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值教育的理论 

 

教育与社会：教育应该对社会有用。它应该让公民遵循道德和正直的发展，过快

乐的生活。 

教育与社会：学生应该准备好以纯净的心灵来服务社会。今时今日，他们甚至对

父母养育他们所做的牺牲没有丝毫的感恩之心。学生获得学位后，开始到处找工作

。他们应该获得自立的能力，而且发展良好的人格。他们应该能够胜任各种工作。 

 

教育与学校：老师和学生聚集的地方应该是宁静有序的。相反，我们发现在学生

密集的地方，恐惧与不安全到处盛行。宁静有序已然不见，但这不会对教育造成影

响。本应该充满爱与同情心的学生们变得心肠很硬，非常暴力。谦虚、尊敬、仁慈

、忍耐、牺牲、自控都是能够显示学校教育结果的品质。 

 

教育与自我意识：教育应该逐渐灌输给学生自立及自信的精神。人生当中的头等

大事就是自立，第二是自信，第三是自我牺牲，第四是自我意识。只有自我意识，

人生才能获得完满。 

 

教育与品质：谦虚、尊敬、仁慈、忍耐、牺牲、自控都是能够显示学校教育结果

的品质。 

教育与品质：教育不仅仅是谋生。它应该帮助我们过一种模范的生活。一个合格

的老师应该是爱的化身，教会学生爱万物，培养他们和谐的关系，发展人类优良的

品质。今时今日，极端需要能够促进与学生相互的爱和认同的老师。 

教育与品质：学生应该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会教导他们以下的品质：睿智的思想，

正确的言论，正当的行为，尊重真理、纪律、专心、奉献。 

 

教育与责任：当今的人们只关注他们的权利而忽略了其责任与义务。大学好似工

厂一样，“生产”出拿学位的人，而不单纯是知识的中心。教育应该致力于发展辨

别的能力，培养爱国热情，最终使得受过教育的人能够投身于社会。 

 

教育与无知：今时今日的教育不应当把在日常工作中面对挑战的能力与他们分开

。教育领域变成了无知蒙童的玩耍之地。 

 

教育与知识：教育并不意味着言语知识的分离。在中小学和大学里面获得的知识

应该能够在对社会的奉献中用到，帮助提高他们的境遇。 

教育与知识：在教育中获得的知识在当今被误用为单纯获取和享受物质生活及感

官娱乐。这种教育旨在发展一些智力能力和技术技巧，而完全未顾及发展学生的良

好品质。因为人们过于关注世俗的乐趣，导致现在的社会沉湎于物质主义。 

 

教育：头脑中所想的，应该经过心灵仔细检验，正当的行为由双手付诸实现，这

应该是教育过程的基本产物。 

 



 

 

教育与美德：真正的教育的标志是无私、谦逊、仁爱。教育的组织依赖于四个方

面：自我控制、自信、自食其力、自我牺牲。今天的学生很容易忘记自食其力，那

么他们能够实现自我控制吗？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塑造人，而是要塑造完美的人。 

 

教育与学位：对于一个人来说，仅仅获得学位是不够的。你还要获得普通知识和

常识。在学习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没有文化的教育是无价值的，二者应该合

而为一。 

教育与欲望：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不具备任何的欲望。随着他成长，欲望开始

增加膨胀。这些欲望应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生命是一段很长的旅途，你带的

行李越少，就会越轻松。减少欲望是文明的象征，教育应教会学生控制欲望。 

 

教育与责任：学生要破除认为教育是为了谋生的陈旧观念，他们必须意识到他们

对祖国和世界负有一种责任。 

 

教育与邪恶：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成为坚强、稳定、正直的人，你的目光不是去

寻找邪恶的事物，你的耳朵不是去倾听邪恶的故事，你的舌头不是去说出邪恶的言

论，你的双手不是去做出邪恶的举动，你的头脑不是去思考邪恶的想法。变纯洁，

变得充满爱，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你将成为塞

斯雅塞教育中有意义的一员。 

 

教育：在教育中学会谦虚，尊敬父母、老师和长辈，爱护年幼者。今时今日的学

生被给予过度的谈论、夸奖和炫耀。我们不能再纵容这些缺点的出现。 

 

教育：美丽多彩的想法应从小在孩子幼嫩的心中植根。他们像可爱的匍匐植物一

样，产生了一大片芬芳的花朵，传播着真理与美德。 

 

教育：教育是为了获得智慧，而不仅仅是获得物质上的财富。 

 

教育：教育并不是一个填满空袋子，然后倒出它里面东西的过程。也不是靠教育

来填充头脑的过程，它是被擦拭、扩大、启蒙的心灵。教育是为了生命，而不单纯

是为了生活。 

 

教育：教育最终意味着： 

“E”代表启蒙 

“D”代表责任与奉献 

“U”代表理解 

“C”代表性格 

“A”代表行动 

“T”代表感恩 

“I”代表正直 

“O”代表统一 

“N”代表崇高 



 

 

 

教育：教育、财富和力量对每个人都是必须的。但是它们各自的价值依赖于你使

用它们的方法。当一个好人从教育中受益，它会使人的思想成熟，使人生变得完美

无缺。当一个坏人接受教育，他会引起争议，教育自身也被污染了。 

 

教育：仅仅学会书本知识不会引起自我意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个人应该学着

容忍、沉着、安详，这些品质是书本和老师无法教会的，只有通过不懈的询问和分

辨才能获得。如果这种探询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个体的追求，它即是可

取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能组成一个社会。如果他的期望是个人主义的，那将对

社会毫无意义。一个人应该发展这些独特的品质，这将会促进整个社会的财富。平

衡的精神和尊重各种观点的意识对于实现美好的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教育与能力才能：学生对于某一特殊学科诸如数学、文学的能力，应该被教师发

现和肯定，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这种特殊能力。但是，今时今日人们所做的只是

让学生选择一些利于日后赚钱的课程，工作变成了教育的目的而非美好的生活。 

 

教育与平衡：如果一个人没有个性，获得现有知识有什么用？这就是大多数现代

人和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失去平衡的原因。如果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失去平衡，很可

能会遇到车祸。同样的，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知识和个性缺乏平衡，你可能会遇到

更大的问题。 

 

教育与个性：一小块肥沃的土地要比一大块贫瘠的土地有价值，所以，个性远比

学历更有价值。 

 

教育与谦虚：如果教育仅仅是教会字词的意思，那就枉称为教育。教育的基本目

的是培养有个性有美德之人，许多人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其实不尽然。事实上，个

性才是力量。教育应该培养谦虚，没有谦虚态度的教育正如没有分辨就采取的行动

，没有智慧而获取的学历，没有真理而说出的言语，没有感恩而建立的友谊，没有

旋律而谱出的乐曲，没有道德而鼓吹的政治，它们永远也不会在社会中起到一定作

用。只有当一个人在既有知识又谦虚的情况下，他的独特个性才能彰显。 

 

教育与理想：教育并不意味着传授普通的知识，过一种世俗的生活。真正的教育

应该鼓励人们去感觉去思考，过一种理想的生活。 

 

教育与人类价值：我们不能仅仅满足局限于学业成就的教育体系，同时要倡导人

类的美德。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来面对现

实生活的需要。人们通常认为教育有利于物质追求并满足于这些，这是一种不正确

的态度。教育应该提升文化，一个人要获得进步，不能只是依赖教育而是要凭借文

化。 

 

教育与人类价值：学生应该明白真理、正当行为、宁静、仁爱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如果一个灯泡要发光，它必须由一根线和开关联系起来，电流才能通过电线传导

。真理就是这电流，正当的行为就如电线，宁静是灯泡，仁爱是光线。当真理与正

当行为连接起来，并进入宁静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仁爱的光线。 

 

教育与人类价值：从演讲和书本上是学不到人类价值的。想要把价值观传递给学

生的老师必须亲身实践，做好榜样。 

 

真理与超越：塞斯雅塞或是真理并不仅仅与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事情完全相关

。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亘古不变。 

 

真理与言论：说真话，但是要说得愉快。如果说真话会引起痛苦和仇恨，那就保

持缄默。不要在你的言论中伪饰或者扭曲真理。不愉快的真理和愉快的非真理都应

该尽量避免。 



 

 

 

真理与言论：“说出真话，说令人愉悦的话，不要说那些令人不快的真话。”这

句话意味着永远也不要说取悦别人的假话，也不应该说出会伤害到别人的真话。每

一个人都应该说真话，但它至少是令人愉悦的真话。当你看见一个盲人，你知道他

是失明的，这是事实。但是因为它是事实，如果你喊他“瞎子”，你会伤害到他。

一旦他听到瞎这个字，他会感到很沮丧。毫无疑问，你所说的是事实，但它伤害到

了听的人。同样，当看见一个跛子，你招呼他“瘸子”，你会伤害到他。以真理的

名义，一个人不应说那些会伤害别人的话。 

 

真理与永恒：真理是不能被时间和空间改变的东西。它是亘古不变的、不受影响

的。经过一系列事情的检测也不能证明它是错误的。 

 

真理：要说出真理非常容易，说出你所看到、听到、做过的事情即可。 

 

真理：有些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坚持真理，还怎么谋生？”不管你怎样

生活，每个人都难逃死亡，坚持真理而死亡远远好过靠谎言度日。谎言貌似容易而

有利可图，但它蒙蔽了你的双眼，把你推向深渊。 

 

真理：真理会催生仁爱，因为真理是无所不包，没有界限的。真理是电流，仁爱

是灯泡，它们要照亮整个世界。透过真理，你可以体验到仁爱，透过仁爱，你可以

想象到真理。 

 

真理：寻找真理是无用的，真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个人要生活在真理中，

而不是去寻找它。 

 

真理：真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单纯地描述事实。在它的真正意义上，真理超越了时

间、空间和环境的限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种超越式的真理是非常困难的。人不

应该冲动行事，观点的对错需要被检验，而且只有当头脑认可时，才会有相应的行

动。这是培养价值观的过程，头脑所想要被心灵检验，正确的决定要靠双手付诸实

施。 

 

真理：真理不仅仅意味着说出事实。真理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它应该由纯净的

头脑、言论说出来。 

 

真我：用你所有的力量和智慧去行动；把你天赋的技巧、能力、勇气和信心全部

发挥出来。 

 

健康与闲话：不要到处找那些恶意的故事来听，这种倾向代表着一种病态的心理

。听来的东西就像复印件一样会被铭记在心，透过耳朵，记在心里。纵容自己的这

种恶习会伤害到自己。 

 



 

 

统一：当把万物看成一体，你就是宁静的化身，这种宁静会保护你免受失败的打

击，面对损失会很平静，不会受愤怒、仇恨、嫉妒、独断、失意的打扰，这种宁静

使得你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沉着。 

 

统一：当万物统一的观点长驻于心的时候，对所有生物的爱会慢慢渗出。 

 

统一：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一个大家庭中，世界就是我们的家。 

 

谦虚：你需要发展一种意识，你属于一个相同的人类大家庭。在语言和阶级的基

础上不应该有分离主义。如果你不能理解国家的宏大，不能意识到它的崇高，那么

教育的意义何在？ 

 

人类价值：人类价值不仅仅对学生是必须的。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每个人都要实

践人类价值。当一个人宣布他是人类时，他只是说了一半的真理。他必须同时宣布

他不是动物。放弃动物性，实践人类价值会使得一个人成为完全的人。 

 

人类价值：人类价值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能够通过刺激与鼓

励将它们唤起的人。 

 

人类价值：人类价值不能通过书本或是听讲座而获得。它们需要通过个体的努力

被培养。学生真正的教育是承认你所说、所想、所做的一切事情。谦虚是基础，培

养谦虚的态度是第一步。 

 

人类价值：我只需要用良心说话的人，与良心分离的言语对我来说是无用的。你

必须把人类价值付诸实践，在一种共通的爱和情感当中，让自己为适应生活中的各

种角色做好准备。 

 

人类价值：一个没有价值的社会将止步不前，人们越珍视价值，社会、国家和世

界的发展越快。 

 

宁静：宁静是人类无价的财富，它是美好品德、甘于奉献、勇于放弃、愿赌服输

、甘于穷苦的象征、是心灵一湾平静的湖水。 

 

宁静：人们总在探求宁静，没有它人生毫无幸福可言。很久以前，古人们就在努

力找寻宁静。可是宁静总是远离他，因为他追求宁静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关注感观

上如视觉、听觉等而获得的满足，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宁静。由于他向感观的需求让

步，他选择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了享受感观的愉悦，人类逐渐接受了许多不正

确、不公平、不平等的处事方式。为了寻找个人的幸福与快乐，他毫不犹豫，不惜

以破坏别人的幸福与快乐为代价。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和社会都失去了宁静与幸福

。 

 



 

 

愤怒与思想：立即把任何坏的思想变成好的思想。很多人心存焦虑，当人生气的

时候，怎样采取最好的办法控制自己不发火。压制脾气不爆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当你意识到自己要生气，请哈哈大笑，或者走进洗澡间，洗个冷水澡。你也可以拿

一杯凉水，冷静一下。快发火时最有效的办法是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冷静一下。

如果用了上述种种办法之后，你还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请站在镜子前仔细观察

你的脸，当看见镜子中你的面容时，会感到厌恶，你会立刻压制自己的愤怒。所以

说，我们有许多办法来对付生气。还有一种办法是追问自己生气的原因，想想它合

理吗？记住如果你发脾气会伤害到别人，那么你犯了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这可能对

你不利。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要采取这种种方法确实很困难，但是记住生气后不要

立刻行动，或说一堆生气的话，这就足够了。多花点时间去想想。生气会削弱一个

人的力量，当快发脾气的时候，你努力去控制它，这些努力会健全你的身体，净化

你的心灵。 

 

生气与控制：即使你生气是有道理的，是在维护真理，你仍然需要学会如何以一

种甜蜜的、愉悦的、能够被别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表达真理，而不会伤害到别人。因

此，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发展内心的爱，来控制自己的脾气。 

 

生气与判断：生气会使得一个人精神狂乱，它会导致财产的损失，名誉被毁坏，

与同伴疏远从而失去一切。爱生气的人不论如何努力都不会成功，他会遇到无尽的

麻烦，会遭到世人的鄙视。生气会抑制一个人的智慧，他会失去普通的知识、失去

他的判断力、他的决断能力甚至是从过去经验中获得的知识。 

生气与爱：有爱的地方就不会有愤怒。如果你扩大自己的爱，那么在心里就没有

地方容得下仇恨和愤怒生根发芽。如果你想通过爱来征服愤怒，你必须要扩大自己

的爱。有了爱，你可以自由沐浴在爱中，忽略别人的缺点和不足。爱有超凡的特性

，它有赖于给予与奉献，而狭隘的小我却是索取与遗忘。有爱的地方，就没有自私

，有自私的地方，就没有爱的存在。 

 

生气：现在透过镜子，你对不起眼的小事情发脾气，制造紧张空气。这种脾气是

很危险的，生气能够破坏你的生活。如果你被愤怒所困扰，你将不会获得任何有价

值的东西。你会被人投以白眼，成为笑柄。你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你所享有

的一切荣誉也将化为灰烬。你的坏脾气甚至会使你和身边亲密的人疏远。 

 

健康与生气：生气是健康的另一个大敌。它将毒药注入人的血液里面，给健康带

来很大损伤。 

 

宁静与沉着：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来迎接欢乐与悲伤、痛苦与荣耀的狂澜。你

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来自由掌控，保持平静，不受影响，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如果不

被真我即智力、意识催生，它们都是潜藏的。 

 

宁静与独立：尽管有许多差异，直到人类相信统一团结，宁静才会在个体与社会

之间流传开来。 

 



 

 

宁静与家庭：当今世界缺乏宁静和平的原因是什么？那是因为在人们的生活中缺

乏思想、言论和行为的和谐。和平应该始于家庭。当家庭里有相互的理解和和谐时

，和平就会传到社区，以至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所以今时今日最急需的就是统一

。统一会带来幸福与和平。 

 

宁静与内在：尽管人出生时很珍贵，但是人的生活不如动物的生活。动物不会为

嫉妒所累，也不会为拥有的东西而骄傲，他们没有银行余额，也没有月薪，他们生

活地很快乐，对于食物居所感到满意。随着人们知识和技能的增加，道德观念也在

减弱。人类必须找寻良好生活的秘密。如果人没有一个平和的心理，要钱和职位有

什么用。宁静的头脑是人类最大的财富，要获得内在的宁静，必须抑制各种欲望，

怀着一种奉献的精神去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活动，不要一味追求领导层。真正的奉

献是去帮助社会上那些穷苦和不幸的人们。 

 

宁静：当人们遵从道德规范思想、说话、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会非常纯净从而

获得内在的平静。知识就是力量，美德就是宁静。 

 

宁静：我究竟是愿意享受宁静呢，还是在争议中被人认可？赢得我值得的待遇？

拥有地位、权利、头衔？拥有物品和人际关系？我可以拥有它们，也可以拥有宁静

，可是如果我更倾向于它们的话，我永远都不会感到快乐的。 

 

宁静与心灵：不满已经有的，羡慕未得到的，人类就会失去宁静的心灵。 

宁静与心灵：一个人喜欢宁静，是头脑不再混乱的结果。不要总是心血来潮，慢

慢培养它变得安静，远离那些由外部世界引起的混乱思绪。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宁静与心灵：如果不会自我控制心灵，人就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一个人若想过

幸福平安的生活必须锻炼控制自己的想法。今时今日的人们失去了心灵的宁静是因

为他们不会控制自己的心灵。 

 

宁静与世界：现在许多人都在声称为了世界的和平在努力。这些连自己都无法获

得宁静的人怎能去获得整个世界的和平？那些还没有学会自省的人是不适合为世界

和平而奋斗的。尽管存在许多差异，直到人类相信统一团结，宁静才会在个体与社

会之间流传开来。 

 

宁静：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寻找宁静平和。寻找的人应该在心灵中而不是在宗教里

去追求它。只追求外部的宁静是世界动荡不安的原因。一个人应当首先在心中求得

宁静，然后扩及到家庭，由家庭再传递到村落、城镇、整个国家。而今时今日的现

实却与这一过程相反，冲突与骚乱由个人传播到家庭直至整个国家。你应当成为和

平的信使，由自我做起，在奉献中求得平静。当一个人忙于工作的时候，头脑里就

容不得罪恶的想法，只留下宁静的心灵。宁静平和存在于爱之中。 

 

统一与爱：爱是万物最重要的部分，透过爱，这世界统一为整体。仇恨的起因是

由于缺乏爱，仇恨破坏了人类的本性。虽然仇恨很难，但爱一个人却很容易。人们

常常去做那些很困难的`事情。 



 

 

 

爱与无条件：爱万物已经足够。不求回报，能够爱是因为你的本性充满了爱。当

别人快乐的时候，自己也要快乐。当别人悲伤的时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减轻他

的悲伤。通过无私的奉献去培养爱，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意识到统一，消除讨厌的

自我。 

 

爱与共通：共通的爱维持着生命。爱是人类的生命之源，高尚的行为给生活带来

了芬芳。 

 

爱：真正的人生会带来宁静。人们在深深的宁静中体验爱，爱体现在非暴力中，

有爱的地方，就没有伤害别人的余地。所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不仅仅局限于说教，

而是在行动中得到了体现。 

 

爱与力量：当人性由动物转变为人类的时候，爱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早期人

们的心肠柔软而慈爱，尽管爱天生是软弱仁慈的，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表现为一

种非常严格的形式。这是因为出于爱的缘故，人们有时侯会用到惩罚。严厉的词语

和惩罚常常与爱联系着。当下雨的时候，它就是一滴雨水，但是大雨有时会夹杂着

冰雹，冰雹非常坚硬，但是在浓缩的情况下它只是水。同样的，慈爱与惩罚只不过

是爱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 

 

爱与真理：爱和真理不是由老师教或直接从书本上学的。它们或许在书本上出现

过，但是你不会体验到它的芬芳。只有在生活中去经历，你才可以获得它们。我们

应该尽力去爱万物，如果我们得到了上苍的爱，我们也必须去爱一切。爱所有的人

，为所有的人服务。如果你憎恨别人，毫无根据地吹毛求疵，嫉妒身边的每个人，

那么你如何去拥有宁静的体验？只有当水箱里储满了水，你才能够从龙头里接到水

，如果水箱都干涸了，试问你如何从龙头里接到水？如果你将心灵的水箱都注入爱

，你将会发现：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爱：爱是你的本性。但是由于现代人太过专注于外部世界的条件，他们往往疏于

发现自己的本性。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在即究竟是什么，那么了解外部世界还有什

么用？爱是自我发现的基础，爱是财富，爱是明证。 

 

恨：对任何事物的伤害都是一种亵渎、自我伤害。如果仇恨玷污了爱，它就会变

成毒药。爱一些人，但是你并不憎恨其他人，因为这种恨会玷污了你的爱。我们必

须以服务的方式来培养爱，爱不仅仅是靠嘴巴说出，也不是靠头脑想出，而是真正

源自于你的心灵。 

 

理解：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那样做出的判断就不会是错的了。 

 

爱与服务：爱在为他人的服务中成长，在为他人的服务中孕育。 

 



 

 

爱与服务：爱是人类天生的，但是像一粒种子一样，需要肥料和水的浇灌。人的

爱需要在奉献中催生，爱是神圣的。它好像花蜜一样，舔尝过爱的不朽甘甜的人不

会再奢望世界上的其他东西。生命是爱不断体现的过程，但是今时今日，爱表现为

一种非常狭隘的自私自利。它需要在为社会的服务当中体现出来，只有去爱别人，

才能分享到别人的爱。所以，爱是一种相互的、不断拓展延伸的体验。 

 

爱与服务：去爱更多的人，将爱化为对社会的服务。 

 

爱与纯净：当人际关系表现为单纯的心与心、爱与爱的交流的时候，人类的纯洁

才非常明显。爱是三角形的，有三条腿，爱不需要任何回报，当一个人希望得到回

报而付出自己的爱的时候，畏惧会突然降临。而不希望任何回报，全心付出的人不

会感到任何恐慌。爱是奉献，而非索取。这样的爱完全不会感到害怕。对于真爱来

说，爱是一种报答。这是真爱的基本特征，今时今日的爱总是建立在期望利益回报

的基础之上的，它被恐惧与焦虑所充斥着，这样爱才有动力。当爱建立在期望短暂

易逝的东西之上，生活就变得很脆弱。爱是一种对自己的报答。 

 

爱：爱的武器会击败任何对手。爱会产生爱，它会得到反馈，爱就像有反应一样

，呼喊：“爱”，来自其他人心灵的回音也将是“爱”。 

 

爱与实践：实践的意思是什么？把你真挚的爱献给上苍，不需要有任何精神的运

动。爱就是上天，我们都生活在爱之中，沉浸在爱之中。当今的真爱已经被各种各

样的附属品所污染了，这种污染甚至传播到了人们的心灵之中，纯净变得弥足珍贵

。 

 

爱：在心中培养爱，充满芬芳，不被贪婪和自我主义所污染。 

 

爱：给大家带来欢乐，“用爱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用爱来度过一天的生活，用爱

来填满一天的生活，用爱来结束一天的生活”。 

 

爱：只有通过爱，才能被赋予具体的爱。这里不需要任何学历，事实上，学历还

会成为一种障碍，因为它引起自我主义，使人产生怀疑和欲望，以及对别人成功的

嫉妒，为他们自己是有学问的人而沾沾自喜。 

 

爱：当你在内心培养爱的时候，它会带走愤怒和恶意的种子，开出宁静与和平的

花朵。我教的是爱，传递的是爱，行动是爱，生活的方式也是爱，在人类可以掌控

的东西之中，只有爱才是最珍贵的。 

 

爱：如果你渴望快乐和宁静，你必须要付出爱。只有通过爱，你才能找到真正的

幸福，只有通过爱你才能找到内在的平静。因此，彰显你的爱，生活在爱之中，爱

因为付出与谅解才存在。 

爱：用你的爱照亮全世界。今天的世界缺乏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仇恨，整个世

界只有通过爱才能被挽回。 



 

 

 

自私自利： 

倘若要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发展个人的公正无私观念。自私自利只会

给人带来骄傲、贪婪和仇恨。 

 

自私自利：如今，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周围看到那些在不经意间滋生的自私自利。

这种邪恶的东西根深蒂固地在我们一代代人中生长。我们必须要连根拔除它。真正

的和平保障来自于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乐于奉献。自我克制将让人远离恐惧。倘

若有太多的欲望，恐惧和不安将和我们如影随形。其实快乐源于自我牺牲，暂时的

痛苦最终会换来美好的愉悦。 

 

自私自利：人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并越来越自私了。当代的人们如何从社会中

得到幸福，并把幸福回报于社会呢？完全沉浸在自私自利中的人们是不会对别人的

利益感兴趣的。他们每走出的一步都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连。因此，无论他看

到什么，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这种自私自利的却应该灭绝才

是啊！ 

 

自私自利：一旦你被自私自利的阴影所笼罩，你的家人、朋友、包括你自己随时

都会陷入一种悲伤难过的境地中。所以你必须要改变这种时时以“我”为中心的思

想，要把它变为时时以“我们”为中心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逐步转变自私自利

为大公无私。 

 

自私自利----

狂妄：人们谈别人的坏话。他们总是怨天尤人，总是忿忿不平。他们喜欢吹嘘小

小的成绩。他们言行不一。他们的行为举止是属于典型的非人道的那种。而我们需

要的是那种言行、思想都一致的人。 

 

自私自利――狂妄：人们必须摒弃自私和狂妄这两种不好的念头。但这还不够，

人们还需要通过吸收爱、宽容、同情等力量来纯净自己的思想。 

 

自私自利：当今的人们一天到晚只考虑去追求自私自利的东西。而当今世界的各

种冲突也就是源于人们的自私自利――认为自己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古话

说得好：欲望太多，一事无成。 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的自私自利。 

 

空虚：空虚会令人对自己的美貌、力量、年轻不感兴趣。尽管他还能感觉到自己

的年轻和力量，但空虚会让他很快地衰老下去。原本年纪青青的，但过早的皱纹、

弯曲的背脊、昏花的眼睛会让人感到他的年轻是一个笑话。或许还有人戏称他是一

只老猴子呢。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现象？万物都是能被改变和消磨掉的。万物在世界

上存在的时间都是很短暂的，没有什么永生的东西。只有你的纯净是永恒的。纯净

是一个人最本质的东西，但是如果人们喜欢那种污浊的生活，他就会很快地消耗尽

他自己。 

 



 

 

大公无私：这是一种自我拯救的个人利益。只有一个人以别人的幸福为自己的幸

福时，才是一个真正无私的人。 

 

大公无私：大树拥有如此神圣的情感――总是为别人奉献出甜美的果实；河流从

不消耗自己所运载的水流，而把它们全给予那些需要水流的其他生物，为世界作出

贡献。尽管自己已经鞠躬尽瘁，母牛还把自己的牛奶奉献给了人们。然而，人们忘

记了自己受惠于他人，还一味地沉浸在狭隘的自私自利中以自我为中心。至今人们

还生存在世界上，是源于有成千上万的生物在默默地为人们做出奉献，如大树、河

流、母牛„„ 

 

自然：树木给人们带来阴凉时，并未曾考虑过人的贵贱高低，总是一样地对待所

有的人。植物教我们不要过于关心自己，小鸟教我们不要太过于在乎明天的拥有，

因为今天的食物已经足够了。大自然母亲告诫人类不要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一

切有太多的贪念。 

 

自然：宇宙中的自然法则无论何时何地都在起作用。比如：人不小心滑了一下，

他就可能跌倒在的上，加入石头被扔到天上，因为重力的作用，它还是会掉到地上

。无论你是百万富翁还是乞丐，只要脚下打滑就会摔倒。这就是自然法则，它无视

人的地位或身份。 

 

非暴力－生气：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控制生气，只有忍耐

，要征服残暴，只有非暴力言行。 

 

非暴力：暴力，残忍能被非暴力所征服。 

 

非暴力：非暴力并非如常人所理解的不要去伤害他人。它意味着不要用思想、行

为、言语去伤害他人。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有人们发展了自己的非暴力

行为，才能更好地践行真理。 

 

非暴力：非暴力意味着不要用言行、思想去伤害其他人。倘若心怀自私自利，若

人们就不会有非暴力的美德。所有的罪恶都源于“我”“我的”意义太多。要建立

非暴力美德，只能用纯净的思想、言行去践行。 

 

非暴力：蜜蜂吸食花蜜，给人们带来蜂蜜；蚊子吸食血液，给人们带来瘟疫。 

 

非暴力：永远给别人帮助，永远不要伤害他人。不要想着去伤害他人。假如你能

帮助别人时，帮助他们。 

 

非暴力：非暴力就是不要用言语、行为、思想去伤害他人。 

 

非暴力：纵然利斧劈在身上，檀香依旧散播着它的芬芳。 

 



 

 

非暴力：在这个商业社会中，在这个工业管理的各种复杂关系中，非暴力强调不

要对他人造成伤害具有很广泛的社会意义。保护河流、大气不受污染是践行非暴力

美德的一种途径。在这种保护大自然的过程中，管理者可以做出许多有意义有价值

的事情。 

 

非暴力：当爱照亮思想，真理也就被揭示出来了。当爱促进行为，正义便被显示

出来了；当爱浸满情感，情感会因之而平和产生和平。望生气、嫉妒、贪婪和仇恨

被驱逐时，爱将会和非暴力一起掌控世界。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幸福：假如你想拥有长久的幸福，你需要在拥有纯净的思想并保持愉悦美好的心

情。通过美好的言行和思想，你的心灵会变得很纯净。在生命的长河中，你的身心

将变得生机勃勃，无比健康。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心灵，生命旅程也会变得有意义。

你的心灵因为有良师益友，正义善行的陪伴而更加美好。 

 

幸福：过去无法追回，但将来充满希望。幸福会在将来到来，但你现在也在幸福

中。 

幸福：幸福的秘密不仅在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在于自己做哪些自己不得不做

的事情。 

 

幸福：一个人做了善事之后，幸福肯定会降临他的身边。 

 

幸福：幸福源自人的内心而非外在的世界。 

 

自信：自信会让你感到自足。一旦你感到自足，你就能够自我牺牲，从而到达自

我实现的境界。所以自我实现最终还是得依靠你的自信。 

 

相信：白鹅不用洗澡也能保持羽毛得洁白，但你自己不努力，将一事无成。 

 

自我控制：除了思想而外，这里还有其他五种感官和五种行动机制。但感官被控

制时，它们能很好地控制行动机制。自我控制可以使人们成为心灵、感官及行动机

制的主人，而非它们的奴隶。如果人展现出动物的一面，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

此自我控制要求人们能在正义和错误，善行与罪恶、短暂和永恒中作出判断。在大

千世界中，人们应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能得到什么。当他能满足于自己的拥有，他

就能感到幸福。当他有更多的欲望时，他也会得到更多的失望和难过。自我控制是

抵达幸福的通道。今天的年轻人拥有很多的好东西，但随着年轻人说脏话、作坏事

时，他们走向了不好的生活方式。学生应该注意不要沾染这些坏东西。只要他们能

让自我控制、判断、满足、精神愉悦等通往幸福的大门保持通畅，他们的幸福就会

来到。 

 

无边的欲望：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挣扎着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生活条件。倘

若他成功了一次，又想着更好的以此成功，长此以往，永不满足。但是什么才是真



 

 

正能验证人类成功试金石呢？人的一生总是与成败得失、高低起伏打交道。人必须

要面对这些事情，并不断地尝试着这些成败得失带给他的感受。只有坚强的人能征

服这些人生挑战。人的一生为什么有这些兴衰成败呢？因为人有欲望。毫无疑问，

人的欲望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一个人总有自己追求的理想。有人的理想是为了寻

求好的学习和好的工作；有人是为了一个好的名声和好的家庭。这些理想、欲望都

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看见了那么不断增长的欲望。结果，人们可能为满足自己的欲

望而不择手段，走入歧途。所以每一种欲望应该被加以限制。不要太过于追求地位

和权力。古话说得好：“没有约束，没有伟大”。不控制自己的欲望的人容易误入

歧途。 

 

欲望的天花板：不要为了暂时的愉悦而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生命。用欲望的天花

板去约束自己的欲望吧！ 

 

欲望的天花板：没有必要去放弃所有的东西。假如你满足于上苍所赐给你的万物

，并把它们又回赠给上苍，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万物来自上苍的恩赐，所以你要

有感恩之心去享用它们。 

 

欲望的天花板：当今的人们往往仅满足于来自感官的愉悦。很多人都怀有许多不

同的欲望。当他长大成人后，这些感官的愉悦会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他不懂得真正的教育目的，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伟大的学者、歌唱家、演员或商人

。他在这些欲望中迷失自己。结果，他可能会无视自己内心中真正的理想，而成为

这些欲望的奴隶，迷失自己的本性。当小鸟、动物都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时，

人类却在自己的贪欲中忿忿不平，寝食难安。所以，人们应该节制一下自己的需求

和欲望了。当然节制并非否定不再需要任何的东西。只要各取所需就行了。 

 

欲望——

教育：孩子出生时，他没有一点点欲望。当他慢慢长大时，欲望也随之在堆积。

不过这些欲望都应被约束在他的心底。在生命的长河中，你心理上所背负的东西越

少，你越能体会到幸福的感觉。一个真正的公民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减少自己的

欲望。教育就可以引领人们去约束自己的欲望。 

 

欲望——

社会：当今的人们在从事一项事情时，总是想着要从社会中得到什么，而不是要

对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不是一种好的社会生存态度。每一个人应当这样问问

自己：“社会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社会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东西？”在这种问

题的引领下，人们才会作出良好的行为。太多的欲望很难使一个人的心胸宽广。 

 

很少欲望：对客观世界中的物质的追求，会给人带来无休止的痛苦。太多的欲望

会像不成熟的南瓜那样把人卷入水底。很少欲望的人会像成熟的南瓜一样在水面上

自由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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