之佛是，华严宗叫做圆行。
见圆行条。 
141、一行三昧：又名真如三昧，或一相三昧，即把心定于一行而修正定。 
142、一合相：一个由众多极微分子合成的有形物质，如世界是由无数的微尘**而成，世界称为一合相，
人体是由四大五蕴合成，人身也是一合相。 
143、一如：一是平等不二，如是如常不变，所以一如就是真如的意思。 
144、一如顿证：谓一切修行的人都同乘一如之理而顿证菩提。 
145、一即一切：一是最少，一切是最多，一即一切是多少一样，没有分别的意思。法住法位，法性即在
诸法差别位上见；在诸法差别现象上亦即显出法性本体来，所以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佛教法法
相即，法法相入的理论。 
146、一即三：一乘教就是三乘教的意思。 
147、一即六：谓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中，若有一根已经清净，则其他五根也会跟著获得解脱。 
148、一佛土：一佛所化度的国土。一佛土的□围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149、一佛世界：一佛所教化的世界。与一佛士同义。 
150、一佛乘：唯一能令人成佛的教法。 
151、一佛净土：一佛的净土。通常是指阿弥陀佛的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 
152、一空：一切法的自性皆空。 
153、一空一切空：在修空假中三观之空观时，应观不只是空才是空，就是假和中也都是空。 
154、一法：一事或一物的意思。 
155、一法句：一法的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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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一法印：又名一实相印。见一实相印条。 
157、一法界：1.唯一的法界。亦即真如的理性。2.每一法的分界不同，故每一法都叫做一法界。 
158、一法界心：超绝有无和没有差别的心。 
159、一来向：四向之一。 
160、一来果：四果之一。 
161、一明：一个咒语。明就是咒陀罗尼的别名。 
162、一刹：一佛所教化的国土。刹就是国土的意思，通常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称为一刹。 
163、一刹那：指极短的时间。佛经说在人的一个念头中就含有九十个刹那。 
164、一念：1.一个念头。2.（喻）极短的时间。 
165、一念三千：谓在我们日常的一念之中，三千诸法同时具足的意思，这是天台宗的观法。三千者，地
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等是十法界，这十法界中的每一界各具有十界，成为百界，百界
中的每一界又各具有十如，成为千如，千如中的每一如又各具有三种世间（即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和五
阴世间），便成三千世间，或叫做三千诸法，是一切法的总称。 
166、一念不生：心中毫无杂念妄想，乃超越念虑的境界。 
167、一念万年：谓在一刹那之心念中就已摄尽了万年的岁月。 
168、一念业成：只要一念坚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就可以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业。 
169、一念随喜：一个随喜的念头。 
170、一念随喜：一个随喜的念头。 
171、一音教：佛只以一种声音向各类众生宣说教法。 
172、一衲：一件僧衣。 
173、一相：唯一真实的相。 
174、一相智：证悟诸法一实相的智。 
175、一持：专门受持一佛名号或是一部经典。 
176、一即一切：一是最少，一切是最多，一即一切是多少一样，没有分别的意思。法住法位，法性即在
诸法差别位上见；在诸法差别现象上亦即显出法性本体来，所以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佛教法法
相即，法法相入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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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一即三：一乘教就是三乘教的意思。 
178、一即六：谓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中，若有一根已经清净，则其他五根也会跟著获得解脱。 
179、一食：又名一坐食，即一日只在午前食一餐。 
180、一真：唯一真实的意思，与真如同义。 
181、一真一切真：一真是指绝对的真理而言，华严宗所谓一真法界，天台宗所谓诸法实相，都是不离自
性，站在真如的立场上谈性，则一切法的不虚妄性和不变异性即是真如，故说一真一切真。 
182、一真地：证悟一真法界的实际理地。 
183、一真如：一真法界无差别的意思。 
184、一真法界：唯一真实的法界，也就是佛的法界。 
185、一真无为：谓一真法界的理体是清净和无为的。 
186、一夏：一次结夏安居。 
187、一夏九旬：一次结夏安居的日数是九十天，即由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 
188、一乘：唯一能令人成佛的教法。乘是车乘，以喻佛的教法，教法能乘载人至涅盘的彼岸，所以叫做
乘。 
189、一乘之机：具有听受一乘佛法的机根的人。 
190、一乘究竟教：一乘是佛一代教中最究竟圆满的教法。 
191、一乘菩提：谓一乘才是真实的菩提，其他二乘和三乘都是方便的菩提而已。 
192、一乘圆教：一乘就是一佛乘，圆教就是圆满之教，在大乘中，一乘圆教是穷极的实教。 
193、一乘经：专门说一乘妙理的经典，指法华经。 
194、一异：一与异。一是彼此一样，异是彼此迥异，一与异，都是偏于一方的思想。中论说：「不生亦
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195、一假一切假：在修空假中三观之假观时，应观不只是假才是假，就是空和中也都是假。 
196、一超直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思。 
197、一期：指人的一生。 
198、一期无常：指生物的一度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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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一路：一条通向涅盘的道路。 
200、一智：一切种智，是佛三智之一。见三智条。 

237、二十五有： 由业因而有果报生，故果亦名为有，三界的果法，分为二十五类，名二十五有。其中
欲界十四有，即四恶趣四洲六欲天。**七有，即四禅天为四有，另大梵天五净居天无想天为三有。无**

四有，即四空处。 
238、二十五神： 受持五戒的人，时常都有二十五位善神护卫其身。 
239、二十部： 小乘的分派共有二十，即上座部、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
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雪山部、说一切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部、正量部、密林
山部、化地部、饮光部、经量部。 
240、二力： 自力和他方。自力是众生本身的戒定慧三学；他力是佛菩萨的愿力加被。 
241、二入： 理入和行入。理入是由理性著手，觅求真本，入佛知见；行入是由实践著手，实践修心，
磨炼意志。 
242、二土： 1.净土和秽土。净土是诸佛清净的国土；秽土是众生污秽的国土。2.报土和化土。报土是诸
佛报身所住的国土；化土是诸佛化身所住的国土。 
243、二凡： 内凡和外凡。内凡是快要进入圣位的人；外凡是刚刚闻教起信的人。 
244、二心： 
1.真心和妄心。真心是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心，真净妙明，离一切的妄想；妄心就是虚妄的心，常起妄念而
生种种的境界。2.定心和散心。定心是禅定的心，也是修定善的心；散心是散乱的心，也是修散善的心。
245、二世： 今世和来世。 
246、二世间：有情世间和器世间。有情世间即众生由惑造业所感的生死存亡的色身，也就是有情的正报；
器世间即众生所依靠的宇宙国土，也就是有情的依报。 
247、二衣：制衣和听衣。制衣是佛制定比丘一定要穿著的衣，如比丘的三衣和比丘尼的五衣是；听衣是
佛特许听便蓄存的衣，如长衣是。 
248、二死：分段生死和变易生死。一切众生，在三界六道中，由于善恶业所感，其寿命皆有分限，其身
形皆有段别，故其生死，名分段生死；三乘圣者，已断见思惑，了分段生死，但因修道的结果，迷想渐
灭，证悟渐增，此迷悟的迁移，每一期皆不同，其中由前期移入后期，恰如一度生死，其变化神妙莫测，
不可思议，故名变易生死，或不思议变易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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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二百五十戒：比丘的具足戒。分八段，即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三十舍堕、九十单堕、四
悔过法。一百众学、七灭净法。 
250、二光：1.色光和心光。色光又名身光，即佛身上所发出来的光，吾人的眼睛能够看得到；心光是佛
心所发出来的光，它恒常照护著一切众生。2.常光和神通光。常光是佛身上所常发放的光，如释迦佛一寻
之光是；神通光是佛以神通力所发放的光，如释迦佛在说法华经时！特以神通光照遍东方一万八千国土
是。 

268、二空观：人空观和法空观。观五蕴之中无人我故，不见有众生相，名人空观；观五蕴诸法，但有假
名，并无实体，不见有法相，名法空观。 
269、二明：内明和因明。内明是佛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因明是考定邪正分清真伪的理法，相等于现
代的论理学。 
270、二果：声闻乘的果位名，梵语叫做斯陀含，华译为一来，意思是修到了此果位的人，死后生到天上
去做一世天人，再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一次，就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 
271、二受：身受和心受。身受是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的苦乐感受；心受是人们意识上的忧苦感受。 
272、二和：理和和事和。理和是二乘圣者共同断除见思二惑，及共同证悟无为的道理；事和是对凡僧而
言，共有六种，即身和、口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以上理事二和，名为僧伽，即和合众的意思。
 
273、二持：止持和作持。止持是持此戒以止恶，亦即诸恶莫作之意；作持是持此戒以作善，亦即众善奉
行之意。此止持与作持二门，可以摄尽一切的戒律。 
274、二苦： 内苦和外苦。内苦有二种，即一切疾病为身苦，忧愁嫉恨为心苦；外苦也有二种，即盗贼
虎狼之害，和风雨寒暑之灾。 
275、二皈戒：皈依佛宝和僧宝的戒法。 
276、二食： 1.正命食和邪命食。正命食是比丘按照佛制，以乞食来资养色身，清净延命：邪命食是比丘
不依佛制，以四邪或五邪之法来求取活命。2.法喜食和禅悦食。法喜食是听了佛法，心中欢喜，善根增长，
资养慧命；禅悦食是修禅得定，心身怡悦，安乐自在。 
277、二流： 顺流和逆流。顺流是流转于生死的因果；逆流是还归于寂灭的因果。 
278、二悟：顿悟和渐悟。顿悟是顿时就能开悟；渐悟是逐渐才能觉悟。 
279、二根： 1.利根和钝根。利根是指根器很锐利的人；钝根是指根器很迟钝的人。2.指男女的二根，亦
即男女的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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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二胁士： 又名二挟持，或两胁士，即在佛左右协助弘法的人。阿弥陀佛的二胁士是观世音和大势
至二菩萨，□师佛的二胁士是日光和月光二菩萨，释迦佛的二胁士是文殊和普贤二菩萨。 
281、二乘： 声闻乘和缘觉乘。凡属修四谛法门而悟道的人，总称为声闻乘；凡属修十二因缘而悟道的
人，总称为缘觉乘。以上二乘又分为愚法二乘和不愚法二乘两种，愚法二乘是声闻缘觉二小乘，迷执自
法，而愚于大乘法空之妙理；不愚法二乘是与愚法二乘相反，他们善知理法，进入大乘的境界。 
282、二胁士： 又名二挟持，或两胁士，即在佛左右协助弘法的人。阿弥陀佛的二胁士是观世音和大势
至二菩萨，□师佛的二胁士是日光和月光二菩萨，释迦佛的二胁士是文殊和普贤二菩萨。 
283、二修： 1.专修和杂修。专修是专修一善；杂修是诸善兼修。2.事修和理修。事修是注重事相的修法，
如把作所善事念念于心，即著相而修，此种修法只能获得世间的善报，不能出世间；理修是注重理性的
修法，如把作所善事以三轮体空作观，不著于人、我、法相，这种修法能了生死，证涅盘。3.真修和缘修。
真修是地上菩萨证真如之后无修的行法，无心无作；缘修是地前菩萨缘真如而有修的行法，有心有作。 
284、二般若： 1.共般若和不共般若。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通教，对声闻缘觉菩萨三乘而说，亦为三乘
所共同修证，故名共般若；不共般若是天台宗所说的别圆二教，只对别圆之二菩萨说，不共于声闻缘觉
二小乘，故名不共般若。2.实相般若和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就是窥见心性，彻证实相的智慧；观照般若就
是观照实相的智慧。 
285、二执： 我执和法执。我执又名人我执，即执著人有一实在的我体；法执又名法我执，即执著一切
法都有实在的体用。 
286、二教： 1.显教和密教。显教是显明易懂之教，如应身佛释迦牟尼如来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是；密
教是秘密难晓之教，如法身佛大日如来所宣示的一切内证真言教法是。2.渐教和顿教。渐教是由浅入深，
逐渐使人觉悟的教法；顿教是直说究竟妙理，立刻就能使人觉悟的教法。3.律宗判如来一代时教，为化教
与制教二类：化是化导众生，凡诸经论中所示禅定智慧的法门，使人断惑证真者，都是属于化教类；制
是制定戒律，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为佛所制的律仪，所以统众防非者，都是属于制教类。 
287、二报： 依报和正报。依报又名依果，即众生依之而住的果报，如国土大地房屋器具等是；正报又
名正果，即众生五蕴假合的身体，因此身体乃困惑造业所感，是正彼之果报。 
287、二惑： 1.见惑和思惑。见惑是见解上的迷惑错误，如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五不
正见是；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错误，如贪、嗔、痴、慢、疑等五烦恼是。断此见思二惑，即证阿罗汉果，
出离三界。2.理惑和事惑。理惑是对理性的迷惑；事惑是对事相的迷惑。 
288、二果：声闻乘的果位名，梵语叫做斯陀含，华译为一来，意思是修到了此果位的人，死后生到天上
去做一世天人，再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一次，就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 
289、二答：言答和示相答。言答是以言语来作答；示相答是示现种种的形相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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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二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是了解五蕴假和合之义，知道人无常一的我体可得；法无我是了
解诸法因缘生之义，知道诸法皆无实在的体用。 
291、二无我智： 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智慧。 
292、二无记： 有覆无记和无覆无记。有覆无记是极其微弱的惑障隐覆著圣道，但不是召感苦果的恶性；
无覆无记是离惑障的无记法。无记是体性微弱到无善恶可记的意思。 
293、二无常：念念无常和相续无常。念念无常是说一切有为法都是念念生灭而不停住；相续无常是说相
续之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还是要归于坏灭，如人命的死亡及灯火的熄灭是。 
294、二和： 理和和事和。理和是二乘圣者共同断除见思二惑，及共同证悟无为的道理；事和是对凡僧
而言，共有六种，即身和、口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以上理事二和，名为僧伽，即和合众的意
思。 
295、二众：道众和俗众。道众是有道行的大众；俗众是凡俗的大众。 
296、二义： 了义和不了义。了义是说理非常透彻究竟的意思，如宣说真实义理的大乘经是；不了义是
说理不透彻和不究竟的意思，如只为方便而说的经典是。 
297、二道： 1.难行道和易行道。凡依经教，在此土积累功勋，断惑证真，修因得果者，皆属难行道摄；
凡依念佛法门，往生净土、于彼国中，仗佛威神，终成正觉者，皆属易行道摄。2.有漏道和无漏道。漏是
烦恼的别名，有漏道就是带有烦恼不清净的道法，加三乘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前所修的一切行法是；无漏
道是无烦恼及清净的道法，如三乘行人在见到真理以后而顺著真理起修的一切行法是。 
298、二烦恼： 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根本烦恼即贪□痴慢疑恶见等六种大烦恼，因为是一切烦恼生起的
根本，故名根本烦恼；随烦恼即忿恨覆等二十种小烦恼，因为是随逐六种根本烦恼而生起的枝末烦恼，
故名随烦恼。 
299、二罪：性罪和遮罪。性罪是本性就是罪恶，如杀、盗、淫、妄，不待佛制，谁犯了就会得到罪报；
遮罪是遮止的罪，如酒的本质不是恶，但是佛禁止不许饮，谁饮了就会得到毁犯佛制戒的罪。 
300、二爱：欲爱和法爱。欲爱是凡夫们对五欲的贪爱；法爱是菩萨们对正法的喜爱。 

401、十六观门：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十六观，因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户，所以叫做十六观门。见十
六观条。 
402、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 
403、十方刹：十方刹土，亦即十方国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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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十方净土：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都有诸佛净土，故云十方净土。 
405、十方业普现色身： 随著十方众生的意业而普遍示现其身，如观世音菩萨是。 
406、十心： 1.指顺流十心，即无明昏暗、外加恶友、善不随从、三业造恶、恶心遍布、恶心相续、覆讳
过失、不畏恶道、无惭无愧、拨无因果。2.指逆流十心，即深信因果、生重惭愧、生大怖畏、发露纤悔、
断相续心、发菩提心、断恶修善、守护正法、念十方佛、观罪性空。 
407、十王： 1.指阴间十王，即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伍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府君、平等王、
都□王、转轮王。2.指人间十王，即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及粟散王等治理一洲一国的小国
王。自轮王以下都叫做粟散王，言小王之多如散粟，不限于十个也。仁王经云：「中下品善粟散王，上
品十善铁轮王」。 
408、十支论：以瑜伽论为本的十种支论，即百法论、五蕴论、显扬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
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大庄严论、分别瑜加论。 
409、十不二门：色心不二门、内外不二门、修证不二门、因果不二门、染净不二门、依正不二门、自他
不二门、三业不二门、权实不二门、受润不二门。 
410、十不善业：十种不良善的行为。见十恶条。 
411、十玄门：又名十玄缘起，华严宗所立，系示四种法界中，事事无碍法界之相，能通此义，则可入于
华严大经之玄海，故名玄门。又此十玄妙法，互为缘而起他，故日缘起。即：同时具足相应门、广狭自
在无碍门、一多相容不同门、诸法相即自在门、隐密显了俱成门、微细相容安立门、因陀罗网法界门、
托事显法生解门、十世隔法异成门、主伴圆明具德门。 
412、十甘露王：阿弥陀佛的别名。 
413、十四根：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忧喜苦乐舍等五受，男女意命等四根，合称为十四根。 
414、十地心：四无量心、十善心、明光心、焰慧心、大胜心、现前心、无生心、不思议心、慧光心、受
位心。照如是次第观看，十地心应是十地的别名。 
415、十因：随说因、观待因、牵引因、生起因、摄受困、引发因、定异因、同事因、相违因、不相违因。
 
416、十因十果：十种的业因和十种的果报，即一、淫习因，有铁床铜柱八热地狱的果报，二、贪习因，
有寒冰地狱的果报，三、慢习因，有血河毒海灌吞的果报，四、□习因，有宫割斩斫等果报，五、诈习
因，有□械鞭杖等的果报，六、诳习因，有腾掷飞坠漂沦等的果报，七、冤习因，有投掷击射等的果报，
八、见习因，有勘问权诈拷讯推鞫等的果报，九、枉习因，有拘押按捺迫蹙其体与沥□其血等的果报，
十、讼习因，有业镜之火珠披露其宿业以对验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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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十如：又名十如是。见十如是条。 
418、十如来地：即如来的十地。见十地条。 
419、十如是：天台宗认一切法，皆是真如实相，或名为如，或称如是。十法界中，一、外显的形相，名
如是相，二、内具的理性，名如是性，三、所具的体质，名如是体，四、由体所生的力用，名如是力，
五、所造的作业，名如是作，六、由所种的因，名如是因，七、助因生果的助缘，名如是缘，八、由缘
发生的结果，名如是果，九、所招的报应，名如是报，十、以上相为本，报为末，最后的归趣即究竟，
名如是本末究竟。十法界中的每一界，情与无情，色心万法，皆具此十如是。 
420、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著华服好香涂身、不歌舞观听、不坐高广大床
上、不非时食、不捉钱金银宝物。 
421、十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贪见、恚见、慢见、无明见、疑见。 
422、十利：有许多种的十利，如乞食十利、多闻十利、闻经十利、般若十利、禅定十利、精进十利、粥
十利等等。 
423、十宗：俱舍宗、成实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真言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三论宗。在此
十宗中，前二宗属小乘，后八宗属大乘。 
424、十法行：十种行持经典的方法，即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披读、受持、开演、讽诵、思惟、修
习。 
425、十法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前六是六凡，后四是四圣。
 
426、十波罗夷：十重禁戒。见十重戒条。 
427、十波罗密：施波罗密、戒波罗密、忍波罗密、精进波罗密、禅波罗密、般若波罗密、方便波罗密、
愿波罗密，力波罗密、智波罗密。此十波罗密是唯识论所立，称为十胜行，即菩萨在十地时所修行的道
法。 
428、十波罗密菩萨：檀波罗密等十位菩萨。 
429、十使：又名十惑，或十根本烦恼，即一、贪，贪爱五欲；二、嗔，嗔恚无忍；三、痴，愚痴无明；
四、慢，骄慢自大；五、疑，狐疑猜忌；六、身见，执取五蕴根身；七、边见，执取常断二见；八、邪
见，谤无因果，坏诸善事；九、见取见，执持成见，非果计果；十、戒禁取见，执持不正戒，非因计因。
前五是五钝使，后五是五利使，使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使众生流落于生死。 
430、十念：1.念十声的南无阿弥陀佛。2.念十口气的南无阿弥陀佛。 
431、十念往生：观无量寿经中所说的下品下生者的往生法，就是造诸恶业的凡夫，在临命终时，若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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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缘的相助，急念十声的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432、十念处：菩萨所时常观念的十种境界，即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境界念处、阿兰若念
处、都邑念处、名闻利养念处、如来学问念处、断诸烦恼念处。 
433、十金刚心：十种像金刚宝石一样晶莹锐利的心，即觉了法性、化度众生、庄严世界、善根回向、奉
事大师、实证诸法、广行忍辱、长时修行、自行满足、令他愿满。 
434、十金刚心向果：十种迥向的法门。梵网经心地品说：「十金刚心向果：一信心，二念心，三迥向心，
四达心，五直心，六不退心，七大乘心，八无相心，九慧心，十不坏心。诸佛当知，从是十金刚心，入
坚圣忍中。」 
435、十度：与十波罗蜜同。 
436、十度三行：十度中的每一度各具有三种行法，布施度的三行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持戒度的三行
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忍辱度的三行是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谛察法忍；精进度的三行
是披甲精进、摄善精进、利乐精进；□定度的三行是安住静虑、引发静虑、辨事静虑；般若度的三行是
生空无分别慧；法空无分别慧、俱空无分别慧；方便度的三行是进趣果向方便、巧会有为方便、不舍不
受方便；愿度的三行是求菩提愿、利乐他愿、外化愿；力度的三行是思择力、修习力、变化力；智度的
三行是无相智、受用法乐智、成熟有情智。 
437、十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苦、怨苦、苦受苦、忧苦、病恼苦、生死流转苦。 
438、十界：比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前六是六凡，后四是四圣。 
439、十界一心平等大念：由佛界一直到地狱界的十种境界，都是吾人一心造出来的，所以其体性平等没
有差别。观察这种平等的道理，叫做十界一心平等大念。 
440、十界一念：十界具于一念，一念又起十界，如此十界一念，一念十界，圆融而无碍，是融通念佛的
意思。 
441、十界互具：十界互具十界而成百界的意思。 
442、十界唯心：谓十法界都是吾人一心造出来的。 
443、十界权实：十法界中有权有实，佛界是实（真实），九界是权（方便） 
444、十重戒： 
又名十波罗夷，即梵网经中所说的十无尽藏戒，因此种戒的戒相虽只有十种，但是已经包含了法界一切
之戒，故名无尽藏戒。又因别于四十八之轻戒，故称的重，谁要是犯了，即得波罗夷罪。十重戒是杀戒、
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戒、说四众过戒、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嗔心不受悔戒、谤三宝戒。 
445、十重无明：菩萨十地中，每一地皆有其无明，故十地有十重无明。 

68



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446、十重障：别教的菩萨在十地时所渐渐断除的十种重障，即异生性障、邪行障、愚钝障、微细烦恼现
行障、于下乘般涅盘障、□相现行障、细相现行障、无相中作加行障、利他中不欲行障、于诸法中未得
自在障。 
447、十根本烦恼：与十使同。 
448、十恩：发心普被恩、难行苦行恩、一向为他恩、垂形六道恩、随逐众生恩、大悲深重恩、隐胜彰劣
恩、隐实施权恩、示灭令慕恩、悲念无尽恩。 
449、十师：比丘受具足戒时的三师七证。见三师七证条。 
450、十习因：召感十果的十因。见十因十果条。 

461、十无尽戒：即梵纲经所说的十重禁戒。见十重戒条。 
462、十无尽藏：十种含藏无尽法海之法，即行藏、戒藏、惭藏、愧藏、闻藏、施藏、慧藏、念藏、持藏、
辨藏。 
463、十无碍：用周无碍、相遍无碍、寂用无碍、依起无碍、真应无碍、分圆无碍、因果无碍、依正无碍、
潜入无碍、圆通无碍。 
464、十胜行：即菩萨于十地时所修的十波罗蜜。见十波罗蜜条。 
465、十遍处定：与十一切处同。 
466、十烦恼：又名十惑，即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 
467、十圣：大乘初地以上乃至十地的菩萨，叫做十圣，或地上菩萨。 
468、十万亿佛土：指极乐世界。阿弥陀经说：「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日极乐。」 
469、十号：佛有十种的尊号，即一、如来，乘如实之道来成正觉。二、应供，应受人天的供养。三、正
遍知，真正遍知一切法。四、明行足，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等三明与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病行
等五行悉皆具足。五、善逝，自在好去入于涅盘。六、世间解，能了解一切世间的事理。七、无上士，
至高无上之士。八、调御丈夫，能调御修正道的大丈夫。九、天人师，佛是一切天、人的导师。十、佛
世尊，佛是一切世人所共同尊重的人。 
470、十业：又名十业道，即十种的作业行为，有善恶的分别。见十善十恶条 
471、十障：菩萨于十地位中，断十种的障碍而证得十种的真如，即一、于初地断异生性障，证适行真如；
二、于第二地断邪行障，证最胜真如；三、于第三地断暗钝障，证胜法真如；四、于第四地断细惑现行
障，证无摄受真如；五、于第五地断下乘涅盘障，证无别真如：六、于第六地断粗相现行障，证无染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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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七、于第七地断细相现行障，证法无别真如；八、于第八地断无相加行障，证不增减真如；九、
于第九地断不欲行障，证智自在所依真如；十、于第十地断法未自在障，证业自在所依真如。 
472、十种方便：布施方便、持戒方便、忍辱方便、精进方便、禅定方便、智慧方便、大慈方便、大悲方
便、觉悟方便、转不退法发轮方便。 
473、十种方便戒：又名三世无障碍戒，即密教所说的方便戒，亦即大乘的十善戒。 
474、十种方便学处：即十种方便戒。 
475、十种不净：愚痴有十种的不净，即身不净、口不净、意不净、行不净、住不净、坐不净、卧不净、
自行不净、化他不净、所期不净。 
476、十种有依行轮：有依行是有可以依凭的行业的意思，轮是摧破的意思，合起来说，就是众生可以依
凭这十种的行业去修习菩提，最终能够摧破一切的烦恼惑业。即具足净信、具足惭愧、安住律仪、安住
慈心、安住悲心、安住喜心、安住舍心、具正皈依、具足精进、常住寂静。 
477、十种行愿：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478、十种依果：菩萨遵循著菩萨乘去修行，所获得的功德有十种，叫做十种依果，即菩提心依果（究竟
不忘失大乘）、善知识依果（随顺和合）、善根依果（长养诸善根）、诸波罗密依果（究竟修行）、一
切法依果（永出生死）、诸愿依果（长养菩提）、诸行依果（广为修习）、菩萨依果（得一生补处）、
供养佛依果（信心不坏）、一切如来依果（离正教转倒）。 
479、十种依果：菩萨遵循著菩萨乘去修行，所获得的功德有十种，叫做十种依果，即菩提心依果（究竟
不忘失大乘）、善知识依果（随顺和合）、善根依果（长养诸善根）、诸波罗密依果（究竟修行）、一
切法依果（永出生死）、诸愿依果（长养菩提）、诸行依果（广为修习）、菩萨依果（得一生补处）、
供养佛依果（信心不坏）、一切如来依果（离正教转倒）。 
480、十种供养：华、香、璎珞、抹香、涂香、烧香、绘幢幡、衣服、妓乐、合掌。 
481、十种智力：十智与十力。见十智与十力条。 
482、十种智明：1.指华严经十明品所说的十种智明，即善知他心智明，无碍天眼智明、深入过去际无碍
宿命智明、深入未来际劫智明、无碍清净天耳智明、安住无畏神力智明、分别一切言音智明、出生无量
阿僧□色身庄严智明、一切诸法真实智明、一切诸法灭定智明。2.指华严经离世间品所说的十种智明，即
知一切境界业报智明、知一切境界寂妙灭智明、知一切所缘唯一相智明、能以妙音普闻十方智明、普坏
染著心智明、能以方便受生智明、舍离想受境界智明、知一法无相无性智明、知众生缘起本无有生智明、
以无著心济渡众生智明。 
483、十种众生：十法界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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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十种观法：天台宗所说的十乘观法。 
485、十种观法：天台宗所说的十乘观法。 
486、十轮：即如来的十力。见十力条。 
487、十莲华藏世界：无尽的莲华藏世界。十就是表示满数和无尽的意思。 
488、十德：1.指法师的十德。做法师的人应具备下列的十德，即善知法义、能广宣说、处众无畏、无断
辩才、巧方便说、法随法行、威仪具足、勇猛精进、身心无倦、成就忍力。2.指弟子的十德。□大日经疏
四说弟子欲受灌顶者，应具备下列的十德，即信心、种姓清净、恭敬三宝、深慧严身、堪忍无懈怠、尸
罗净无缺、忍辱、不悭吝、勇健、坚愿行。 
489、十谛：世谛、第一义谛、相谛、差别谛、观谛、事谛、生谛、尽无生智谛、人道智谛、集如来智谛。
 
490、十斋日：十个行持八斋戒的好日子，即每月之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地藏经说，以上十日是诸罪结集定其轻重的日子，若人能
于此十斋日对著佛菩萨的圣像读诵地藏经一遍，则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 
491、十魔：一、蕴魔，色等五蕴，为众恶之渊薮。二、烦恼魔，贪等烦恼，能迷惑事理。三、业魔，杀
等恶业，能障蔽正道。四、心魔，我慢之心，能障蔽中道。五、死魔，人的寿命有限，妨碍修道。六、
天魔，欲界第六天主，能障害人的善事。七、善根魔，执著自身所得的善根，不求进步。八、三昧魔，
三昧是指禅定，耽著于自身所得的禅定，不求升进。九、善知识魔，悭吝于法，不能开导人。十、菩提
法智魔，于菩提法起智执著，障蔽正道。以上十者，都能障蔽正道，妨害慧命，故名为魔。 
492、十缠：十种的烦恼。缠就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缠缚众生的身心，使不得出生死和证涅盘。十缠
就是无惭、无愧、嫉、悭、悔、睡眠、掉举、昏沉、□念、覆。 
493、十法行：十种行持经典的方法，即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披读、受持、开演、讽诵、思惟、修
习。 
494、十法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前六是六凡，后四是四圣。
 
495、十缠：十种的烦恼。缠就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缠缚众生的身心，使不得出生死和证涅盘。十缠
就是无惭、无愧、嫉、悭、悔、睡眠、掉举、昏沉、□念、覆。 
496、七十五法：小乘俱舍宗对宇宙万有，立五位七十五法，以总括之。五位者：一、色法，有十一，即
吾人依正二报所具的种种色质，内五根外五尘皆是。二、心法，有一，即六识的作用。三、心所有法，
简称心所法，有四十六，系属于心王者。四不相应行法，有十四，谓不如色法之有形，亦非如心王心所
之无形，与此三法皆不相应，非心非物，乃宇宙万有变化的幻象。五、无为法，有三，谓无生灭变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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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而寂然常住之法，以上共七十五。 
497、七十五法：小乘俱舍宗对宇宙万有，立五位七十五法，以总括之。五位者：一、色法，有十一，即
吾人依正二报所具的种种色质，内五根外五尘皆是。二、心法，有一，即六识的作用。三、心所有法，
简称心所法，有四十六，系属于心王者。四不相应行法，有十四，谓不如色法之有形，亦非如心王心所
之无形，与此三法皆不相应，非心非物，乃宇宙万有变化的幻象。五、无为法，有三，谓无生灭变化之
可得，而寂然常住之法，以上共七十五。 
498、七七斋：人死之后七七四十九日，由于业缘的安排将去投胎，此时若其亲属为之修福，则可以转劣
为胜而投生于善处。 
499、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地水火风是四大，空即虚空的本性，见即眼根的见性，识即
八识。因为以上七大周遍于法界，所以叫做大。 
500、七方便：即小乘的三贤四善根。三贤是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四善根是暖、顶、忍、世
第一法。 
501、七支：十恶中的前七恶叫做七支，即身三（杀生、偷盗、邪淫）与口四（妄语、绮语、两舌、恶
口）的恶业。 
502、七支戒：戒止身三口四的七支作业。 
503、七加行：七方便的别名。 
504、七有：地狱有、畜生有、饿鬼有、天有、人有、业有、中有。 
505、七见二疑二无明：即十一遍使。见十一遍使条。 
506、七佛：指过去的七佛，即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
牟尼佛。 
507、七佛八菩萨：七佛八菩萨神咒经所说，七佛是维卫佛、式佛、随弃佛、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
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八菩萨是文殊师利菩萨、虚空藏菩萨、观世音菩萨、救脱菩萨、跋陀和菩萨、大
势至菩萨、后大势至菩萨、坚勇菩萨。 
508、七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禅宗。 
509、七法不可避：生不可避、老不可避、病不可避、死不可避、罪不可避、福不可避、因缘不可避。 
510、七法财：七种出世的法财，即信财、进财、戒财、惭愧财、闻财、舍财、定慧财。 
511、七陀罗尼：七种的陀罗尼，即尊胜陀罗尼、宝箧印陀罗尼、大悲陀罗尼、光明真言陀罗尼、随求陀
罗尼、众陀罗尼、十甘露陀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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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七使：七种的烦恼，使就是烦恼的别名。一，欲爱，即五欲的贪爱。二、恚，即□恚无忍。三、有
爱，即色无色爱。四、慢，即贡高我慢。五、无明，即不明事理。六、见，即各种邪见。七、疑，即怀
疑正法。 
513、七金山：在须弥山之外有七重金山，即双持山、持轴山、担木山、善见山、马耳山、障碍山、持地
山。 
514、七垢： 
七种的烦恼，垢就是烦恼的别名。一、欲垢，即欲使他人知道自己的功德。二、见垢，即对自己的功德
生执著分别的见解。三、疑垢，即对于自己的功德生起疑惑。四、慢垢，即以自己的功德去跟别人校量
而生出轻慢他人的心。五、□垢，即对自己的功德生起贡高欣喜的心。六、随眠垢，即自己的功德为他
人所盖覆而生烦恼。七、悭垢，即对自己的功德生起悭惜的心。 
515、七重金山：指环绕须弥山的七重金山，其名是双持、持轴、担木、善见、马耳、障碍、持地，此七
金山多为圣贤神鬼所住。 
516、七逆：七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即出佛身血、杀父、杀母、杀和尚、杀阿□梨、破羯摩僧及转法发轮
僧、杀圣人（小乘是阿罗汉，大乘是地上菩萨）。 
517、七常住果：谓常住之法有七种，即菩提、涅盘、真如、佛性、□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境智。 
518、七常住果：谓常住之法有七种，即菩提、涅盘、真如、佛性、□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境智。 
519、七菩提分：见七觉分条。 
520、七华：（喻）七觉支。 
521、七等觉支：见七觉分条。 
522、七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前五众是出家众，后二众是在
家众。 
523、七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前五众是出家众，后二众是在
家众。 
524、七圣财： 
七种已经见道的圣人所得到的功德法财。诸经所说的略有不同，宝积经说：「云何圣财？谓信、戒、闻、
渐、愧、舍、慧。如是等德法，是谓七圣财。彼诸众生不护此故，名极贫穷。」法句经说：「信财戒财，
惭愧亦财，闻财施财，慧为七财。」报恩经说：「七圣财为信、精进、戒、惭愧、闻舍、忍辱、定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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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七圣觉：七觉分。见七觉分条。 
526、七叶□：地名，在王舍城侧的灵鹫山上，因有七叶树生于□窟之上，故名七叶□，是第一次五百大
阿罗汉结集经典的地方。 
527、七种布施：一、施客人，即羁旅他乡的人；二施行人，即欲远行的人；三、施病人，即身体有病的
人；四、施侍者，即侍奉病人的人；五、施园林，即以园林施给寺庙；六、施常食，即布施钱财或田园
给十方僧供常食；七、随时施，即不论何时何地随人之所需而施衣食等。 
528、七种无上：佛所特有的七种无上，即一、身无上，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二、道无上，佛以慈悲
的道法去利乐一切众生；三、见无上，佛以正戒正见正命等成就其身；四、智无上，佛具有四无碍智；
五、神力无上，佛的神通力不可思议；六、断障无上，佛已经断尽了惑业苦之三障；七、住无上，佛住
于伟大的寂灭涅盘境界。 
529、七种语：佛所说的七种语，即一、因语，于现在因中说未来之果；二、果语，于现在果中说过去之
因；三、因果语，对著一件事既说因又说果；四、喻语，即作种种的譬喻；五、不应说语；六、世流布
语；七、如意语。 
530、七种忏悔心：人们在作忏悔时所应具有的七种心情，即大惭愧心、恐怖心、厌离心、发菩提心、冤
亲平等心、念佛报恩心、观罪性空。 
531、七种辩：菩萨所特有的七种辩才，即捷疾辩、利辩、不尽辨、不可断辩、随应辩、义辩、一切世间
最上辩。 
532、七遮罪：七种的遮罪，即在五逆罪之外，加上杀和尚和杀阿□梨。因凡是犯了此七逆罪之一的人，
便禁止他受菩萨戒，所以叫做遮罪。 
533、七趣：地狱趣、饿鬼趣、畜生趣、人趣、神仙趣、天趣、阿修罗趣。趣是趣向的意思。 
534、七贤：1.指小乘的七贤，又名七方便位，或七加行位，都是声闻乘人在见道以前的修行位，其位是
五停心观、别相念住、总相念住、软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前三是三贤位，后四是四善根。2.指大
乘的七贤。仁王经天台疏上日：「一初发心人，二有相行人，三无相行人，四方便行人，五习种性人，
六性种性人，七道种性人，俱在地前调心顺道，名为七贤。」 
535、七贤七圣：小乘俱舍宗所立的贤位与圣位。七贤见七贤条。七圣又名七士夫，或七大夫，或七圣人，
俱舍论说：「学无学位有七圣者，一切圣者皆此中摄。一随信行，二随法行，三信解，四见至，五身证，
六慧解脱，七俱解脱。」 
536、七转识：八识中的第七末那识和其他六识，那是依第八根本识转变而生起，所以七识称为七转识。
537、七识：见末那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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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七证师：受具足戒时的七位证明师。 
539、七宝：诸经所说的略有不同，般若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渠、玛瑙。法华
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砗渠、玛瑙、真珠、玫瑰。阿弥陀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玻璃、
砗渠、赤珠、玛瑙。 
540、七宝狱：一个疑惑佛智但凭自身善行而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边□懈慢界的人，他于五百岁间不能见
三宝和获得法乐，这情形好像一个人被关在由七宝所成的牢狱里一样，所以称为七宝狱。 
541、七觉分：又名七菩提分、七觉支、七等觉支，为五根五力所显发的七种觉悟。一、择法菩提分，即
以智慧简择法的真伪。二、精进菩提分，即以勇猛心，力行正法。三、喜菩提分，即心得善法，而生欢
喜。四、轻安菩提分，即除去身心粗重烦恼，而得轻快安乐。五、念菩提分，即时刻观念正法，而令定
慧均等。六、定菩提分，即心唯一境，而不散乱。七、舍菩提分，即舍离一切虚妄的法，而力行正法。 
542、七法不可避：生不可避、老不可避、病不可避、死不可避、罪不可避、福不可避、因缘不可避。 
543、七法财：七种出世的法财，即信财、进财、戒财、惭愧财、闻财、舍财、定慧财。 
544、刀途：三途之一，即畜生道的别名，因畜生常被杀而死。 
545、力忍：一个人在受辱的时候，纵然已起□心 但如能即时觉悟□火之害，以功力克制，竭力忍耐，
使不发作 此种功夫稍有勉强，故名力忍。 
546、力波罗密：十波罗密之一。 
547、了生：了脱生死。 
548、了因：二因之一，即以智慧去透视事物的原理，如灯照物，了了可见。 
549、了悟：已经醒悟。 
550、了义：说理非常透彻究竟的意思。 
551、了义经：说理非常透彻和究竟的经典。 
552、九十六术：九十六种外道的学术。 
553、九山八海：指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九山八海。在须弥山的周围，有游乾陀罗等八大山，成列迥绕，而
山与山之间，又各有一海水，一共就是九山八海。 
554、九世：过去现在未来各有三世，合称为九世。 
555、九世间：在十法界中除去佛界，就是九世间，因为这九界都是迷的境界，所以叫做世间。 
556、九次第定：初禅次第定、二禅次第定、三禅次第定、四禅次第定（以上是**四禅天的根本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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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次第定、识处次第定、无所有处次第定、非想非非想处次第定（以上是无**四处的根本定）、灭受想
次第定。 
557、九地：又名九有。三界共有九地，其中欲界占一地，其他**和无**各占四地，即五趣杂居地、离
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空无边处地、识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
想处地。以上九地，因皆贪著境界，不肯离去，所以叫做地。又因为是从有漏业因所得来的果报，所以
又名九有。 
558、九地九品之惑：三界共有九地，九地各有九品之惑，所以一共是八十一品之惑。 
559、九有：见九有情居条。 
560、九有情居：三界中有情乐住的地方共有九所，叫做九有情居，或九众生居，简称九有，或九居，即
欲界之人与六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中之无想天、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
处。 
561、九因一果：在十法界中，前九界是因，后一界是果。 
562、九门：九有情居。 
563、九居：九有情居的简称。 
564、九品：九种的品类，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565、九品行业：往生极乐净土的九种修行。 
566、九品净土：又名九品净刹、九品安养、九品莲台等，即有九品分别的净土，因为发愿往生西方极乐
净土的人有九品的分别，所以所往生的净土，也有九品的不同。 
567、九品觉王：指阿弥佛陀，因阿弥陀佛是九品净土的教主。 
568、九界：十法界中除去佛界，即是九界，此九界都是迷的境界。 
569、九病：寒病、热病、饿病、渴病、大便病、小便病、欲病、饕餮病、老病 。 
570、九鬼：无财鬼三种，即炬口鬼、针口鬼、臭口鬼，少财鬼三种，即针毛鬼、臭毛鬼、□鬼；多财鬼
三种，即希祠鬼、希弃鬼、大势鬼。合之使成九鬼。 
571、九净肉：九种清净的肉，即一、不见，我眼不见它被杀时的情景；二、不闻，我耳不听见它被杀时
哀叫的声音；三、不疑，它之死不疑是为我而杀者；四、自死，鸟兽命尽自己死亡的；五、鸟残，鹰鹫
等食其他鸟兽所剩馀之肉；六、不为己杀，不是我亲自动手去杀害的；七、生乾，死亡多日而自乾的；
八、不期遇，不是约定日期而是偶然遇到的；九、前已杀，不是现在因我而死，而是前时已被杀的。 
572、九部经：由三藏十二部经中除去方广、授记、无问自说，就是小乘的九部；若除去因缘、譬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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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就是大乘的九部。 
573、九梵：指四禅天的九天，即无云、福生、广果、无想、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等诸天。
574、九恼：又名九难，或九横，即佛在此世间成道及在成道之后所遭遇的九种灾难。一、梵志女孙陀利
谤，五百阿罗汉亦被谤。二、旃遮婆罗门女系木盂作腹谤佛。三、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指。四、
逆木剌脚。五、□琉璃王兴兵杀诸释子，佛时头痛。六、受阿耆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七、冷风动故
脊痛。八、六年苦行。九、入婆罗门聚落，乞食不得，空钵而回。 
575、九华山：山名，在中国安徽青阳县西南四十里，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576、九无为：九种的无为法，即择灭、非择灭、虚空、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缘起支性、圣道支性。 
577、九无学：九种的无学位。中阿含经所说的九无学是退相、守相、死相、住相、可进相、不坏相、不
退相、慧解脱相、俱解脱相。俱舍论所说的九无学是退法、思法、护法、安住法、堪达法、不动法、不
退法、独觉、佛。 
578、九众：比丘、比丘尼、六法尼、沙弥、沙弥尼、出家、出家尼、优婆塞、优婆夷。 
579、九众：比丘、比丘尼、六法尼、沙弥、沙弥尼、出家、出家尼、优婆塞、优婆夷。 
580、九结：九种的烦恼。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使众生结缚于生死。九结就是爱结（贪爱）、恚
结（□恚）、慢结（骄慢）、痴结（愚痴）、疑结（疑正法）见结（身见边见邪见等）、取结（见取见
及戒禁取戒）、悭结（悭惜财物）、嫉结（嫉妒他人）。 
581、九道：九有情居。 
582、九经：三藏十二部经中的九部经，有大小乘的分别。见九部经条。 
583、九漏：九个漏泄人体中不净物的地方，即人的两眼、两耳、两鼻、口、大便处、小便处。 
584、九种大禅：九种大乘菩萨所修的禅定、即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
除烦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净禅。 
585、九僧：在大法会中领导众僧做佛事的九位比丘，即导师、咒愿师、呗师、散花师、梵音师、锡杖师、
引头、堂达、衲众。 
586、九疮：又名九窍，或九孔，即人的两眼、两鼻孔、两耳、一口、两便道，因为它们常流不净的液体，
所以叫做疮。 
587、九横： 1.人横死的九种原因，即不应饭而饭、不量食、不习食、不出食、止熟、不持戒、近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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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里不时、可避不避。2.人有九种的横死，即得病无医、王法诛戮、非人夺精气、火焚、水溺、恶兽啖、
堕崖、毒□咒咀、饥渴所困。3.指佛的九横。见九恼条。 
588、九莲：九品莲台，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589、九识：1.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摩罗识。2.指□摩罗识，
华译为无垢识，或清净识，即真如，或真心。 
590、九类生：胎生、卵生、□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 
591、九难：见九恼条。 
592、九辩：九种菩萨所特有的辩才，即无差辩、无尽辩、相续辩、不断辩、不怯弱辩、不惊怖辩、不共
馀辩、无边际辩、一切天人所爱重辩。 
593、九显一密：真言宗判十住心中之前九住心是显教，后一住心是密教，故日九显一密。 
594、人：欲界中的有情，为六道众生之一，思虑最多，因过去世中曾修中品善之因，故今世召感人道之
果。 
595、人心：在三乘行位的十地中，每一地都分为入、住、出的三位，初入其地，叫做人心。 
596、人天：人趣与天趣。 
597、人分斋戒：与八支斋同。 
598、人见：又名我见，或人我见，即固执人有一个实在我体的邪见。 
599、人我见：二我见之一、如计有我、人、众生、寿者等，都称为人我见。 
600、人我执：二执之一，即执著人体中有一个我的见解。 
601、人身：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是由色（物质）受想行识（精神）五蕴组合而成的。 
602、人空：又名生空，或我空，即观人身是五蕴假合而有，其性本空，亦即悟五蕴无我的真理。 
603、人空观：观察人空道理的行法。 
604、人非人：1.紧那罗的别名，因紧那罗似人而非人。2.天龙八部众的总称。 
605、人师子：佛的称号，因佛是九法界之王，犹如狮子是百兽之王一样。 
606、人执：又名我执，或人我执，即固执身体中有一个我的邪见。 
607、人无我：又名众生无我、生空、人空、我空等，人体为五蕴假和合，其中无真实的我体，故云人无
我。二无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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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人无我智：二无我智之一。 
609、人道：六道之一，即人的道途，也就是人间的意思。 
610、八十一品思惑：小乘说思惑品数有十、即欲界有贪□痴慢四惑，**与无**各有贪痴慢三惑，合而
为十。此十惑分九地九品渐断之，九地者，欲界五趣为一地，**四禅天为四地，无**四空天为四地，共
九地，每地九品，即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
合共即八十一品。 
611、八十诵律：书名，是根本的律藏，在如来灭后结集三藏的时候，优波离尊者在一夏九旬之中八十番
诵出，故名八十诵律。 
612、八大：八大地狱。 
613、八大地狱：八个大地狱。地狱大约分为三大类，即根本地狱、近边地狱、孤独地狱。在根本地狱中，
又分为纵横两大类，纵的有八大地狱，又称为八热地狱。横的也有八大地狱，又称为八寒地狱。 
614、八大自在我：具有八大自在的真我，即能示一身为多身、示一尘身满大千界、大身轻举远到、现无
量类常居一土、诸根互用、得一切法如无法想、说一偈义经无量劫、身遍诸处犹如虚空。 
615、八大辛苦：即八苦。见八苦条。 
616、八大夜叉：宝贤夜叉、满贤夜叉、散支夜叉，众德夜叉、应念夜叉、太满夜叉、无比夜叉，密严夜
叉。 
617、八大奈落：八大地狱。奈落是梵语，华译为地狱。 
618、八大明王：八大金刚的别称。大妙金刚经说八大菩萨现身作八大明王，即金刚手菩萨现身作降三世，
妙吉祥菩萨现身作两臂六头六足之大威德金刚明王，虚空藏菩萨现身作大笑金刚明王，慈氏菩萨现身作
大轮金刚明王，观自在菩萨现身作马头金刚明王，地藏菩萨现身作无能胜明王，除盖障菩萨现身作不动
尊金刚明王，普贤菩萨现身作步掷金刚明王。 
619、八大金刚：八大金刚明王的简称，又名八大明王。见八大明王条。 
620、八大奈落：八大地狱。奈落是梵语，华译为地狱。 
621、八大菩萨：1.般若理趣经说的八大菩萨是金刚手菩萨、观自在菩萨、虚空藏菩萨、金刚拳菩萨、文
殊师利菩萨、□发心转法输菩萨、虚空库菩萨、摧一切魔菩萨。2.七佛八菩萨所说神咒经的八大菩萨是文
殊、虚空藏、观世音、救脱、跋陀和、大势至、坚勇、释摩男。 
622、八大菩萨法：指八大菩萨曼荼罗经的修法。 
623、八大奈落：八大地狱。奈落是梵语，华译为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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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八大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娑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
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 
625、八天：指色界的四禅天与无色界的四空处。 
626、八支斋：八戒的别名。 
627、八不：见八不中道条。 
628、八不中道：又名八不正观，或八不中观，即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去不来。中道是中
正不偏的道理的意思。 
629、八不中观：八不中道的观法。 
630、八不正见：八种不正确的见解，即我见、众生见、寿命见、士夫见、常见、断见、有见、无见。 
631、八不正观：见八不中道条。 
632、八不可越：八敬戒的别名。 
633、八不净：八种比丘不可积蓄的不净物，即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毒、耕种。 
634、八不显实：在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一不异不断不常的八不中，显示出诸法实相的理体。 
635、八中洲：以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洲，各有二中洲附属之，南赡部洲的二中洲是遮末罗洲（华译猫
牛）与筏罗遮末罗洲（华译胜猫牛）；东胜身洲的二中洲是提诃洲（华译身）与毗提诃洲（华译胜身）；
西牛货洲的二中洲是舍谛州（华译谄）与□怛罗漫怛里□洲（华译上仪）；北俱卢洲的二中洲是矩拉婆
洲（华译胜边）与□拉婆洲（华译有胜边）。 
636、八功德水：具有八种好处的水，即一、澄净，就是水澄清洁净，没有污秽。二、清冷，就是很清净
凉冷，没有昏浊烦燥。三、甘美，就是水的味道，富有甜味。四、轻软，就是水的性质，轻浮柔软。五、
润泽，就是滋润滑泽，有益身心。六、安和，就是安宁和平，沐浴其中，安稳舒适。七、除患，就是喝
了这种水，不但可以止渴、还可以去饿。八、增益，就是喝了水，或者在水中沐浴，可以增长人们的善
根。上述之八功德水，充满于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和须弥山与七金山之间的内海中。 
637、八功德水想：观无量寿佛经所说的十六观之一，即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八功德水之相的行法。 
638、八正道：又名八圣道，即八条圣者的道法。一、正见，即正确的知见。二、正思惟，即正确的思考。
三、正语，即正当的言语。四、正业，即正当的行为。五、正命，即正当的职业。六、正精进，正当的
努力。七、正念，即正确的观念。八、正定，即正确的禅定。修此八正道，可证得阿罗汉果。 
639、八世风：即八风。 
640、八句义：禅宗的根本眼目，最切要之义有八句，即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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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641、八妄想：八种虚妄的思想，即自性妄想、差别妄想、摄受积聚妄想、我见妄想、我所妄想、念妄想、
不念妄想、念不念俱相违妄想。 
642、八邢：与八正道相反的八种邪道，即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643、八戒：见八戒斋条。 
644、八戒斋：又叫做八斋戒、八关斋、八支斋，简称八戒。一、不杀生，不杀有生命的动物；二、不与
取，不取他不与之物；三、不非梵行，不作男女之媾合；四、不虚诳语，不说不符事实的话；五、不饮
酒，不饮一切的酒类；六、不涂饰□舞歌观听，不身涂香饰花□及观舞蹈听歌曲；七、不眠坐高广严丽
床上，不坐卧于高广严丽的床上八、不非时食，不食非时之食，亦即过午不食。离上述八种之非法为八
戒，又因此八戒中之第八离非时食是斋法，故总名八戒斋。 
645、八戒斋八种胜法：十善戒经说受持八戒斋的人有八种殊胜的功德，即不堕地狱、不堕饿鬼、不堕畜
生、不堕阿修罗、常生人中正见出家得涅盘道，若生天上恒生梵天，值佛出世请转法发轮，得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 
646、八戒斋八种胜法：十善戒经说受持八戒斋的人有八种殊胜的功德，即不堕地狱、不堕饿鬼、不堕畜
生、不堕阿修罗、常生人中正见出家得涅盘道，若生天上恒生梵天，值佛出世请转法发轮，得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 
647、八忍：四法忍与四类忍，合称为八忍。四法忍是苦法忍、集法忍、灭法忍、道法忍，这四法忍，忍
可印证欲界的四谛。四类忍是苦类忍、集类忍、灭类忍、道类忍，这四类忍，忍可印证**无**的四谛。
以上八忍可以正确地断除三界内的见惑。 
648、八位胎藏：婴儿在母胎中的八个时期。一、受胎后七日间，叫做羯罗蓝，华译为凝滑。二、受胎十
四日后，形状如疮疤，叫做额部昙，华译为□。三、受胎后二十一日，其状如聚血，叫做闭尸，华译为
聚血或软肉。四、受胎后二十八日，渐渐坚固，有身意二根，但还没有眼耳鼻舌之四根，叫做健南，华
译为凝厚。五、受胎后三十五日，肉团渐渐增长，四肢与身分之相貌也开始显现，叫做钵罗奢□。六、
受胎后四十二日，毛发爪齿逐渐生长，叫做毛发爪齿位。七、受胎后四十九日，眼耳鼻舌等四根已经俱
备，叫做根位。八、受胎后五十六日，在胎藏中，形相完备，叫做形位。 
649、八佛：八佛名号经所说东方之八佛，即东方难降伏世界之善说称功德如来、东方无障碍世界之因陀
罗幢星王如来、东方爱乐世界之普光明功德庄严如来、东方普入世界之善斗战难降伏超越如来、东方净
聚世界之普功德明庄严如来、东方无毒主世界之无碍□树功德称如来、东方侧塞香满世界方步宝莲华如
来、妙音明世界之宝莲华善住沙罗树王如来。 
650、八灾患：八种能够妨害禅定的灾患，即忧、喜、苦、乐、寻、伺、出息、入息等八法。劫末来临的
水火风三灾是属于外灾，而此八灾患是属于内灾，谁能够杜绝此八灾患，就能够成就**的第四禅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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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三灾无法对他为害，因为外三灾不能到达第四禅天。 
651、八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 
652、八定：指**的四禅定与无**的四空定。四禅定是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四空定是空
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 
653、八法：1.又名八风。见八风条。2.地水火风为四大，色香味触为四微，人身是由四大假合而有，四
大又由四微所成，所以总称为八法。3.教、理、智、断、行、位、因、果等叫做八法，而一切的法门，都
不离此八法。 
654、八味：佛的大涅盘境界共有八种的法味，即常住、寂灭、不老、不死、清净、虚通、不动、快乐。
655、八念：1.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出入息、念死。2.阿那律八念经中所说的八念
是：一、道从无欲，非有欲得；二、道从知足，非无厌得：三、道从远杂，非聚会得；四、道从精勤，
非懈怠得；五、道从正念，非邪念得；六、道从定意，非乱意得；七、道从智慧，非愚痴得；八、道从
戏乐，非戏行得。 
656、八音：佛所特有的八种声音，即极好音、柔软音、和适音、尊慧者、不女音、不误音、深远音、不
竭音。 
657、八神变：见八变化条。 
658、八相：1.指佛来此世界成道时所示现的八种相。见八相成道条。2.生住异灭各有大小之二相，即四
本相与四随相，合称为八相。 
659、八相成道：佛示现人间，有八种相，名八相成道。成道虽只是八相之一，但也是八相中的主脑，故
特标成道之名。大乘所说的八相是：降兜率、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发轮、入灭。小乘
所说的八相是从兜率天下、托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发轮、入涅盘。此中大乘有住胎，无
降魔，小乘有降魔，无住胎。 
660、八背舍：又名八解脱。见八解脱条。 
661、八苦：一、生苦，即出生时的痛苦；二、老苦，即年老体弱的痛苦；三、病苦，即患病时的痛苦；
四、死苦，即临死时的痛苦；五、爱别离苦，即与所爱分离的痛苦；六、怨憎会苦，即与仇人见面的痛
苦；七、求不得苦，即所求不遂的痛苦；八、五阴炽盛苦，即五阴的作用炽盛，盖覆真性，故死了之后，
复须再生。 
662、八重：比丘尼的八波罗夷。见波罗夷条。 
663、八风：又名八法，即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因此八法常为世人所爱憎，而且又能煽动
人心，所以叫做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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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664、八段：见八段五篇条。 
665、八段五篇：比丘与比丘尼的具足戒分为八段，即一、波罗夷，译为断头，是极重罪；二、僧残，是
残命义，必待众僧行忏悔法而救之；三、不定，是嫌疑罪，罪性尚未确定也；四、尼萨耆波逸提，译为
舍堕，舍是指犯罪品物，悉应舍与僧众，堕谓犯罪应堕地狱；五、波逸提，译为堕或单堕，义与前同；
六、提舍尼，谓可向人忏悔之罪；七、众学，谓比丘应学的戒；八、灭诤，谓灭息诤论。又此八段中，
不定、众学、灭诤三段，合为突吉罗，突是恶，吉罗是作，指身口二业恶作之意，如是则八段便成为五
篇。兹将具足戒中，比丘二百五十戒，及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 
666、八海：见九山八海条。 
667、八迷：即生、灭、去、来、一、异、断、常的八种迷见。 
668、八灾患：八种能够妨害禅定的灾患，即忧、喜、苦、乐、寻、伺、出息、入息等八法。劫末来临的
水火风三灾是属于外灾，而此八灾患是属于内灾，谁能够杜绝此八灾患，就能够成就**的第四禅定，则
外三灾无法对他为害，因为外三灾不能到达第四禅天。 
669、八除入：八胜处的别名。八胜处的禅定，能除去烦恼，故日除，境观涉入，故日入。 
670、八倒：对生死的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执定为常乐我净者，是凡夫的四倒；对涅盘的常乐我净，执定
为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是二乘人的四倒。这两种四倒合起来就是八倒。 
671、八部鬼众：四天王所率领的八部鬼众，即乾闼婆、□舍□、鸠盘茶（华译□形）、薛荔多（华译饿
鬼）、诸龙、富单那（华译臭饿鬼）夜叉（华译勇健鬼）、罗刹（华译捷疾鬼）。 
672、八部鬼众：四天王所率领的八部鬼众，即乾闼婆、□舍□、鸠盘茶（华译□形）、薛荔多（华译饿
鬼）、诸龙、富单那（华译臭饿鬼）夜叉（华译勇健鬼）、罗刹（华译捷疾鬼）。 
673、八部众：天众、龙众、夜叉（华译勇健鬼）、乾闼婆（华译香神）、阿修罗（华译非天）、迦楼罗
（华译金翅鸟）、紧那罗（华译非人）、摩{目侯}罗迦（华译大蟒神或大腹行地龙）。由于人类的眼睛
不能见到这些八部众，所以又叫做冥众八部。又因为八部众以天龙为最殊胜，所以又叫做天龙八部，或
是龙神八部。 
674、八部众：天众、龙众、夜叉（华译勇健鬼）、乾闼婆（华译香神）、阿修罗（华译非天）、迦楼罗
（华译金翅鸟）、紧那罗（华译非人）、摩{目侯}罗迦（华译大蟒神或大腹行地龙）。由于人类的眼睛
不能见到这些八部众，所以又叫做冥众八部。又因为八部众以天龙为最殊胜，所以又叫做天龙八部，或
是龙神八部。 
675、八惟无：八背舍。 
676、八教：化法四教与化仪四教，合称为八教。化法四教是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因此四教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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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众生的法门，故名化法；化仪四教是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因此四教是教化众生的仪式，故
名化仪。以上八教，都是天台宗所立。 
677、八乾：又作八犍，即八犍度。 
678、八梵：八种的梵音，即不男音、不女音、不强音、不软音、不清音、不浊音、不雄音，不雌音。 
679、八寒八热：八寒地狱和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又名八寒冰地狱、即额浮陀、尼罗浮陀、呵罗罗、阿婆
婆、呕{目侯}{目侯}、郁波罗、波头摩、芬陀利，此八狱在铁围山底；八热地狱又名八炎火地狱，即等
活、黑绳、众合、叫唤、大叫唤、炎热、众热、无间，此八狱在阎浮地下，五百由旬处，重累而住。 
680、八智：四法智与四类智，合称为八智。见四法智与四类智条。 
681、八胜处：八种能引发胜知胜见以便舍弃贪爱的禅定，因它是引发胜知胜见的依处，所以叫做胜处，
即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胜处、内有色想观外色多胜处、内无色想观外色少胜处、内无色想观外色多胜处、
青胜处、黄胜处、赤胜处、白胜处。 
682、八胜处：见八背舍条。 
683、八Y 行：即八正道，因八正道是圣人所 Y 行的处所。 
684、八弃：即比丘尼的八波罗夷罪。波罗夷华译为断头，又译作弃，意思是犯了此罪的人，就会被摈弃
于佛法的门外。 
685、八福田：佛、圣人、和尚（受业本师）、□梨（受业时教授威仪的阿□梨）、僧、父、母、病人。
佛、圣人和僧属于敬田；和尚、□梨和父母属于恩田；病人属于悲田。如果有人能够恭敬供养上述之八
种人，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报，所以叫做福田。 
===== 

她没有选择我！不是我的错，是她的错！（郭海莹） 

证小尊重他人心！ 

1.5 

想象比桃子能比吃过的美食。 

小红志来了一趟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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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跟丽辉网上聊天。 

心导致产生了因果报应，不报完心不会平。 

装不奸的小奸，目的是骗取钱财或信任，体现是黑光饰眼，不过还好，基本上大多数是善的，看让你开
心的程度。 

你前世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弱，当国民党间谍；今世是共产党，认为佛党弱，当过时的共产党间谍。
总是落后了一步！ 
 
接触了万亿这个词汇。 

KKND1（绝地风暴游戏）源码卖出去了一份，不会消失于世了！！商业也有商业的好处！ 

《佛说法灭尽经》里写人寿增劫 52岁时释迦牟尼佛佛法灭，实际上是增劫五六百岁时，这是佛要文殊菩
萨写的方便语。 

天眼看圣人是寂灭无的感觉，而不是普通好人的感觉！ 

上次证了阿罗汉果但未证大阿罗汉果，仍能有执着，于是中了一个大世界魔的元神侵占，“rm -rf /”删我
系统，被另一个菩萨帮忙即时中止了，只丢失了一点备份数据，没有大损失。今天又被元神侵占，删了
“/data”数据备份分区，还好，没有大损失，只是备份文件。观因缘是过去世打过他两枪，算我仁心不够。
再观因缘，还有一个删“/home”分区恶缘和另一个神通破坏硬盘恶缘，要人帮我寄钱消了！ 

修佛法快达到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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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的宽容，绝不是什么美德。有意识的反省，才是王道。 
===== 

看完了电影《奇门遁甲》，奇门遁甲主要是饿鬼道本领和一些伪装术！ 

去掉了一半小世界的恶心！ 

文治武功，文和武都同样重要，是平等的！ 

佛教的目的是把人度善，而信佛法则是慢慢修成好人，信善之人，修成小乘大乘圣人，最终成佛。 

去掉了戏弄心，对菩萨度人严肃了。 

1.6 

佛法是至善至强至真。 

习近平统一全球三分之一，贾庆林再扩张一些，我再扩张一些。然后时间加速学习转世，统一全球，或
者下世，这样不累轻松些。 

信佛的武斗成功了，开始文斗了！ 

供养了阿弥陀佛 26 亿。我以前法供养过阿弥陀佛善快报佛法（密宗讲佛也在慢慢修行）！ 

美女才女再加法（能力）！ 

深闭三次，然后眼睛不舒服，明白不沉迷的道理，也学会了此伪装术（深闭三次后眼眶起变化，看起来
是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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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工作完全自由，晚起，随时出去（临时出公司办事情），以前普贤菩萨也是这样，工作自由，独立房间，
门是关的，随时神足通出去度人。 

成佛的最低智商是 123，这样成的是初地佛。 

左转神变变成美女度人，右转神变变成善良魔王伪装。证右神变初地。 

朱德辉开始统一非洲了！这是干实事！王腾毅立大功。非洲王！ 

柳明证了大缘觉，也杀不死了！ 

===== 

星河：学物理，初识 linux，喜欢研究佛学。请多指教。 
一起加油！！！ 
===== 

浩↑翔：喜欢佛道哲学，Ruby程序员，慕名而来！ 
===== 

Alex：新人报道： 写过八字命理软件， 风水测算 ios App，各位同好多多指教。 
赞啊！ 
邪让多杰(138313174)：老板，我要算命。。。 
胡正，来给我算一卦姻缘吧，今年的。 
我不会算哈！你南无准提菩萨！ 
Alex：胡老大。发现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记录。值得学习。要早十年前认识你就好了！ 
^_^ 一起加油啊！！！ 
Alex：去年做手游创业，自己做策划，接触了很多传统道家哲学，感觉相见恨晚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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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众生五毒：贪嗔痴慢疑！佛法群乃是道场，要清静庄严，不可闲聊私事，发其它
闲杂信息。 
==== 

省庵大师云： 
一句弥陀，是斩群邪之宝剑。 
一句弥陀，是破地狱之猛将。 
一句弥陀，是照黑暗之明灯。 
一句弥陀，是渡苦海之慈航。 
一句弥陀，是出轮回之径路。 
一句弥陀，是脱生死之良方。 
一句弥陀，是成佛仙之秘诀。 
一句弥陀，是换骨髓之神丹。 
八万四千法藏，六字全收； 
一千七百公案，一刀斩断。 
===== 

人生，是一种姿态。生命是一片树叶，绿了枯了，必然； 青春是一朵鲜花，开了谢了，天然； 事业是一
场博弈，输了赢了，坦然； 感情是一杯茶水，浓了淡了，自然； 生活是一个漏斗，得了失了，怡然！ 
===== 

关羽总是被一个小人害，那个小人（曹操转世）知道什么都要不执着的道理，而关羽总是执着，这个缺
点没去掉，所以总是被小人玩和害！ 

===== 

苹果爸爸：我总说救急好度，生活难度，我过去有年度七人开悟，之前发大誓愿养我到老死，那时啊，
好像是前年，还是前前年我也忘记了，那时根本就不需要为钱担心，一个人给我一千，七个人七千一个
月包我养的老死，但是没坚持半年，坚持最长的一个也没坚持一年半，全部自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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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从你发的这段话就知道你所谓的度了七个人开悟是个笑话。为什么？ 
因为你着相很严重，贪欲心很重。开悟的人，得道的人不贪求别人的供养的。 
===== 

证了仁心！ 

佛法达到行就是叙而不作了！ 

大供养佛，财产变成 0.3 亿，然后恢复成 23 亿，然后是 63 亿，然后是 106 亿，然后是 293 亿。舍财！ 

李克强总理最近一些天转账调了 2800 多亿给各个人，我调了 750 多亿。 

我天生就证了小向须陀洹，有这么一个果位！之后才证的小须陀洹（在北京时）！ 

远离恶知识，奸人你觉得他/她有才能，一样要远离。然后亲近善知识，认识厉害的菩萨，厉害的菩萨才
能会比奸人更高！ 

===== 

一只思维比较粗犷的猪…… 
===== 

有一银行小官员职员想吞掉我的所有钱，供养了 120 亿给国家，让他没法得，解决！ 

南无大庚恩来恩来如来，去掉大掉举。 

证了善心行恶法（硬汉）后学恶法没事，证了善心行奸法（铁血战士）后学奸法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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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善心行奸法达到信之信之行了！ 

同理，善心行邪法。悟善心行邪法！以前只有善心行邪法一半。 

中国人善心行邪法一般只证了一半。习近平证了完全的善心行邪法（对的哈）！ 

厉害的人你自己越完善就越了解他的完善和修行厉害！ 

同理，善心行歪法！ 

娇嗔就是善心行歪法！ 

===== 

《胡正全集》发布！ 
http://www.solidot.org/story?sid=37920 

来自竟然不用 7zip部门。 

著名极客胡正（星际译王作者）写书多年，现共写了 15本多书（思想和佛法般若），特发布《胡正全
集》，免费提供下载！ 
http://huzheng.org/geniusreligion/HuZhengAllBooks_2014.1.4.rar 

更多内容，访问胡正的个人主页： 
http://www.huzheng.org 

===== 

信马克思也比信佛教好....无神论对理科生的狂热宗教信仰理解无能。RT。 
你不了解真正的佛学，佛学是无神论！ 
time：学习胡正同志文集是具体实践中国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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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胡正同志关于思想和佛法般若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站在全球和全人类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着眼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围绕“中国梦与当代佛学使命”这一主题，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程
序猿如何做好中国梦的各种重大问题。 
“免费提供下载”。否则你还想收费？！ 
人还没跪就出全集。是要就此切手还是命不久矣？ 
《全集》？准备金盆洗手，还是。。。？ 
就是说 game over喽 
这么快就全剧终了？之后都是片花？ 
教主是个精神病，讲真。 
药还是停了。为什么不坚持！ 
diggzhang：不得不说有相当精彩之处。如果质疑现实，确实值得一读。 
1)辨别真伪佛法。顽固愚痴向外求法，不是正信。 
2）Unix哲学\\\"Do one thing and do it well\\\" 星际译王无疑做到了。 
3)达者为师。到处是华丽臃肿的句子，读到简单朴实的文字是难得的。 
grepus：是龙泉寺的高僧吗？ 
javaboy (喝了咖啡就话多-_-;)：拜。。。。 
tfmm (不是 mm)：赞！ 
IBMX31 (NULL)：没准人家是靠放下屠刀成佛的。 
adoal (阿豆)：教主 v5！ 
hgoldfish (老鱼)：拜，之前还向我学佛的一个同事推荐你的网站。 
hooey (brook)：你是想让同事见识见识什么叫外道吗，hehe 

AugustusKing (奥古斯)：主页好乱。。。猛看是一僧人宣传网站。 
zhlyang (New Life)：老大，我是不是把他封了，理由是：无关贴？ 
Dieken (风催草低 - 明月何尝不照人) ：你现在还是版主么。。。没必要吧，没太大干扰，伊当年也是很
勇的。 
ohcabinet：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教主了，之前搜索到教主主页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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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sofwind (YY)：http://www.huzheng.org/shownote.php?noteid=1 

《我的童年》，这篇文章看的我好感动，sigh，美好的童年啊！ 
===== 

Dieken (风催草低 - 明月何尝不照人)：真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啊。 
JulyClyde (我的月份过去了)：天哪……我还以为你已经好了。 
===== 

何杉被抓到私牢里，然后变善放了。 

===== 

王芳：胡正全集，支持！ 
何杉：胡一刀的精神可嘉，写了这么多书！ 
♂穆穆爸♀：胡一刀现在是神 我们要膜拜 何杉还在岳阳么 
♂穆穆爸♀：没组织过聚会啊。刘尧别都联系少了。那杂别每年和我都难得有次碰面。就和孙驰别 钟珊
联系多点 
何杉：现在大家都忙。 
辉鸡婆还是 08年见过。黄舒  许维怕是在 09年见过。刘裕在国防科大当教授晚上兼职**。。。 也冒碰
过面。 
何杉：哈哈，过年看能不能聚聚。 
===== 

能幻化心识出来了！既然神通能，科技也会能（心识代码）！ 

微软公司只招第一的人才，不招第二的，这样公司就是第一文化，不会是第二文化！很厉害！ 

作恶的人太多了！升起了反恶心！坚持善和坚持反恶，这两个原则都有的话就经常成佛最多最快，王雪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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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西方极乐世界软件是大部分开源！ 

1.7 

朱德辉杀菩萨，变弱了！人人都想超过他。我们开始内斗。以前我们从不内斗的。朱德辉 sb，亲近奸人，
以为可以不怕武奸人害，而文奸人迟早了解他的弱点，传播他错误知识，害惨他。刘亦菲也是，以前亲
近魔，变成了魔女，害别人，被灭掉了心识，后来才复活回来的。 

法布施恶人，让恶人变强，自己会变成妖精。 

把湘乡黑社会老大、老二全杀了！老三没杀。雇的保镖搞定的！厉害的保镖能杀黑社会老大！ 

快证叙而不作了！因为修佛法快达到行了！ 

写书不够用，只能影响有智慧的人！要行！ 

我们这次武斗习近平功德最大（因为他在行佛法）！文斗我们继续加油！ 

===== 

创业公司CEO每周要做的 6 件事。 
1. 与员工交流 
2.参加行业内交流活动 
3.浏览新闻，关注竞争对手的行动 
4.与每个主管进行电话沟通 
5.复查财政情况和现金流 
6.别忘了工作之余的调剂 
创业公司的 CEO应该把工作变成生活，从早到晚查邮件、全身心投入公司，忘记家人朋友和正常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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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极端的看法，推荐每周抽出几个小时放下手机、离开工作电脑，做一些工作
以外的事情，会是很好的调剂。 
===== 

===== 

http://blog.csdn.net/janpylx/article/details/6753753 

在 deepin linux 下安装背单词软件 reciteword（黑客背单词） 

最近要考四级了（自认为稳过~），所以呢，乖乖背背单词吧。于是，想到用软件来帮忙，呵呵，学计算
机的嘛。一搜索，发现现在 linux 下面优秀的背单词软件还是非 reciteword（黑客背单词）莫属。这款软
件是我偶像胡正编的哦，相信大家都知道星际译王吧，那便是出自他之手。 
话不多说，由于胡正惯用 red hat，所以 deb系列的 linux 安装起来会比较麻烦（有 WINDOWS 的版本
哦）。以下便是绝对成功的安装方法（费了我好几个小时呢）。 
不装不知道，不卸不知道，我猜可能是 pulseaudio-esound-compat 的问题。很神奇地，reciteword就有
声音了。哎，小弟我学艺不精，C 学的不行，C++更是半吊子，不然直接去看源代码，帮大家修改了~~

~呵呵，不过问题解决了，大家 happy reciteword吧！ 
===== 

如果你的理论是对的，却遭到了他人的非议和嘲笑，那就开始行和实践你的理论吧！因为如果你的理论
是对的，你就自然必然会取得成功，之后压倒他们！ 

谁理解他们（这些干大事的年青人），他们没有爱情。因为干大事打打杀杀和无情。 

中国来了一个日本派，是日本人把他们憋气死然后捞心识转移抢了他们的身体，或者幻化毒气让他晕倒
后捞心识抢身体，他们说只让佛法在中国让中国变强的自杀理论（实际上是把佛法弘扬到全球才能让中
国变强），把他杀了。日本开始用抢身体法侵占我们中国了（然后想称霸全球）！不过他们理论是错的，
自然会失败！佛法只可弘扬，不可私藏，他们自私的日本人想不通这点！只有把他们灭国才能让他们受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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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对于心坏经常做坏心事而心肌坏含恶业的人，可以幻化刀割其上左腔心肌杀死！ 

珍惜自己的钱，不然又中小人（小人知道要珍惜自己的钱）。 

去掉了留言板上急着回复贱人的执着，不然中小人（他有大把的贱时间陪你玩浪费你时间打扰你，而你
没有）。 

===== 

K：各种烦恼和欲望压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想去你的精舍小住，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吗？ 
===== 

直接来！贱人！（政府装的） 
===== 

前世A偷了 B 的钱供养送给了 C，今世A送钱给C让B抢去了。完美的因果。智商高的人可以思惟分
析一下，此因果对每个人（A、B、C）都平等！ 

政府有腐败就会有黑社会，因此要根治真正解决黑社会问题，就得先要解决政府腐败的问题再说。 

总是猛进会出错，应休息停下来一会，让别人出手，这样锻炼了别人，自己也不会犯错。猛进是 9.9 成刚
直的体现，9.9 成对了，方向也是对的，但就认为 10 成对并太急。历史上的岳飞就是这样，所以最终败！
 

还要吸收共产党正确主义思想！共产党主义也有对的，去掉了刚直。一切存在的事情都有其道理！ 

太追求胜了往往不好，忽略了大家，往往会败！历史上项羽、岳飞都是这样。他们有很大的优点，但仍
因执着缺点，所以还是败了！胜者反而不是太追求胜的状况，毛泽东、习近平都是这样。不要太追求胜
（否则反而败，因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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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剑的专栏。一个热爱计算机的学生！ 
===== 

===== 

东林寺发布伪经目录大全。 
http://www.fodizi.net/qt/qita/12009.html 

===== 

ulyx (重生)： 
我家有几本，《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英文版，《地母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玉历宝钞》 
需要销毁吗？ 
===== 

Sunyata (旗帜鲜明的反对宪法二十五条！)： 
不用。历史上就是因为销毁的伪经太多了，搞得我等猎奇党都没处看。 
===== 

胡正：《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是真佛经！ 
《佛说金刚经总持论》是论藏！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倒是伪经（印度伪造的），文殊菩萨告诉我的！ 
===== 

政府之前雇了一帮人到处在文化论坛发帖子谤佛，哎！无知领导加 SB造业五毛党啊！不过后来这个部门
基本撤了。 

有的黑社会老大能神变为狗、鸟等动物，然后瞬间转移神足到其他地方。不过看它眼神完全是人类的眼
神，行事判断也是这样。 

SB，神就是能力很强的人，一样能被杀死，一样在六道轮回里！能力强的人转世为天神（天道）和鬼神
（饿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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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供养了拘留孙佛 26 亿。 

1.8 

如何培养一支优秀团队：公司与员工要共赢。公司目标，员工目标要融洽相符。 

岳飞在无间地狱，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堕入无间地狱，告之他他毁过佛像，是出佛身血，是无间地狱罪，
他想通了，出了地狱，转世为人了！ 

我，中西文化对比图片。 

在公司工作开始完全自由（可以完全忙自己事情不工作）。 

可以在此公司辞职，之后出家半年或在美国万佛圣城出家半年，然后去美国工作。 

善的堕落没事，是休息和经历了解。善的哦！ 

我其实中钱很少，虽然大钱很多。 

四地佛的功业随便就看空了，十地佛的功业大多了。佛共有 12 地多，加总乘 3 地。 

珠轮菩萨习近平本愿：通一切人情，懂小大技术，不恒淫（对女生接触一下就不搞了），都学习会，有
小奸中奸，恒心，当闾王佛 1024 次，有大秘密不教，每次第一个成佛，闾王佛本愿。 

经常借刀杀人别人就怀疑你是奸，其实不是奸！ 

密宗禁止女子修明王（应该是修空行母），过份未掌握好的话都会被杀死。只可防不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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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二十四史》 
===== 

仁德少而武功多，必定放纵自大。 

韩信曾到城下钓鱼，有一位漂洗棉絮的老妇可怜他，就给他饭吃，这样一连给他送了数十天饭。韩信对
漂母说：“我日后一定重重报答您。”漂母生气道：“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
难道是想要你来报答啊！” 

因人成事，其功不难。 

行生于己，名生于人。 

审而后发，犹未为晚。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 

书名：《成王败寇》！我们都承认成王败寇（会因缘观的人，会反思反审的人）！ 

以前朱德辉他们有完美的中骗术，后来我修成了完美的中常识和 100%的中智慧，就不怕任何中骗术了。
不过后来他们又发展了大世界骗术。朱德辉懂密乘善心行恶法！ 

我以前是追求一切美德，才接触佛法的。佛有一切美德，一切知智！ 

对武 SB 教他是动武，对文 SB 不能动武，要耐心教他才行，动武反而不行。何杉就是对文 SB 有耐心，
不动武打和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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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 

苏清：我可不想成为圣人，宁愿做个凡夫俗子！嘿嘿 
胡正：哈！当圣人是我的目标！ 
===== 

 
以前最厉害的是修成了正思惟，这样理论对，然后是修成了菩萨，这样行为对！ 

电脑虚拟世界也应该是 11 维空间！11 维空间物理引擎！ 

我又开始不完善了！继续修德和证果位来！ 

高傲导致贱！因为高傲会导致困境，然后不得不贱。轻视导致高傲！ 

去掉了小（孩童心）高傲心一半和大高傲心！ 

能基本识别完全负义装不负义了！完全负义装不负义得额头光白报。装不负义白（的颜色）！ 

这些名气不要，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全球隐首富共 4 级多。 

===== 

王晓旭：胡正~~这个新闻你可以看看~~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267122.htm 

冷色(28717012)：张朝阳在西安法门寺闭关了一年，刚出来，不知道是真假 
也许法门寺是我记错了 
王林涛：我都想到深山去搭个木屋修仙，外面压力太大了。闹心的事太多了。常常想何必把自己搞那么
累。 
胡正：龙泉寺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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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ting：胡正兄，幸会。 
胡正：哈！ ^_^ 

以为你太忙，未执于打扰，抱歉！以后多指教！^_^ 

哈！不忙！经常聊天！ ^_^ 

[拱手] 在 solidot.org 上看到你的新闻，同年人，对技术、创新很感兴趣，佛法嘛，和基督、道教等等相
比，感觉离佛近些而已。所以，希望以后多向你学习哈~ 而且，我也是 06年毕业的，从成电，那时你也
在成都吧，呵呵。 
哈哈，同龄人啊！一起努力！统一全球不容易啊！我今世和下世主要忙这个。。。 
技术方面平时还在搞？没丢下吧！ 
还维护一下！以后搞软件设计，不编代码了！现在喜欢写书些，不喜欢写代码了！不过写书也快看空了！
 
^_^ 了解！那就帮人解惑吧到时。。 
哈！ 
大师级的，偶尔帮人解惑是应该的。 
叙而不作！写书的终点！！ 
是的~ 呵呵。我现在最大兴趣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设计上，以后多向你请教。 
厉害！！你也加油学佛法！胡正全集有空看完！！！ 
好！之前看了台湾人写的那本《金刚经》，总觉得随便看几页，里面的道理都晓得了。 
看大般涅槃经和僧伽吒经，这两本不错！ 
ok.. 谢谢！ 
[拱手] 

14年什么打算? 

工作半年，再出家半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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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成了初级的全球隐首富！
^_^ 

记得读完《胡正全集》，《大般涅槃经》、《僧伽吒经》哦！！！！ 
我抓紧看。。后面再沟通。缘份哈！！ 
好！^_^ 

以后希望有些技术上的合作。我只想做那些与众不同之事，独于万般，才有趣。 
赞！！！我也是！^_^ 

===== 

===== 

当脾气来的时候，福气就走了！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一
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我们花了两
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花数十年的时间学会闭嘴。可见：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 

活着，就是一种心态，你若觉得快乐，幸福无处不在；你为自己悲鸣，世界必将灰暗。是非常有，不听
当无；祸福相依，顺其自然。多行善，福必近；多为恶，祸难远。不奢求，心易安；不冒进，则身全。
心小不容蝼蚁，胸阔能纳百川。顺境淡然，逆境泰然。不自重者取辱，不自足者博学，不自满者受益。 
===== 

我认识一个无私的菩萨，一个武汉的清净工，孤身一人吧，修持智慧了得，解脱苦难，超脱无碍，一个
月工资一千二，自己只留一百吃面条，全部有求必应，在人家面前，咱们啊好惭愧的。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多的无法数清楚。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达到一种境界，遇到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是能颠覆我们的世界观的，凡夫认为他们傻，可是他们的的确确真自在。 
我最伤感的一年，前年认识的一个本地的居士，人家也修佛的，退休了，她爱学禅，我讲究竟语，她领
悟了，感动的大哭，因为她修了三十几年佛，不得根本心要，根本解脱，后来布施我一千块，我后来知
道是捡垃圾的钱，对我的心灵震撼很大，这人啊好惭愧！ 
有时候打电话我，问我缺不缺钱，我接到电话，只流泪，不吭声，就挂了，我惭愧啊！ 
还有个网名叫开心频道的老喊我爸爸的那个，说家里有个金佛，让老公不知道，拿出来寄给我，我肯定
不要的，觉得这人啊好惭愧，比她们洒脱无私的心，觉得这人啊，没修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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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家有时候埋葬自己良知，不管人死活，只要家人有吃的有地方住，就不管别人，惭愧，所以这人啊。 
时时觉己过，想苏醒无私的四无量心，我只是对家人苏醒了无私心，对社会，对朋友，对亲人还没有。 
===== 

胡正：你就是手淫才得前列腺炎报的！为什么不要家里另外三口人也工作？都吃白饭干嘛啊！！！？ 
===== 

证孩童心真诚和亲和！ 

对的赢，或者对得多的赢，一直是这样！错的当然输！你是对的，但他敢布施大布施，福报比你大，就
还是对得多的人赢。 

===== 

非空非非空：习大接手的局面，和前任有根本不同了，简单一句话：就是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太祖 286（邓小平） 386（江泽民） 涛哥，四代领导，同心戮力 艰苦卓绝，开天辟地！ 
===== 

===== 

Alex：算命先生根据这个结果，再去告诉客户。他自己会加工的。 
佛教道教里，是如何解释梦这种东西的？ 
胡正：梦是潜意识的反应。佛教菩萨还会托梦，我就会！ 
===== 

===== 

青年问禅师如何能快速致富。 禅师：“只要你找齐传说中的七颗珠子就可以了。” 
青年恍然大悟说：“是不是七龙珠？” 
禅师摇摇头：“不，是双色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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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正：南无小破应有如来，你念这个佛号 25遍以上！！！ 

王祥祥：有什么利益？ 
胡正：证一个最初级的果位！ 

田国灵：好。这个我怎么没听闻过？ 
胡正：恒河沙佛哈！要念 25遍以上哦！别只说不做！ 
田国灵：嗯！ 

靈山之雲：恩念了朋友！ 
胡正：再诚心加信心念一些！ 

李康达：？ 
胡正：诚心念哈！ 
李康达：如果能先帮我找到前两天丢的 u盘就没问题！ 
胡正：你问完美辟支佛！在你一个同事公文包里！ 
===== 

===== 

胡正：你把书看完，140 亿都送过！ 
Outlook：问题是几乎不可能有人会相信你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说呢？ 
你看我网站，搜 1 亿！ 
空口无凭，难以置信。你能说服你自己吗？ 
你看完《胡正全集》！特别是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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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锋：在嘛》在嘛？你们现在和美国人的关系如何？ 
不怎么样，我们搞美国佛党，跟他们本国党有竞争。 
美国人也搞佛党这个？ 
有懂美国文化的人去了哈！ 
老美现在能否引荐我认识一下？ 
你去美国去不？ 
可以啊！美国佛科学！我正在寻找去美国的途径！因为我最近被羞辱，想去离这个国家！ 
先去非洲怎么样？我介绍你认识王腾毅，辅助他统一非洲一阵，然后去美国！ 
可以。早就想去非洲走走。那边也有朋友！ 
好！王腾毅，QQ：1072179197。刘鹏程，QQ：1440763835。 
===== 

===== 

《图话》邵逸夫：千金散尽济众生！ 

西北大学图书馆叫逸夫图书馆；南京农业大学也有学校单体最大建筑楼—逸夫楼。 
逸夫精神将长存中华，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真的很悲哀，很多人都是在邵老先生去世之后，才明白何为逸夫楼，我也是后知后觉，也许是百姓们被
那些无德的假慈善弄的不再相信慈善，可谁能知道，邵老先生，做的是何等伟大，那些只知道敛财的假
慈善，醒醒吧！ 

有菩萨心肠，方享有 107岁高寿。 

邵逸夫先生之所以活到 107岁，就是他超然的灵魂在支撑，大爱于教育，敬仰您，您离开了，才知道您，
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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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安小县城，也有逸夫楼，可见您的慈善惠及到中国的各个角落，您是真正的善人，仰视！！！你一路
走好...... 

行善积德，所以邵老您能活百岁，您将永远的活在所有学子的心中，您是真正的伟人，晚辈们都应该向
您学习。 

山东沂水有一处逸夫小学，刚才看到邵老的事迹，才知道也是邵老的资助修建而成。邵老的慈善事业真
是遍布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向您致敬，您的大爱精神将永存人们心中。 

我们潜山县也有个逸夫小学，你的名字永垂青史！ 
===== 

===== 

这就是为什么南怀瑾说古时候和尚受人尊重，士人会的诗书礼乐，和尚都会，和尚会的佛法佛经，士人
不会。 
从科技到文化，从书法到音乐，从工程到农耕，古往今来，僧人里从来都是人才辈出。 
===== 

完美主义是错的（见《正子曰》）！追求完美还行，是对的，但成为主义就错了！ 

转变为成熟人心了！ 

1.9 

有人组织银行人员想把我过去几个月转账出去的钱全收回来然后贪了，他被我们杀了。 

===== 

哈！祝婚姻幸福啊！！我没结婚！终身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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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母願意嗎不結婚 
为干大事多出十年时间！我妈妈同意，我爸爸劝我，但我对！ 
你乾啥大事？ 
政治！就是当总统！ 
你當總統什麽時候？我也能沾沾光。那你需要做啥準備？ 
你手机号是多少？！！！ 
幹嘛 
跟你打电话！！ 
嘿嘿。你給我打電話幹嘛？ 
聊天啊！！我一直单身！我们是同龄人啊！ 
===== 

===== 

胡正：南无小破应有如来，你念这个佛号 25遍以上！！！ 
张军磊：[拱手] 念了，有这个佛号吗？ 
胡正：还只修好一半！你再诚心念 25遍！有啊！恒河沙佛！！！ 
===== 

看了电影《闯王李自成》，李自成的错误在于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造反，这样弄得国乱，伤害了人民。
闯王是我过去世，胡琰是三公主转世（不过我和她的怨早已化解了），三公主的丈夫是胡琰大学那时男
朋友，一直追随我的人是汤浩（我一直有点对不起他，误解他）。 

执迷都是错，比如执迷于要结婚，其实菩萨不结婚，比如执迷于朋友间算账清楚，其实对于朋友自己吃
点亏没事，比如执迷于写书，其实书里理论有漏洞。 

今世当亿万富翁，下世统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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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 0.1 到 0.2 级神经病（神经病共 7 级）。杀恶人过狠的果报。把想象境界判断为神通境界，分辨不出
来（少了一种脑后分辨神经思维）。 

残忍贪淫得食脑虫果报。他们一般通过脏的钱让你中招（上面有幼虫卵）。 

因为证了全球隐首富初地，有了金钱上的自信！ 

===== 

里欧·万塔（Leo Wanta）苏联财富失踪之谜。 

    如果你从未听说过里欧.万塔（Leo Wanta）这个名字，请不要感到惭愧，因为应该感到惭愧是哪些号
称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西方新闻媒体。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它早已在从新加坡到巴黎的国际金融和
外交圈子里闹得沸沸洋洋，但西方主流媒体们却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真相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皇帝的新装需要聪明人来维护.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金融事件，如果问题失控，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将面临信用崩溃！ 

    这也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金额，它涉及高达２７.５万亿美元的巨额财富归属，如果记入利息和投资回
报，总金额将高达７０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 的３０倍！ 

    这将是一个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银行的惊天大案。 

    ２００６年５、６月份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一笔４.５万亿美元的巨款从瑞士
秘密汇到了美国，用以"私"了这一案件。如此巨大的资金转移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美元流动性短缺危机，
由此直接导致了２００６年５、６月份横扫世界的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黄金和白银）的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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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谁是万塔？他又是如何拥有２７.５万亿美元的财富的？不是说世界首富身家才５００多亿美元吗？
怎么可能有人拥有比比尔. 盖兹还要多５００多倍的财富呢？ 

当国际媒体成天炒作身家５００亿美元的比尔.盖茨，蝉联世界首富宝座的时候，如果你信以为真，你就
上当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富豪排行榜上，你根本找不到"大道无形"的超级富豪们的身影，因为他们
早已严密地控制了西方主要的媒体。 

    万塔的真实身份是当年里根总统最信任的金融战争专家，曾是美国财政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
高级官员。８０年代，万塔直接受命于里根总统从事旨在颠覆苏联卢布的秘密金融战争。他在美国威斯
康星州成立了"新共和金融集团"（New Republic Financial Group），公司运作资本仅１万７０００美
元，但是很快在美国秘密的海外账户资本注入后，万塔的生意越玩越大。到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万塔以
高于黑市一倍的比价（２８卢布比１美元）完成了一笔以５０亿美元买进１４００亿卢布的利润极高的
交易，这要感谢他在苏联内部的同谋们。在１９９１年１月和２月，万塔在伦敦黄金交易市场上大肆做
空黄金高达２０００吨。早已疲弱不堪的苏联经济，全靠着黄金出口这点养命钱，金价的暴跌在苏联的
棺材盖上打进了最后一根钉子。 

    万塔的秘密行动被称为"伟大的卢布骗局"（Great Ruble Scam）。 

    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中，万塔和其他美国金融战争的高级专家们与前苏联内部的腐败势力里应外合，大
肆洗劫了前苏联的国家财富。情况一度荒唐到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撒克斯（Jeffrey Sachs）直接帮叶立
钦修改总统令，美国律师乔纳森.海（Jonathan Hay）亲笔制定了无数俄罗斯法律条文和政府规定，美国
财政部的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给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的信中甚至详细指导如何制定和执行
经济政策。俄罗斯经济的病情在"美国大夫"的"悉心关照"之下，下场可想而知。 

    １９９１年的冬天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是异常严酷的，俄罗斯经济体业已严重失血的身躯，在国际金融家
开动的超级通货膨胀这部"财富绞肉机"碾过之后，大批前苏联的社会主流人士的毕生积蓄一夜之间灰飞
烟灭。大学教授，医生，军官，工程师，纷纷走上严寒的街头，去兜售各种价格低廉的小商品，其中一
部分人甚至不得不乞讨。戈尔巴乔夫参加１９９１年１１月马德里的西亚和平讨论会时，甚至不得不偷
偷提前离开会议，因为他的俄罗斯代表团付不起宾馆住宿费。 

    苏联人民积累了７０年的国家巨额财富到哪里去了？真像西方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苏联经济早已"资不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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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人民的财富真会"蒸发" 得无影无踪吗？ 

    其实在超级通货膨胀中，财富并不曾蒸发，财富只是发生了转移。万塔的２７.５万亿美元就是前苏联
人民"蒸发"的财富的下落。 

    与历史上贫穷弱小的国家无力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无法
安睡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相当强大的状态下，整个国家遭到外部势力疯狂与彻底的洗劫，这在
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金融战争所展现出的巨大破坏力，丝毫不亚于苏联整个卫国战争的损失程度，所不同的是，卫国战争的
巨大代价换来的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而金融战争的惨败，导致了国家解体和经济长期衰败。战争对
苏联的破坏仅仅持续了４年，而金融崩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灾难已经接近１６年。 

     在搞垮苏联的金融战争中，万塔可谓战功显赫。但是，噩运不久却光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１９９３年７月，万塔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塞辛斯（William Sessions）派往瑞士，目的之一
就是抓捕一名要犯马克.里奇（Marc Rich）。这个马克.里奇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不仅是国际黄金市场
上的一代枭雄，也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武器供应商，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的铁哥儿们。摩萨德及
时通报了马克.里奇美国即将抓捕他的信息，马克.里奇及时离开了瑞士。万塔在瑞士扑了个空。 

     万塔在瑞士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与白宫法律顾问（Deputy White House Counsel）文森.弗斯特（Vince

Foster）会面，将 2.5 亿美元从万塔的账户上划给一个名叫"儿童防卫基金"（Childrens' Denfense 

Fund）的秘密户头上，这个基金的控制人正是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 

    当事情办妥之后，弗斯特兴冲冲地回了华盛顿。万塔却突然被瑞士警察逮捕。万塔当时的官方身份是索
马里任命的住瑞士和加拿大的大使（１９９３年３月），身为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也未能帮助万塔，他
实际上处于瑞士警方绑架的状态下，被非法关押了１３４天。 

    回到华盛顿的弗斯特在得知万塔被关押的消息后，立刻四处活动营救万塔。结果７月２０日，弗斯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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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近郊靠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处公园里，被发现"自杀身亡"。该消息震惊了华盛顿政坛。一个显然的
谋杀事件，被当作自杀草草结案。身为克林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堂堂的白宫法律顾问，竟然惨死在
离白宫不超过５英里的公共场所，而附近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的总部，这一切简直是匪夷所思。 

    当弗斯特突然"自杀"的消息被瑞士警方通知他的时候，最后还加了一句让万塔毛骨耸然的话，"弗斯特
先生自杀的日子正是你女儿的生日。" 

    紧接着，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踵而来。美国威斯康星州税务部门查出万塔的公司在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
８年少缴了 1.4 万美元的州税，要求瑞士将万塔引渡回美国。瑞士竟然答应了。万塔戴着手铐回到美国之
后，因为子虚乌有的区区１万４０００美元欠税，被判了２２年监禁。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简直是错的没边儿了。打垮苏联"邪恶帝国"的美国"英雄"，却被自己人投进了监
狱。 

    问题出在万塔认为自己是效命于美国政府，他管理下的巨款理所当然的是属于"民选政府"背后的全体美
国人民所有。不幸的是，"民选政府"及其背后的势力，从来就把这笔不记在任何美国官方账目上的海外
巨款当做自己随意支配的"小金库"，而在这个方面非常"较真"的万塔，则表现得处处不合作。早在１９８
９年８月，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就要求万塔打一笔１０亿美元的款子到巴拿马朝圣者基金（Pilgrim 

Investments）, 收款人是"Jorge" Bush。万塔有很大的顾虑，认为任何动用他掌管下的"公款"而进行对
私人有益的行为，都触犯了美国的联邦重罪。财政部长贝克"开导"万塔说，像布什家族这样的人是超越
法律的。万塔虽然最终照办了，但却留下了证据。目前，万塔能够拿出的证据显示有７４３０亿美元的
款项被几届总统"不当"使用。 

    随后几年，万塔的兄弟和生意伙伴纷纷离奇死亡，他自己在狱中也三次被下毒，最终让他幸免于难的，
还是只有他才知道全部资金的下落和密码。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５日，在长期申诉冤情之后，终于美国联邦法官吉拉德.布鲁斯.李(Gerald Bruce 

Lee)做出了对万塔有利的判决，法官确认了万塔在法律上对这笔巨款拥有监管人的地位。２００５年，
万塔从威斯康星州的监狱中转到家里继续服刑。在他的法律顾问和美国两大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之下，于
２００５年底与美国财政部和白宫达成协议，以４.５万亿美元的现金支付给万塔作为对他"卓越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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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劳，万塔同时答应放弃对其余款子的监管权。 

    万塔还提出提前支付３５％的联邦税给美国财政部，总额为１.５７５万亿美元，因为万塔后来在弗吉
尼亚成立了一家叫AmeriTrust 的公司来打理他所管理的款项，以他将同时支付６％的州税给弗吉尼亚州，
总额为２７００亿美元。 
 
    这就是"万塔计划"（The Wanta Plan)的由来，就其规模和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而言，堪称"第二次
马歇尔计划"。 

     "万塔计划"最终的协议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签定，代表美国政府签字的是助理国家安全顾问威金森
（Wilkinson）和财政部长保尔森。 

     美国财政部的记录表明, 万塔名下的基金包括： 相当于４.５万亿美元的资产属于里欧.万塔的
AmeriTrust Group,Inc.，这已经在"账面"上了。 相当于８.７万亿美元的资产，已经在"美元系统之
内"了，存在于主要国际银行的美元账目上，这些钱不曾被人"挪动过"。 相当于１４.３万亿美元的资产
仍然在海外账户上，为应收账款。这些钱早已被金融机构抵押和交叉抵押，对这些资产的召回，将迫使
许多世界著名银行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 

    ２００６年５、６月份，４.５万亿美元的巨款从瑞士秘密通过外汇交易和其它渠道进入美国的银行间
交易结算系统（CHIPS），这笔有名有姓的钱却被"劫持到"了高盛, 花旗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aerica）的账号上。 

    忍无可忍的万塔向美国政府提出２００６年７月３１日为最后期限，如果万塔的账号上还收不到钱的话，
他将可能向最高法院起诉政府，金融市场都摒住了呼吸，美国政府是否遵守法律成为了美元信用的试金
石。 

    ７月３１日过去了，整个美国政府、国会山、新闻媒体全部鸦雀无声，就像这件事根本不存在一般。美
国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出现了赖账！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国际信誉也就随之化为乌有。一个法制
社会的民选政府如果拒绝执行法律，这在整个西方社会看来，无异于信用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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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塔以美国政府债权人的身份通知世界主要银行，停止对美国政府１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结算，除德国中
央银行之外，其它金融机构表示同意。 

    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剧烈震荡，美元的信心从此进入了高危时期。 

    这笔４.５万亿美元的巨款现在究竟在哪里呢？它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财政部在高盛和花旗银行的
账户上，后来转到美联储，然后钱又到了洛杉矶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从那里又被转回到纽
约的美联银行（Wachovia Bank），最后这笔钱分别被转入不同的账户，其中就包括了短暂出现在万塔
的 AmeriTrust 公司在摩根斯坦利的证券账户。 

    财政部已经"正式完成"了所有交接工作，美联储也已将烫手的山竽丢给了银行系统。如果万塔最终没拿
到钱，那是银行支付系统出了问题，与政府与美联储无关。 

    目前，美联银行（Wachovia Bank）成了问题的焦点。美联储１１月份三次"建议"美联银行拿钱。１
１月１７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８：３０，审计人员进入美联银行的纽约大楼，进行查账，美联
银行当天直到上午１１：００才开始对外营业。美联银行拒绝拿钱的原因就是"资金不足"。 

    如果最终美联银行仍拒不付钱，万塔势必上诉到联邦法院，该银行是美国金融系统的重镇，一旦被迫关
闭，将拖垮整个美国银行系统，并最终波及全世界。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这样的惊天大案迟早会曝光。在局面难以收拾之前，必须消除以后可能的"隐
患"。最近以来，国际金融界果然"意外频繁"。 

     ２００５年１月，中央情报局官员杰克.罗奇（Jack Roach）在试图取出万塔一个账号里的存款未遂之
后，在瑞士联邦银行（UBS)的地下室里被谋杀。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日，法国银行家 Edouard Stern 在瑞士日内瓦的公寓里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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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月，４.５万亿美元的资金被陆续通过外汇交易和其它渠道从瑞士进入美国CHIPS

体系，从而造成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流动性急剧短缺，直接引发了５月和６月的世界范围的股市暴跌和
大宗商品（包括黄金和白银）价格震动。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位于伦敦金融城附近的"铁山"（Iron Mountain）文件仓库"失火"，大火整整
烧了３天，大量的国际金融行业的原始文件、凭证单据都储藏在"铁山"里，最终只落得个灰飞烟灭。 

    无独有偶的是，７月１２日, 加拿大渥太华附近的"铁山"文件仓库，也被烧成了平地。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２日，《达芬奇密码》中提到的罗马宗教组织"主业会"（Opus Dei）的银行家
Gianmario Roveraro被人大卸八块。意大利反有组织犯罪的金融调查专家马克.萨巴（Marco Saba）认
为"主业会"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之间的"奇怪活动"，与万塔的钱，和银行家Gianmario 

Roveraro 的死有密切联系。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３日晚间，４１岁的俄联邦中央银行第一副行长安德烈·科兹罗夫遭两名持枪歹徒暗
杀并于次日不治身亡，其司机当场被打死。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俄罗斯"外贸银行"莫斯科分行经理亚历山大?普罗辛在私人寓所的电梯附近
遭遇枪击而头部中弹身亡。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２２点左右，当俄罗斯专业建筑网商业银行董事会第一副主席康斯坦丁?麦谢
良科夫驱车来到莫斯科诺沃苏谢夫斯卡娅大街他的寓所门口时，突然遭到凶手枪击，一枪击中背部，一
枪击中头部，当场死亡。 

    是谁在杀人灭口？又是谁在销毁证据？ 

    最先报道"万塔案件"的是伦敦的"国际货币观察"（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杂志，几乎没有
任何一家国际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几乎没有任何官方评论。截至今日（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日），在中
文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上关于"LEO WANTA"的查询记录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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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google.com上关于"LEO WANTA"的查询记录为３１，３００。 

    世界上是否真有里欧.万塔其人呢？ 

    答案是，确有其人。一个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到美国官方的"监狱管理局"网站上去查寻，打进
Wanta, Leo就可以了，他的号码是 43419-053，入狱时间是：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９日，性别：男，年
龄：６５岁，种族：白人。 

    尽管关于万塔的正式新闻报道极少，但是如果查询９０年代初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地方报纸，就可以找到
对里欧.万塔案件的报道。 

     麦迪逊的主要报纸《Capital Times》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有一篇题目是"地方监狱关押着'国际商
人'"的报道，文中语气充满了调侃，" 

万塔先生说他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收入，他声称他的债务是美国政府的责任，因为他的生意是政府行为
的掩护。而调查人员认为，万塔是一名国际骗子，他在世界上到处行骗，拖欠他人欠款。在一次明显的
欺诈中，他造成了欧洲投资人５０万美元的损失，他当时声称他是货币交易商，在中国有重要的生意。
对于指控他因为欺诈在新加坡、泰国和瑞士曾被拘捕，他争辩说他告诉瑞士当局他是索马里大使，是副
总统戈尔的朋友。他坚称自己是奥地利维也纳的合法商人，公司的总部设在 Appleton（威斯康星）。" 

    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６日，另一篇题为"法官命令（对万塔）进行精神检查"，文中说"法官说他被告知， 

万塔先生对精神病专家说他曾是外国大使，为以色列秘密警察工作，帮助计划美国国防部的 B-１轰炸机，
今年可能要赚４０亿美元。" 

1995年５月９日, 在《Capital Times》《税务欺诈庭审开始奇怪的旅途》一文报道，“助理检查官道格
拉斯.海格星期一告诉陪审团，详细的证据表明了万塔设立了一系列的皮包公司来通过瑞士、中国和美国
的银行进行洗钱，然后万塔用这些钱来支付一些无可挽回的债务。辩护律师约翰.施维兹则认为威斯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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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检查官根本不理解像万塔这样的人是如何运作金融的。” 

　　1995年９月 15 日，《Wisconsin State Journal》报道说，“精神病医生的检查报告将会说明万塔
先生究竟是一个高级骗子还是一个可怜的精神病人。万塔先生是个世界周游者，他声称他是中央情 报局
的探员，索马里住瑞士的大使，他还说他是前总统里根和布什的朋友。他是 1994年的一本名叫《窃国大
盗》的书中的主人公，万塔导演了一出欧洲卢布骗局。” 

　　如果“万塔案件”确有其事，而没有任何主流西方媒体报道此事，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
我们感觉更为可怕的世界里。 

　　谁是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下一个目标又是谁？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帮处心积虑策划着建立一个伦敦－华尔街轴
心控制下的“世界单一货币和世界单一政府”的国际银行家。 
    众所周知，如果有人控制了某种商品的供应，也就是做所谓的“霸盘”生意，那么他将可以获得高额的
垄断利润。而货币与其它所有商品都不同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 会上所有人都必需得到的商品，谁要是控
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这些人将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国家的主人，他们将能够随心所欲地获得超
级利润。 

　　如果国际银行家最终控制了整个世界的货币发行权呢？全世界的人民都将成为“新罗马帝国”的现
代奴隶。他们将通过债务，而不是从前的锁链，来驱使和驾驭奴隶们的命运。 

　　过去３００年的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银行家通过建立私有的中央银行来控制一个国家的
货币发行，并逐渐控制了民选政府、司法体系、新闻媒体、教育文化、武装力量的历史。 

　　国际银行家已经踹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将重演历史上的种种伎俩。中国人民即将看到的不再是船
坚炮利与明火执杖的西方列强，而是西装革履和温文尔雅银行家 们。这次他们带来的不再是“割地赔
款”和“开放通商口岸”的条约书，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的将是，“金融开放”和“世界政府与世界单
一货币”的彩票。金融开放，事关中国未来的百年国运和亿万人民的财富安全，它决不同于到目前为止
中国所有已开放的领域。 
===== 

115



朱德辉杀人太多，我杀人太狠，都遭了报应。暂时处劣势！ 

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思想产生，然后产生新的“异见”人才，要明白这些异见是对的，应吸纳这些人才！
 

“佛知道他不知道的吗？佛知道，所以他有不知道的。佛不知道，所以佛有不知道的。所以佛有不知
道。”这是美女刘立的佛无法一切知理论，不过你问刘立这个逻辑是不是有问题，她还是会承认确实是
逻辑有问题（因为这样推时脑袋显得白痴和幼稚自以为是），历史上的白马非马论也是这么推的。学习
离散数学即可具体知此逻辑推论有问题有错误。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儒家也讲一切知智。佛教也是讲
一切知智。实践也可证明确实可以一切知，只要一直在学习，轮回 3 大阿僧祗劫，迟早可以经历理解知
道一切。  --胡正 

“发展固和谐、民主促和谐、文化育和谐、公正求和谐、管理谋和谐、稳定保和谐。” 

你们觉得张献忠虽然坏，但他有不忘恩负义，所以把忘恩负义的人都杀了。 

以前都是印新钞票，现在还有了划出银行钱币数字转出去的方式，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跟印钞票相比
节约了物理印刷成本，二是能稍微使现有人民币更保值，更值钱。 

贤劫千佛里还有一个是来示现成佛 2 次的佛！不断示现成佛比经常修行成佛境界更高！ 

陈丽辉（陈圆圆转世，法顶菩萨）本愿：装饿，知一切情况，有骗钱财奸，修大技术，装不负义，还有
真爱，有一切家具和家庭势力，总当闾王佛，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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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恶心强争执得涝病。 

搞政治要懂善心行恶法（甚至善心行邪法，歪法，奸法），不是单纯的善良可行即可。 

《四季歌》歌曲是道教幸福的最高境界。 

QQ聊天结识了一名交媾仙女子，很有趣！ 

发了普贤愿。发普贤愿能修成 12 地多佛。 

不报复，但惩罚性的报复没事，确认了！ 

有人做了一个佛教网站骗捐款，把他打了一顿钱全抢光了。对诈骗犯是基本全抢光。还有一个人经常发
假 qq 佛教捐款信息骗钱，把他杀惨了，抢光！我的善魔王人马搞定的！ 

永恒地死就是灭掉心识，还能复活，就是把心识怀念追忆回来。 

南无小破应有如来，美国佛党主席也证了最基本果位，这样不搞恶法政治斗争了。证了佛教任何果位就
会是和平的。因此佛教历史上一直是和平的。 

证了较多的大的仁心。 

贪便宜心不要有，骗小利心不要有，追求一切能力一切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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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模拟现实梦科技，测试你有多大法力。一半进入你的梦乡设计你的梦。 
 
《胡正全集》：胡正年青时的思想。 

昨晚他们让我做了水鬼梦，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可解。牟尼菩萨（贤劫未来第八佛）教诫神变药和神通帮
我去掉了嘲笑心（嘲笑得被水淹果报）。 

破自以为是，你认为她结婚了，实际上是有人向她求婚了她在思考，你认为她要离婚了，实际上是她感
情稍出了间隙，在怀念你，有人用幻术（说离婚了）帮你知道这件事。还有魔王幻术，他（你弟弟）在
想钻石戒指的事，你也在想钻石戒指的事，于是魔王用幻术编出钻石事件，让你是以为真。 

《人类智慧读本》：一个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尝试。 
===== 

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和而不同”。之所以可以“和”，是因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所以可以“不
同”，是因为欣赏每种文明的独特之处。通过细致的去粗取精，中华文明可以吸收融和道家文明，儒家
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文明和理性文明。这是世界之所仅见。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文明之间会有冲突。然而正像日月不会冲突一样，真正的文明也不会冲突。真
理不会冲突，慈爱也不会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圣贤发现了真理，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境，使用不同的语言
与概念，从不同角度来解说真理传扬真理。 
　　他们的教导指向同一方向：减少贪嗔痴与对立，放下成见与偏见，追求智慧追求慈爱，追求平等追
求真理。他们的教导又有所侧重，有不同的传承与特性。爱智慧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向，选择一种智慧
的传承，专注深入于这种传承，根据传承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中华文明、佛教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正在中华大地这熔炉里，交汇激荡。作为成
品的智慧洞察，将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强度，激撞出黄钟大吕之声，响彻地球村的角落，为我们带来不可
遏抑的欢乐的颂歌。席勒唱道：“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欢
乐，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怀着火样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威力能把人类/重
新团结在一起/在你的温柔翅膀之下/一切人类成兄弟。” 
　　在当下熔铸的时刻，席勒又唱道：“我看到白泡浮上表面/好啦！铜块已经熔解/让我们放进一些草碱
/就能促使浇铸加快/这个混合的溶浆/也要把浮泡撇光/用纯粹的金属铸成/钟声就会嘹亮而清纯。” 
　　谨以此文敬献给中华文明、佛教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及世界各大文明！敬献给过去的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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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者！敬献给现在的爱智慧者！敬献给未来的爱智慧者！ 
===== 

===== 

1973年以色列医生罢工一个月，死亡率下降 50%！ 
医生罢工，死亡率反而大幅下降，医疗技术的显著提高，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反而上升更快 
据查，许多病是治病治出来的，吃药吃出来的。 

《黄帝内经》 
上医治未病 
中医治将病 
下医治已病 

治因不治果，因去果自除。 
治人不治病，人免疫健康了病自然也好了。 
===== 

===== 

"Conquer the angry man by love. 

Conquer the ill-natured man by goodness. 

Conquer the miser with generosity. 

Conquer the liar with truth." 

The Buddha (The Dhammapada) 

===== 

有些做恶事的人就是 ill-natu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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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impressed with the urgency of doing. Know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apply. Being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 " 

Leonardo da Vinci 

"There are three classes of people: those who see, those who see when they are shown, those who 
do not see." 

Leonardo da Vinci 

===== 

别人每对秦桧像吐一下痰，秦桧转世就脸上不舒服一下，所以立像有好处！ 

=====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但捡钱时例外。 ^_^ 

===== 

光修美女没才就长胖。 

识缘名色，忆产生精神和物质，不过无无明（佛）也同样有识，然后产生完美世界（黑洞里的涅槃星
球）。黑洞就是南传里所说的灭界，我们觉得恐怖，其实里面很好。 

没办法防就没事，有戒禁取的不会做，没戒禁取的没这个能力做（或者过分报应太惨）。 

===== 

你去美国是公司派还是个人，多长时间回来？ 
胡正：2年多后回来。我还没去，在国内还有些事。到时去美国微软！ 
换个话题：你说你得过妄想症，现在治好了吗？ 
早好了！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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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现在小中大身见都破了，但仍未证叙而不作，还要证小中大法空和小中大般若法空！ 

1.11 

一政府官员来杀我，出 400 万，把他们杀了！他们出 120 万，复活了他。 
丽辉确实是东郭先生的狼，我的善魔王对她有恩，她说我爱你把他钱全骗了，我对她有恩，她又想把我
的钱全抢了，那时王雪对她有恩，她也是想要抢王雪的大厦把王雪逼得转世了一次。得穷报命运惨报。
陈丽辉干大事就是干坏事，有这种恶。 

杀他不如度他，如果他/她还可度的话。 

吹毛求呲观察别人导致天眼看到错误的表情（吹毛求呲是愚者的力量），观察了解别人的优点则真正了
解他能和他成为真正的朋友。 

又善又恶的人最麻烦，何衫已经度善了，还有丽辉，真主。主要是他俩了。 

别人送你 100 万，你回报 200 万就是义了，说回报 400 万容易弄成只好负义装不负义。连红日帮我度得
丽辉一半不负义了！ 

还要度我爸爸，我爸爸是向小向须陀洹了！ 

我要像秦始皇一样成功，统一大半个星球，以耻笑他们对我的辱骂和陷害之心。 

我有装智商低。比尔盖茨也是，这样受大家爱戴些，否则太显露。 

女人断性爱要挟就后入。 

有一个 sb想杀我的人马，把他们杀了。 
121



天眼看到的未来事件时间可以任意拖，因为时间本来就是虚幻的概念，虽然必然会发生。 

纯正密法第三地：1.左眼左转两下左脑变清醒，右同，要用背佛法的方法背下来，2.背佛法的方法这个佛
法也要背下来，9 次。3.修成大独觉。4.不呼吸 2 下，不呼吸 2 次多，证镇静。5.双耸肩，大力。6.不淫。
7.较深呼吸，变清醒。8.正的勇猛精进。 

证了小不忍杀之心，小世界仁心 2/3。 

证了大不杀之心，大世界仁心 1/3。 

大仁心和大世界仁心是两回事。 

悟无我，五蕴我非我。 

神足通打坐一阶段完后是远行锻炼再继续打坐。 

没有善的争就不会组织他人。 

把别人的优点都学会就没有不平了！ 

见到乞丐就布施 50元，迅速修成财神。 

南无佛号，回忆你的故事，想起小时候青蛙不该杀，证小世界仁心。 

思惟佛慢，证密宗佛，初地，最多六地。密宗 4 地佛开始杀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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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密宗佛会退，6 地才不退。 

不伤无辜，流放他们而不是杀，牟尼菩萨帮忙告诉我，证了大世界仁心。 

俄罗斯美女不邪淫。 

众神之神，屠杀了很多神。 

大正（我过去世）能幻化很多部属出来（二十几个到三十几个）！ 

见到了吴起（伊斯兰教公主），她转世叫周宇真了！ 

纯正密法，1.深呼吸大呼出，去恶业，要用背佛法方法背下来。2.每天半夜两点睡。3.深闭眼，知忏悔。
背佛法方法背下来。4.修神足通。5.红转眼。纯正密法第一级修完。 

伊佛（拘留孙佛）也在建净土了（密宗）。 

证受是空。 

观世音菩萨以前比我厉害（我是她的忠臣将），现在没我厉害（政治方面）。 

佛教以前没打赢伊斯兰教，因为没总乘佛法。 

皈依了大普贤，脱离了密乘打打杀杀境界，进入了总乘。 

普贤菩萨一般打牌，因为福报大，所以运气好，所以能赢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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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大世界不争不斗。上次证的是中世界不争不斗。 

南无恩不来红如来。 

见到了王兴执，穿白色美女衣服。她改名叫周丽了！ 

1.12 

朱德辉在经历躲在藕丝里境界。 

有一伙人相互认识，比如朋友或母女俩，但有一人不在，菩萨就神变为此人的样子跟他们来打招呼（元
神侵占能获取他/她的部分意识），顺便真实目的来看你一下了解你。 

大普贤来了，但他不是真正的大普贤。我自己当和修大普贤来！ 

再证总乘佛二地来！比密宗佛还厉害！ 

闾王佛只是当国王最高境界，还有当菩萨最高境界，即普贤十大行愿。 

伊佛说我能住世 1.2 大劫！到时总乘示现成佛！佛法境界太好了！ 

思惟年青人都聪明，都向上，证年青人心不杀一半。 

我会修大普贤在时间快的世界修成很厉害很强的一个佛，然后示现成佛三次，即度乱搞佛，功德藏佛，
威神王佛，然后当佛时间要不长不短，不可太长，入灭又重新修大强普贤成佛，然后示现成佛光造佛，
等等，永远这样。这就是普贤十大行愿最高境界了！过得最好。今世就是开始住世，成大普贤佛为止，
一直住世不死，示现成佛！大普贤有此密法（9种四如意足）！ 

这也是修常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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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佛也在稍微修行，体验过（当密宗佛初地时，证了小仁心）。不过比菩萨修行慢很多。之前说佛没有在
修行是错误的哈！ 

不偏激，证思维如意足，四如意足全了，可以长久住世了。牟尼菩萨教诫神变药和神通帮的忙。 

修成了阿罗汉和四如意足能长久住世，又修成了辟支佛，不会随便被杀，又有菩萨心，因此可长久住世
一世就修成佛，不死！ 

中之中理论全通了！ 

纯正密法，低头沉吸，哈气。 

退出政治圈了。到其他星球修大普贤去！ 

拘留孙佛本愿，有一切，大猛，恒，超暴长（遗体住世），流泪，累，有小奸，自杀，不，不付出。 

诸佛平等，所有菩萨平等，只是愿不同而已。以前觉得不平等是因为有争斗心。 

朱德辉常乐我净都修，比我们修常排第一的还厉害！我也都修来！就是修一切能力一切美德！ 

普贤十大行愿（修常排第一）只是大乘最高境界，没常乐我净都修好。佛说普贤十大行愿是佛法最高境
界只是善方便语。连续 1024 次成闾王佛才是最高境界！阿弥陀佛说总乘佛法时也是说了此。 

朱德辉 1024 次连续成闾王佛过。这是最高境界！ 

让普贤菩萨，天眼看到我必然修成闾王佛了，但是排第二个还没成必然。王雪必然第三个。普贤菩萨在
修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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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日本，消除未来世隐患，看他们还有神风没有，收复外蒙古，统一全球三分之一！ 

非攻的优点是无嗔心，弱点是没法统一星球国家。 

还是和平统一好！战争的最高境界威慑，和平威慑统一！ 

只修常排第一不会修成很厉害的佛，还是修真实成佛或密宗示现成佛来！ 

诸佛平等，诸菩萨平等只是大乘境界，实际上是诸佛有厉害之别，诸菩萨有厉害之别，这是密乘总乘境
界。 

我有比朱德辉厉害，比如当过大正佛比朱德辉这次大势力佛成佛差不多厉害，是因为我过去世 2 次 1024

次成闾王佛过。 

五蕴无我，身体是空，证小空性三地。 

习近平 3 次 1024 次当闾王佛过，所以比我和朱德辉都厉害。最高境界也出来了，就是永恒次连续 1024

次当闾王佛！ 

普贤菩萨连续 5 次过，所以厉害名气大，观世音菩萨连续 6 次过。 

阿弥陀佛说我今世搞政治会被杀，不搞政治了，当亿万富翁来，肯定。我保护自己的能力不够，太宣扬。
而且再过几十年才会有统一全球的趋势，正好等到下一世。就是当亿万富翁，弘扬佛法，不碰政治！ 

修大普贤，常第一，到其他星球，逃命来。 

还不一定，仍可能可以搞政治，阿弥陀佛是善方便语，告诉我危险，其实我可以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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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天眼看到了我必然考上广州公务员，天眼看到了我寿命是 89岁，虽然不够长，不过应该是保留记忆转世。
按照现在的预测，死时身份可能是中国总理当过两三年（总理做得不够好，不过因为写了好书还是厚
葬）。不够酷，以后多修点亿万富翁来。 

我文搞建设不厉害，武搞统一当宰相厉害，但不懂当王和当元帅，以后当总理了坚持设元帅职位让真高
当元帅，元帅和总理平等！非常重要！最好朱德辉当国王主席！我们那一任。 

有年青人心的人死后有中阴身（中国地区），南传地区小世界孩童心人死后则无中阴身。没什么好争的
（是否有中阴身，依据地方不同）。 

一奸人要杀我，他被杀了，他过去世是蛇，我踩死了它的蛇子孙，它很生气，不明白在人看来蛇与人是
不平等的。他死后有中阴身，试了中阴身成佛，进入最明亮的是地狱，左边最红恐怖的是成佛，他成功
成为了中阴身佛，明白了道理和过去世事，就说算了。见识了中阴身成佛！ 

去掉了大高傲，即去掉了贱。 

习近平主席也修了骂人骂得准，看了我的书。 

电影材料，《大正佛》，可以投资大黑拍！ 

王兴执被杀，复活机随即瞬间把她尸体取回香巴拉净土，然后复活。 

见到乞丐就布施 50元，王兴执很快证了中财神。 

去掉了一点乱搞心。 

伊斯兰教从小把女孩教得诚实，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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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意足分小中大世界，都要修成才行。我勤如意足小全中一半大全，欲如意足一样，心如意足小全中
一半大无，思维如意足一样。还没全修成啊！ 

我修大普贤并去见拘留孙佛就是活 1.2 大劫，然后示现成佛（度乱搞，功德藏，威神王）境界高，搞政治
一生就是 89岁，以后成不厉害的三个佛折腾。肯定不搞政治而是修大普贤了！搞政治是密乘加世俗斗来
斗去，修大普贤是总乘不争不斗。 

天眼看到广州考公务员录取是佛方便幻化的。不过到时还是去考一下（阿弥陀佛说了的），不浪费他们
的热情和诚意！ 

发了大普贤愿。 

要去掉乱搞心（收腹挺胸）。要闾王佛当第二。要修完纯正密法。 

问了佛，先经历一点修常排第一再常乐我净都修好些，不然没基础。也确认了多次 1024 次成闾王佛是最
高境界（阿弥陀佛也说过此）。 

按女子左胸中上处使女子发情欲。拍女生左屁股，可使其起欲心！ 

何衫他们是只收集强的法，不管善恶，这样学了恶法后被我们杀惨。 

习近平主席有了三界（欲界 6重天，色界 4重天，无色界 4重天）一切知智中的四种。 

吴起过去世杀了一人 18 次，今天被嫁祸被杀了两次，第三次救好了。 

佛提醒了我，最近几世先完成统一全球和弘扬佛法到四个星球的大业先，以后几世后再住世 1.2 大劫修大
普贤示现成佛也不迟。只要能注意好不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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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闻女生脖子处气味，可证四如意足。 

我今世或下世会当转轮圣王，四如意足住世，会今世就当转轮圣王了。最好今世就神通住世 1.2 大劫！ 

各种情况可取一择优，实际上这是世俗分别心思维，无分别心后可综合两全！得双全法。只要你广结善
缘，以及证禅宗无漏智！ 

真主（日名菩萨）有大世界逻辑思维完美，我是小世界逻辑思维完美，不过我比她般若多很多。 

住世 1.2 大劫！ 

当转轮圣王是有为法，是空，不搞了，可以放弃。追随拘留孙佛住世 1.2 大劫弘扬佛法才是正事。同时修
密乘总乘菩萨，跟女朋友有感情没事。就决定这样了！ 

先弘扬佛法到全球或四个星球，再统一全球！ 

跟母亲洗脚，可证所有仁心。 

拘留孙佛的佛经比我的书好多了，思惟此，破大身见，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没有走不通的路。拘留孙佛在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旁边。尝试坐飞机去巴拉圭见拘留孙佛，但信用卡失效
了，没去成。 

右脚修神足通远行完了。 

1.13 

密乘初地佛有佛的境界，但不一定有一切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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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常识，证了大心诚。 

拘留孙佛毕竟入涅槃了！唉！ 

拘留孙佛佛法会住世 4000 多年，正法几百年。 

南无恩来不来红如来，证忠。 

有人无知，想杀十八罗汉，被杀堕入了三层地狱。 

中世界（年青人心）最厉害的佛是闾王佛，大世界还有大闾王佛！ 

认识了王珍。 

要修成大阿罗汉和小阿罗汉及各种辟支佛，这样可不被杀，当铁转轮圣王两世，再当大普贤住世 1.2 大劫，
佛也是这样推荐我的，能弘扬佛法！ 

后侧入是爱你。初次就让你正上交是崇拜爱你。 

左点两下，保持童颜。每天早上左点 32 下，修虹光身，还可使身材变好。 

破大身见后也就看空了书籍，精神文明被毁的话通过二三十年可重建！ 

大世界嗔心薄，证昆虫道大斯陀含。 

文明人一般是小中大嗔心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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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布施别人很多而自己稍微穷，别人就赚了记得你，因为他人的记得，你遇到他们就回忆起来，这样心识
就新些寿命长些。 

起淫心看女阴变无耻。了解心则没事。 

===== 

Hermit：你说你知晓一切，还用英文写了文章，可为什么你的英文充满了语法错误？我只觉得你应该看
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当然，你不会同意，因为你是天才，哦，不，上帝才对！ 
===== 

版主回复：你是傻B！ 
===== 

Hermit：刚看了你的精神病集一页，就已经看不下去。首先是蹩脚的英文让人太过费神猜测你的意思。
其次，还是，我不是精神科医生，实在无法把精神病人的呓语看下去。还什么天才应该实行一夫多妻？
竟然还用 boy 这个词表示男人？你不是信佛法吗？怎么还执着于男女之相？ 
===== 

版主回复：你是贱傻B！ 
===== 

Hermit：你的智商也有问题吧？至少编程方面。有一网友提醒你，你的验证码防不住攻击，你却说，防
得住，你可以改成加 20，人家要专门改程序应付这一新情况。可是，网友提醒你的意思是，你的验证码
等式是文本，不是图片，人家连 OCR 都不用，直接就能读到你的等式的文字，简单分析一下，就能得到
公式自动求值，你加 80，加 90，还是乘以 987，都没用，都已经被分析了。要不要我来试试？ 
===== 

版主回复：智商比你高哈！SB。我在中国智商基本还算高的，哈！ 
你是傻B，自以为聪明。知而不能行，不是真知。编垃圾留言，理论你是懂了，但能真的编出来就是另
一回事了！你这 SB尽管编，八成编不出来。按照你的想法，编操作系统的理论我也懂，不过我知道我行
还是编不出来，知道自己的实力限制。不像你这个贱种。而且就算你这贱种编出来了，我也可以道高一
丈，继续升级，因为智商比你高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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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不要放弃治疗。 
===== 

版主回复：贱种！SB！ 
===== 

Wayne：well, Hermit's words are tough, yet is human without hostile! 

========== 

just a test 

$$sum_{n=a}^b f(n) sim int_a^b f(x),dx + frac{f(b) - f(a)}{2} + sum_{k=1}^infty ,frac{B_{2k}}
{(2k)!}left(f^{(2k - 1)}(b) - f^{(2k - 1)}(a)right)$$ 

===== 

OK！ 
===== 

wayne： 
$$sum_{n=a}^b f(n) sim int_a^b f(x),dx + frac{f(b)-f(a)}{2} +sum_{k=1}^infty ,frac{B_{2k}}
{(2k)!}left(f^{(2k - 1)}(b) - f^{(2k - 1)}(a)right)$$ 

===== 

厉害！前面那个贱种肯定看不懂！那 SB自以为聪明！哈！ 
===== 

li：你真的有病吗？我觉得你是装狂来隐藏自己。 
===== 

没病！早好了！ 
===== 

 
===== 

胡正：因为嫉妒的人太多，本留言板关闭！有事请联系：huzheng001@gmail.com！ 
2013.1.13 

===== 

132



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美国要把中国炸为蛮荒之地，我们说现在他们代表邪恶搞定了。现在中国人寿 62岁，美国人寿 58岁，
中国比他们善一些！ 

又杀了 2批恶人，杀十八罗汉，以为可以恶人统治世界。 

1.14 

证成熟人心一半不杀！ 

从不享受，除了消除累的享受。享受消福报，应让福报自然使用。历尽世间繁华可以，并推荐！ 

月光是太阳光照射到月球上然后发生化学反应然后释放的一种光，所以与太阳光不同，不是反射太阳光
那么简单！ 

证昆虫道向大阿那含！ 

恶法时代，坏人装好人，好人装坏人。证装忘恩负义三地（男人共三地，女子共两地）。装忘恩负义有
用哈，能考验别人并搞笑开心！ 

没有女人能理解我，悟通了此点！包括丽辉、王珍、刘亦菲。很多厉害的干大事的人都悟通了此点。在
你干成大事业之前她们是不会理解的，干成后她们才会佩服（实际上仍不理解但敬仰）。 

===== 

Outlook：你信的佛是假的。img。我觉得你的病还没好。祝你好运！ 
===== 

知道，看过！ 
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 
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上的真人啊！这点常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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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thparadox2：偶像~~ 

但我确实把你当偶像。 
我偶像不多，但大多都有那么两下子。 
胡正：^_^ 好！！ 
KERNEL：有偶像可以，别盲目崇拜哈！ 
胡正：对！！ 
===== 

===== 

shifq：美国微软我不清楚。所以，不知道你过去，想些什么。有什么空白，值得你去填补。 
胡正：去美国微软学习微软文化哈！ 
===== 

看了电影《加勒比海盗》，杰克·斯派洛是小缘觉！所以总是不死！ 

我的善良魔王很多都证了小缘觉！这下更厉害了！！！小缘觉杀不死，不过乱杀生会很早老死！ 

===== 

凡事留一线，江湖好相见。 
===== 

中了大世界的魔的神通，把我 U盘上的五个文件删了，以说明他比我厉害。不过用文件恢复软件恢复了
大部分，只丢失了一个文件 2条道理！有恶法的世界讨嫌啊！查因果是我过去世拿过他的一堆书！很倒
霉啊！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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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岳阳黑社会派了三四十多人到我家附近聚站，以便给他们一些钱。给了几个人，因为有友谊。 

毒辣的辣就是伤伤口，不过不好，基本在中国灭绝了。 

1.15 

送了王雪 196 亿。 

伤了一泰国 sb，以为是我杀他，他派了两人来，后来回去了。 

仁心分孩童心对孩童、年青人、成熟人，年青人心对孩童、年青人、成熟人，成熟人心对孩童、年青人、
成熟人，共 9种。 

没有什么是万能的，复活医术也缺药材材料了。 

杂种，一天到晚想自私的事。 

1.17 

中了一个宁乡感冒病毒，呼吸感染的，免疫开始下退，一护士神通帮我把它杀了清除了。有的医生护士
有这样的神通哦！ 

昨晚差点被杀了，晚上回家时身后现黑白无常，其中白无常很强恐，我就知道要有倒霉，晚上果然有国
情局的人来，他们能幻化毒气到你鼻腔，绿豆沙感，如果不是求生欲强就会就此死了，我叫回了我的保
镖，之后搞定了。新閻罗王把我的寿命改成了 78岁。 

===== 

Hi! 王雪！我很爱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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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公司高级顾问了！ 

南无大空顺来顺来如来，可证大阿那含！ 

中上直视，去掉了大嗔心薄！ 

证向小阿罗汉！ 

内心善只是人类的善良，没有菩萨的善良厉害！ 

南无知慧红红恩如来，证了大的仁心！ 

小世界仁心有小中大三种，中世界又有三种，大世界也是，所以仁心共 9种。 

才达到行就拍电影。 

以前认为我的财富集团钱比王雪多就是钱比她多，实际上是我是牺牲了中钱，所以实际上钱没王雪那么
多。分析出来了！ 

我 8 大劫后会修成闾王佛，拘留孙佛授记的！ 

有个假胡正，冒充我，被杀了。 

有人（一伙小孩子）想抢劫，21.3 万+30 万+30 万+67 万把他们杀了。 

我们还要证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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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证得仁慈！ 

跟妈妈洗脚，证了 9种仁心！ 

1.16 

南无宝知相如来，必然证小阿罗汉了！ 

认真小口吃一个大苹果，发了大阿罗汉心和小阿那含心！密法哦！ 

想象一杯水，一饮而尽，可去掉嘲笑心！ 

念佛号到胸腔里，没人能知道发现。 

大闾王佛是我们偏武菩萨的最高境界。文殊菩萨他们还有偏文菩萨的最高境界！文武平等！ 

释迦牟尼佛和拘留孙佛在天空乌云中跟我示现了一个“为”字，要我有作为！我先整理完书和证小阿罗
汉大阿罗汉！然后开始统一全球的行动！ 

1.17 

王平修成了孩童菩萨心，孩童菩萨法之前就有，修成了童心菩萨！ 

证昆虫道向大阿罗汉！证的是昆虫道果位的原因是因为破的是昆虫道大身见！ 

政治界推行佛法文斗也成功了！ 

想通橡皮泥无法插入后复制钥匙（因为长的会之后拉断），证入孩童心大乘 9 地善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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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送了我 400 亿+200 亿！要让我体验一下！之后我退回了 320 亿！ 

见到了王小蝶，在小卖部里！ 

1.18 

神通兵尝试了一下攻台湾战争，习近平主席的命令。 

都修成忿怒王，中国军队密法！以后实施！忿怒王三地修成了就都是像泰森那样强壮！ 

去掉了小淫心。淫心也是分 9种，孩童心对孩童、年青人、成熟人，年青人心对孩童、年青人、成熟人，
成熟人心对孩童、年青人、成熟人。还有不易染。 

===== 

无神论者：谁说不可以留言的! ^_^ 

沉醉在幻乡，是遁世消愁的唯一途径。 
===== 

行，你电脑水平还算厉害！会编程！ 
看我今世统一全球！超越秦始皇！（我过去世是李斯！） 
===== 

无神论者：这世界本没有佛，亦没有真主，更没有上帝，信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宗教。只有冥冥之中
一股灵性自在，但是也终将归于黑暗和虚无。只有挖掘自身的神性，才能够得救！ 
===== 

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上的真人啊！这点常识都没有？ 
我们是反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因为他们有假的，但佛教不是宗教（具体你看我的《涅槃觉》一书！），
“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佛教说的神通全都是真的，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你们毛泽东派不是这样说吗？你看完我的《胡正全集》再辩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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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无神论者：懒猪，我看了你的近照，不得不说，你要减肥啦！嘻嘻，快点现身和我对骂吧，小心犯了口
业，成不了佛了。这可是激将计，我是魔王波旬的手下哦。。。 
===== 

放心，在减！ 
杂种，被我幻化刀割胆躺医院了吧！ 
哈，修成了忿怒王三地是脾气有点坏。你活该，谁教你惹我，杀不我赢。 
===== 

胡正：行吧！又开放留言板！ 
===== 

我有 200 多亿，苏哲有 300 多亿，比我还富。有“不知佛家富贵”的说法，我和苏哲都是修佛法（修小
中大财神即富有）！苏哲是隐修佛法（不让别人知道他修佛法）！ 

汤浩也修成全球隐首富初地了！ 

===== 

粉丝。 
断不断受其难。 

 

我打了你的电话，是个空号，希望有缘供养您，阿弥陀佛！ 
===== 

哈，我平时不怎么用手机。你可以打我妈妈电话：187*。你的手机号是？我可以打给你哈！ 
阿弥陀佛！共修福报！！！ 
===== 

兄长，希望有缘能见到你，我的手机号码是 150*，刚才我给 187*打电话了，阿姨没有接。希望有缘分
和你联系上。阿弥陀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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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有空 QQ聊天！我的 QQ号：1706932！！ 
===== 

兄长，看了你的个人资料，知道你是农历 82年 12月 5 日出生的，那一年公历正好是 1月 18号，也就刚
好是今天，弟在这里祝兄长生日快乐，以表弟敬仰之心！沈鑫祝 
===== 

哈！多谢！ ^_^ :_) 

===== 

兄长：看了你写的文字，受益非浅，赞一个。 
===== 

哈！ ^_^ 

===== 

至兄长 
兄长，新年到了，沈鑫祝兄长马年吉祥如意，步步高升，祝福我们的友谊如好酒一般越久越纯！等我有
时间一定来拜望兄长以解我的敬仰之情，有机会邀兄长一起创业共同成长！弟敬祝 
===== 

好！新年快乐！有机会见面！！！ 
===== 

我以前爱上曹芬过，那时我有生病（精神病）她也没有看不起我，陪我到各处玩。可惜她后来嫁给了别
人。 

贪污贪吃得胃穿孔！ 

===== 

国家宪法即将修改，明确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按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将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这
些机遇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民营企业能否有效、准确地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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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和平统一全球！只威慑，不打！大家基本达成了这个认识！ 

有十想，以前特别会修死想，再多修多过罪想（忏悔）和无爱想来。你爱别人，其实她对你好是有其他
原因和目的的（比如有钱，地位高）。 

我现在是懂全球 32%的文化，中国 89%的文化。再全球 100%来！然后 1.2或更多星球（每个小世界有
4 个星球）！ 

习近平懂全球文化 84%！不过他现在年龄比我大！！ 

我前世就是小独觉，所以前世（方刚）杀不死，这世也是之前就杀不死！ 

===== 

用因果规律主宰自己的命运。 
===== 

===== 

佛陀故事：起死回生的咒语。 

在波罗奈城有一个德行超群、精通法咒的咒文师，他是全波罗奈城名声最大的老师，教授着五百个学生。
 
有一个名叫桑耆沃的学生，从老师那学会了起死回生的咒语。但是，这个学生性情浮躁，他刚学了一部
分，还没有掌握解咒的方法，便自满起来，不肯再学了。 
一天，桑耆沃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到森林中去捡柴，看见林间地上躺着一只死老虎。桑耆沃便对同学们夸
耀：“嗨！老师教过我起死回生的咒语。我啊！能让这只死老虎重新活过来唷！” 
“如果你真有这种本领，就快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不然我们可不相信呢。”说罢，同学们都纷纷爬到
树上，从枝叶间探出头来，观看桑耆沃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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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耆沃站在死虎身边默念咒语，并用石子投掷死虎，那死虎一下子跳起来。 
“嘿！你们看！我很了不起，很了不……。”只见老虎猛地向桑耆沃扑过去，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没
等桑耆沃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命归黄泉了！ 
桑耆沃一死，咒语失灵了，老虎也马上倒地身亡，两具尸体倒在一起。 
同学们在树上都吓呆了，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慌忙地爬下树，背着柴
回来，向老师报告了这件事。同学们一边说，一边为失去了一个伙伴而伤心落泪。 
老师也难过地摇着头，用手拍着学生的肩膀说： 
“仁慈和善心，施前当三思；施于好为善，施于恶惹祸。孩子们！不辨善恶，滥施恩情的人，只会把灾
祸引到自己身上来，慈悲的同时，也应该拥有智慧呀！” 
“老师，原来起死回生的咒语这么危险啊？”学生哭着问。 
“我教给桑耆沃起死回生的咒语时，本来应该一起教给他解除咒语的方法和行咒的规矩。可他刚学完起
死回生之咒，就大叫说自己可以去普救众生，不愿再往下学，结果……。” 
学生中有人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听了老师的话，羞惭得低下了头。 
最后，老师慈悲地教导着所有的学生：“学习中的浮躁是千万要不得的，你们一定要牢记桑耆沃的前车
之鉴，以免重蹈他的覆辙啊。” 
这位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 
===== 

===== 

文偃禅师道：“我和你说一则偈语，你去问方丈大师，一定不要说是别人这么说的。” 
僧人说：“可以。” 
文偃禅师道：“你到山中见方丈走进佛堂，大家刚聚集到一起便出来，握住手腕站在那里说：‘这老汉
项上铁枷，何不脱却？’” 
那僧人上山后，便按照文偃禅师教的话一一照做。 
===== 

现在中国我们这一派是人寿增劫 84岁了！再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达到 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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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证密宗佛初地！ 证昆虫道大须陀洹！
我修成过“杀一切恶”的本愿，恶都被我杀了！ 

王雪的超级勇敢利他精神，我们都认为让别人闯我们观摩吸收经验再自己闯，王雪想的是我先闯让大家
吸收经验，我们想到的是自私，王雪想到的是利他，所以王雪幸福些，有这点厉害。 

北俱芦洲星球抢地球钱的事，他们掌管了一个银行，抢亿万富翁每人几亿，一般人不知道，神通削他们
星球让他们倒了霉，杀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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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1.18 

中国有新一派人员执政几天，结果他们超级贪，马上就腐败了。佛党到时暴力推翻共产党！ 

中国政府乱杀了一人，2 万亿中国元到了美国，中国变穷了（全国人民 2 个月的劳动成果）。不过分了几
千亿给我们中国佛党。美国有个白痴想把钱取消掉，被我们杀了，美国有了个新白痴总统，完全不懂经
济学，钱取消就是到了全球，相当于中国和美国的钱平分给了全球，中国和美国变穷。被我们割空了鸡
巴。 

你把他杀乖，下世他就把你杀乖，报复。SB，这都想不通！任何恶都有恶报！ 

天上出现了“佐罗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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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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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轮宝比试-我（左）和朱德辉（右）。 

1.19 

支持美国佛党赚了 400 亿中国元，王雪又送了我 2000 亿。 

送了苏清颜许多钱，她要嫁给我了！ 

幻化一朵纯金色花和一朵超纯洁美丽淡白色花，问她哪朵好看，如果选择纯洁花则可以去掉一点物质贪
重。 

习近平乱把别人杀乖，结果 62岁老死了（辟支佛杀不死，只会老死或自愿死），丢失记忆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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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法是专门打架用的！哼！ 

女孩的上进心跟我们男孩的上进心是一样的！悟男女平等！ 

杀了一帮小 SB，之前欺负妙华，现在来以为可以欺负到毛怡婷，年龄很小就很恶，被杀光了。 

又送了母校四川大学 4800 万和清华大学 530 万。四川大学超自由，很美好！ 

王雪修成了极善快报（供养她 2元就送 100 万），财富达到了几万亿！ 

现在快是勇猛精进财富社会了！ 

供养了全球寺院 800 亿。 

赚了 2 万亿，一犹太人富商领导送的。之后他们想抽回，被我们阻止了，然后改为了供养我们的心，回
报是 412倍。 

汤浩也 3000 多亿了！都攻全球隐首富 2 地！付超群也是 100 多亿！ 

我们赚钱也不容易的，我就单身 5年多，现在 30岁多了。汤浩也是一直单身没结婚。 

送给了堂弟胡勇 1 亿多。胡勇也是很善良很厉害！他是贤劫第 404 佛众清净菩萨，兄弟好朋友很多！ 

供养了国家 320 亿。 

杀了一帮恶人，他们不问就杀人，被我们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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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供养了全球寺院 1400 亿。 

供养了大宝法王 2500 亿。 

支持大宝法王当印度国王来！ 

坚持善第一，然后发展强！ 

真自然强！ 

送给了朱德辉 3000 多亿！ 

1.20 

===== 

大胆地思考，积极地行动，有效地执行！ 
===== 

闭左眼，睁右眼两次，发大阿罗汉心。 

朱德辉被奸人害得弄瞎了双眼，我要他用真言恢复了一点视力（如果我以前很善就让我恢复一点视力），
他召唤来了他其他星球的兄弟，报了仇。 

佛法产生金刚座，劫数不坏。 

发起了对众生的大悲心，修成了菩萨！ 

修成了第三类神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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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送了王雪 600 亿。 

送了王腾毅 730 亿。 

捐了钱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比尔-盖兹天天意淫自己是全球首富”！很搞笑！ ^_^ 还有全球隐首富。 

管理 2 万亿，想通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富，发了大阐佛本愿：比极乐世界还富，而且有密乘总乘佛
法！ 

只有 1.7 万亿了！大钱其实也来得不容易的。 

中世界七圣财证了 6 个了！加了舍财和闻财慧财。 

所有世界劫到了也有金刚座不坏。我在所有世界劫金刚座里修成过第二！ 

我还不是总乘菩萨。被别人当总乘菩萨拜的话会有感冒着凉感。 

毛泽东年老后是接近总乘初地菩萨，不争不斗。年轻时斗争都搞不赢他而看空了。 

张灵甫说是陈毅、粟裕打死的，其实是方刚（我）、粟裕打死的。 

===== 

三千年来振奋过中国人的标语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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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从先秦到 1840）： 
春秋战国时期（BC770——BC221）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　　 
　　2：发奋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3：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　　 
　　5：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6：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7：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　　 
　　8：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9：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　　 
　　10：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年－公元 220年　　 
　　11：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　　 
　　12：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后汉书·陈蕃传》　　 
　　东汉名臣陈蕃少时独居一室而院内龌龊，薛勤批评他：“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答道：
“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事，安事一屋乎？”薛勤当即反驳：“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3：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耿弇传》　　 
　　14：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1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长歌行》 
　　国魏晋南北朝：公元 220年－公元 581年　　 
　　16：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17：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18：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　　 
　　19：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北齐书·元景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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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宋:公元 581年－公元 1271年　　 
　　20：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　　 
　　21：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力主变法，反对因循保守，提出这一著名的“三不足”论断。　　 
　　22：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夏日绝句》　　 
　　23：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　　 
　　元明清:公元 1271年－公元 1840年　　 
　　24：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25：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　　 
　　26：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明日歌》　　 
　　27：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28：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 
　　29：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郑板桥《对联》 

二、近现代中国: 

　　(1840－1949) 

　　30：师夷长技以制夷 
　　鸦片战争失败后，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反击外来侵略，这句话成
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 
　　31：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19世纪 60年代起，早期维新派郑观应等人提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外，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即
“商战”，中国的工商业者自此以“富国”理想的担当者步入历史。 
　　32：变法自强 
　　甲午战争后，亡国灭种危机空前加剧。洋务派和维新派中很多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东
渐中国的趋势，于是提出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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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即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这句口号
为晚清社会传播西方近代文明，推进洋务改革做出很大贡献。 
　　34：振兴中华 
　　孙中山先生 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提出。 
　　35：扶清灭洋 
　　1898年 10月，赵三多等人领导山东冠县人民举行反教会斗争之时，其所用旗帜即标“扶清灭洋”，
这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 
　　36：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 7月，中国同盟会通过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
治纲领。1906年孙中山首次将其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37：打倒帝国主义 
　　1922年五一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开第一次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
义”的口号，此口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口号之一。 
　　38：勿忘国耻 
　　1915年 5月，袁世凯承认了卖国的“二十一条”。全国各地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宣传
反日救亡，号召“抵制日货，勿忘国耻”。 
　　39：拥护共和万岁 
　　来自 1915年护国运动期间，昆明人民张贴的一条旨在反对复辟，拥护共和的标语。 
　　40：实业救国 
　　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盛行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以兴办实业拯救中国
的社会政治思想。 
　　41：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
粹和旧文学”。而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即是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两大时代主题。 
　　42：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新青年》杂志提出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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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号召将“封建文学”彻底打倒，提倡“写实文学”等。 
　　43：打倒孔家店 
　　五四运动前夕，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喊出“打倒孔家店”的
口号，猛烈抨击了封建礼教和旧文化。 
　　44：劳工神圣 
　　1918年 11月 16 日，蔡元培作了《劳工神圣》的演说，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
“劳工神圣”的口号。 
　　45：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1919年 5月 4 日，北京青年学生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
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 
　　46：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 
　　1919年初，李大钊发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五四以后，他进一步号召青年
知识分子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通过“共同劳动”来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 
　　47：为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 1923年 2月 4 日实行全路大罢工，提出了此口号。 
　　48：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25年 3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
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
以求贯彻。” 
　　49：枪杆子中出政权 
　　1927年 8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指出党今后“须知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党对革命认识的重大进步。 
　　50：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28年春，毛泽东提出这句响亮的口号，从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 
　　5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井冈山会师（油画） 
　　1930年 1月 5 日，毛泽东写信批评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他引用一句老话：“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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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燎原”。由此，这句话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52：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 8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
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53：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54：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
合，则将一事无成。”后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 
　　55：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中，我党多次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后来这句口号成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 
　　56：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 2月 2 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 
　　57：为人民服务 
　　1939年 9月 8 日，毛泽东在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号召以
张思德为榜样，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为人民服务。 
　　58：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1940年，在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等三大口号。 
　　59：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3年 8月 25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后来这个口号被
视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被用做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60：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 6月 11 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提出此口号。 
　　61：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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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国民党气焰嚣张，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对比处于弱势。毛泽东同志就战争
打法作了重要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62：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 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
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63：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伟大转折，10月 10 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口号。 
　　64：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
召。 

　三、新中国 1949－2004 

　　65：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 9月 21 日，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
幕词，从此，这句话成为表达中华民族获得新生的自豪自信的话语。 
　　66：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是毛泽东 1949年 9月 30 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宣言标题。此口号在解放初期成为流
行的口号之一。后来演变成“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67：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提出了这条口号，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
并肩作战。 
　　68：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2年 6月 10 日，毛泽东同志写下这句题词，为新中国体育事业指明了方向。 
　　69：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1953年 12月，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纲时写道，“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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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从此这句话风行一时。 
　　70：向科学进军 
　　1956年 1月，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出了此口号，提出了分步骤、
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的思路。 
　　7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7年 2月，由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 
　　72：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2年 8月 15 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被公开报道。3月 5 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影响几代人。 
　　73：工业学大庆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1964年 2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74：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963年，“铁人”王进喜跳下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光辉经典，他的这句口号也传
遍全国。 
　　75：农业学大寨 
　　1964年 2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报道，介绍大寨发展农业的先进事迹，后在毛泽东主席
“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全国形成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76：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 7月 2 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农业问题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引述这句话来说明，选取
恢复农业的方法，需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此后广为流传。 
　　77：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邓小平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此这句话成为对新时
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7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 5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上根本否定了
“两个凡是”。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 
　　79：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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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 12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以此句话为标题的讲话，把广大干部、
群众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80：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在改革开放口号的号召下，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这句口号，并沿用至今。
 
　　81：改革开放 
　　1980年 8月 18 日，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1979年 7月，党中央、
国务院设立四个经济特区。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 
　　82：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上世纪 80年代初，中央在农业改革中提出此口号，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
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83：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句话是 1983年 10月 1 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它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
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84：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0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提出这句口号。 
　　85：只生一个好 
　　1980年，我国正式开始倡导计划生育国策，“只生一个好”成为指导性口号。 
　　86：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 2月 25 日，全国总工会等 9 个单位在《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
四美”活动。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后加
入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87：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1983年 3月 7 日，团中央号召青年学习张海迪身残志不残，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小平挥毫题词：
“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88：让一部分人先富来 
　　邓小平 1986年 8月在天津视察过程中提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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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89：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1987年 4月 26 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
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90：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上个世纪 80年代，邓小平敏锐地发现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一手
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9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八十年代中期，自由化趋势有所抬头。1986年 12月 30 日，邓小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92：稳定压倒一切 
　　1989年 2月 26 日，邓小平同志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明确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
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 12月 24 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 
　　93：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 1月 29 日，南行途中的邓小平视察时指出：“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
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9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 
　　95：与国际接轨 
　　上世纪 90年代后期，中国人的资讯、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与国际潮流形成迅速互动，“与国际接
轨”成为最流行的口号。 
　　96：人民币不贬值 
　　1997年 7月，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爆发，我国遭遇出口下降和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提出这
项庄严承诺，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97：誓与大堤共存亡 
　　1998年，我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这句话成为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确保大江大河大湖干堤和重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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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交通干线安全的响亮口号和自觉行动。 
　　98：三个代表 
　　2000年春，***同志在粤、沪、浙等地视察工作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99：新北京、新奥运 
　　2000年 2月 1 日，北京奥申委正式确定申办口号“新北京，新奥运”。2001年 7月 13 日，北京赢
得第 28 界奥运会主办权。 
　　100：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 
　　2003年春天，面对突如其来的 SARS灾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这一口号。 
===== 

中国快都信佛了！功德藏菩萨的力量！ 

===== 

“注意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言论）行动；注意你的（言论）行动，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
习惯，它会变成你的性格。” 
===== 

捐了 400 多万给法源寺，有一银行人员贪了，说了几遍她还说只退 300 万，被杀了。 

又捐了 800 万给法源寺！ 

一人贪了一千多万还想贪几亿，被杀了！ 

自私就反过来，自私就布施，说通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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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有恶缘也不杀！ 

===== 

Hi！ 
高蕾，我很喜欢你！可惜你有男朋友了！。 

胡正。 
===== 

===== 

各位同事： 
    上午好！ 
   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大家就要步入回家的幸福之路，同时也拥挤在 40 亿人员迁之中，首先、企业策
划部在这里提前祝大家：马上有钱、马上有车、马上有房、马上有对象、更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
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 

   不过还有一个（2014年宝龙拍客摄影比赛）的活动希望大家参与完成：公司新网站宝龙拍客栏目中，
需要大量的素材展示，宝龙拍客也是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充分挖掘员工的摄影才能，一个展
现自我摄影作品的舞台，附件里面有这次活动的组织内容，同时这份文件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家查阅后、
要积极参与哦... 

周丽梅。 
===== 

真主想奸计，被我们杀了，堕入了 8层地狱，出不来了！ 

1.21 

证昆虫道大阿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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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了林堂。 

小世界最后一个魔杀掉了。全部杀完了！ 
 
游乐，让孩童心变为年青人心，让年青人心变为成熟人心。到时游乐来，多追女生，变为爱情成熟人心。
 

住世当转轮圣王 2世，再住世 1.2 大劫开始修大闾王佛。 

证大阿罗汉。 

又捐了母校四川大学 4 亿多。 

周永康被杀，生为了阿修罗。他有坚持方向错误。 

虚荣得悲凉果报。 

又一个装我的人被我们杀了，落入了 7层地狱。 

杀了一反佛派，后他被复活，后又被杀落入了金刚地狱，因为组织人谤过密乘。 

保镖和我配合警察杀了一帮抢劫人中 2 个。 

般若也是分 9种，证大中般若。 

证总乘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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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又杀了一个人，自以为有枪厉害能杀辟支佛，被割胆杀了。 

广州试了一下叛乱（朱德辉领导的），开了枪，还联合了西藏军区，其实我们还加上美国支持的话能攻
下，佛党代替共产党，但打内仗中国会变弱，怕其他国家攻，因为现在各个国家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习
近平主席同意，我觉得有美国支持就同意，胡锦涛说等两年，神通武器杀了两军区老大，他们强他们赢
说明他们有正确的道理，于是算了，知道了前面的道理，然后复活，稍微降职，以维护稳定，免得他们
又两年内活动捣乱。 

保存 84%的书稿，然后最重要的保存下来。这样就够了！秘籍不一定要全！ 

同时有多个女朋友反而一个也追不到。应该是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其他的是好朋友。慢慢这样转变来！ 

“行，我不倔强来。”去掉了最后一点倔强。这样反而对别人更好！ 

成为了中国首富，2 万亿！ 

1.22 

又杀了一些人，忘了。派人奸杀了两人。砍死了一个谤我的人。再不暴戾！ 

送了 2 亿多给尊敬的李克强总理，帮了他的忙！ 

轮回大学发明了完美的离散数学，传播到了地球！离散大师！他研究出完美离散数学花了 600年！ 

tcp/ip 之父信佛，生到了香巴拉净土！ 

头发密法，最自豪的三根头发，分别代表最高智商，爱情商和性能力。最喜欢的三根头发，分别代表亲
了妈妈多少次，亲了爸爸多少次，生了多少个女儿。最厉害的三根头发，分别代表残杀了多少人，无辜
杀了多少人，错杀了多少人。最了不起的三根头发，代表有多少皮鞋，多少财富，多少密法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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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恶法团体，先杀最奸的，因为就是他不断培养恶法，培养最恶的那个代表（稍微最恶）。然后再打
最恶的，降伏击败他。 

朱德辉的淫尽天下女人愿其实不好不厉害，浪费了他很多时间（没有此愿他就是大正佛那样水平厉害
了），关键是他修成了交媾仙，所以有好享受。我们也修成来！这是朱德辉的密法！交媾仙一般后入！ 
 
微软请了一名阿罗汉，吃饭时感染员工修高级德，很厉害，比尔盖茨执行力强啊！比尔盖茨快信佛了！ 

乔布斯在小向斯陀含星球，过得很好，所以复活不了。 

证中之中世界一切语言陀罗尼。以后统一全球用雅语！ 

我过去世看到的最美，第一是一个发光的佛像，第二是地藏王菩萨化现的美女，第三是过去世镜子里看
到的我自己。 

电脑颜色盘全是干净颜色是因为三原色都是整数，如果有小数点就会有不干净颜色了！ 

证小世界孩童谦虚心。 

每个人的每一世都是完美的，因为都是有因有果，有始有终！ 

每一次向善都是收获！ 

很多人恶是因为没看过佛经和佛法解释文章。 

右大菩萨的前男友成为弥勒佛总乘左大菩萨接近定了，龙树成为总乘右大菩萨定了！他们都是成熟人心，
厉害成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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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右大菩萨（女生）当玉女宝（以补偿她，右大菩萨付出很多），或者是观世音菩萨！苏清颜、王雪当我
女朋友。毛怡婷暂时退出了！年青人心最多 4 个女朋友！孩童心最多 1 个多女朋友，成熟人心最多 5 个
多女朋友！我可能爱苏清颜些，但右大菩萨应该是玉女宝。或者右大菩萨有更大目标。 

右大菩萨真知准备证了阿罗汉果（大乘菩萨不证阿罗汉就反大恶的话会很惨，以前王雪、普贤菩萨就是，
我们经历过）后去黑强宗恶法星球度人，或者在那里当玉女宝（右大菩萨有当玉女宝福报！很特别地善
良！很多人都很尊敬她，我也是！）。 
 
阿罗汉是不惨，辟支佛是不死。如果菩萨惨，就是因为没证阿罗汉果！ 

天眼看和交流主要是比心完善，见面能比法完善。因此天眼看到交流有弱点，只比了心没比法！有的女
生法强很美丽你见了面才知道，否则还自以为她很弱。我也是，观世音菩萨也是天眼看我觉得我不厉害，
见了面就发现我法强。 

我过去世是最坚持善的神，所以修成了最厉害的神（神就是修一切善法和反恶法）。 

右大菩萨，李辛夷，恶快报菩萨，考古系苏历，四个女生以前在北京同一场景地区神通认识的，现在能
分清楚辨别出来了！ 

骄傲导致淫。右大菩萨真知告诉我的！去掉了小（孩童心）中（年青人心）大（成熟人心）骄傲心。 

少数民族就是有些好的法不肯布施，其实布施了就融合到大民族了！大民族舍得法布施。 

圣彼得大学，捐了钱。 

李斯辅佐秦始皇很厉害，转世后生为虞美人，辅佐项羽又是很厉害，让项羽攻下了大片江山。 

我同时是星宿劫知星佛，知各种小心理，才二地佛，才不成呢，于是师父教的秘诀是不学科技。查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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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即过去庄严劫第 773 佛无量喜光佛。 

恶人发恶愿没用，就像我一定要让 1+1=3，一耳吧打过去就好了，恶人发恶愿随便就把他杀了。 

又开始有妄想，一个是奸杀不该杀，复活了以后妄想随即没了，一个是奸，她享受，结果调了 16 个人奸，
后赔钱道歉。 

想象体验理解了女性被多人强奸后受辱会咬舌自尽的心理。 
 
看黄色笑话，证男性思维，这样容易找到男朋友些（特别是武力强的男朋友，因为武菩萨不喜欢了解细
腻女生心理，喜欢女生了解知道理解他的心理，你有男性思维了就容易了解了），这样就不会被盯上强
奸。 

一般人是 34岁变成成熟人心。 

上次几个小孩子年龄很小却很恶非常恶，被我们杀了，后来被复活，继续在作恶，今天被我们发现，一
个最 sb 的被杀落入无间金刚地狱（他谤密法所以入金刚地狱，谤金光明经所以入无间地狱），之后度到
了最安宁的佛土（南无大安如来），他说还是多谢！一个忏悔之前也没作过多少恶，被包容宽恕放过，
一个最恶的被复活被杀很多次，恶法都被杀得没了（每杀他一次他知道了一个恶法错而少一个恶法），
最后知道他的愿是到最厉害的佛土，于是要他南无大闾王佛 31声，去了那个佛土，他想变得最强，以为
最恶就最强，告诉了他最坚持善和最坚持反恶就最强。坚持善是第一楼，坚持反恶是第二层楼。坚持善
排第一，坚持反恶加强能力排第二，这是规则。还有一个最奸的领头，被杀很多次后生为鼻涕虫，他的
愿是有很多好吃的，告知修成小中大财神有钱即可，但他看到财神也是有穷的时候，于是告知密法，修
全球隐首富，有些名气不要，他就实证成功了，他还有杀一些人愿，被踩，要他改为了杀一些恶人。 

阳天打古雨伞，证十牛图第八牛。 

一比丘僧（七牛）要断左臂感动一八牛菩萨以得法弘扬禅宗，我问达摩大师八牛法，告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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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达摩大师是辟支佛，杀不死，加上禅宗完美，所以创建的武功超厉害，但他被魔化现的佛所骗，要他有
的法不传，结果有道不布施生为了螺陀（辟支佛仍可能入三恶道）。佛的颜色完美，不可能有脏的颜色，
达摩其实看到了那个魔扮的佛有脏的颜色，然后问阿弥陀佛是否佛可能有不干净颜色，结果来了个假的
阿弥陀佛，也是不干净颜色，说佛可能有不干净颜色，实际上两个都是颜色有不干净的假佛。解决方案
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两天，然后问到真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忙，度十方世界，所以要多念才能有足
够缘），颜色是完全干净的（没任何脏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天眼看到佛或佛示现都只会是干净颜色，
有脏颜色就是假的。 

修成了菩萨真好啊！很美好开心正义！ 

苏清顏开车来到了湘乡，擦肩而过。 

南无宝大来如来，去掉孩童心物质贪！ 

我现在是快成功了，还未完全成功，所以交女友仍然不顺利。 

三个月后全球战争的隐患被朱镕基消掉了。是朱德辉筹划的。 

现在最骄傲的，不是我掌管了 2 万亿很多女生有喜欢（这实际上是假的场面），而是即使我一无所有，
也有女孩真心愿意嫁给我（这才是我内心的骄傲开心！）！不过我还是希望以后有超过秦始皇的事业！
更威武！ 

佛有一切知智，知一切法，因此说的都是正确的法！ 

再超过王雪很多来，暂时不管让普贤菩萨的事了（让他第一个成闾王佛）！暂时哈！ 

见到了朱德辉，转世生为一个小女孩，很可爱有趣，3 人一起，之后去香巴拉净土，说没果位不能去，于
是证了小向须陀洹（念南无小破应有如来），去了后打败了观世音菩萨，把观世音菩萨流放了，观世音
菩萨就建了另一个密宗净土。然后学习了正确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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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建立了极乐净土！ 

法（一女生）快证小独觉了，结果被杀，然后转到了大知如来佛土，修行完了再回来！ 

见到了苏清颜！很美丽！我前世的妻子！之后她坐瞬间转移车回北京，去了轮回大学，打打杀杀，然后
发愿去了 11 维空间（颜色生命）！ 

见到了右大菩萨，幻化为车的境界，十分清净，还有 3 大弟子。普贤菩萨那时也是这样幻化为车，我的
一坐骑那时也是。我当总乘左大菩萨来，辩败一切外道！ 

我还是当总乘右大菩萨来！她女身当左大菩萨！ 

戴很显露的大珍珠代表物质贪重。 

第 10 维空间是光生命，第 11 维是颜色生命。颜色武器科技就是基于颜色生命。 

认识见到了露一和宏一。 

企业能生存，能发展，再有机遇能抓住，到时就能够成功！ 

===== 

過去在印度天親菩薩就毀謗三寶，他最初學小乘，在小乘法裡面他造五百部論，這個人是聰明絕頂；論
就是一切經的註解，毀謗大乘。他的哥哥無住菩薩是學大乘，哥 
哥有善巧方便，誘導他契入大乘，他修學大乘之後，才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罪業，求懺悔。因為用言語
毀謗，所以他在佛面前想割自己的舌頭懺悔，手寫文章把手斬 掉來懺悔。哥哥說不必，你過去用你的舌
頭毀謗大乘，你現在為什麼不用你的舌頭再讚歎大乘？你過去這手，手寫文字毀謗大乘，現在為什麼不
用手再寫文字讚歎大乘？他從這裡覺悟過來，所以又為大乘造五百部論，歷史上稱為「千部論師」，可
見得佛氏門中真的是回頭是岸。這個例子幾乎代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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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我們看最近的印光大師，你們諸位去找《印光大師行業記》，就是印光大師的傳記，在《全集》裡頭有，
你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套《全集》。你看印光大師傳記，他老人家年輕的時候毀謗三寶，他是讀孔子
公的書，以儒家為正統，佛法是旁門。到以後接觸佛法之後，才知道自己造作罪業，過去錯了。他能夠
懺悔、能夠回頭，出 家修行弘揚佛法，洗除年輕時候所造的這些毀謗三寶的罪業。以後我們曉得，他是
大勢至菩薩再來的，換句話，他一生所作所為演戲，演給我們看的。他那不是真的，演給我們看，知道
我們這一代，毀謗三寶的事情非常容易犯，犯的人很多，他老人家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犯了這些重罪
依舊可以得度，我們在史傳裡面看到太 多太多了。要緊的是回頭，要緊的是斷煩惱、斷習氣，要把這樁
事情看重，要把這樁事情擺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當作第一樁大事來做，我們這一生修學才有成就可言，
我們幫助一切眾生修學佛法，才有功德可言，否則的話，你幫助一切眾生修學佛法都是福德。福德跟功
德不一樣，《六祖壇經》裡面講得很好，了生死、出三界 福不能救，再大的福德也不過是到天上去享福
而已，出不了三界，功德可以出三界，功德、福德我們必須要辨別清楚。以清淨心修一切善法，斷一切
惡法是功德，以雜染心斷惡修善是福德，關鍵在此地。 
===== 

看空了自己的生死！ 

1.23 

比丘僧上网辩论：大乘菩萨全部上网！ 

万事不能做绝，做绝就自己被杀，李斯就是做绝被杀了！ 

拘留孙佛说要把他的照片全都删掉，于是大家把照片数据全删了，只留了一张侧影照片，说 3年后可公
开。 

陈毅没听阿弥陀佛的话，没修行完就回到了地球，之后生为小孩，但被杀了，之后不小心生为老鼠，然
后生到了阿弥陀歪佛净土（一修阿弥陀佛人修成建立了此净土星球）。 

苏清颜在颜色空间修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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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比丘僧得到了大供养，每人 200 万，产生了还俗回家结婚淫享之心，说这是盗僧财，无间地狱罪，
可证阿罗汉后再修密乘，或证阿罗汉果后还俗当在家菩萨。之后一人发了心要证阿罗汉！其他人到了军
队当法师或在家菩萨。 

右大菩萨真知是贤劫第 552 佛通相佛。 

送了右大菩萨真知 1 亿一多，是到她支付宝账号，她能实际用到。之前转了 400 多亿到她银行账号但会
被银行拦截偷走。又转了 2.2 亿多给她的人马。 

作恶太多就容易变 sb。 

贪心生为饿鬼道。 

赌死输了身体一块肉变成尸体肉也是毗如遮那佛的力量。 

净空法师有挡毗如遮那佛的本愿，比如赌死输了没反应（没有尸体肉感）。 
 
性开放以证第一念利他为基础，北京时间加速试了十年性开放，就是这点没过。 

胡玉转世叫简一了，不过有装对你感情超丰富。哈，善心行奸法就没事了！ 

赌死验证了《父母恩重难报经》是真佛经！ 

非常非常相信善和善法，就非常非常非常美！ 

比尔盖茨是本世纪功德最大的人！开发了 Windows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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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兴盛菩萨到了阿弥陀歪佛佛土搞科技建设。兴盛菩萨科技最强！ 

右大菩萨真知被大世界佛法封印到一房间，学习了电脑编程技术，并看了我的书。 

朱德辉弄得香巴拉净土很乱，想只自己懂佛法，后被善心行邪法弄毒品克制搞定。 

公司一起 KTV唱歌，证空性四地（共 7 地）。 

你成为有很多亿后，会有很多人来抢钱，这些都是恶缘，一般都基本赔钱，这样恶缘会消完，就暂时没
人来抢了（因为全都基本送了钱），以后只要注意保持布施，就没事了。 

右旋转 2 次神变为车等，3 次可化为水井，产生禅定力水。神变还有转 4圈变成龙女等等！ 

禅宗据说高于密乘，问了龙树菩萨，说禅宗是总乘佛法！ 

现在中国很多城市在时间加速。 

中钱有 200 万才好修成第一念利他！ 

六地佛示现成佛，释伽牟尼佛就成佛一次另外示现成佛 3 次，在地球是最后一次示现成佛。因为是示现
成佛，所以释伽牟尼佛实际上一出生就是佛。 

我现在有修成一切知智成为其他星球知星佛的危险，只 3 地多佛。还是继续拖好。不修科技不知科技法
就不会成佛，继续不修复杂数学和复杂科技！ 

这两世不修复杂科技，然后住世 1.2 大劫修成知星大闾王佛，然后示现成后面 3 个佛。 

171



当大地藏王菩萨能所有世界劫金刚座第一！不过大地藏王菩萨没大闾王菩萨厉害。 

我的书《胡正全集》被译为 48种语言了，习近平他们在时间加速区域整理译的！ 

1.24 

一帮不会编操作系统的人在编操作系统，因此只会修修补补，其实不会编。 

极乐净土的 lisp超作系统的优点是比 c/c++语言快，缺点是其他人修改很容易改出 bug，以及复杂度不能
过高。不过也行，只让顶级高手编。 

不修知星佛了，有人帮我消了此可能成佛因缘。还是加油修科技，但坚持不学离散数学等以晚成佛。 

证中财神，这下小中大财神都是了！ 

地藏菩萨总是让众生不入涅槃，总是在轮回中，因此佛不推荐他，要文殊菩萨不写地藏菩萨本愿经，不
过后来多事的人写了，因写伪经，落入了 3层地狱，最近才想通度出来（佛要文殊菩萨不写就不写，你
不该多事）。 
佛要文殊菩萨不写地藏经是假事，是魔扮佛骗到了文殊菩萨。所以之后还是有其他人写出了《地藏菩萨
本愿经》。弄清楚了！ 

判断出别人对你是假情，你就无情对她不起缘以消缘，至于她对你稍微有情以后再补偿。 

娇就幼稚。 

习近平的民族融合政策，少数民族在自己地区穷苦，搬到北京 7环，接触普遍文化，然后他们女子嫁给
汉族，他们男子娶汉族女子，这样民族就同化融合了！以后全球也这样来。 

思惟第一念利他的人没那么多自私的想法，证得完全的第一念利他！可以试性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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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文殊菩萨被杀，倒霉。 

修成了小日如来弟子，太阳亮度完美，想象坐进去，时时奉献。 

说出自己最大最深的秘密，我极淫荡，然后明白了中国人很多其实都是极淫荡，心平证了大心诚。终于
小中大三种心诚都有了，完全不狠了（最近我最大的问题）。 

朱德辉修行 2 大阿僧祗劫多了，把朱德辉度善了地球就善了。 

苏清颜修万亿级全球隐首富，被抢不给被杀，生到阿弥陀歪佛土，然后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很会画美
女！苏清颜很多才艺啊，智力比我聪明，高考成绩比我高！ 

阿修罗王加四维空间神通移动星球只是临时的，之后会基本回退。所以不必担心哈！ 

王雪极乐净土人寿只 62岁，因为只注重精神界，后改为修涅槃般若道灭界了，注重般若智！ 

极乐净土 lisp操作系统叫莲花 os，双核 lisp cpu（有一种 lisp语言对应双核），共 400mhz，最多 25进
程，小孩子用完美！ 

超大世界的神王确实有翅膀。 
 
切换到年青人心之成熟人心了，在快 31岁时。 

俄罗斯人也贪婪，差点挖时间矿挖到地心把地球弄爆，如果挖到地心区的话。 

看路中间的那条线不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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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完美了，知星佛不成，度乱搞佛修成，是 9.8 地佛，然后示现成佛之后 3 次佛！ 

疑难杂症佛号审核。 

阿弥陀佛要我第一个当闾王佛，这样反恶好些！因为普贤菩萨修了堕落佛。 

证大元帅境界！达到了行！ 

看了电影《六福喜事》，去掉了滥情心！滥情得瘪三。 

证昆虫道小阿罗汉。 

眼睛左转再多两步，证善心行奸法信之信。 

他说我们是亲兄弟，你说好（反正以后是好兄弟），悟此达到善心行奸法信之解，再实践，达到了行。 

恶法快灭了，最后灯亮一下，所以现在表面恶法多。 

十牛图证第三牛，得牛。六祖慧能幻化术来帮的我。六祖慧能那世出生来了和尚给他授记取名是十八罗
汉他们化现的。 

让手下贪，多得钱，这样不好，合理分配一直强要好些，前者会导致之后穷。 

王雪之前成佛后成果地菩萨然后退了果位，然后从大知佛土回来了，证了中独觉，又是不死了！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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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联系上了刘亦菲，她其实很好啊！能敞开心扉后！ 

中国 80 后我实力排第三，政治领域则是实力第一了！ 

别人进入认真状态后你他心通对他说话不通，对他心脏底一半处向上某心腔说即可。 

有的人（我）是隐藏 40％的实力，你看他是 60 分刚及格，其实是 100 分满分！ 

大智若愚，智慧若傻，你觉得他是傻，其实是自己 sb，不明白他的智慧，因为结果全都是他赢了，是你
未到境不知诀窍。 

禅宗第 9 境，红绿亮点和太阳谁亮，应该是太阳亮。思惟单独正合和单独奇胜谁赢，应该是正和赢。 

“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可奇，梵香掷焊浑闲事，魔佛空争是与非。” 

我们都是贪心重的人，想有很多钱，然后有很多女人，因为有极淫荡心。虽然我们以善掩盖自己。认识
的女人也是有淫荡心，虽然是美女。 

功名利禄，看空了一半利禄，功名天生看空了，而且很擅长。 

都是有极淫荡心的菩萨跟有极淫荡心的魔斗。 

喝茶可去掉淫荡心。 

去掉了斗争心，这样武力更强，成为了总乘菩萨！ 

吐嘴出来去掉邪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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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鱼是奸加装虚伪。 

证装虚伪（善的，装虚伪才是完美的不虚伪）。 

体验了全球隐首富的感觉，非常舒服！ 

禅宗主要是比心态和比辩论，比无漏智。 

赌死就是魔王禅。我魔王禅是五地接近六地！魔王禅共 6 地。魔王禅配合人类禅共十地。 

我们觉得黑洞内星球恐怖，实际上他们是完美的星球世界，看我们是脏的星球世界，颠倒世界。 

好色变色弱，好脏的颜色变色盲。 

11 维空间可以距离随便近，因此空间是 11 维。 

大普贤是假菩萨，是个淫虫，骗色了 400 多人，被杀了，生为了饿鬼道。 

真正的大普贤菩萨来到了地球，以度我们。大普贤菩萨本来在离地球非常远的星球，利用 11 维空间神通
随即移近来了！ 

贤劫 228 佛净断疑佛也是真知！ 

体验美的享受没事，只要不是贪心，因为会让人变美。 
 
好色产生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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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极手淫产生极猥琐心，其实应有一种实际淫。 

禅宗见性成佛就是修成总乘佛！ 

我还有小贪财心。 

极淫荡心还有一半。要去掉。去掉后神通随即超过了有极淫荡心的魔。 

禅宗“念佛是谁”共四参，假我念佛，有我念佛，无我念佛，（我）在念佛。 

修成了思念仙，愣严经第 8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 

禅宗最后一境是说打死（以去掉执着）。 

不是时间越快越好，比如地狱就是时间快，有的恶人就是时间加速体验地狱时间快。 

市面上有了本魔王禅五地多的书，打败了美国的大暴力文化派。 

我前世 3 个子女都是牺牲了。应先教他们修成小辟支佛再教勇敢，这样不死。 

诚信产生黄金，正义产生珀金，大诚实加实干产生石油。 

乱搞就武力不强，搞不赢有序武器配合战略。 

雅语共 7334 个汉字，还有 if等字母数字符号。比如“好”字就是波浪草字头加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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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懂农业，农业完美。 

如果不是信佛善人，特别是有一阐提本性的人，不要替他出钱消被杀缘，否则他不会感谢你，反而变嚣
张。是有这个现象。王雪比我懂杀一阐提。 

魔王禅最后一境是超度，倒数第二境是偷窃（你的钱被我偷了吧！哈哈！），倒数第三境是制止，倒数
第四境是“小心被杀”，倒数第五境是必杀。 

证第 5牛，心态平牛。 

有这个说法，就去了解一下！ 

有两种人我有误伤，一种是恶人装善人，他装这种人，比如汤浩就喜欢这样，我总以为是恶人是奸的颜
色，其实不是，大奸怕他（装“恶人装善人”），另一种是我妈妈这样的人，没有学习能力，总要别人
教，我以前总是生气恨，学禅宗后再会启发他们学会自学探索了！ 

理解不了汤浩的这种智之善，就也修这种智善！修成了！搞定大奸恶人！ 

女人的秘密：一般女人都想嫁人。 

去掉了极淫欲心（有一种姿势，后入偏左一）极淫荡心自然搞定奸。 

美国文化就是坚持对人好，不改这点。证中美文化融合初级（共三级）。 

认识了李红一，真如（无无耻），文一。 

文一被狙击枪杀，后复活（类似禅定力产生身体神通的科技技术，大毗如遮那佛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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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修心高于修法，比如打乒乓球，开始是修法，后来发现是修心，日本用刀武士道也是这样。禅宗也是修
心。思惟此，证成熟人心密乘等觉。 

美国的性开放文化是错误的，太贪享受，应该是印度那样的文化才是对。 

伊斯兰教有完全的武力正义，虽然有不好的暴力。 

弟弟证菩萨心，修成了菩萨！ 

吴宗宪宣传邪淫被我们打过一顿。 

对于骗钱的人：现在就自尽，献忠。 

中了善蛊术，好吃得很饱。 

魔王武力禅，能降服伊斯兰教暴力！ 

禅有三种，人道禅，魔王禅，军事禅。军事禅共三地，将军智勇蛮武力禅是初地，大元帅禅是二地，军
事空转轮圣王元帅宝禅是第三地（毛泽东有此元帅宝禅境界）。 

1.27 

战神以前境界比我还高过！就是大闾王佛境界！送了他 100 多万！ 

小疑小悟，小理论全通了！书名，完美小理论。 

中疑没有，因为觉得佛法全对，大疑有，开始修大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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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背叛善变奸害人的孩童心人都是自以为善的人。 

见到了长沙首富，有 1000 多亿。装小器没必要，装吝啬也没有必要，真吝啬会被钱所困。我是之前 2 万
亿，国家拿去了 1.1 万亿，然后又有人送了 2 万亿。 

大世界禅宗有 7种禅。 

杀了一些小世界的魔！ 

知星佛不修，度乱搞佛修成，功德藏佛修成，威神王佛示现，光照佛修成，再修成大闾王佛。有人用完
美中逻辑帮我推出了这些！加上我自己推。 

我思故我在书是完美中世界逻辑。 

汪涵也是小独觉，杀不死，他开始学搞政治了！ 

有的人看衣服颜色是看缺点，有的人看衣服颜色是看优点。听音乐也有此现象！ 

看不惯别人是因为认为自己对别人错，其实自己是八成错认为自己八成对。悟此得第六牛，平常，不像
神经病！ 

现在是 1％的神经病。 

纯正密法第一级修成后第二级会自然成，先不急！ 

以前他们杀秦始皇，看轿子，最像的有可能，最强大的有可能，最嚣张的有可能，最弱小的觉得没可能，
结果就在最弱小的。当然，今世秦始皇又升级了！自己增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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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轮宝比试！大阿罗汉之书篇！善心行大暴力！
敢于超过朱德辉（秦始皇）了！ 

莫太强，莫太霸，太强太霸被人杀。 
 
看不惯恶法人就一枪打死，这种恶法不对。自己也是恶法了。 

见到了普贤菩萨，回来一阵，元神侵占一女孩来教我！ 

我有愿意为苏清（即苏清颜）而当凡人心，苏清说不好，于是要美人也要江山，要取得成功，苏清说你
终于厉害了！ 

去掉了滥情即证专一。证专一达到了信！男人也要专一！以前就是没想通这点。《最终幻想》游戏里就
是这样，双方都专一，完美的爱情。 

伊斯兰教有善的暴力，比如对恶的权力砍手脚。朱德辉也是懂善的暴力！我再勇敢学来！ 

刘立变奸，被轮奸 3 次后杀了，因为变奸，落入了 3层地狱。 

对别人仁慈不产生奸，伊斯兰教大暴力铲除奸。 

美国有一个州中美文化融合成功了（时间加速了 30年），并变成了大家都说中文。之后调到了隐藏科技
区。 

如果耶稣是真诚地向善就让他复活吧，有耶稣弟子说了此真言，因此耶稣被复活了，毗如遮那佛复活他
的！你问耶稣，他也承认！！ 

成为转轮圣王定了，在想通善心行大暴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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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1.27 

见到了王雪！然后坐瞬间转移车走了！王雪长高了！有喜欢相同女生，互补女生，完美女生三种境，喜
欢完美女生就喜欢高的女生！ 

王雪之前时间加速修成了善守佛，住世了两天多，但未说法。 

如果佛成佛后没人理他，佛就没面子，佛就会选择善逝入涅槃。 

西方极乐世界不修辟支佛，因为辟支佛心很难去掉，修成后就不是极乐了，但常高于乐，辟支佛杀不死，
所以还是应该修！ 

刘亦菲能追到了，王雪还要学会追！ 

送了刘亦菲很多钱，但刘亦菲觉得你自己没钱了，就不嫁，自己仍有很多钱才肯嫁，苏清颜则不是，送
了你很多钱，自己没钱了，苏清颜仍然愿意嫁你，因为愿意感恩！ 

父母起姓名，子女有同样的愿就投胎来，所以姓名与本人一般符合。另一方面，你被取了这个名字以后，
确实有向这个名字发展的取向！这就是姓名的两个因果秘密！ 

天眼看腹部是看欲界实力，看胸腔是看物质界实力，看头腔是看精神界实力。 

外部世界全是机械的，如果你懂空气动力学，流水动力学。只有心造业是自由随机的。 

其实贤劫千佛后面的成佛顺序全部不定，如果有精进心和时间加速的话！王雪就最近成完了两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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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思惟要正派，去掉了花心。 
 
善心行大暴力（成熟人心），中暴力（年青人心），小暴力（孩童心）。 

恶法权力（总是扦别人，拉别人心）砍手脚。 

证向七牛，我前世就是向七牛！再证完十牛！ 

第七牛降伏不怕傲慢，自己也无傲慢。得第七牛！ 

接触手机网游，手机即时战略游戏，证设计智。 

弟弟胡伟（圣天菩萨）的优点是把所有人当亲人。我有嘲笑别人的缺点改不掉，然后发现我不嘲笑亲戚
亲人，然后发起了都是亲人之心！ 

对于小孩子就当奸魔砍掉手脚！ 

搞赢搞定了杀奸魔战。自以为善的人容易变为奸魔。刘立小时候就被称为贱种。肥黄虫（它们在六维空
间，在地球上表现为肥黄虫）善于制造弄出这种小孩奸魔。把这些肥黄虫都杀了，然后杀伤杀掉了一些
恶牛魔，然后找到了一只极大黄恶狗，它是极恶首领，我没杀，杀不赢，王雪勇敢去杀，死两次了解了
它，之后我们成功降伏了它，它被杀，王雪第三次没死。它过去世是对菩萨自尽献忠，自尽了无数次，
其实 3 次就够了。 

大半个宇宙变善了，因为杀了很多恶。 

还有恶法地狱，极恶动物入。 

杀鳄鱼是刺入额头处然后向后拉刀又伤切它嘴巴。有的极恶狼伤咬你私处，你对它仁慈它就更奸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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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劈可搞定。对于极恶大雕是放毒肉把它们都毒死。对于水恶奸兽是用机枪打！ 

朱德辉杀恶动物，我们这次斗法就是发现了恶肥虫恶动物！ 
 
大雕之前是一只恶喜鹊使奸计。恶喜鹊很珍惜她的鸟巢的木棍，当作宝物，派人用气枪打伤惩罚了它。 

朱德辉认为的统一所有宇宙只是一个世界海！还有很多其他的世界海，《华严经》记录了！ 

所有世界劫时是入涅槃界（第一）好于待在金刚座（第二），否则是太贪轮回太执着于轮回了！ 

1.28 

朱德辉天生是小缘觉，杀不死，我们以为他是被杀死的，其实是老死的。辟支佛仍入三恶道（故意做错
事的话）！不是入了三恶道就是杀死的，仍可能是老死的！ 

物质丰富，修全球隐首富，去掉了小中大辟支佛心！ 

江泽民安排他儿子扮我，想代替我（利用我的名气），使奸计，江泽民儿子被车撞死了！汤浩帮的忙。 

你有福报别人就送几百万给你，没福报就只送了二十几万，所以福报是真实的概念，是常见现象啊！ 

南无天，生起修福报心！ 

善真强美，这样排序。强高于美，不然只有美受欺负。 

善强真美是错的，欺负科技，容易变为黑强宗，不好，还是善真强美对！真优先强，有佛法，幸福些！
真不只是科技，是佛法加科技！如果真只是科技无佛法就搞不赢强！外道《大灌顶神龙经》讲黑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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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日本有恶的喜鹊。 

对于奸魔乞丐是砍右肩胛骨或左肩胛骨。小世界奸人是打惨。对于有点奸人有点奸魔的是刀背砍伤屁股
骨架。 

杀一切恶不好（过重，你杀了他们，他们又要杀你女朋友），应该是降伏一切恶法！ 

汤浩还有装极恶，这样能把极恶杀掉，毕竟极恶智商低。也学习以不误解！ 

证完美大世界逻辑思维 1/3。 

商业软件和开源软件都要有，极乐净土验证了！ 

《涤罪天使》加电影推荐。佛党网改成大闾王佛。 

毗如遮那佛（密乘）不管总乘菩萨的悔誓言，因为他们（总乘菩萨）有他们的道理。 

武菩萨最高境界是大闾王佛，文菩萨是大闾镜佛！龙树菩萨就是想修成大闾镜佛！文殊菩萨也是！ 

人道禅是 12 地多，不只十地。 

自然成了纯正密法二级，心正了（不邪了）！ 

我过去世就想通过超中世界之中理论，所以能看空！ 

修成度乱搞佛后就去阿弥陀吧佛土，修大世界法！其他的示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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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能学习佛法时不学习，想学习时无法学习了！所以平时要注意勤精进学习！ 

得第八牛，不炫耀，平傲视！ 

大于，有仁慈心，最强的狗。 

见到了法一，生为了 6岁小女孩，也是有点染魔女。 

没去掉淫心就极精进修佛法容易变为魔女。不可过度精进（琴弦太紧）。 

1.29 

恒禅打败邪魔禅：我骚，杀咯，奸稍微美女我骚，还是打或杀掉，真美女装我骚，我抱。 

男的奸可以度（肯放弃报仇），女的奸度不了（不肯放弃报仇，除非有很多很多的爱和补偿），必须杀
掉！ 

女人只管自己的生活享受，这是她们的第一原则，男人则可将大众幸福排第一位，女人即使顾及大众幸
福，也是因为这样能兼容和不妨碍自己的生活享受。 

地球快升级为超大世界了！ 

被崇拜容易导致独裁，所以不要搞崇拜主义，应该是崇敬、敬佩！ 

善心行邪淫，修交媾仙有这样，是对的！ 

学科技但不学离散数学！这样知相佛不成，度乱搞佛成！然后到超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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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超大世界还有转轮圣王禅，大魔王禅等等！ 

单角魔王最恶，恶执最多。我的左魔王角（二角魔王）思维去掉了！完全懂看空！ 

三角魔王开始最强最厉害，但未听闻佛法，中途会被杀。三角魔王比较恶，导致智商低报，然后会被说
服忏悔变善。 

还是双角魔王最好最善良，并听闻了佛法！最善最幸福！ 
 
魔王一般贪利。 

证第 9牛，自信解义。 

证魔王禅向六地，平和。 

在超市见到了姜琴，她生为了一个小女孩，因为转世很多世，相貌有了变化。她加入我们体系了！毛怡
婷自私暂时踢出！要姜琴不仅有人类的善良，还要有菩萨的善良！ 

见到了李红一，时间加速转世生为了一个小女孩，很有趣可爱，懂善心行各种恶法（因此很可爱）！ 

不想有女人了！很累！ 

证第 10牛要去掉骄傲！ 

证向第 10牛，耐心！对于小问题，你智商高觉得难，别人智商没你高更觉得难，应该是你尝试解决，然
后教他/她，然后两人都会了，他/她也会很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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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智慧》，李莉著，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本书认真看完特别好！ 

修转轮圣王禅自然会把军事禅和元帅宝禅学会了！ 

痴爱就心碎。 

南无无知如来，去掉意淫。 

我两三年后可能会成知星佛，在释伽牟尼佛法弱后，再次验证了善良无罪的人一直乐观是对的（总有佛
法住世）！很多菩萨能随时成佛！ 
 
女人全是贪爱！思惟想通此，证第 26相好！ 

盘古是金刚座出来第二，女蜗是金刚座出来第一，虽然是女身，但是会说法些，因此第一。所有世界劫
时金刚座内恶法多些，没办法（虽然加善心行各种恶法可能强些），所以说所有世界劫时应入涅槃界，
不执着于轮回。 

任何恶法都能善心行，所以各道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善的（和恶的），都能发心向善。 

前世造了三恶道恶业，临终忏悔了，就生到三恶道，但是是善良的。 

美国有超强武器装备就敢大冒险。要学习这个文化，更强壮些！ 

恶法缘觉世界。培养女生一切知智后利用和害，让她们用一切知智帮忙炒股赚钱，解决方法是再坚持极
坚持修一切美德，并修些神通无碍，或修阿罗汉，这样就会被放走。杀掉了他们领头，见到了他们第三，
元神侵占来的，信佛，没杀！ 

天眼分小（孩童心）中（年青人心）大（成熟人心）。天耳通也是，其他神通也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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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星际传奇 3 加电影推荐。以后看 1，2。 

小事也做，证第 10牛！还有 2牛多！ 

书名《梵志》！ 

所有世界劫只是一个世界海的劫，所有世界劫来时到其他世界即可，普贤菩萨他们就是这样。世界是恒
常。并没有所有世界海劫，而是这个世界海生那个世界海灭！没有总灭。知道想通此，超大理论达到了
信。 

1.30 

静默，证虔诚！ 

朱德辉早就是忿怒王三地了！过去世就是！朱德辉有很多佛法！ 

看空了能成了就不做了，找下一个目标看空，最终做一件最大的事（但不要贪太大）！朱德辉的佛法！ 

男人是嫉妒变奸，女人是贱变奸。 

去掉了极淫荡心，还有淫欲心要去掉！ 

朱德辉是强真美，应该是善真强美！ 

信根少但有学习则变邪，信根少又不学习则变笨。信根多又学习则变聪明，信根多不学习则变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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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教训是镜子，安全经验是明灯！ 
==== 

恶法时代来了就随时成佛！ 

恶法学了没什么用，虽然可以善心行恶法，但仍会导致不幸福！行得太多的话！ 

屏住呼吸，证冷静。 

打死，去掉执着！ 

太阳比红绿点亮，得平常不极端，证第 11牛！证佛心是最后的禅宗完美！ 

善真强美分别对应常乐我净。 

大闾王佛修一切能力。本愿，知一切，一切能力，犯，一切空，愿，一切技。 

能力为主导，智慧吸收就是了，我也修一切能力来！ 

政府派一帮枪手来杀我，幻化刀砍他们的肝告诉他们乱杀好人掉肝，扁了他们，让他们明白了辟支佛杀
不死，杀不赢辟支佛（辟支佛能消被杀因缘）！ 

物质贪无的女生很漂亮，特别是会用钱不浪费钱而一直不缺钱的会打扮的。不过有物质贪重隐藏装物质
贪无的。 

想奸计幻化刀切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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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对女子年青人心时男女完全平等！ 

大闾镜佛本愿，恒知，杀一切恶，有仁，有当王，小愿，有一切，杀一切死，有数据，有享受，无量辩
才成功，有小悔，回忆过去世，经历恒河沙劫。 

我过去世修成过大闾镜佛！文武平衡，还是再修大闾王佛！但修武的人太多了，这样就多修文，随时切
换！ 

你看不惯她，但她知道真相，因为有完全的人道正义心！ 

女生常乐我净都修就超漂亮，男生常乐我净都修就超酷。 

小中大世界，又内分小中大世界。我们是中世界之小中大世界。比如孩童心又内分婴儿心，小孩心，成
熟少年心。年青人心，成熟人心也是这样内三分。 

超小世界分别证 1/3，2/3，3/3 的小阿罗汉。 

极乐净土不喜欢有女人，王雪另建了女人极乐净土！ 

南无大戒知起如来，去昆虫道习气。 

相处，能证一切美德。Richard stallman告诉我的！ 

证完全的中正义心！ 

我们自己有恶法，反而看不惯有人类正义一半多的人。看不惯别人八成自己错（却认为八成自己对）。 

朱德辉喜欢用能力欺负别人，我们喜欢用恶法欺负别人，都不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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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钱骗女孩吸引女孩是恶法，小正义心反对！ 

小一切美德（我有），中一切美德，大一切美德。 

善心行奸魔法，谁害我我就害谁，谁打我我就杀谁，都过重，有报复心和报复心过重，不推荐！ 

我还有大世界忘恩负义！要去掉！ 

在大姨家过的年。看春晚！中国和俄罗斯也有文化融合了！ 

李思思被杀，随即复活！冯导也是被杀，随即复活，因为魔王说他有设计淫荡表演节目，其实实播时没
有。 

何衫这次成佛是最惨佛，下次成佛是惨死佛，拘留孙佛说的。 
 
证大之小世界戒禁取。天生有大之小世界破身见（不怕死，信和知道有轮回），天生破了大之小世界疑
结（恒坚持向善）。随即证得大之小世界须陀洹。 

大之世界好些，科技高些，幸福极乐一些！待在大之小世界神通帮助中之世界最好！大观世音菩萨就是
这样，境界更高！ 

超大世界之中戒禁取是不杀，超大世界之大戒禁取是不起害人心。 

何衫想奸计被人划心脏死了，之后有人复活了他。 

30 多人一起帮李思思念大知如来佛号（朝心脏左上腔），李思思很快证了接近小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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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1.31 

对于多个女生，应是都等，而不是推比。 

江泽民被杀。 

谤总乘佛法（比如禅宗）会堕入永恒无间地狱。 

不跟女人谈感情（因为全是贪爱），只有双修，或者真爱。证无爱想。 

党首谤我被杀，生为中阴身，有菩萨元神侵占他走入红恐怖区，中阴身成佛（能持续 25 天），知道了我
原来确实是阿罗汉。 

大宝法王修成了所有武功！ 

极恶狗是被一些恶乞丐养，恶乞丐又是被一些恶牛魔王培养的！我方人员瞬间转移拿枪杀了两个恶魔牛
王，封印了一个（关在封闭空间）。 
 
恶法来时或释伽牟尼佛和拘留孙佛佛法灭时成知星佛！ 

2.1 

习近平起奸心谤总乘禅宗，还谤我被杀（实际上辟支佛不死），设骗局说小辟支佛在中世界会死（放了
两个克隆人身体），堕入了永恒无间地狱。后忏悔出来了。 

有人编造独觉出轮回会死的谎言，其实《不增不减经》说明了，他们说一切都有代价，其实是一切作恶
都有代价，都划不来，一切善行都有回报，善都得善报！ 

非州一恶法国家中了原子弹。还有一极恶国家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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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无爱想但忽略真爱变为牛头人。 

正义分为人类正义（9种）和菩萨正义（9种）！还有善心行恶法正义！ 

我们孩童心菩萨正义有，年青人心之孩童心正义有，年青人心之年青人心正义一半，另一半是善心行恶
法正义一半少，要证全，年青人心之成熟人心正义一半少（再要证全），是善心行恶法正义装无，成熟
人心正义有的人是无装有，我们装这种无装有，但有点邪（因为只一半多），是善心行邪法一半。这是
我们始皇派菩萨正义的弱点！要修改好来！并修成人类正义！ 

有的人类正义我们看不惯一方面是我们的错我们是恶法欺负他们，另一方面是他们虽然人类正义但只一
半多，不全，掺了嫉妒。全的话或者没嫉妒的话我们就看得惯了！所以看不惯是文化冲突，双方都有 8

分错误，都分析出来就能改和谐改好了！ 

去酒吧。路上见到了王雪背影，没追到！ 

教一中学会了善心行奸法！他可以当我的元帅宝！昨天佛党政变很成功！ 

大智慧商识别防奸计，杀奸计。 
 
修成了神通的人都不会炫耀，因为有炫耀心修不成。 

若见诸相非相，即证如来。达此境界！见涅槃界众生！ 

见到了真知的两个替身。 

见到了姜琴。 

证了较多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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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恒禅！

有的女小缘觉作恶业生为喜鹊害人，易染别人词汇害人，以为是报仇，有报仇心重（应无报仇心），原
因是她们男性思维不够，别人完全以对待男人的方式对待她们，她们觉得受辱（比如骂她为贱人，她觉
得很受辱，实际上别人是以骂男人的方式骂她，不是辱她心），解决方法是让她们证完全的男性思维，
比如我淫你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我奸你就是我打你的意思等更多笑话。 

把唯物派全杀了，让他们知道了轮回！因此善业，左手变强壮了！ 

刚才体验了全球统一境界，朱德辉掌控的，就是把恶杀完。 

翦论，一元帅宝水平人（王翦转世）写的书！ 

有小乘第一念利他，还有菩萨第一念利他，王雪就是！我也修成来！ 

人类第一念利他也有，比如泰国！ 

超大世界之小中大世界。因为接触了超大世界，不会有成为中世界佛的危险了！ 

应该是善强真美，弄清楚了！真只是世间法！佛法是善，排第一！强是能力。这是我们的密法！ 
 
普通人修善真强美，幸福些，美女修善真强美（美丽些）或善美强真（漂亮些），我们修善强真美，当
领导人！ 

有人幻化了 200元钞票到我钱包供养我。十八罗汉也是能幻化出钱，有的证了空性的人也是！不过他们
不会乱用哈！ 

一切知智分小中大世界 3 个层次，分别对应小中大 3种世界佛（小佛中佛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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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前一步说出来是天才（比如现在是多星球时代了，我有 200 多亿元），超前两步说出来别人觉得你是
疯子（比如现在各星球在打仗，我有 4.2 万多亿）。菩萨是超前三步，但不说。 

降伏一切恶法的关键在于杀痛！ 

过于高大不庄严不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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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2.2 

江泽民被复活，今天想抢军权，千里取人头，被我杀了！有人想帮他中阴身成佛，还是生为了鸭子。 

都侧身相面对体验纯洁孩童淫，都侧身后贴女子屈身体验姐淫。72 式都要学和体验！修 72 式能正体验
各种淫从而去掉邪淫心。 

不过 72 式只能想象体验，真实体验容易变淫荡（交媾仙除外）。 

有人认为邪淫要真实体验，结果通过 72 式能全部正体验，可见一切都应正行经历！正行是原则！ 

名气都会转化为利益。因为名气是免费付出，之后会回来。 

===== 

善真强美！ 
王雪，男子修善强真美最好（当领袖），女子修善真强美最好（最美丽）！次序强调不同！ 
===== 

迷奸别人得幻觉报。 

女生爱上了你就会羞涩，对你意有所属则是羞涩低头！ 

李思思证了接近大独觉四地！ 

不修全球隐首富了，就向二地最好，否则会陷入财富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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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全球统一了！ 
 
证魔王禅向六地！ 

===== 

谁整理我的留言板出本书来啊（书名是《胡正的留言板》）！？到时分份钱给我就好了！！你可以拿一
两万！应该整理得很快！把 doc文件发给我就行了！或者帮我办好出版事务更好，拿三万。 
我自己暂时整理没时间哈！联系方式：huzheng001@gmail.com 

===== 

胡正你好。 
幻听 65535 <2224113650@qq.com> 

胡正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板里在找帮你整理帖子的人，我很想做这个事情。因为我想赚这笔钱用来给亲
人生活和自己隐居使用。不知道你对于整理工作有什么要求和细则？希望能告知一下，我这人比较细心，
希望你可以相信我，同时也能帮助我，因为我真的为经济所困。谢谢。 期待你的回复。 
===== 

你整理为 doc或 pdf文档后发给我，我审核一下即可。然后就可以尝试印刷出版，出版的事你办或我办
都行，推荐你办，这样你多拿些！ 
你整理的话拿四成，整理并出版的话拿 5.5 成！ 
以后我还有其他书，我们又可以合作！ 
没问题了的话我们就开始干！一起加油！！！ 
我的 QQ：1706932，有空聊！！！ 
===== 

http://www.huzheng.org/geniusreligion/TheSourceCodeOfMyWorld.pdf 

http://www.huzheng.org/geniusreligion/src/TheSourceCodeOfMyWorld.odt 

这本书也可以考虑整理出版赚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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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对不起，留言板我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整理好，其实我是怕整理完了也得不到什么报酬。 
请原谅我的直白和自私，因为我确实需要钱，不想也不能在没有回报的事情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因为我
做事情比较细致，所以要做肯定就要做好。 
如果您有诚意也确实希望帮助我，那能否先给我一部分订金？让我心里踏实些，才能全力的去做。我想
这个要求不是太过分吧。 
我会保证按质按量的完成，如果完成不了肯定把订金退给你，另外再多给你加上一些损失费也行。 
头顶三尺有神明，我不是骗子。希望您能考虑一下。 
祝新年好。 
===== 

我暂时现金不多啊！ 
要不这件事情先提后！！！你以后有更多空闲了再考虑！！ 
===== 

2.3 

我们有一半少的人类忠诚，一半多的菩萨忠诚，反而看不起完全的人类忠诚。想象忠于温家宝总理，证
完全的菩萨忠诚！ 

我们认为比朱德辉善，其实菩萨优点没他多。何衫也是，虽然很坏，但有菩萨优点，比如敢死。我不敢
死是因为放不写书，等我把大理论也想完，这样佛法就达到开始行了！朱德辉，何衫就是达到开始了行。
 

轮回中的一切都不可恋，心理年龄 9种心都不完善！ 

闭眼眼睛强眨 3 次，证心诚敢死！ 

佛常说十地菩萨是十住菩萨，是因为在总乘看来十地是十住。 

思惟敢死才能超过何衫，强眨三次，证敢死，证得密乘八地菩萨法！之前是八地菩萨心。 
199



大何衫继续作恶，从八层地狱落入了永恒无间。 

专一达到了证。 

习近平删文字，被基本伤断了脖子差点杀了，是小缘觉所以还是没死。 
 
邪的勇猛精进就个体强，但集体军队不强，因为傲慢不合作。 

阿弥陀佛听闻超大世界，变成了修阿弥陀吧佛或仁亲佛！ 

他把你当亲人，你就要把他当亲人。 

神通界潜规则。和对方首领单挑时，他的兵马围观，你要装作不理不怕他的兵马，否则他的兵马会起帮
忙心，装作不怕不理则他们只会围观，会等你们打完。 

特种兵很屌，没我们神通兵厉害！ 

被瞬杀科技（以前王雪发明的，瞬切脖子）杀掉了一次恶！ 

唯物派是见色看到物质外道。实际上物质只是五蕴之一（色）哈，受想行识不是物质！荷尔蒙是色加受
混合，等等。 

佛对大恶人说的一部佛经，无相，敢惨死（眼睛强闭 4 次）。强闭 5 次敢昏迷死只修一点点。 

证 2/3 完美中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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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俄罗斯想恶法统一全球，核辐射泄露了！学会了惩罚自私的人。 

刘亦菲来长沙，自以为很厉害，被杀。还了我 6.7 亿。 

打打杀杀其实很苦，证向不杀大之中戒禁取。 

2.4 

非洲另一国家修恶法，也泄露核辐射了！ 
 
恶咒，如果他们是 sb（讨嫌做坏事），那就让他们被杀吧！然后咬伤左舌头出一点血，他们即被魔王咒
杀！不过恶咒没真言令（毗如遮那佛实现）好！ 

缘觉是从信因果开始修的，独觉是从信回报开始修的。 

你认为他们是恶强，自己是善弱，实际上他们是信佛菩萨善多，而你们不信佛只有人类善所以被他们扁
以教育你们学菩萨善。 

叛军胡正（我）和一中开始攻一个国家了！ 

当国王是会被看空，但当国王弘扬佛法不会看空，可以比菩萨还厉害，菩萨示现为国王。 

弘扬佛法的星际舰队，首领叫大大正，他们只读大佛佛经！ 

释伽牟尼佛是中佛。 

有人认为当魔女好，寿命长，其实魔道没菩萨寿命长，比如十六大阿罗汉证小中大四如意足活 2500 多年
了（到现在），地藏王菩萨更是，九种心理年龄四如意足都基本有，寿命更是长（2 大阿僧祗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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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善恶，都可以归结于 9种心理年龄戒禁取！证第九种不害人戒禁取向。 

上次证的是小之中一切语言陀罗尼。 

我们变强了，结果也变恶了，跟何衫一样！原因是没有破大之中不作任何恶疑结。大之中世界追求强，
最常，最好，修善强真美。大之小世界最乐，第二好，因为乐不如常，所以总体斗不赢强，虽然有时因
果报应能斗赢。大之大世界心太老，不好。 

见到了十八罗汉弟子，有一人大乘是年青人心 10 地法云地，我只是年青人心 9 地。教他修成辟支佛不死
再修密乘！砍了装 18 罗汉骗钱的一些人。教十八罗汉弟子抄《僧迦吒经》六本修佛一样的福报！ 
 
南无大空顺见如来，不乱牵扯爱，去掉你爱我我就爱你，你打我我就打你思维，由昆虫道小阿那含变为
了小阿那含！ 

任何情况都会处理就是般若！ 

现在全球人寿增劫 62岁。 

邪淫脏淫得痣疮报。 

朱德辉上次全球统一境界是杀掉了全球的恶人，刚才也是把长沙的恶人全杀完了（比如一些贪官分钱）。
朱德辉的见解是把全球恶人杀完即可统一全球。 

见到了伍哥（孩子王），送了 30 万。 

（万法皆空），轮回中的一切都是空（9种心理年龄世界），（因果不空），痛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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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佛仙宗派，修成楞严经十种仙。 

见到了王雪，小女孩形象。 

看了电影《大闹天宫》。 

灯灭了可以再点燃（转世），只要灯芯（心识）还在。心识灭了又可由如来藏（不生不灭）再产生，生
命永恒！ 

有的人想起死回生，又舍不得牺牲，当然不能被复活，因为复活术以敢牺牲为基础。 

极恶的首领恶牛魔被杀后生为一头断角的善牛。 
 
转了元帅宝 1200 亿，要他封其他元帅！ 

大强闾佛（大之中世界）比大闾王佛（大之小世界）还厉害！修改佛党网站。 

大强闾佛本愿，恒家，恒佛，愿！ 

有的贱 b 害人不要理，让她持续害人，积累到无间地狱罪再开始杀掉，这样就会落入无间地狱了，这样
她才会听劝了。之前你劝她她还自以为对，自以为智商高，不知道你隐藏智商，佛法智商和大智商比她
高很多，你这样告诉她她还是不信，只好落无间地狱让她想通。 

不要什么都辩赢，这样会被打死，变成辩才外道。最后一个辩败他应不说让他自己想通。这样做才会真
心归伏。 

微软发明了 4核 lisp语言，我们发展 412核 lisp语言来！最佳是 412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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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世界全是用 lisp语言（也有 C 加 Python语言），正好无般若的人不编程（无般若学不会 lisp编
程），只有有般若的人才编。没般若的人编程总是把好软件改坏。 

证完美的大之中世界正义！ 

捐给了免费午餐基金会两千多万！ 

你不了解他，就识别不出真正的他，有的时候会以为假的是他。王雪、毛怡婷就是这样。李思思、苏清
颜就不。 

无限多边形能变成完全的圆形，因为佛说有极微（无穷小是一个定量（可以此建立一门数学，pi也是定
值，不是无限长，有完美的无色界圆，pi 无限，但无完美的色界圆，pi长度有限，因此有两种圆，两种
pi，这是现实有极微数学））。 

表弟汤新民证大乘 8 地！ 

小姨被杀，我认为是无常，不出钱复活，洛民哥哥出钱复活了！ 

超大世界，超中世界，超小世界。 

钱放银行能被提走，放家里会容易被偷，买金条放家里容易被抢，总有方法治你，搞定恶和贪。思惟想
通此，昆虫道超中理论达到了解！ 

地行仙贪吃，交媾仙贪淫，思念仙贪爱情，十种仙都是贪，不过是正确恰当的贪，因此还是可以修，所
以佛在楞严经里说出这些外道果位。 

就像小辟支佛到中世界仍然是不死，小阿罗汉到中世界仍是不堕三恶道一样，中佛到了超大世界，说的
话也仍然是全是对的，只要仍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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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家庭矛盾全想通得思维如意足。 

我现在是超中世界的第一功德藏闯菩萨，等我到了超大世界，原来的第二就是第一了！人马是一批一批
的，从超小世界修到超中世界，从超中世界修到超大世界，再归零。 

猪就是花天酒地，中花天酒地生为猪。 

很善良，但骗钱或一半骗钱，是大忘恩负义装不忘恩负义，或大忘恩负义一半装不忘恩负义的体现。 

连红日教了我，忘恩负义装不忘恩负义的原因是答应说要回报 4倍，这样会没能力回报偿还而装不忘恩
负义，实际上答应说回报 2倍就够了行了！ 

不忘失法也是分 9种，分超大世界 3种不忘失法，超中世界 3种不忘失法，超小世界 3种不忘失法！ 

智商分 9种心理年龄 9种，虽然也有总佛法智商！ 

远离恶知识，亲近善知识，用缘觉智找有相应恶知识能力的菩萨代替恶知识。 

修行成佛，佛也在慢慢修行，佛又退果位成果地菩萨继续修行，那什么时候修行圆满结束呢？应该修成
大强闾佛即是！修成最高境界的佛！ 

看完了《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邓飞著。 
===== 

我突然想起了美国诗人狄金森的一首短诗： 
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种酸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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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 

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  ---（美）林肯 
===== 

中国是中暴力隐藏，我们修善心行大暴力也应该大暴力隐藏！ 

证大之中戒禁取，很善良！弟弟就也是有这个！ 

了然是小之中世界万法皆空。 

右眼（代表友）好色是要体验以去掉，左眼（代表敌）好色是明白坏女子身材好但相貌丑的道理等以去
掉。 

超中世界的菩萨堕落到超小世界就在那度他们，所欠债都还了再回超中世界，同样，超大世界的菩萨堕
落到了超中世界，度人完后回超大世界。众生的本质是利己，只是世界的本质是完美地利他才能完美地
利己，这个规律也是说，谁达到了利己常乐我净完美真正超过了所有其他人，他就肯定有利他的最高境
界。我们觉得大强闾佛可能只顾自己常乐我净，可能没地藏王菩萨境界高，但地藏王菩萨是恒菩萨，大
强闾佛是恒佛，确实利益众生比地藏王菩萨多！而且当佛修的福报更是超大！比菩萨多！而且大强闾佛
还可以到超小世界和超中世界甚至 2 维病毒生命空间示现成佛，度很多众生！这也是佛法终点境界！ 

密乘讲当佛时间要不长不短，总乘讲达到终点后要恒佛！ 

以前有中佛接触超大世界后，地藏王菩萨去问佛佛却要踩伤死地藏王菩萨，实际上这个中佛是一伊斯兰
教高大人装和变的。 

众生都是利己主义者，只是利己偏偏不能利己，要自利利他平衡，而且多偏利他。地藏王菩萨发心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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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证小阿罗汉！
他主义者，但弄错了当菩萨利他不如当佛利他。 

想当完全利他主义者的人都是心里有欠债的人。我就也有点是，在超小世界为神时忽略杀过很多人，所
以要回报他们。 

弄错了，当佛是消福报多，利他主义者有时更是因为道德高尚。菩萨修行比佛快，有时能功德比佛还多
还大！比如释伽牟尼佛在世时弘扬佛法到整个印度，厉害的菩萨接着弘扬佛法到 2 到 4 个星球！ 
所以当大强闾佛利己没当地藏王菩萨利他好，没地藏王菩萨境界高，大强闾佛退后会因福报用完变成凡
夫。 

地藏王菩萨在超大世界之小世界境界，大地藏王菩萨在超大世界之中世界境界！大地藏王菩萨是真正的
佛法最高境界！佛说这是深密！ 

大地藏王菩萨在 4 维空间。 

还是弄错了，当佛修福报非常多，当大强闾佛比当大地藏王菩萨修福报多，功德相比也是大！大强闾佛
是最高境界！ 

有罪孽同时有大利他心的人容易想修地藏王菩萨！ 
 
大强闾佛只能在超大世界之中世界成佛，因为成佛离不开相应众生。再在超小世界，超中世界示现成佛
即可。 

修成大强闾佛一般要 16 恒河沙阿僧祗劫，成佛住世 4 恒河沙阿僧祗劫。所以大强闾佛不是大家都能修成。
 

大之中理论达到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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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最高境界是大镜闾佛！本愿，超强强，仁爱大，有一切善，诚，超越。 

还是要学习地藏王菩萨的利他精神。我有朱德辉要度，有何衫要降伏，两个难的，地藏王菩萨说他无此
类麻烦，都能度和降伏。 

证完美大逻辑是向 2/3。 

真实慧： 
===== 

有一个人活活变狗的故事，有人认为照片是假的是拍的塑像，实际上这个人狗塑像就是根据这个故事造
的。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踏龙的图片，有人说龙是 ps合成的，实际上观世音菩萨相是真实拍到的，只是有人 ps

加了个龙，还是真事，而且观世音菩萨相是经常能看见，经常示现，这不稀奇，因为观世音菩萨经常照
顾地球。 
有一个小狗参与僧人打坐图，有人说小狗是 ps上去的，实际上这是一件真事，但当时没拍照，所以有人
就还是 ps 出了这一张，表录这件真事。 
有个释伽牟尼佛真容画像，有人说是假的，说那个外国博物馆里并没有这幅画，这幅画是伪造的，实际
上这幅画是在另一个博物馆里，是真画，他们不想泄露出来而已，作为天价宝物。 
《父母恩重难报经》也是，是真佛经，那段原话是说他是从床底里找到了这本佛经然后印刷流布的，并
不是说是他伪造的，他也没这么多文采。有外道人读了这本佛经，怕中国人信孝会深信这本佛经而信佛，
就想毁了这本佛经，结果还是让别人在床下找到了一本印了出去。 
《八阳神咒经》也是，也是真佛经，我们用赌死也是验证了这两本（《父母恩重难报经》和《八阳神咒
经》）是真佛经，里面的朱雀是直译过来的，梵文也有朱雀，另外几个武名词就干脆译为中国词汇，好
容易理解些甚至中国人容易接受些，里面也说了柔软者少等中国缺的佛法，咒语破疑结的人信心念也是
有效，有些没文化的和尚看到译为中国名词就认为是伪经了，非常无明大白痴，天眼能看到他们现在还
在 8层地狱里思考学文化。 
学佛要有真实慧！！辨白真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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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湘雅二医院做的标准智商测试是 176。 

苏清颜总是以为比我聪明，我是隐藏 80％的聪明，她是隐藏 40％，显得比我聪明，其实没我聪明！ 

我是有些中科技故意不搞懂以晚成佛，其实大科技厉害，小科技完美。 

又聪明又有智慧会让人嫉妒，所以隐聪明。阿凡提則是又聪明又有智慧隐智慧。 

证小阿罗汉，终于搞定！ 

但大强闾佛的享受我们看空了，还是弘扬佛法才是正事，还是超大地藏王菩萨境界高！佛说此道理极深！
 

当超大地藏王菩萨来！ 

但有些享受我们其实没经历，还是大强闾佛厉害！能随便打赢大地藏王菩萨。弘扬佛法实际上也更厉害。
大地藏王菩萨以前发过把轮回中的人都杀掉的恶愿，一点点！ 

总结完了，大强闾佛或大镜闾佛是最高境界，地藏王菩萨不是。 

大地藏王菩萨和超大地藏王菩萨是两个人。就像大胡正（在超中世界）和超大胡正（在超大世界）是两
个人一样！ 

破父相是看成普通人，破母相是看成女仆。不过母相其实没必要破！ 

兄弟相不要去掉，兄弟情非常好！朱德辉提醒我的。 

搜南传父相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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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为习如何之见得，诸不善法增广，诸善法减退耶？世尊！于此，有一类如是见，谓：‘无布施，
无供养，无牺牲，无善行、恶行诸业果之异熟，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之有情；于世无
诸沙门、婆罗门之正至、正行、而自通达证知此世、他世已而宣说。’世尊！为习如是类之见得，诸不
善法增广，诸善法减退也。世尊！为习如何之见得，诸不善法减退，诸善法增广耶？世尊！于此，有一
类如是见，谓：‘有布施，有供养，有牺牲，有诸善行、恶行诸业果之异熟，有此世，有他世，有母，
有父，有化生之有情；于世有诸沙门、婆罗门之正至、正行，自通达证知此世、他世已而宣说。’为习
如是类之见得，诸不善法减退，诸善法增广也。 
===== 

南传佛经里是说有父有母的！！！ 

送给了爸爸 3.4 亿，爸爸有钱就很强非常强！说别人有心回报你，就是你福报来了，爸爸相信了福报，证
大独觉接近 4 地！ 

何衫是完全没有坚持善的戒禁取。他一开始坚持善就倒霉，说如果河流堵的话，开始疏就水流超大，恶
报开始来很多，但迟早是要疏的，或者崩堤水会更大最大（无间地狱），现在开始疏还来得及，越早向
善越可以挽救。再就是证阿罗汉果可以重罪轻报。 

乾隆皇帝之前一个是我。网上查。 

封一人为大将军！ 

元帅宝和副元帅宝。封大元帅！ 

2.5 

眼睛下有向下往下流的水纹皱折肉是杀过重杀了无辜人的体现。 
 
有的法想通后又不小心忘了，完全无法回想回来，原因是过去世焚过写有这些法的书。思惟知道此过失，
证年青人心之孩童心（中之小世界）大乘 10 地法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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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大乘总共还是在 8 地！ 

岳阳国际大厦很恶，中了导弹。杀岳阳抢钱的恶人。恶人变多，岳阳一偏中心中了美国的地震下塌科技。
长沙一邪淫大厦也是中了地震下塌科技！ 

隐藏了大阿罗汉果位，隐藏了小阿罗汉果位。 

小中大阿罗汉都证了后很完美！很冷静！ 

说怨心都是怪自己不懂道理，还（倔）强，妈妈思惟去掉了怨心！ 

今年没过 31岁生日！成年人了！ 

===== 

沈鑫 
赞叹兄长！ 
===== 

^_^ 多谢！ 
===== 

===== 

李涛： 
求教。我要想写一个.dll。实现如下功能：有文档，c:\a.txt（上百万行），读取其前 1000 行至 d:\b.txt

中。 
我佛保佑你，您会得福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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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这都不会。 
===== 

八成是政府套亲近的人。 

===== 

李涛 
请教大师一个小问题：怎么读取 a.txt 中前 1000 行到空文档 b.txt 中，并删除 a.txt 中已读取内容。急等。
我自己现在做的是，把 a先读到一个数组，然后再重写 a。但是这样太慢。所以来求助大师。望指点。 
===== 

好像没办法！删除文件前面只能重写，删除文件末尾倒是有 trunc函数。 
你发了邮件给我，我之前回复粗暴，不好意思哦！！ ^_^ 

===== 

===== 

党首：精神病人的妄语！ 
===== 

你这个 SB，怎么知道我们杀人的鸿鹄境界！ 
你这个白痴，还意淫自己是党首！我们才是佛党护法！ 
你又认为佛党是妄想了吧！http://huzheng.org/fodang/ ！ 
===== 

===== 

透明茶杯：《精神分裂笔记》咋是英文版的 
===== 

那时在学英文写作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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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l：Good website! 

===== 

黑不了！哼！ 
===== 

===== 

党首：本座觉得不应该再刺激你，你先好好养病，切莫讳疾忌医！ 
===== 

小心被杀！！意淫狂！ 
===== 

党首：因果循环 
===== 

当然！因果报应惨你！ 
===== 

党首：呵呵, 因为"捐赠供养胡正将会有很大的福报" 

他既然敢声称证阿罗汉了, 那就应受人天供养了. 

可惜, 他不知道在家人最多只能证到三果, 

而今大妄语已造, 还恍然不知, 学佛到如此地步, 真是可怜! 

===== 

是证了阿罗汉辟支佛哈！敢赌死不？你看的书太少，南传书里特别写了在家也可证阿罗汉果！关键是持
戒精严，多年修行，不在于房顶是家里的屋子还是寺院。 
你才是可怜，谤了圣人，被我幻化刀割心脏杀了吧！哈哈！看你还傻逼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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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删了我留言板一个帖。以后杀了他！发誓！ 
===== 

后来伤了他！ 

===== 

党首 
我快被你杀死了，你真是神通广大啊！ 
你信吗？ 
自称菩萨、罗汉，却对人恶语相向，不怕有损修为吗？ 
===== 

你确实被杀了！然后复活了！还中阴身成佛过！ 
明王护法本来就有嗔心，看你还谤佛不？ 
=====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但是你说杀人说过很多次，骂人也骂过很多次。 
五戒之中你至少破了两戒，竟然还敢自称佛、菩萨和护法，真是不知所谓。 
===== 

好了，别谈了！嗔杀骂是我不对！ 
我跟你说过去世因缘，你过去世说圣人都帅，然后我不帅（实际上佛菩萨讲相好庄严不讲帅，佛也是不
承认美女，认为都是贪爱），你就呸了一地痰！过去世就造过谤我的因缘，所以今世现在又是谤我，然
后被扁。 
以后不骂你了！化解和好！ 
佛理可以随便辩论！我已证小中大阿罗汉果，小中大缘觉，小中大独觉，大乘 8 地，密乘 9 地，总乘初
地多。你可以加强佛法知识来辩论！ 
===== 

党首： 
胡言乱语，不辨真经伪经，如何可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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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你是济公，可以不受戒律约束？ 
===== 

wayne： 
我一直都觉得留言板是 huzheng网的最大亮点, 因为能见人心百态。huzheng 为何不改进一下留言板呢，
让你的回复也能被我们回复，这样才能有效充分的互动嘛。你看现在多乱, 

===== 

没事，一问一答简洁，而且能保留讨论顺序。如果回复还能再网友回复，就得最新的提前，比较麻烦。 
现在简洁基本最好！ 
===== 

wayne： 
sorry,发现最关键的地方打错了，真不是有心的,可惜不能编辑. 特此声明. 

===== 

s/huzhang/huzheng！没事！ ^_^ 

===== 

huzheng：党首贱B！ 
===== 

wayne： 
额，"党首"貌似被施厌胜之术了，just show up, to prove you are fine, :) 

namaste！ 
===== 

huzheng：^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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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录。
附录一  照片。

2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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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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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禅的智慧。
http://www.huzheng.org/bookstore/ChanDeZhiHui.pdf 

《禅的智慧》，李莉著，非常好的一本书，认真看有根器的人能教导修到十牛图之第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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