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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在尼泊尔国际

佛学会的祈请下，于 2019 年受邀为访谈作答。“萨迦传承”于 2021

年准备、编辑、集结和出版此访谈文字稿的英文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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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入觉悟之道

“萨迦传承”翻译小组汉译

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  著  



目 录

佛教简要概论 1

佛法的精髓 5

出离轮回 6

二谛 9

信仰和理性如何相辅相成 12

践行佛法的正确动机 13

业 15

佛法传承中的戒律 18

导师的作用 20

大乘 22

慈悲心 24

菩提心  26

菩萨和菩萨的主要践行 28

法道的体系与禅修的作用 30

金刚乘的践行 32



                                           趋入觉悟之道

佛教简要概论

佛教的所有宗派皆来自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和展示。约 2500

年前，伟大的世尊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天降临，进入摩耶皇后的胎

藏。彼时，摩耶皇后梦见一头六牙白象进入自己体内。在整个怀

孕和分娩的过程中，摩耶皇后都未曾经历任何痛苦，唯感大乐。

世尊释迦牟尼佛于蓝毗尼降生为太子悉达多，这是第一次，即最

重要的佛之圣行。其父母乃迦毗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和王后摩耶

夫人。

佛陀于此世界的蓝毗尼花园诞生的那一刻，就走了七步，每

迈一步就现出一朵莲花，他说道：“我是这世间的优秀者（另译：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1] 悉达多太子出生的同时，瑞相纷呈，

包括许多其他国王和王妃也生出尊圣之子，故而，这强烈显示悉

达多王子是非凡的众生。他身为一名孩童，继续展现着其卓越的   

品质……

二十九岁时，一日，他到宫外，在街上见到一个病人，他

当即感受到了病人正经受着身体上的疼痛、心理上的痛苦。他内

心真的感受到了这份痛苦的体验，并决定要想出一个解决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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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克服此等痛苦。他想到学医的可能性，但又意识到药物只能治

疗肉体的疾病，却无法彻底终结痛苦。

他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消除所有痛苦的方法。他再次离宫出行，

这次遇到一位老人，就像上次般，瞬间他内心感受到了老年的身

体疼痛和心理痛苦。他又一次出行，而这次他见到一个死人时，

立即在内心里体验到相同的死亡痛苦。

这三次的遭遇让他如是思维：“只是在荣耀的国土中成为一

名王子，并非帮助和利益一切众生的好方式。”为此，他舍弃了

国土，离开了皇宫，去追寻佛法。

他多年来一直践行着佛法……一次，当他在菩提树下禅修时，

众多恶魔或魔罗 [2] 试图制造障碍，用武器攻击他，也化现出众多

美女在他面前跳舞，来扰乱他的禅修。然而，由于慈悲心的力量，

因而战胜了所有这些恶魔，还将射向他的漫天武器转为漫天花雨。

所有这一切，皆是通过践行佛法、慈心和菩提心的力量实现的。

最终，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他在菩提迦叶证得菩提，这是释

迦摩尼佛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圣行。在获得佛果后，他并没有立即

转法轮，他宣告：“我有珍贵甚深、如甘露般之法教，可是无人

准备好接受此妙法（另译：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吾已获得甘露

之妙法，纵于谁说他亦不了知）。”[3] 所以在成佛后，佛陀并没

有立即转法轮。然而，梵天和其他人祈请了佛陀转法轮。在证得

佛果第四十九天后，佛陀在瓦拉纳西附近的鹿野苑，为五位具福

报的弟子初次转法轮，予以关于四个真相（即：四圣谛）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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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谛揭示了苦（即：苦）、苦之根源（即：集）、止息苦（即：

灭），以及止息苦的法道（即：道）——这四个真相。

从那时起，为相宜于不同根基和意乐的追随者，佛陀予以了

无量的教法，使他们得以远离恶趣，也脱离整个轮回，获得解脱，

最终成就佛果。故而，佛陀的第三个主要事业，即在瓦拉纳西附

近的鹿野苑转法轮，向众多不同弟子予以诸多教法。事实上，佛

陀能根据众生自己的根基和意乐，在同一时间内，以一音声讲所

有的语言、不同的课题等，来教授诸多不同的追随者。如是，佛

陀转法轮很多年。

最终，佛陀为了示现无常之真相，在拘尸那罗的双树间休息

时趋入了大涅槃，此乃佛陀的第四个圣行。有趣的是，这四个主

要的圣行都与树有关：佛陀在树下诞生；在菩提树下成佛；在鹿

野苑初转法轮时，那里是一片森林；最终，佛陀在双树间趋入大

涅槃。因此，他的四个主要事业都直接与树或自然环境有关。

按照大乘传承的说法，所有这些圣行都是为普通众生而示现

的。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降临这个世界前、

于无量劫前，已证得佛果。这四个地方：出生地、成佛地、初转

法轮地和入大涅槃地，对所有佛教追随者而言，皆被认为是最神

圣的地方，因为这四个地方是佛陀开展四主要圣行之处。 

在佛陀入大涅槃之前，佛对其追随者说，这四处主要的圣地，

是佛陀的所有追随者都该去践行佛法之地。他们可以在这些圣地

行善、践行佛法，来累积巨大功德，获得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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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佛告比丘。诸佛常法。毗婆尸菩萨当其生时。从右胁出。专念不乱。

从右胁出。堕地行七步。无人扶侍。遍观四方。举手而言。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参见《汉传大藏经》《阿含部经》《长阿含经》《大本经》。

[2]“māra”（梵音：魔罗），译为“魔”，是指夺人生命、障碍善事

的恶鬼神。事实上，佛教认为，任何能阻扰佛法践行的障碍，乃至内

心中的不安、愤怒、贪心等烦恼，皆可被称为魔。

[3] “深寂离戏光明无为法，吾已获得甘露之妙法，纵于谁说他亦不了知，

故当默然安住于林间。” 参见 《方广大庄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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怙主佛陀已授予了诸多种类的法教。整体而言，佛陀的法教

是基于“业因果法则”和“缘起依他”之理。我们可以总结并将

这些法教归为不同的类别。一种归类是基于三次主要的转法轮。

佛陀在瓦拉纳西附近的鹿野苑初转法轮，他予以了关于四圣

谛的教法，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病”；其二，要剔除病因；其三，

要体验到疾病消除了的状态；其四，要达到这个状态，我们需要

采用能消除病和病因的正确方案、对治方法。同理，苦谛就犹如

对病的辨识和确认；集谛就像是病因；灭谛如同远离了病的状态，

即没有苦的状态；而道谛，就好比采用正确的方法，来消除病和

病因，这意即，为了消除苦和苦因而采用正确的法道、正确的方法，

以及正确的佛法践行。

佛陀在灵鹫山二转法轮，教导空性、波罗蜜多智慧。第三转

发生在舍卫城，佛陀专注于佛性的教法，将经典和密续的教法联

结起来。

佛法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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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的时候，在瓦拉纳西的鹿野苑，向五位

有福报的弟子讲授了四圣谛。四圣谛中的第一谛，是关于苦的真

相，即苦谛。

何为苦？根据佛陀的法教，苦有三种：苦苦、变苦和行苦。

苦苦是普通人认为的痛苦，例如：身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

焦虑，忧愁等等。

变苦，是指普通人所认为的世间快乐，这种感觉被称为“变

苦”，因为这种快乐将会以苦而结束。比如，在世俗生活中，有

时我们会感到快乐，但是这种快乐不会持续多年，且那段期间我

们无法不受苦。当我们感到疲惫时，可能会伸展四肢，这样做会

觉得舒服和放松；但是，若数小时伸展四肢，却会酸痛，而因此

不再感到快乐——我们一开始感到的快乐，现在却变成了痛苦。

同理，一切世间的快乐最终都会以痛苦结束。因此，是变苦。

无所不在的行苦，对于初学者来说过于深奥、难以理解。随

着我们更多地学习佛陀的法义，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行苦。简言

之，由于执取五蕴的固有倾向（另译：习气），我们经历苦难。

出离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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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苦有三个面向：

• 无休止的世俗活动之苦。不论我们付出多少时间或努力

在世俗活动中，这些活动都是永无止尽的。

• 对各种形式的欲望永不满足之苦。不管我们已累积或拥

有了多少，不仅不知足，反而渴望更多。

• 从未觉知生死之苦。从无始以来至今，由于我们的业力

和烦恼，我们已在六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投生。

出离轮回

出离轮回，是指真诚地希望从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

要有这真诚的愿望，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轮回的本质。如果我

们审察轮回，就会意识到轮回的本质莫过于苦。例如，在这个世

界上有诸多不同的国家，有的较发达，而有的不发达。可是，不

论走到这世界哪一处，我们都找不到一处无苦之地。所以，不论

我们到何处，都有身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焦虑，以及各种痛苦。

通过如此观察和反思，我们就能意识到这整个世界都是苦，

这整个轮回都处于苦的本性中。因此，我们不应对轮回有强烈的

贪执。我们该有从这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的真挚愿望。

这种真诚不伪的愿望，被称为出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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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

在佛陀的法教中，提及“解脱”时，是指心从负面情绪中解脱。

根据从心里遣除障碍的多寡，解脱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要获得解脱，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轮回中所有苦的根源。

当我们审视轮回时，就会知道痛苦和苦难皆由恶行所致；而由无

明、同时不了解业力法则，以及贪执、嗔恨和其他负面情绪的影   

响，导致或引发了恶行。所有这些负面情绪的根源，皆是错误地

以为“我有个固有、恒常的身份”，或执着于有一个实存、独立

存在的“我”。这种错误的想法，就是整个轮回中所有苦的根源。

能控制和消除这些想法的方法，就是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一

旦我们从整个轮回中获得解脱，我们就可以在法道上取得进步；

然后根据我们的了悟和智慧，获得更高的解脱；最终，我们会获

得最高的证悟，即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获得佛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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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所有教法，皆可理解为对两个真相（另译：二谛）

的阐释：相对的真相（另译：世俗谛）和究竟的真相（另译：胜      

义谛）。

世俗谛是关于诸法如何显现，比如“自”和“他”，我们感

知到的所有二元现相，事实上，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因为在

世俗谛的实相中，一切和合之物皆是相互依存的缘起法——它们

皆有其各自的因缘，所以都是无常的；既然一切和合之物皆是相

互依存的缘起法，这个“我”表达的仅仅是相对的真相，即世俗谛。

这个“我”并非真实存在的，因为基于世俗谛，一切和合之物都

是无常的。没有什么不是在变化中。万法都一直在变化中，虽然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无常的粗大部分。事实上，万法恒时都刹那

刹那地变化，而这就是无常的微细部分，这部分是我们用普通肉

眼看不到的，凡夫的心识也无法理解。

第二个真相就是所谓的“胜义谛”，胜义谛指的是诸法的真

实情况，诸法的真实情况是超越二元对立的。要了悟胜义谛，首

先重要的是要了悟世俗谛的本质。没有对世俗谛的了悟，就不可

二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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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了悟胜义谛。换言之，不了悟缘起相依或无常，就不可能了

悟胜义谛；没有了悟胜义谛，就不会知道万法的真实本性；没有

明白究竟实相，也就不会获得解脱或证悟的境界。

胜义谛的教法极为深邃；但是同时，对于佛陀追随者而言，

在恰当的时间获得此甚深的教法极为重要。若在错的时间获得此

教法，即你尚未准备好要获授此等教法，那会是弊多于利的，因

为在这种情形下听闻此法，你或许会落入极端的虚无主义（另译：

空边）。特别小心谨慎是重要的。若对胜义谛的见地有错误理解，

会弊多于利。

例如：若有条毒蛇在干扰众人，捉了这条蛇——这个行为会

救度许多众生免于恐惧和危险；可是，若在捕捉这条蛇时出现失

误，你就可能会被蛇咬，那会导致巨大的疼痛和伤害，甚至导致

失去生命。所以，若用错误的方法捕捉这条蛇，会弊多于利。同理，

若错误地理解胜义谛的真正意义，会弊大于利。因此，要小心谨慎、

慢慢学习、在对的时间学习。

“无我”的了悟如何能让我们从苦中解脱？

“我执”是轮回中一切苦的根源，因为苦是由负面行为招致

的，这些负面行为是由三毒想法或三种内心烦恼所致。这些烦恼

的根源则是“我执”。因此，我执是轮回中一切苦之根源。除非

且直到我们消除了此根源，否则我们无法从轮回中彻底解脱。若

树根有毒，由此树根长出来的所有树干、树枝、树叶、花和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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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毒。仅仅将树枝或树干砍掉，并不能将毒树彻底铲除，因

其根仍在；要彻底铲除这棵毒树，我们就得拔掉树根。同理，对

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消除轮回之苦，就得消除轮回之苦的根。

追随着佛陀的足迹

要成为佛陀的一名追随者，首先，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佛陀

的基本教义，比如业因果法则，同时要相信三宝——佛、法、僧；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要有成为佛陀追随者的愿望；基于此真诚

的愿望，那么，首先需要思维皈依的原因，即思维对经受轮回痛

苦的恐惧；而出于这份恐惧，加上对三宝有巨大的信心，同时也

出于大悲心，我们渴望去皈依三宝。

所以，出于这三个原因和理由，我们通过恰当（另译：如法）

的仪式皈依三宝，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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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曾说，其追随者应该检验他的教法；彻底检验后，追随

者方才接受和相信他的教导。佛陀还说，重要的是要有真正不伪

的信心。真正不伪的信心就像播下的种子。若种子被火烧焦，即

便被播种在丰饶的土地里，不管我们为之付出了多少努力去照顾，

诸如确保提供适量湿度、适宜温度等等，最后它还是不会长成好

的作物。

同理，没有播下种子，不管花多少时间，对佛陀的教法进行

学习（即：闻）、审思（即：思）和禅修（即：修），还是不会

有内在的证悟、功德。所以，信心非常重要。但信心和检验是在

同一语境里的。换言之，这两者并不矛盾。此处，信心意味着“有

逻辑原由地相信”。如果我们彻底检验佛陀的教法——通过如是

正确的原因，我们就能有非常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在佛陀

的教法里，这样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信仰和理性如何相辅相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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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任何佛法践行，正确的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此处的

“动机”，是指要践行佛法的真诚愿望、真正理由。具有正确动

机的利益是，当我们做任何佛法践行时，若以正确的动机而做，

那么我们的践行将会更具功德、价值，也因此可以累积更多的福

德。如果没有正确的动机，不仅无法累积多少福德，而且我们的

践行也不是真正的佛法践行——它只是表面的“佛法践行”，却

非真正的佛法践行。比如，两个人都在绕行佛塔或寺庙，两个人

都转绕了同样的数量，但其中一人是以正确的动机在做绕行，相

反，另一人则以世俗的动机在实施——这是不正确的动机——尽

管两人都以同等数量，做了相同的践行，但是，有正确动机那位

比没有正确动机的，所获的功德要大得多。所以，具有正确的动

机可以使我们的佛法践行，成为获得解脱和佛果的真正之因。换

言之，有正确的动机，可以使我们的佛法践行成为真正或不伪的

佛法践行。

我们怎样培养正确的动机呢？首先，我们要有从整个轮回中

解脱的真切愿望。佛陀已予以无量的教导，所有这些教法的目的，

都是要引导一切有情众生，从轮回达至暂时的成果，即从轮回中

获得解脱；还有终极的成果，即为一切有情众生而成佛。

践行佛法的正确动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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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首要的是：我们应有出离心。佛陀已予以我们从轮回

之中获得解脱的教法。如果我们为留在轮回而使用这个教法，那

就不对了——这和佛法的宗旨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应先有正

确的动机，即出离心；然后，我们该对一切有情众生生起毫无偏  

袒、真心真意的慈心和悲心；同时，我们也要有菩提心，即为了

一切有情众生而想要成佛；为了成佛，我们需要进行普遍的和特

别的佛法践行；最终，我们能生起究竟菩提心（另译：胜义菩提 

心），进而可以在十地的道上前进，最终获证第十一地，即圆满

的佛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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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业”意为“行为”，即一切众生所造作的所有活动。

若行为是由正面之心驱使的，那就成为善行；若行为是由负面之

心驱使的，那就成为恶行。

我们如何长养善德、舍弃恶行？

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善和恶的果。若知道善果是正面的，

而恶果是负面的，那自然会帮助我们更努力地去行善和舍弃恶行。

因为没有人想要经受负面的结果，即经受痛苦和苦难。

事实上，善行终会产生好的结果，而恶行始终会产生恶的结

果。举个例子，若树根是药，那其所有的树干、果实、花朵，以

及任何从那棵树上长出之物，皆是药；相反，若树根是毒，则任

何从那棵树根长出来的都是毒。同理，若行善，则所有的结果都

会是正面的；若造恶，则所有的结果都会是负面的。

离开了贪执、嗔恨，以及不承认业因果法则这类无知念头的

驱使，这时的行为，就是正面的行为。出于这些善行，可获得正

面的结果——暂时的幸福，最终能获得证悟的境界。证悟的境界，

即获得终极幸福的境界。

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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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会让我们从轮回中解脱？

由大慈悲心驱使的正面行为，会在轮回中带来正面的、善的

结果。慈悲心是能控制负面情绪的对治法。任何由慈悲心和其他

善念所驱使的行为，皆是在轮回中取得善果的因。引领取得解脱

的善行是智慧，智慧即了悟所有现相的真实本性。诸如慈悲心的

践行，能成为获得解脱的一个因素，但却不是从轮回中取得解脱

真正的因。

坏事是怎么有可能发生在好人身上的？

事实上，行为的结果可以在此生、下一生、下几生或许多生

后才成熟。某一种行为的结果何时成熟，是没有时间上的确定性

的。当好的践行者经历疾病或面对其他障碍时，这意味着那些不

是他们现在的正面行为、善行之结果，而是往昔恶行的结果。

有时，当普通人观察一个行为时，他们无法以恰当的方式去

观察，因为他们能看到的，仅仅是身体和语言上的行为，却无法

观察到此人非要做某个正面行为，到底有着何种动机。在此生，

他们貌似在做正面的行为，但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源于不

好的动机，所以这意味着这些行为看似是正面的行为，但实际上

并非真正的正面行为。这可能也是遭受疾病或障碍的因。

事实上，业因果法则对每一位众生都是公平的，一视同仁，

毫无例外。那些拥有更高头衔、更多权力、名声、财富等的人，

并没有被授予特权。不论我们有无高的头衔、是富是贫，都没有

16



                                           趋入觉悟之道

关系。谁行善，谁就会获得善果；谁造下恶行，谁就会获得恶果。

基于业因果法则，我们无法掩盖我们的行为。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可以向政府官员或其他人隐瞒我们的行为，但我们却无法向业

因果法则掩盖任何行为。例如，若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还

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偷服毒，结果都是一样的——会引

起腹痛，甚至失去性命。同理，不管你在大庭广众下做事，还是

悄悄地做，不为人知，仍然会有一样的结果。不仅仅是有一样的

结果，实际上悄悄地做，反而更有力，因为不光是做出行动，还

因“不告诉别人”的行为带着的力量，而使后果更重大。不管是

悄悄地行善或造恶，其结果实际上是更大的；反之，若你在人前

行善还是造恶，其果是比较小的。

业因果法则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无论谁行持善业，

都会在今生、下一世、未来世获得幸福，逐渐地会从轮回中解脱，

最终获得佛果。

若你犯下恶行，则将经受痛苦和苦难——不会从轮回中获得

解脱，那意味着无法从苦中获得解脱，因为轮回的本性就是遍满

痛苦。若贪执轮回，就意味着对苦有贪执，因为轮回的本质是苦。

因此，通过知道业因果法则，应为了一切众生获得幸福，而竭力

去行善；应为了消除一切众生的苦，舍弃恶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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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传承中的戒律皆源自释迦牟尼佛，戒律能使我们遵守

规则、更加自律；戒律将帮我们戒除很多错误的行为，并让我们

在此生、来生乃至生生世世，得到越来越多的幸福；最终，戒律

将助我们获得证悟的境界，即终极幸福的境界。比如：在这世间

有很多人只想拥有强壮的体格。要达到此目标，他们愿意在诸多

行为上约束自己，包括拒绝很多不健康的食物和饮料。虽然快餐

美味，这些人却能戒掉这些不健康的食物和饮料。若他们仅仅是

为了获得一副强壮的体格，便可以戒掉很多美味而不健康的食物

和饮料，那为何不能为了从痛苦中解脱而戒除很多恶行且多行善

呢？善行是幸福之因。比起仅仅是得到强壮体格，这样的自律可

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大的利益。

僧人和尼师的戒律是什么？

僧人和尼师的戒律是禁欲。基于这个戒律，僧人和尼师会持

守很多戒条，那些戒条能帮他们戒除越来越多的恶行，以更有效

的方式助益他们成为更好的人。成为僧人和尼师，意味着可以把

所有的时间投入在佛法学习和践行中，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生计

佛法传承中的戒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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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人担心。因此，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学习和践行佛法。

尤其在现今的时代，即便只是从世俗事务中抽身一两个月，对于

在家人而言也非易事。如果在家人想要获授一两个月的教法，或

许得提前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准备。但是，僧人和尼师则无需提

前准备很长时间，就能接受数月的教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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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是将怙主佛陀的教法传递给追随者之人。此时此刻，身

为普通人类的我们，没有福报亲眼见到佛陀，并从佛陀那里直接

获授指导。没有导师，要获授教导或践行法教是不可能的，故此，

我们必须依止一位导师。

有人或许会想，只依赖书本，仍可学习和践行佛法。但是，

佛陀的教法是极为珍贵且甚深的，需要更多的阐释。仅仅通过阅

读书籍，不会得到全部的详细解释。故此，我们必须依止一位导师。

一位具格的导师有哪些品质？ 

理想的情况下，导师应该具备很多品质。比如，首要的是，

导师应该已获授、学习和践行了法教；导师应该守持着戒律，还

应该依据佛陀的法教而践行佛法。倘若导师是依据佛陀的教导而

行，或是好的佛法践行者，这样的导师就是具格导师。

重要的是，在从那位导师处获授任何教法前，就要检验该位

导师；然后，如果知道一位导师是具格的，就可以接受他或她为

你自己的导师。

导师的作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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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格的导师，是指具备所有的品质，包括大悲心和其他正面

想法的导师。导师需有耐心去教导学生。此外，导师需有一颗真

诚的心教导学生，没有任何不对的动机。导师也应根据学生的根

基和意乐而教。如果学生只能理解简短的教法，导师就不该授予

那位学生冗长的教法。所以，导师应根据学生们的根基和意乐而

予以教导。但是，在公开教学中，导师应以简单的方式授予教学，

好让任何人都能理解其含义。

有不同的戒律，可被归纳成三种，即所谓的别解脱戒、菩提

心戒和密乘戒。有的行者只受持别解脱戒，有的受持别解脱戒和

菩提心戒，而有的则有别解脱戒、菩提心戒和密乘戒。根据你获

授的戒律和想获授教法的类别，你需要寻找一位可以授予你那个

特定教法的导师；但是要寻到那位导师，你需要找出那位导师的

特定品质。

根据不同的法教，有不同的品质（另译：功德）。若要获授

戒律的教法，那你需要寻找一位有某种特定品质的导师；若你正

找一位能给予大乘法教的导师，那你需要找一位具有传授大乘法

教品质的导师；而若你在找一位密乘导师，则需要去找一位具有

传授密乘法教品质的导师——这取决于你正要接受的法教。

导师的品质，不仅是守持他或她的戒律，还要获授来自佛陀

的、传承无有间断的法教。导师可以理解法教的含义，能以正确

的动机教导学生，也有帮助学生理解这些法教的能力。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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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大乘践行是基于对整个轮回的出离心，出离心对

于所有佛教乘都是共通的，它也基于对一切有情众生的慈悲心或

菩提心。菩提心是一切大乘教法的主要精髓。

总体而言，据说大乘有七大品质（另译：功德）。

第一大品质是对境（另译：对象）或目的的伟大，即不管从

事哪种大乘践行，我们始终需要专注于一切有情众生。所有大乘

践行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践行大乘的对境极为广大、

无量，所以被称为对境的伟大。

第二大品质是事业的伟大。不管大乘行者做什么行为，总是

要自利利他。

第三大品质是智慧的伟大。在大乘践行里，智慧会彻底了悟

“人无我”[4] 和“法无我”[5]。

第四大品质是伴以欢喜心的勤勉（另译：精进）之伟大。以

如此伟大的精进，于三大阿僧祇劫中累积福德和智慧。

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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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品质是善巧方便的伟大，即通过各种方法，践行大乘

法教，或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前五大品质是基于大乘法道，而第六和第七大的品质，是基

于佛果位。

第六大品质是功德的伟大，是指佛的究竟功德的伟大。

第七大品质是觉行事业的伟大。佛的圣行无量无边，我们根

本无法理解所有的觉行事业。

最后两大品质，是基于佛果位。

简言之，大乘意即有这七大品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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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无我：个体生命中不存在永久的、统一的独立身份。

[5] 法无我：所有的实体皆不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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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法教中的慈心（即：大慈心），是指巨大的、无量的或

无界限的慈心。换言之，慈心就是无例外、无偏袒地愿一切有情

众生获得快乐，并致力于善行，善行即快乐之因。

要践行慈心，首要的，我们需要专注于对境。若我们的对境

是无限的，那我们基于此所生起的慈心，自然会是无量的。因此，

在这里，我们的对境，即有情众生，是指在六道中的一切有情众

生——不只是所有的佛教追随者或其他所有宗教的追随者，也包

括无信仰者、动物和一切其他众生。简言之，“一切有情众生”

是指六道中一切众生及中阴众生。若我们能专注于无限的有情众

生，那自然地，我们就可以生起无量的慈心。

大乘法教中的悲心（即：大悲心），意指巨大的、无限的或

无量的悲心，即愿一切有情众生从苦和苦因中解脱，苦因指恶行。

慈心的对境与悲心的对境都是同样的，即一切有情众生。基于无

量慈心的对境，我们需要生起无量、无界限的悲心。

当我们生起无量的慈悲心时，我们自然就可以控制对他人的

诸多负面想法。我们将不会对任何其他的有情众生有愤怒、妒嫉

或竞胜心，因为通过践行慈悲心，我们希望去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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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例外，无偏袒。想要仇恨、伤害或嫉妒他人的想法，都与利益

他人是相反的。我们不能同时对同一个对境既有正面的想法，也

有负面的想法。举个例子，在一个杯子里，不可能同时有热水和

冷水，杯子理应要么是热的，要么是冷的 [6]。同理，在某个时候，

对某个对境，我们的心相续要么生起善念，要么生起恶念。所以，

当我们真正有诸如无量慈悲心的正面想法时，我们就能真正地控

制我们的负面想法；通过控制我们的负面想法及践行正面想法，

我们就可以无任何例外地同一切有情众生共享和平、融洽相处。

我们如何生起慈悲心？

我们可以对一切有情众生，逐步地生起无量慈悲心。首先，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家人、至爱生起慈悲心；逐渐地，我们可以将

祝福善愿延展至邻居和认识的人；然后，延展至我们不认识的人、

敌人……，最终至一切有情众生。

我们把正面想法延展至一切有情众生时，我们可以把慈心的

对境归类，例如在这个或那个大洲的所有人，或者所有人类众生，

然后是所有的动物，再然后是其他道的所有众生。 

通过将我们的慈悲心对境进行分类，我们可以逐渐将慈悲心

延展至一切有情众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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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是说对同一事物无法同时用一对相反的词来形容。比如，水不

可能既是热的也是冷的；光明照亮的地方，黑暗无法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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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吉嗒”（即：“菩提心”的梵文音）是“菩提”和“吉

嗒”的结合。“菩提”意为“觉”，而“吉嗒”意为“心”。菩

提心是指为了一切有情众生，想要证悟成佛，进而去践行佛法的

心。菩提心是所有大乘法教的精髓。没有菩提心，我们就无法行

持任何大乘践行。菩提心是基于其自身的因。事实上，所有的果，

都是基于其各自的因和条件（另译：缘）；同样，菩提心的果也

是基于因。菩提心之因就是大悲心，大悲心之因是大慈心。从大

慈心中，我们可以生起大悲心；从大悲心中，我们可以生起菩提    

心。所以，菩提心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真切地希望通过成佛

来帮助他们的心。

我们如何长养菩提心？

首先，重要的是要知道生起菩提心的利益。正如伟大的阿阇

梨 [7] 寂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中详尽的阐释：菩提心如化铁为

金的丹药。[8] 同样，菩提心是将庸凡的人类众生转为佛陀，或者

说是将庸凡之心或想法，转为究竟智慧的工具（另译：犹如最胜

冶金料，垢身得此将转成，无价之宝佛陀身，故应坚持菩提心）。

菩提心

26



                                           趋入觉悟之道

菩提心就像一个善巧的船长，带领所有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

有很多例子。简而言之，经典中记载，佛曾说，若菩提心的利益，

以有形的方式来体验，那整个宇宙都太小了而无法容纳。所以，

菩提心是有巨大利益的。若我们知道这些巨大利益，这会激励我

们为了一切有情众生，包括我们自己，而生起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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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7]“Ācārya”（梵音：阿阇梨），意为教授弟子使之行为端正适宜，

而自身又堪为弟子之楷模者，故又被称为导师或大师。

[8] “犹如最胜冶金料，垢身得此将转成， 无价之宝佛陀身，故应坚持

菩提心。”参见《入菩萨行论》第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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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而言，已生起菩提心，即证悟之心，并已获授了菩萨戒

者，就是所谓的菩萨。菩萨有很多层次，比如在资粮道、加行道、

见道或修道的菩萨。有“凡夫”菩萨和“圣者”菩萨二者。简言之，

主要的菩萨行是六圆满（另译：六度），也被称为“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的字面意是“去超越”，意即去超越轮回之洋。所以，

这六圆满极为重要。

圆满的慷慨（另译：布施度）。为了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而奉献自己的财物、功德和身体。

圆满的道德举止（另译：持戒度）。为无一遗漏地利益一

切有情众生，我们弃恶且行善 [9]。

圆满的耐心（另译：安忍度）。不管会面临什么境况，即

便听到有关我们自己的不悦耳言论，或遭受他人的巨大伤害时，

我们平静的心都不被干扰，我们依然不该感到沮丧或恐慌。若我

们的心是在平静的状态，那意味着我们已践行了圆满的耐心。

圆满的精进。以极大的欢喜心行持善法。

菩萨和菩萨的主要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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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的禅修（另译：静虑度）。对善物专注，或以极大专注力，

一心专注于善物，没有任何散乱。

圆满的智慧（另译：智慧度），这是最重要的圆满。据说，

没有圆满的智慧，前五个圆满不被认为是“波罗蜜多”或 “圆满”。

教导说，圆满的智慧犹如有双眼可以看路；没有清晰的视力，对

我们来说就难在法道上行进。

这是关于菩萨主要践行的极简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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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9] 佛法中的行善是指践行十种善行：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

戒离间语、戒恶语、戒绮语、不贪心、没有害心、没有持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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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法道的体系与禅修的作用？

轮回之苦的根源是“我执”。要消除我执，首要的是，我们

要以正确的动机来守持纯净的德行。有正确的动机，我们需要学

习和审思佛法，最终要禅修教法。概括而言，我们需要有这类体

系来践行佛法。

禅修时，重要的是要有稳定的心。要稳定心，我们就得践行

奢摩他，也叫作“寂止”。要进行止禅，先将一个禅修所缘物置

放在不远亦不近处。对境物可以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或一朵蓝花。

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禅修对境不能动。当你专注于此物时，要将身

体处于毗卢七支坐的禅修姿势：双足跏趺、脊背挺直、手放在大

腿或膝上、双肩像秃鹫的翅膀一样舒展、头前倾、下巴微内收、

舌尖轻触上颚，以及双眼越过鼻尖凝视。不应眨眼或改变凝视。

我们心中的念头犹如波浪，如果移动了视线，就可能会有在禅修

时生出更多念头的过患。不应移动身体，要坐定并专注于这个不

动的禅修对境，没有丝毫散乱。这意味着你的心完全地安住在禅

修之物上，没有丝毫散乱。

法道的体系与禅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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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寂止的践行，基于寂止，我们更进一步，就能证得究

竟的自性、究竟的实相。直接看到究竟的实相，就是所谓的“胜

观”——圣者或圣菩萨们所获得的那种智慧。当有了胜观，就是

直接消除苦之根源，即“我执”的真正对治。消除苦之根源后，

就可通过自身智慧，直接看到究竟实相 , 而且也同时从整个轮回

中解脱。因此，这两个践行——所谓的“奢摩他”和“毗婆舍那”

（即：胜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达到菩萨一地，也

就是证悟的法道之第一阶段，一旦我们直接看到究竟实相，我们

就不会再次堕入轮回；相反地，我们只会在菩萨之地道上前进，

最终会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获得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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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有两个传承：波罗蜜多乘和金刚乘。当我们在资粮道或

加行道的时候，金刚乘有更多方便法，去证悟究竟真相或究竟实

相；进一步而言，金刚乘有更多的方便法，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获得解脱、证得佛果。

金刚乘很神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获授金刚乘法教。要获得

金刚乘或密续教法，就必须符合特殊标准或条件。事实上，所有

这些佛教密续法教，皆是由佛陀直接授予的。“续”这个字可意指：

密续教法、佛教传承，或者我们意识的心相续。

如何趋入金刚乘法道？

在金刚乘的传承里，很重要的是，在做任何金刚乘践行之前，

要获授灌顶。比如，如果你不拥有一块土地，首先，你需要从地

主处得到许可或授权。若未经授权而使用那块土地，地主就可以

责罚此人。同样，没有获授任何灌顶，我们就没有践行金刚乘法

道的授权或许可。所以，为了践行金刚乘法道，先接受灌顶是非

常重要的。事实上，在金刚乘的传承里，灌顶不仅仅是进入金刚

乘法道的入门和起点，也是金刚乘法道的主要部分和主要践行。

所以，对于所有金刚乘追随者来说，获授灌顶是非常重要的。

金刚乘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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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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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