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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世界和平奖”的华人

就在刚刚结束的 9 月《为台湾万

人祈福大会》及欧洲弘法之行后，笔

者再次在法国巴黎卢军宏下榻的酒

店采访了他。

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亲切:卢台

长，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首先祝贺

您在过去了两年时间里，荣获去年在

英国伦敦由世界宗教联合大会颁发

的“世界和平奖”（佛教）及英联邦政

府颁发的“民族社区奖”，这对中国人

来说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面对赞

扬,卢台长笑了起来,说这不是给我一

个人的,是我们海外所有华人华侨的

荣誉.

据了解,这两年来，卢军宏台长

在全球举办过的大型的心灵法门法

会已经有 30 多场，在马来西亚是 2 万

人的法会，在香港是 1.5 万人的法会，

加上每次法会的小型“开示法会”，到

达现场参加人数达近百万人。尽管

如此,卢台长每天还做节目，直接接

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听众电话，解答

疑难问题等等......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贵在坚持，让

那么多人对佛法世界能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的确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

作。

“其实每举办一次法会我都很开

心，“卢台长这样说道:我觉得能够帮

助别人是快乐的！因为现在人有很

多的痛苦，无论工作，家庭，事业的不

顺利都会导致心理成亚健康状态，我

认为心灵法门就是应时而生，为亟需

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找到了一

个解除痛苦的办法，解决了心理不健

康根源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身体健

康问题，心理和健康产生的问题如果

都不能解决，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极

大的，对社会稳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新加坡政府目前正在跟我沟通，

希望邀请我去新加坡弘法，举办法

会。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城市

之一，他们将筹划举办一个“心灵清

洁，城市清洁”的活动，愿意邀请全世

界的佛友都去新加坡参加这次活动。

那么,现在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学

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面对这

一问题卢台长回答说:不完全统计目

前正式跟随我学习佛法的人数达600

万人以上，每天都有十几万人在线收

听我的节目，跟随我学习佛法理论，

正式拜我为师的弟子有 6000 多人。

我告诫全世界的弟子和信众一定要

做到：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不敛财，

不集会，做遵纪守法好公民。一个不

爱自己国家和人民，不遵纪守法的人

不是一个好的学佛人。

我收弟子的目的不只是给他们

加持和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而是

让他们度更多的人去学习佛法，了解

佛法的真谛，学会情绪和心理健康的

管理，这样很多人就会家庭和睦，工

作事业就顺利，社会也就真正和谐

了，国家才能真正安定。很多人学佛

之前对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想不

开：为什么会受他人欺负，为什么会

遭遇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会事业不

成功，不顺利，为什么家庭不和睦等

等，想不通就会闹事，制造事端，发泄

心中的痛苦，而学佛后很多人懂得了

是这些因素都和自己前世做错了事

情有关，前世没有好好修行修心，导

致今世的不顺利，这样一想也就会从

改变自己从而制止自己不良念头的

产生，这样就不会去跟家人吵架，跟

同事和领导闹事，从而使人们的心理

心灵得到一种解脱和平衡，学佛的目

的是为了更多的反省自己，一切的不

如意不顺利皆因前世因果而带到今

世来。能反省了，也就会培养慈悲

心：慈悲可以化解很多人世间的冤结

和争斗，化解很多的烦恼，让弟子信

众要学会心疼他人，可怜他人，还要

真心无条件的帮助他人，没有憎恨

心，没有贪嗔痴，身体就会健康，就不

会做出愚痴的事情。

小河要回归大海

“心灵法门”更应该看作是一门

“控制情绪，管理心态”的课题研究，

对改善人们的心态起到良好作用。

这一两年来，社会上出现一些极

端案例，比如说前段时间摔死孩子的

事件，反映出很多的人的心理出现了

极大的不健康状况，畸形变态的做法

和事件也屡屡发生。

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卢台长从

“心灵法门”修心修身的实践及理论

做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实际上这种摔

死孩子的极端行为就是极度心理变

态的行为，他们心中的贪欲和恨欲无

法宣泄，心理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和改善，自然会让人在遇到一件小事

的时候失去控制，恶念丛生导致大的

恶果产生。所以佛菩萨教导人们要

做到“戒定慧”，戒了才会定，定了才

会解脱，才会得到智慧，慧是很重要

的，没有智慧的人活在世界上会承受

很多的痛苦，有智慧的人是没有痛苦

的，因为他以因果关系看待人世间遇

到的所有问题和困难，知道是一切烦

恼痛苦皆因果造成，这样想就不会产

生恨，也就不会走向极端，把任何不

愉快的事情会看得平淡和自然

我时常给前来的听众讲：人的一

生就像河流小溪一样，小河要回归大

海，小溪河流弯弯曲曲是一种正常

态，如果直流不弯就是非常态，人间

也是，遇到困难和挫折那是正常态，

不是一帆风顺的，让人们理解这些佛

法佛理之后，心理会得到解脱，遇到

困难挫折不会走极端，。

“所以“心灵法门”对平衡调节人

们的心理，让社会更加稳定和谐具有

重要的意义”。心里想通了，万事皆

通，心里想不通，万事皆空！人不能

自己做错事情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

做了什么，极端的人到最后心里很

苦，都是因为极端不平衡造成的，比

如说内心产生的不平衡会让人生嫉

妒心并妒火中烧做出错事。

其 实 佛 法 绝 对 就 是 用 在 人 间

的。绝对不是仅限于某种场合的，佛

法如果不能让人们在心理上得到安

慰，那佛法也就不会降临人间，星云

法师提倡“人间佛法”，我倡导的是

“佛法人间化”，意思是要让佛法进入

人间，人间佛法化，因为人间都学佛

了，也就不会有杂念和嗔恨了，心态

也就会好，就不会做极端或心理变态

的事。

德国创建第一座
“欧洲观音堂”

“心灵法门”已经遍地开花！卢

台长这样说：“在全世界各国都有我

的弟子和信众，这次我到欧洲来，已

经有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比利

时、丹麦等国家的信众邀请我去他们

所在的国家开法会，所有欧洲国家都

有了“心灵法门”的共修会，越来越多

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华侨并不是很如

意，经常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如

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心灵上的

调整安慰，就容易得忧郁症，欧洲很

多人都有忧郁症，得了这种病非常的

痛苦不堪，这个时候如果能用佛法的

理论去开导自己，就可以从痛苦中解

脱出来，找到向上的动力去解决自己

的困难。这也就是“心灵法门”为什

么会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看过我

的《白话佛法》的人们，很多人就可以

自己想通想明白，也就没有痛苦了，

并很快从烦恼中解脱自己。。

所以在德国也就有了第一座“欧

洲观音堂”。

笔者向卢台长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的宗教体制，

我很赞同万法归宗，万宗归一的宗教

体系说法，无论是佛教国家，天主教

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其实全宇宙中

的最高神只有一个，之所以产生八万

四千法门，不过是各自的分别心导致

不同的修行方法而已。

卢台长回答说，是的，说的没错，

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分歧，完全是分别

心在作怪，你说你的法门好，我说我

的法门好，其实创造宇宙天地人的菩

萨是最高无形无相的，八万四千法

门，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长处，我时

常告诫弟子，八万四千法门如同不一

样的医生，哪个医生能够针对你的健

康就症状做出改善的方案，那么哪个

法门就是最适合你的，不要去说别人

的法门不好，八万四千法门都有各自

的长处！

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在家里夫

妻关系不和睦，在单位同事之间不团

结，事业上的不成功导致在心中结下

很多心结，于是想不开，想不通，其实

好好想想，50 年之后我们在哪里，每

天的你争我斗有什么意义，不如随缘

放下一切恩怨，这样就可以把自己提

升到一定的境界，境界提高了，就会

理解佛菩萨所说的“随缘”。所以我

提倡：心灵是锁，法门是钥匙，用钥匙

打开心灵的锁，这就是心灵法门的主

要理念，让大家想通，想明白，能放下

所有的不愉快，不开心，化解一切不

良恶缘。

再谈中国禅文化

两年前在采访卢台长时谈到了

“中国禅文化”的话题，那么，今天卢

台长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对此，卢台长说，“心灵法门”的

推广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非常深入人

心，它主要能触摸到人心最深处很难

触摸到的东西，主要是让人理解我们

在人间所受到的苦难是来自因，有因

就有果，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做的这些

事情都是有因果的，所以就要承受果

报，种树的种子不好，长出的果子就

不好，长出的果实好，说明种出的树

就好，这就是因果，懂得因果，就会得

到解脱，禅就是一种解脱，一种阴阳

解脱，让你在烦恼的时候能够静得下

来，禅不是一个固定的物质，是心理

寄托的依据，禅就是：定！是一个很

高深的文化，它让人心灵得到安静，

让人开悟，及时没有任何话语，就可

以领悟人生真谛，就是一种阴阳调

和。就像灵魂深处的一种物质，在你

的心灵产生一种智慧和能量，也是一

种自信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帮助你

自我解脱，自我调和，实现自我完善，

从而走向成功。所以佛法界讲“信愿

行”，把这个理论用到人间来就是

禅。定-能生慧！定了，思维就会集

中不会分散，也就不会产生精神分

裂，禅文化就是一种境界，就是一种

正能量！正能量就是一种慈悲心，让

人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给予相互

的理解，大到理解国家，理解社会，小

到理解家人孩子，理解同事和朋友，

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可以真正做到和

平相处，遇到问题就会冷静，用你的

理智和正能量在心中产生一种正确

的认识，来改变目前对某件事物的观

点，这个时候，禅就在你心里了！实

际上禅是在内心的，非常高深！

人间是一个不圆满的地方。现

在的人整天为各种压力、烦恼、痛苦

所包围、所折磨，被各种欲望所牵引，

拼命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欲望是无边

的海洋，也是人生烦恼和痛苦的根

源；我们学佛学法，就是要明白人生

的意义。我们要用有限的生命时光，

去追求一条真正的解脱之道，那就是

要用佛法的智慧，去除贪欲和执着，

消除孽障，积功累德，改变生活，改变

命运，以禅的智慧让人类的境界得到

提升。

那么，”心灵法门“很难修习吗？

“ 其 实 很 简 单 ，归 纳 起 来 六 个

字----“念经，放生，许愿”三大法宝

就是“心灵法门”的精髓所在。”卢台

长说道。“放生其实就是一种布施，是

慈悲心的一种体现，有慈悲心了，就

会更加容易原谅别人。”

笔者向卢台长请教一个矛盾的

问题：比如有人本身就是开餐馆的，

佛教里讲餐馆行业属于杀业，但是开

餐馆的老板又会参与放生，又造业又

放生，这样的矛盾如何解释？

卢台长说，佛法里有两种开悟，

一种是顿悟，一种是渐悟。首先开餐

馆的人去放生是因为闻到佛法了，知

道这个行业是杀业，不应该是做，但

是又没有停止这个行业的操作，只能

说明这个人是渐悟，因为他知道了杀

业是要承受果报的，于是去放生，这

个行为是为了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慰

籍和平衡。如果是顿悟，他会马上关

闭这个餐馆。

如果是开素餐馆呢？开素餐馆

就是做功德了，因为宣传素食理念和

吃素就是培养人的慈悲心。能吃素

的人就是因为有慈悲心。医学界也

在宣传吃素，因为吃素的人是碱性体

制，不会给癌细胞滋生的机会，而喜

欢吃荤的人是酸性体制，罹患癌症的

人基本上都是酸性体质，修行“心灵

法门“的人都知道以吃素来改变转换

自己的酸性体制，从而达到健康远离

癌症的目的，很多人也因为修行“心

灵法门”而改变饮食习惯，开始素食

生活。

“心灵法门”助圆“中国梦”

笔者向卢军宏台长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自从习近平主席当选后，中

国政府在各媒体上大力推广“中国

梦”，那么“心灵法门”在帮助实现“中

国梦”方面能做些什么有意义的工

作？卢台长您又是如何理解“中国

梦”的？

“我认为实现“中国梦”对我们这

些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华侨以及各国

侨界领袖有着更加重大和深远的意

义，因为我们对“中国梦”有着更深的

理解和感受。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

谋福利，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本身

就是海外华人华侨的梦想，只有国家

强大了，我们海外华人才会更加扬眉

吐气不被欺负。

“海外的华人可以用我们不同的

方式方法来成就“中国梦”,“心灵法

门”治愈心灵创伤使之得到心态的平

衡和心理健康，让人们没有心理上的

疾病，就不会产生对社会的憎恨心

理，产生不稳定因素。家庭和睦，社

会稳定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基础，

只有身心得到健康，尤其心理上健康

了，才会得到更多的祥和，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只有祥和了，融洽了，国家

和政府少了来自民众的抱怨，“中国

梦”才会得以实现。因为“中国梦”是

中华民族追逐的一个理念，中华民族

的自强自立和团结，全世界海外华人

的团结，才能实现“中国梦”，这个梦

的实现需要全世界华人无私的奉献，

奉献就是慈悲，无缘大慈，无缘无故

无私的去帮助别人，帮助国家，让中

华民族更加强盛，这个梦很快就会实

现！基础就是这就更需要人们具有

一个健康的心态，高尚的心灵，对促

进“中国梦”的成功实现有着重要的

意义。

“2007 年 6 月，我曾被国家统战

部邀请回去参加过第一届“海外中青

年人士代表研修班”，刘延东副主席

接见了我们。

“作为一个爱国侨领，深知海外

华人对如何实现习主席提出的“中

国梦”的意义，我感到我的责任尤

为重要。这次去台湾举办的祈福法

会，我就是希望能够沟通两岸人民

的心，让两岸人民能够互相理解，

多些包容，用佛法理论来加强两岸

人民的团结，使两岸人民的心更加

的贴近，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

重要一步。我深爱着我们的国家，

深爱着那片抚育我成长的土地，我

会以自己的能力，配合国家做更多

的贡献，尽我所能，做促进中华文

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尽快实现海

外华人的“中国梦”！

海外华人的“中国梦”
——再访澳洲东方台华语电台卢军宏台长

苏银琥

写在前面的话：2011 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卢军宏台长欧洲之行期间，笔者曾有幸和卢台长畅谈并作了采访

报道。如今，两年过去，卢军宏台长足迹遍布 30 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推广中国禅文化和“心灵法门”，他著作的

《白话佛法》1-5册，包括英文版书籍，免费赠阅,在全世界华人中掀起一股学佛热潮和投身于实践祖国的中国梦的

伟大民族复兴的事业之中!他著作的《白话佛法》，以浅入深，用通俗的语言、大量现实中的案例依据论证了这个宇

宙空间中存在的因果关系，让事实证明佛法理论可以去改变人们的因各种压力和烦恼造成的扭曲心态，调整完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健康心理状态去生活工作，化解矛盾，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从而达到和谐社

会的目的。

澳洲东方台华语电台卢军宏台长澳洲东方台华语电台卢军宏台长

法国法国““心灵法门心灵法门””现场现场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李华新总领事李华新总领事、、邱维廉会长与卢军宏台长合影邱维廉会长与卢军宏台长合影

卢台长讲解卢台长讲解““心灵法门心灵法门””现场现场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段洁龙中国驻悉尼总领事段洁龙（（左左））与卢军宏合影与卢军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