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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萨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法王），于 2014 年 5 月 8 日

在美国西雅图的萨迦寺赐予此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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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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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法轮

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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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印

佛陀教法的四大特点或所谓的“四法印”是：

一切和合的事物皆无常。

所有染污皆是苦。

一切现相皆为“空”、无“我”。

涅槃是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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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和合的事物皆无常。

一切皆无常。无常有两种：粗大相续的无常和微细刹那的

无常。粗大相续的无常指持续发生、明显可见的变化。其中一

个例子便是我们的身体：起初我们是婴儿，接着变成儿童、少

年、成年人，然后变老……，每一个阶段身体都在变化，其色泽、

外型和大小都在变化着；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向外看时，我们

观察到春夏秋冬四季的色彩一直在更迭。这些变化并非突然发

生，事实上，变化发生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而只有随着时间

的推移发生了大的变化，并且可见的迹象显露时，变化才明显

可见，比如：青丝染霜，娇颜惹皱等等。

当我们观察同一个人的外貌变化时，一个稚嫩婴孩和七十

年后成为一名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此等变化明显又大，

然而这可视的变化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在过去七十年中

微妙又刹那地持续发生着。昨天乌黑的秀发，不会今天就突然

变白了，不是那样的；相反，变化已在发生着，每一分每一秒，

即使是在最短的时间段里，变化亦在发生着。变化要变得明显

可见，必然要经历许许多多微细的变化过程——发生在最短可

能性的时间单位里的变化。若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这细微、

刹那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微细刹那的无常”。

一切都在变，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一切皆无常。一切

和合的事物皆有四个结局（另译：无常四际）。这四个结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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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后，最终必分离（另译：聚际必散）。

积累财富或所有物后，最终将耗尽（另译：积际必尽）。

达到高处后，最终会下堕（另译：高际必堕）。

出生后，最终必会死（另译：生际必死）。

相聚后，最终必分离。无论何时相聚，我们都不会永远聚

在一起。聚终，我们都将各奔东西。即使是我们认为会比较长

久的关系，也不是永恒的，比如我们不一定能和家人一辈子都

在一起。众所周知，随着生命的流逝，先是父母走了，而后孩

子也离开，诸如此类。家人最终都分开了。因此，聚际必散。

积累财富或所有物后，最终将耗尽。无论我们获取和积累

了多少——财富、资产、土地或权力——无论积累什么，都永

不会一直留在我们身边；要么被染污，要么被毁坏，或磨损、

转手，等等，一切最终都将耗尽。

达到高处后，最终会下堕。历史告诉我们，无论爬得多高，

最终不得不下堕。在古代，有所谓的“宇宙大帝”（另译：转   

轮王），他们征服了众多疆域。即使在近代史中，也有许多伟

大的统治者，几乎拥有了整个世界。然而，他们并非长存。他

们或许亿万人之上、权倾天下，称霸整个世界，可是他们王国

的疆土终究缩小，沦为小国——他们最终下堕了。

出生后，最终必会死。有生必有死。没有人生而不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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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完全不被生死所拘的圣者，在普通人眼中也被见证到不得不

趋入大涅槃。

所有这些“结局” 都说明一切合和的事物皆无常。

所有染污皆是苦。

第二，所有染污之物皆造成痛苦。这意味着由烦恼而造作

的任何行为都会引发出痛苦，因为它们是由诸如无明、贪执、

愤怒、骄慢、妒嫉、吝啬等负面情绪而生的。一切都是负面的。

负面的行为只会造成痛苦。举个例子，如果树根有毒，那

么树上长的任何东西——叶子、花朵、果实……都有毒。因此，

所有染污之物皆导致痛苦。

 一切现相皆为“空”、无“我”。

接着，一切现相皆“没有我”或“无我”。无我有两种：

“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意味着虽然我们都有一

个我们认作是“我”的身份，然而当我们试着去寻找“我”所

在之处时，却哪里都找不到它。如果有一个“我”，“我”要

么必然是一个名字，要么是一副身躯，又或者是一颗心。名字

本身为“空”，我们可以随时改名，也可以取任何名字。因此，

名字为空。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由许多实体组成的，如肉、骨、血、

内脏、皮肤等。如果从头到脚来察究，则完全无法在身体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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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位找到能被称为“我”的地方。这说明我们的身体是由许

多不同的、一起运作着的实体组成，因此，所有这些实体不能

称为“我”，所有这些构成我们身体的实体也不能称为“我”。

若这些实体每一个都是所谓的“我”，那将会有很多个“我”。

我们在哪里都找不到任何可以称为“我”的单一实体。

心也一直在变。昨天的心和今天的不同。我们还是小孩子

时的心，与现在作为成年人的心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成人的思

维与孩子的不一样，他们的心是不同的。这说明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的心一直在变化。我们存在的每一刻，心都无时无刻不在

变化之中。不断变化的事物不可能是“我”——如果是我，那

么来自昨天的“我”和来自今天的“我”会迥然不同。因此，

心不是“我”。当我们试着去查究这个“我”在何处时，我们

无法找到它。

我们皆有很强的习气去建立一个身份当作是“我”。因

此，我们自然地认为本人就是“我”，尽管它不是“我”。我

们试着查究这个“我”在何处，它从未被找到，因此它就是所

谓的“人无我”。“人我”是个错误的概念，“人无我”是正

确的见解。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当我们说“我的房”、

“我的车”或“我的地”时，也没有“我的”。房子可能属于

我，但这房子本身不是“我的”；同理，当我们说“我的身体”

时，这身体属于我，但它不是“我的”；心也是如此，当你说

“我的心”时，它表示心属于你，但是，事实上这颗心本身不

是你。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身体、心和一切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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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呢？如果试着去思考和检索，你无法在任何

地方找到这个“主人”。因此，这就是所谓的“人无我”。

“法无我”是指外部实体，例如桌子。我们认为一张桌子

是一个整体，但事实上，它是由许多木材组装成的一个特定形

状体——我们执着它为“桌子”的物体。若拆卸桌子后，则可

移除一层层、一块块的木板。将这些木块粉碎后，我们会发现

它们是由原子组成的。尽管我们无法具体地去切割一个最小的、

不可分割的原子，因为它在微观上也非常微小，但若将它放在

中心，这粒原子事实上依然不是“一”个实体，因为它有面向，

有东、南、西和北面（意即：可以被分作不同的部分所组成，

如此无限细分下去）。[1] 因此，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真正为“一”

的实体。如果没有“一”，怎么会有“多”？因此，所有实体

都非实有存在，这就是“法无我”。依据佛法之义，一切皆非

实有存在。仅仅那样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切皆空，那

我们为何会经受苦难、感到痛苦呢？我们为何会有感情呢？为

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不同的体验？然而，若我们以此哲学性的

方式去思考和分析，那我们无法寻获任何“物体”，因此，这

就是所谓的“法无我”。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达摩”（即：法）皆为“无我”。“达摩”

是梵语词，有多义。事实上，依于上下文，它具有十种不同的

含义。此处，当我们说“一切达摩皆为无我”，达摩或法是指“所

有的现相”，而不是我们践行的神圣“佛法”。我们所见所闻

的一切也都称为“达摩”，即“法”。因此，一切法皆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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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是寂静。

涅槃是寂静。只要身处轮回，除了苦，别无其他。众所周

知，轮回有善道和恶道。恶道中有难以想象的痛苦。我们认为，

善趣中幸福与痛苦交织。例如，在人类生活中，我们时而幸福，

时而欢愉，时而痛苦，时而享受生活，又时而受苦。但是，若

仔细思考，只有将善趣的愉悦和恶趣的巨苦相比时，才显得善

趣有欢乐；然而事实上，它不是真正的欢乐，反而是另一种苦。

因为善趣所谓的欢乐并不长久，即使是我们度过的愉快时光也

不是恒久的，终会结束。然后，当暂时的快乐或幸福完结时，

就变成了另一种苦。与正经受着的痛苦和焦虑相比，我们所经

历的愉快时光似乎是幸福的。因此，相对而言，痛苦貌似快乐。

快乐终结时，只要我们仍然在轮回或“有”之循环里，就会有苦。

克服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从烦恼中解脱。要摆脱烦恼，就

必须知道烦恼如何生起——烦恼是所有苦的根源，这种过失在

于毫无任何逻辑原因地执着于“自我”中。尽管哪里也找不到“自

我”或“我”，然而不经探究、核实、论证逻辑原因，我们却

执着于我们的身份，视之为“自我”。这个概念犹如我们把一

条彩色绳子误认为是一条蛇。黑暗中，我们认为所见到的彩色

绳是蛇。在意识到绳子确实不是蛇之前，你必将经历恐惧和焦虑。

同理，除非我们意识到没有“自我”，否则我们仍会执着于“自我”。

当执着于“我”时，“他”就会自动示现，因为“自”和“他” 

彼此依存，就像“右”和“左”一样。若有右边，就会有左边，

不可能只有右边。当有了“我”，以此为基础，就会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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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和“他”，接着就会出现对“自”的执着和贪爱，和对“他”

的愤怒。

基本上，所有烦恼的根源都是无明。由于我们的无明或缺

少智慧，我们没有认识实相，我们执着于一个“我”，由此而

生起了所有其他的烦恼。因此，轮回之根是执着于一个“我”：

当执着自我时，便有所有其他的烦恼；当有了所有的烦恼时，

便会造下恶行；造下恶行时，便造业了；造业时，就像在肥沃

的土地上撒播种子一样，时机一到就会长出作物，同样，恶业

会产生恶果。因此，要克服烦恼，就要切断自我之根；为了切

断我执，要生起无我的智慧，因为这是我执的对治法。当我们

这样做时，涅槃就是寂静，打个比方，若燃料耗尽，火自然熄灭。

同理，轮回之根是执着自我，若借由生出无我的智慧来切断我执，

那么所有的苦自然就会终止。故此，涅槃是寂静。

寂静或涅槃意味着无苦。有三类涅槃：小涅槃、中涅槃和

高涅槃（即：大涅槃）。

小、中涅槃。小涅槃、中涅槃是指声闻和辟支佛的涅槃。

获得这两种涅槃中的一种，都将完全从苦中解脱，只是还没有

完全展现品质，仍然会有细微的障蔽，阻碍你完全生起自己的

功德。基于这个原因，你无法利益他人，这是获得圆满觉悟的

最大障碍。

大涅槃。大涅槃也就是所谓的无住涅槃。我们有两个极端（另

译：两边）。一边有轮回，即“有”之循环，充满着苦和过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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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一处值得贪执。通过智慧，我们彻底舍弃了所有贪执，

出离整个轮回。另一边，我们有完全寂静无苦的涅槃。出于大

悲心，我们舍弃这类的小涅槃，不住其中，你也不停留在涅槃

的另一边。“无住涅槃”意味着以大智和大悲而不住轮回涅槃

两边。确切地说是超越了轮回和涅槃，这就是所谓的大涅槃或

无住涅槃，即完美的佛果或圆满的证悟。

作为大乘的追随者，我们的真正目标不是涅槃，而是大涅

槃或无住涅槃。出于大智而不住轮回，亦出于大悲而不住涅槃。

我们并没有变得“静止”，但却完全摆脱了任何形式的障蔽。

如此一来，我们超越了轮回和涅槃；我们从各种形式的障蔽中

解脱，展现所有的品质和能永不停止地利益有情众生的伟大事

业。只有大涅槃能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因为小和中涅槃不会利

益他人——尽管对我们而言小、中涅槃没有痛苦了，但仍然有

微细的障蔽；但是，当我们获得大涅槃时，就能彻底摆脱所有

形式的障蔽，同时，出于大悲心，我们永远不停止能利益有情

众生的事业。因此，若你相信这四大法印，为了获取大解脱      

（即：大涅槃）而践行佛法，那你就是一名佛教徒。你必须践

行旨在最终获得圆满佛果的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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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因为涉及到中观，欲详细了解，可参考可靠的中观著作。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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