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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圣的萨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法王），于 2013 年 8 月在新

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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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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及其重要性

佛法是利益和幸福快乐的源泉。佛法犹如大海般极为广大

甚深。根据个人的能力，无论你能从佛法中撷取到多少，即便

微如一勺，亦会有巨大益处。

之前给大家阐述过，在佛法的所有车乘 [1] 中，金刚乘是极

其高深的 [2]，金刚乘教法尤其会根据我们个人的能力而授予。我

们大部分都还是普通人，同时有重大的恶业，对堕入恶道有极

大恐惧。因此，当务之急的是：要救度一切有情众生脱离恶道。

大型的佛法仪式，比如大日如来法会 [3]，尤其是通过在仪式

中创建沙坛城，能积聚广大的功德。这些仪式也是救度众生免

于在恶道受苦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对那些去世未久的众生。因此，

我们是有福报的——能够在这里举行大的法会，尤其是按传统，

在这个月期间为亡者进行净化仪式。

要将佛法带入一个国家时，需要巨大的加持。佛法最初从

印度传入藏地时，曾有很多违缘障碍，一方面因为佛法是第一

次被引入藏地；其次，当时有很多有威力的地方神灵，制造了

大量障碍，所以引进和建立佛法十分不易。俗语说：“有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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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之处，也会有深深的魔（另译：法深魔亦深）。”也有另

一句俗语说：“珍宝极为稀有难得，同时也有很多障碍。”

佛法最初传入藏地时，要建立起来是困难至极的。因为这

个缘故，一切诸佛的总集——咕噜 [4] 莲花生大士，被邀请到藏

地。通过他具足威力的加持，所有的恶势力被降伏了，同时善

神和地方神灵也转而追随佛教，成为了护法。那之后，桑耶寺

和佛法稳固地建立起来。从那时起，不计其数的寺院纷纷成立，

僧众体系亦建立和扩展，直至今日。

能净除障碍和领受加持的方法之一，是参与建造佛像、参

印神圣的佛法书籍，以及参建佛塔。佛像、佛法书籍和佛塔分

别代表佛陀的身、语以及意（佛意即彻底证悟的智慧）。若你

参造佛像，以咒语装藏在其中，是必要的。

据说有四种舍利。[5] 第一种是属于“法身舍利”。将咒语写

在纸上面，卷起并用来装藏在佛像之中，这就是法身舍利的一

例。第二种是“身舍利”，如佛陀和神圣大师们的头发、骨头，

以及其他身体部分。另外一种被称为“遗留舍利”[6]——大践行

者圆寂后，法体留下了可见的特殊舍利。在不同颜色的舍利中，

白色圆形的舍利，被称为“仁塞”（即：“幻化舍利”），是

特别的一种。

根据特别指令，用咒语将佛像恰当地装藏起来。比如，将

传承咕噜的咒语装入佛像头部，中间部位是诸本尊的咒语，下

方部位是诸护法的咒语，基座则是以财富本尊的咒语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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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地装藏和封印后，会进行佛像开光。开光期间，诸佛

和本尊们的智慧层面（或“智慧身”）被迎请并融入佛像——

事实上，这样做是在邀请活生生的诸佛。以此方式，我们做了

巨大的功德。缘于这份功德，佛像平息了所有种类的障碍和妨害。

我们能过上很和平、详和及幸福的生活，我们能很成功地践行

佛法且能够获得大的证悟。

建造佛像和本尊像有巨大利益，但与此同时，若过程处理

不当，比如装藏没有做得恰当，若开光、佛像的尺寸不正确等等，

这也会造下大恶业；若做得恰当，则是造功德和获取加持的好

方法。

佛像代表佛陀的身体方面。佛陀的语是由圣佛法书籍，即

佛陀法教来代表，比如：三藏 [7]。语更为重要。以全然的虔敬心、

无有拼写错谬，恰当地印制佛书，若参印和分发佛书并不是为

了谋钱或财富，而是为了众生获取佛法知识的良愿，则更具功德。

此刻，我们没有福报值遇佛陀，但是通过圣佛法书籍，我们可

以听闻佛陀的教导。比起佛身，佛语方面更为重要，因为语来

自证悟心（即：智慧）。所以，参建佛塔更具福德，因为佛塔

代表法身之超然智慧的证悟心，法身即实相身。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佛塔，但标准的有八种不同形状。据说，

这八种不同形状的佛塔原本建于佛的八圣地：菩提伽耶、瓦拉

纳西、拘尸那揭罗、蓝毗尼、舍卫城、僧伽施、王舍城和毗舍离。

八种不同形式或形状的佛塔矗立在这四大和四小圣地。塔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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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状诠释着佛陀的不同事业，比如佛陀从天界降临的伟大行

谊。提及“佛从天界降临”时，可以表示两个不同的场合：一，

佛陀从兜率天降临，在迦毗罗卫国入胎；二，佛陀证悟后，上

升到忉利天去度化其母亲。在这里，“降临”是指后者事迹。

因佛陀在三十三天居住了颇长时间，在那里教导其母亲和其他

天人，人道中的众生在受苦，同时人道中的每一位都热切盼望

见到佛陀。作为回应，佛陀再次降临人道的僧伽施城，即四小

圣地之一。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塔形，象征着“从天界降临”。

这座佛塔有三架梯子，代表着佛陀从天界降临。据说，这三架

梯子由珍宝所造，从天界向下伸入僧伽施城。佛陀在中间的梯

子降临，梵天在其右，帝释天在其左。同样，其他七座佛塔的

塔形，每种塔形皆有其象征意义，代表佛陀不同的事业。

我们可以为了自己和他人，尤其是亡人的福祉，随喜参建

（此处尤指“以资金等财务随喜”）佛塔。事实上，这是帮助

亡者清净恶业、累积大福德的，最有效和善妙的方法，使他们

能投生于佛刹。为亡者建造或随喜参建一个装藏有四种舍利子

又恰当封印的佛塔，比为亡者建造佛像或参印圣佛书，更具福德。

根据大日如来的密续，有九种清净亡者恶业的方法，其中一种

就是以亡者名义参造佛塔。

也有提到说，一个人死亡并火化后，其骨灰会在骨仪式中

被加持。仪式中，在骨头被压成细粉来做“擦擦”前，会念诵

十万遍大日如来陀罗尼长咒。此处的擦擦具体是以泥为主而造

的小佛塔。接着是在擦擦仪式中，念二十万遍大日如来陀罗尼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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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回藏地往昔，此仪式可以由一名僧人或一群僧众来进行。

如果是一群僧众共修，根据僧众人数，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如果由一名僧人进行，则需要三个月来完成，跟进行大日如来

基本闭关的时间一样。

恰当地完成仪式后，即使擦擦是来自普通亡者的，也可以

放进佛塔里面；然而，传统上，并不建议将有普通亡人骨灰的

擦擦放进佛塔中，因为人们通常会围着佛塔绕行、礼拜等等，

如果一座佛塔有普通亡者的擦擦，届时这会减损普通亡者的福

德。

一般而言，恰当地完成仪式后，擦擦会被恭敬地带到湖泊

或大河，尤其是如印度的恒河或亚穆纳河等等的神圣河流中。

除了将擦擦放入佛塔以外，这样也可行。

你也可以随喜参建佛塔，特别回向给亡者，而这是净化他

们业力并积累福德的一个好方法。所有古代的佛教王国和地区，

都有很多的佛塔。在藏地，我们的萨迦祖寺就有四座殊胜殿：

度母殿、文殊殿、大黑天殿，以及尊胜佛母殿。它们之所以被

称为殊胜殿，是因为每一座殊胜殿在建立时，都被看到有特别

的迹象和征兆。萨迦巴被认为是四大译师的传承持有者，四大

译师是巴日·罗匝瓦（巴日·译师）、卓弥·罗匝瓦（牧人·译师）、

枚·罗匝瓦（枚·译师），以及罗匝瓦·仁钦桑波（译师·珍宝贤）。

[8] 源自此等译师的法教，被认为是非常纯净和真实的，因为佛法

的源头是印度，译师们从藏地千里迢迢去到印度，从诸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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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导师处学习佛法，所以此传承被认为是非常纯净和真实的。

这四大译师的其中一名被称为巴日·罗匝瓦。“罗匝瓦”意

即“译师”。他的本名叫仁钦·扎巴（珍宝·名闻）。他是伟大的

喇嘛萨迦巴（上师萨迦巴）——萨千·贡嘎宁波（法力高深·众    

喜精华）的心灵导师。萨千·贡嘎宁波还年幼时，巴日·罗匝瓦亦

担任法座持有者，故为第二任萨迦法王。当巴日·罗匝瓦在建造

萨迦祖寺四殊胜殿之一的尊胜佛母圣殿时，这座佛塔是根据我

刚所讲解的、位于八大圣地佛塔的八种形状之一所造。此佛塔

开光时，黄光照亮塔身，直至光芒笼罩整个地区。同时，“拉索”

这个词从天空中传来，被听到三次。“拉索”意指“做得好”。

黄色象征“增”事业 [9]，而尊胜佛母则是长寿本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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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佛塔开光后，每天僧众都会进行尊胜佛母的仪轨。如

果绕行此佛塔，即便是那些病入膏肓者都能痊愈。有些关于绝

症患者的传说：他们在绕行此佛塔后，都得以延年益寿。

另一座萨迦祖寺的殊胜殿是圣度母殿，也是和同一位译师，

即巴日·罗匝瓦有关。当巴日·罗匝瓦为这座殿建造度母塑像时，

它变成了三个“撒把”[10]，亦是所谓的“三层萨埵”。殿里有一

尊金属造的度母像——这是本尊的具体方面或誓言尊。有另一

尊由绿松石所造的度母像在金属度母像里面——这是智慧尊，

即本尊的超然智慧方面。接着是圣度母的化身，她真切地以女

性形态和相状融入到度母像里，是本尊的禅定方面，或禅定尊。

因此，三个撒把是誓言尊、智慧尊和禅定尊，本尊的三个方面。

第三座殿是文殊殿，由萨迦·班智达（萨迦·学者）所造。萨

迦·班智达是文殊的真实化身，因此他具备所有的知识，包括艺

术。萨迦·班智达亲自造像并开光。所以，此尊文殊像是真实文            

殊，如一位活生生的本尊。

第四座殿是大黑天殿。此尊大黑天像，原本是随着导师们

从印度的菩提迦耶来的。据说，当第一位导师到来时，这尊像

就如同一个人般，能和他说话。最终，此尊像到了喇嘛萨迦巴  

（即：萨千·贡嘎宁波）手中，从那之后就一直作为寺院的主要

护法存在。

概括而言，为了引入、建立佛法，为了增上一切众生的幸

福快乐，为了护持佛法，并能顺利地践行佛法，极为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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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乘”为：小乘、波罗蜜多乘（属于大乘），以及金刚乘（属于大乘）。

[2] 参见第 41 任萨迦法王著《五部佛与五烦恼》，2021 年“萨迦传承”出版。

[3] 参见第 41 任萨迦法王著《普明大日如来仪轨：救拔众生于一切厄运》，

2020 年“萨迦传承”出版。

[4]“guru”（梵）音译为“咕噜”，“老师”的意思。在佛学术语中，一

般译为“上师”。

[5] 针对舍利的种类，据说有几种讲法。本篇是根据法王的开示，如实整理

翻译。

[6] 一般指荼毗（即：火化）或虹化后所遗留的舍利（若此位行者有遗留下

来舍利）。

[7] 三藏：经藏、律藏和论藏。

[8] 参见第 41 任萨迦法王著《藏传佛教萨迦派概述：历史、大师和法教》，

2021 年“萨迦传承”出版。

[9] 息、增、怀、诛四种事业呈现在佛教密续的仪式分类中，分类是基于仪

式目标。这四种事业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而进行的。

[10] 根据法王的讲解，“撒把”的藏语是“森巴”，梵语则是“萨埵”，即

“尊”或“勇敢之心”。 

造佛像和本尊像、印刷佛书，以及造佛塔。我很欢喜地看到这

个国家有很多佛教中心（即：佛学会、道场），并且有很多佛像、

佛书，还有佛塔，这是为国家带来和平、幸福和祥和的好方法。





萨迦 • 赤千法王被尊为藏传佛教萨迦传承的第四十一任法主。法
王生于 1945 年，来自尊贵的昆氏家族。这一家族的祖先可追溯
到西藏历史的早期。该家族在十一世纪时创立了萨迦派。年轻
时，法王从众多卓越的大师和学者处接受了高强度的佛法训练，
包括了佛教哲学、禅定修习和修法仪轨等。

普遍地，法王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是许多新生代
佛法上师和行者的精神导师，并在东西方国家皆传授了萨迦派
的核心教授——道果法。法王示现出了甚深的智慧与慈悲，他
不辞辛劳地工作着，建立了（大量的）寺院、尼众院和教育机构，
并将佛陀教法带给了世界各地的无数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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