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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在英国雷丁萨

迦佛学会的祈请下，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在英国赐予此开示。“萨迦

传承”于 2021 年准备、编辑和出版此文字稿的英文版，同时“萨迦传承”

翻译小组亦把此文翻译成中文。“萨迦传承”是非盈利组织，致力于

保存和广泛传播荣耀萨迦派的珍贵法教。由于直接或间接参与此开示

整理或编辑的人之付出，本开示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得以面世，这使许

多人得以与此至为珍贵的开示结上缘份，并能获得暂时与终极的利益。 

以此功德，愿尊圣的第 41、42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

法轮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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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阴的教授

我们都会经历生、死和中阴的不同状态。中阴是介于死亡和

投生之间的状态。

概括而言，一切和合的要素（另译：有为法）皆无常。换言

之，一切依其自己的因和条件（另译：缘）而生的事物，便是所

谓的“和合的要素”或“和合之物”。比如，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

因为人身是由众多微粒堆积而成的。诸部件和微粒和合而形成了

这个人体。身体有如头、手、脚等很多部分；手又可以分为手掌、

五根手指等等；然后手指还可细分成指甲、肉、皮等。同样，身

体的每一个小部分可以再分为众多部件和微粒。故此，如同其他

和合事物一样，人体也是无常的。

生于此世间的每一位，都不免一死。这世上没有人能永远不

死。对此我们毋庸置疑。确定的是：在这世上，无论是谁，有生

必有死。我们没有能力永远活着。我们别无选择。许多人猝然长

逝，留下很多未竟的事业和计划。无论是否完成计划，我们都会

死去。此外，身体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死去。即便是铜墙

铁壁的高楼大厦也可被摧毁，更何况是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坚如钢

铁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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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众所周知，能夺取我们珍爱生命的方式、因和条件（另

译：缘）很多。很多外部的因缘，诸如意外事故，能夺走我们珍

爱的生命；同样，还有诸如各种疾病等众多内缘和障碍能够致死。

总体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都知道，人的寿量不定。

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将活到一百岁，一百岁前都不会死。我们看

到有些人在百岁前就死了，事实上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刚出生就

死去，有的十来岁、二十、三十、四十多岁等就死去。

人们死时的年纪不尽相同。我们活到什么年纪是不定的，因

为生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人都能活到老，我们不能说我

们不会很快死去，亦不能说因为年轻就不会死。我们看到许多“白

发人送黑发人” 的情况。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人健康就不会死。这

不真实，因为有的重病患者缠绵病榻多年才死；有的人身强力壮

却猝死——或死于隐藏的疾病，或因为外缘。

因此，从所见所闻我们知道，年轻、健康并非相信不会将死

的正确理由。佛陀教言中说，明天和下一世哪个先到，是不确定的。

[1] 所以，我们应该为下辈子，而不是仅为现在，而付出努力。

无论我们多么富裕，多有权势，多有名望，无论多少人拥戴

我们，临终之时，这些都不能帮到我们。我们无法用名声、权势，

或通过亮出我们的拥护者，来避免死亡。因此临终时，这些俗事

帮不了我们。

当亲人、朋友都围绕在临终者身边，他们对延长他或她的

寿命、减轻其疼痛和临终的痛苦，也完全帮不上忙。相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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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会给临终者造成更多心理痛苦，因为他们感受着强烈的

情绪，而且会悲伤地哭泣或哀嚎，展现他们的情绪。这些负面情

绪会使垂死之人更加悲伤，心理上遭受更多疼痛和痛苦。

既然世俗之物在临终时对我们于事无补，重要的是不要去贪

执此生——不要对亲人、财物、支持者等有所贪执。如果死时对

这些事物有强烈的贪执，会对身心分离造成障碍。无论你是否有

贪执，都要离去，身心需要分离，别无选择。所以，当心识和身

体分开的时候，最好不要有贪执，这样中阴的过程会更顺利、更好，

因此在来生会有更好的结果。举个例子，如果鸟儿的腿被绑了一

块石头，这会障碍鸟儿自由地在天空飞翔。同样，对至亲、财产

等世间之物的贪执，会阻碍我们自在地投生。再说，贪执还会导

致痛苦，因为在临终时有贪执是负面的心，负面的心总会造成更

多的痛苦，所以重要的是要使自己从贪执中解脱。

此外，临终时，重要的是要有寂静和平静的心。作为佛教徒，

我们应该在临终时向我们的咕噜 [2] 和三宝祈祷。据说临终时的心

态非常重要。即便你本是个不错的佛法践行者，如果临终时带着

嗔恨，那也会损坏你一生的践行；反之，即便你没什么佛法践行，

如果死亡时离于一切负面之心而只有正面的心，比如向咕噜、本

尊、诸佛菩萨祈祷，以及做某些佛法践行，在临终时如是践行，

那么这是很好的征相。因为这样做，将会在来世有更好的结果。

临终时保持正面的心很重要。即使对家人、亲人、财物或

财产有强烈的贪执，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无法带到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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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能将所有的至亲和所拥有的，留在身后，包括从出生到死亡

一直与我们心连系着的、我们珍爱着的这副身躯。死后，尸体将

通过掩埋、抛入水中、火化等方式被处理掉。但，你无法像处理

你的身体一样处理你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处理这个肉体，却无法处理心。心会继续，

虽然心本身是无常的，会瞬间改变，但心的相续会从此生延续到

来生。比如，我们年轻时有心，我们老去时仍然有心，但这颗心

不是以前的心，而是通过连续性随时间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心

识瞬间改变，但由于心的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记住年轻时做过

的一些事情。虽然记得过去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心”

和“过去的心”是一样的，而是指虽然心实际上是在瞬间变化着，

但我们的心是相续性的，所以能记得我们的过去，比如我们一年

前做过的事。

死亡意味着身心分离。当心识跟身体分开时，就意味着死亡。

接着，心识会随业行继续走向未知的目的地。我们的业行是我们

来世投生何处的主因。

作为佛教徒，我们可以说，临终时唯一的庇护和皈依，是我

们的佛法践行或善心。死后会去往中阴状态，中阴状态即生和死

之间的状态。大部分人死亡后都会进入中阴状态，除了两种人：

第一，那些非常高深的佛法践行者，在心识离开身体时，会即刻

前往佛刹或净土；第二，是那些有很重恶业者，死后会直接堕入

恶趣——旁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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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阴众生在中阴状态会有一个具备所有功能的身体，但不像

我们人的身体。中阴身是无形的，有着光或彩虹的体性。概括而言，

中阴众生的体型和他们来世将获得的身体很相似。中阴众生没有

穿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光的体性。他们不能吃有形或固态的食物，

而只能以食物的气味为食，所以中阴众生亦被称为“食香者”。

因此，许多佛教徒经常通过“束”烟施 [3]，向中阴众生布施香味。

因为中阴众生的身体是光的体性，普通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中阴

众生可以看到彼此。证悟者或证量高的人，也可以看到中阴众生。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位大师的侍者去世时，这位大师竟然能看出

侍者处于中阴状态，所以有时这位大师会说：“哦，别这样，别

那样。”这位大师可以指示他在中阴状态的侍者。不像我们这些

普通人，证量高的大师是可以看到中阴众生并给予开示的。

中阴众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处所，虽然我们看

不到他们。对于处理亡者遗物和财产的亲人而言，重要的是：如

果将亡者的遗物妥善处理，中阴众生会开心；如果处理不当，中

阴众生也会知道亲人如何处理他们的遗物。因为中阴众生是光的

体性，他们具有“有染”的神通（另译：有漏的神通），知道亲

属们在做什么，知道大师们和僧众在为他们祈祷。如果为中阴众

生行善或做正确的仪轨，他们会受益。相反，若没有做正确的仪轨，

或亲人将其物品处置不当，中阴众生会知道而且感到伤心和愤怒，

从而导致他们更多的痛苦。

因为中阴身是光体，他们有能力在任何时间去往任何地方。

只要想或起念去哪里，中阴众生就能瞬间到达，即便是数千里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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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中阴众生只要起念去哪里，就有能力到达，诸如墙壁或山岭

的固体物均不能障碍他们。他们不会从悬崖上掉下去，也不会掉

进井里。

中阴众生能看到他们的家人和亲属，所以会去至亲那里和他

们说话。但是，我们普通人无法看到或听到中阴众生，即便他们

在和我们说话，因此我们无法回应他们。中阴众生不会感受到日

月的升起等等。因为中阴身体本质上是光，所以他们没有影子，

走路也不会有脚印。

中阴众生经历着不确定的状态。他们饱受栖处不定、态度不

定、食物不定、同伴不定、依处不定、思想也不定的苦。例如：

中阴众生能去往任何地方，这是栖处的不定。据说，中阴众生的

心识比一般人清明七倍。如果我们能在中阴时践行佛法，那届时

的践行会更清晰、更好。

为了能在中阴践行佛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从现在开始训

练。怎样训练呢？当下，我们便应该思维自己就在中阴状态，特

别是听到骤然响起的巨大声音时，或者在兴奋或震惊时——那一

刻，我们需要忆念我们的咕噜、三宝、法教和践行。这会真正帮

助我们在中阴时想起咕噜、三宝和佛法践行。如果能在中阴时践

行佛法，会更具功德、更有助益。

重要的是要知道有中阴，以及中阴众生很聪明，因为他们有

神通。站在佛法的角度，当人死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悲伤或展露

情绪，尽管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困难的。我们就尽最大努力不感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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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或展露我们的情绪，因为如果展露如哭泣、哀嚎、悲伤等等

的情绪，中阴众生会看到，他们会知道我们因为他们的离逝，正

经历着悲伤和痛苦。开始时，中阴众生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他

们会回到自己家中，试图从厨房取食物。虽然他们能看到餐桌，

但没人会给他们食物，没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只有那时中阴

众生才意识到：“哦，我已经死了，不再和家人一起了。” 

所以，中阴众生能看见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如果我们因亡者的离逝而感到悲伤，那么身在中阴的这位亡者，

看到我们的负面情绪和痛苦会感到更悲伤。我们不应该担心亡者，

因为担心和悲伤不能使他起死回生，相反，这会带给亡者更多的

痛苦。与其感到悲伤或情绪化，我们应该更多地行善积德，然后

为了获得佛果而回向给自己和诸有情众生。这样，不仅我们自己

可以积累功德，重要的是我们能利益到中阴众生。

要做正确的回向，我们不应该将功德只回向给死者。把功德

仅仅回向给一个人，不是大乘的践行。大乘道不是仅仅为了一个

人而践行，相反，包括回向在内的所有大乘践行，是为了毫无例

外的每一个有情众生而践行。所以，把功德只回向给某位亡者是

不对的。我们可以将功德回向给亡者以及一切有情众生，让他们

皆获得佛果。这样我们的回向才会成为正确的回向。

如果我们不是好的佛法践行者，在中阴时会感到恐惧。因为

在中阴时，我们会听到诸如山崩地裂、地震、海啸等可怕的声   

音。中阴众生不仅会感觉正沉入水中，还会感觉正被劲浪席卷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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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阴众生听到山崩地裂声时，会感觉正陷入地里，并正被土压

迫着。这就是一开始消融的两个元素（另译：两大种）：水和土。

中阴众生会听到森林中熊熊烈火的声音，也会感觉到自己的

身体被火灼焦。接着，会听到劲风的声音——不是微风的声音，

而是龙卷风和飓风的声音。同时，中阴众生会感觉被强风吹走了，

还会觉得自己正坠入悬崖。这四个元素（另译：四大）的声音，

就是所谓的、在中阴会听到的“四种令人感到恐怖的声音”。

非佛法践行者或践行较差者，在听到可怕的声音或感觉要坠

落悬崖时，会感到更加惊恐；但若是个好的佛法践行者，那么无

论听到多么无法想象的巨大声音时，仍然能忆念咕噜和践行佛法，

而不会被这四种恐怖声音或其他怖畏因素所干扰。

因此，保持平静心是必要的。而要想在中阴状态下有平静的

心，重要的是：首先在死亡时有平静的心。如果死亡时你在践行

佛法，你在践行慈悲心、菩提心和其他善心等，那在中阴时你的

心自然会更加平静。当你的心是寂静时，就会在中阴时记得践行

佛法。

知道中阴的情形至关重要。此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正确

的践行，这是很重要的。正确的践行是指伴以真诚不伪心、善愿

和正确动机的践行。不论我们是谁，都要经历中阴状态。当面对

中阴状态时，非常重要的是有以佛法践行印持的强大信念。如果

我们的心已经准备好且以佛法践行为印持，那么在中阴时，我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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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祥和的心就不会被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做更多的

佛法践行且获得清明的觉知。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铭记

在心。

中阴众生的心识会进入未来父母的受精卵，然后去往母亲的

子宫。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他们的来世。在母亲子宫里受孕的那

刻起，就是来世的开始。可以说这就是循环存在——轮回，因为

它永无终结。你会再再出生、再再死亡。一圈又一圈循环往复，

故称为轮回。

总体而言：在中阴阶段，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佛法践行，尤其

要有正确的动机，并对你的咕噜、本尊、三宝和佛法践行有诚挚

的信心和虔敬心。知道这些非常重要。如前所述，中阴众生没有

具体的身体，但有本质上是光的微细身，像彩虹没有实体。你用

手是摸不到的。

9

注释：

[1] 《集法句经》：“明日及后世，孰先至难知，勿营明日计，当勉后世义。”

[2] “guru”（梵）音译为“咕噜”，“老师”的意思。在佛学术语中，

一般译为“上师”。

[3] “束”烟施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践行，通常是将面粉、糖果和乳制品

混合在一起（有些种类的“束”或许有差异，比如：专为龙族做的，不

得含有任何动物成分），有时还含有其他有价值的物质或香料，在给予

净化后点燃，以所产生的芳香烟气先供养三宝，然后与一切有情众生共

享，同时配合观想和念经予以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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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仁波切，有的中阴众生能伤害、扰乱活人或引起痛苦。

既然中阴众生都没有我们可看到的具体身体，他们又如何有能力

来伤害我们呢？我们怎样才能保护自己免受这样的伤害？

答：我说过，如果死时怀有嗔恨心，就很有可能在中阴状态

中有强烈的负面之心。因负面心的影响，这些中阴众生会伤害他

人。有时他们会伤害和他们不亲者，比如在生前因嗔恨而结下的

怨敌。他们对所谓的敌人怀有报复心，以至于在死后依然记得这

些敌人。在负面心或烦恼的驱使下，通过负面力量伤害他人。

为保护自己避免这类障碍，作为佛教徒，重要的是要有对三

宝的诚挚信心和虔敬心。

虽然有保护的仪轨，特别是源自金刚乘传统的仪轨，但从大

乘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对三宝有真诚的信心和信念，我们不一

定要践行这些仪轨才能获得保护。同样，当你具有无伪的菩提心，

即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菩提心会保护你免于所有的障碍，包括

中阴众生所造成的障碍。所以受持皈依和生起菩提心是必要的，

能保护我们免于障碍。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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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佛陀的追随者想追求诸如不共密乘教法等“更高”的教

法。他们往往忽视基础的法教，这是不对的。因为若知道如何正

确地践行皈依和菩提心，则这些践行会成为我们甚深的保护者。

但是，如果想践行所谓“更高”或不共的教法，却又不知道怎么

正确地践行，那么你的践行就不会见效。因此我们的践行是否甚

深，取决于我们如何践行法教。

***

问：中阴状态持续多久？

回：一般而言，中阴状态会持续七周。四十九天后，来世就

开始了。这个时间框架是大概的，会有很多例外，因人而异。好

的佛法践行者可能不需要在中阴过七周，会在那之前便投生了。

如果有大量负面的想法、行为和习气，可能就会留在中阴多年，

所以因人而异，但我们一般说是七周。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人

死时我们会作七周的净化仪轨，如有时间和必要，我们会在七周

中每天都做。



关于中阴的教授

问：请问对临终的亲友，我们可以做何践行帮助他们？

答：事实上，所有的佛法践行都能帮助他们。有专门针对亡

者的特别仪轨，如：给亡者的普明大日如来仪轨、给亡者的观音

菩萨仪轨和其他本尊的仪轨等等。我们应作这些仪轨回向给他们。

如我前面说的，我们应该以善的方式处理他们的遗物财产，那么

他们就不会失望。当他们对家人的作为感到满意时，就会觉得安

心，这有助于他们不经受更多的痛苦。这是一种处理方式，一种

世俗的方式帮助亡者。另一种方法是践行佛法和仪轨，即以心灵

的方式来帮助亡者。因此，有两种帮助亡者的方法：世俗的方式

和心灵的方式。

***

问：有些人死时，可能不想和家人分享他们的财物。可否晚

些和家人分享，或者要遵从亡者的嘱咐呢？

答：我想这取决于个人。满足亡者可能不是正面的。有时亡

者有强烈的负面心，有时他们不打算分享自己的财物并企图伤害

他人。如果是这种情况，家人不遵从亡者的遗愿，我认为是合理

的——他或她没有给出善的嘱托，反倒给出恶的指示，所以我们

不必去遵循恶的嘱托。假如我们依循这些要求，就会造下恶业。

概括而言，我们要以善的方式处理亡者的财物，这样才能对亡者

有利，尽管不一定符合亡者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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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归“萨迦传承”拥有

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是萨迦·赤千法王
（第 41 任萨迦·赤津法王）的长子。以其学识之渊博、教导之清
晰而闻名于世。大宝金刚仁波切被认为是藏传佛教传承中最为具相
的传承持有者之一。他属于高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从未间断的
世系传承一代又一代地涌现出了众多杰出佛法大师。

从年轻时开始，大宝金刚仁波切便从萨迦·赤千法王及其他博学且
极富成就的上师处领受了如海般的经部和续部的法教、灌顶、传承
和窍诀。在印度萨迦学院历经数年严格的佛法学习后，他被授予了
卡楚巴学位。从 12 岁开始，仁波切完成了包括喜金刚在内的多次
闭关禅修。以至极之谦逊，应全球弟子们请求，仁波切巡游世界各
地广泛地授予佛法教学及灌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