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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尊贵的吉美·钦哲仁波切的越南河内徒众之祈请，尊圣的第 42

任萨迦·赤津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在越南河内赐予

此开示。 “萨迦传承”整理、编辑此英文版本并于 2020 年出版。“萨

迦传承”翻译小组将此开示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文中的《咕噜仁波

切七句祈祷文》的英文翻译是参考“贝玛卡拉”翻译组之前的翻译，

而中文版则由“萨迦传承”翻译小组由藏文翻译中文。

感恩直接或间接参与此开示整理或编辑的每一位。这使更多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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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任萨迦法王们健康长寿、长

久住世、法轮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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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噜仁波切的七句祈祷文

于莲茎花蕊座上，

诞生妙胜之成就，

莲花生源作称呼，

空行眷众所围绕，

于您身后我修行，

为赐加持祈降临，

莲师成就请赐予。

咕汝贝玛斯迪吽！

~ ~ ~

嗡啊吽  班匝咕汝贝玛斯迪吽

以此福德我迅速，

证成邬金莲花后，

尽诸众生无一余，

祈愿安置于彼地。

                    吽！ 邬金刹土西北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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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噜仁波切七句祈祷文的教学

引言

咕噜仁波切（即：莲花生大师）实际上就是伟大的金刚总持

（金刚持）。他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集。伟大的金刚总持的

显现之一就是咕噜仁波切，而咕噜仁波切化生于世，他从莲花中

诞生 [1]。

咕噜仁波切保藏并保护了印度圣地的佛法。他也是在雪

域——西藏建立佛法起到极大作用。咕噜仁波切是把佛法带到雪

域的伟大上师或伟大圣者之一。藏文中，这词“堪咯初松”（མཁན་

སློབ་ཆོས་གསུམ།）意即三位伟大的圣者，即：方丈、老师以及法王 [2]。譬如：

寂护、咕噜仁波切以及赤松德赞，他们把佛法建立在雪域之中。

这《七句祈祷文》是金刚空行母们用来邀请咕噜仁波切（参

加）荟供 [3]（时所使用）的词句。

在印度圣地，有一所伟大的佛学院叫那烂陀大学。一度，很

多非佛教（另译：外道）学者破坏了佛法，而那时，空行母们祈

请佛教的班智达（即：大学者）们邀请咕噜仁波切。 班智达们

回复说，到那里（邬金刹土）去迎请咕噜仁波切是艰难的。空行

母们说：“你们只需要登上寺院的屋顶。在那里以极大的敬意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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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熏香等的广大供养，随后应该做这七句祈祷文（的念诵）。”

空行母然后向班智达们教授了这个祈祷文。

依照空行母的嘱咐和教令，班智达们吟诵了七句祈祷文，就

在那时，咕噜仁波切从天而临，落座于五百班智达的中间，并主

持了他们的聚会。

咕噜仁波切以经文及逻辑推理击败了所有的非佛教学者。同

时，咕噜仁波切也以其他方式打败了所有试图对佛法的保存和兴

盛制造障碍的非佛教（外道）学者。

后来，咕噜仁波切来到藏地雪域，并在藏地建立了佛法。当时，

他将这七句祈祷文赐予了他的追随者们。从那以后至今，此未断

传承的祈祷文被传下来了。它在所有藏传佛教教派中闻名遐迩。

注释：

[1] 从密乘角度看，若圣者于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中选择化生方式

出现于世，则比胎生者，在对具威力的魔类、天龙八部鬼神等方面，

受到的影响更小而调伏彼等之能力更大。

[2] “法王”有三种含义，即：一、（教、证等方面的）佛法之王；二、 
护持正法的世间领袖；三、裁判善恶的护法阎罗王。本文此处指第二

种含义。

[3] 荟供是密宗特有的一种仪式，是快速消除业障、积累福慧资粮的方

便法。欲了解详情，可在得法后，询可靠的具格传法咕噜（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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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七句祈祷文

吽！ 邬金刹土西北隅，

在邬金刹土 [4] 的西北隅，（那个地方的）水有八种品质（另

译：功德）。第一、它有清凉的效果；第二、甘美；第三、它是

轻软的；第四、它是润泽的；第五、那水很清澈；第六、它无染

（另译：澄净）；第七、如果你喝了，不会引发胃疼；第八、若

饮用，它不会损伤你的喉咙。这水盈满了达那郭夏湖。就算在普

通人眼中，这西北隅也有着很多美好品质。

于莲茎花蕊座上，

许多莲花从湖中出现。最大的是一枝最为殊胜的花——有花

蕊的莲花。从其茎长出其他荷花，总共五朵。这五朵莲花代表五

种智慧和五佛 。中间的莲花是红色，代表阿弥陀佛的花种姓。

咕噜仁波切化生于莲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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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妙胜之成就，

这句阐述咕噜仁波切已经获得了成就。事实上，他不是别人，

正是佛陀（本人），咕噜仁波切已经证悟成就、行持许多伟大（利

生）圣行，就如释迦牟尼佛一样。

莲花生源作称呼，

他在藏文中被称为“贝玛炯内”（直译：莲花生源；梵文则

是“贝玛森巴瓦”），其意为：莲花生。他的名声远近驰名。 

此祈祷文的前四句展示了祈祷的对境，即：我们在向谁做此

祈祷。咕噜仁波切是一切皈依（处）之总集。由于他与佛陀与金

刚总持无别，（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咕噜仁波切就是最终极的皈

依（处）。有了这样的信心和了知，我们应该祈祷咕噜仁波切。

咕噜仁波切是在藏地雪域建立佛法的主要圣者之一。更为特

别的是，咕噜仁波切同萨迦派有很强的关联。

咕噜仁波切在后来西藏建立萨迦寺的地方，于四个方向上建

立了四座佛塔。现在“萨迦”既可以是萨迦寺庙所在地的名字，

也可以是我们教派的名字。“萨迦”这个地方在萨迦派创建以前

并不叫萨迦；在萨迦派创立以后，这个地方才命名为“萨迦”。

咕噜仁波切在萨迦派建立以前就加持了此地。  

再者，萨迦派与昆氏家族传承有着强大的关联——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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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了萨迦。萨迦派建立之前，昆氏家族成员追随着宁玛派。在

咕噜仁波切初来西藏时，昆氏家族成员之一，叫做那迦难达·罗

合乞塔（梵文名，旧译“康龙尊护”，今译“龙王持寿”；藏音

用汉字转写为：昆·鲁益旺波泽真），从咕噜仁波切那里直接接

受了普巴金刚的灌顶。故而，昆氏直接地与咕噜仁波切有着极大

的法缘。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萨迦派仍然持有由咕噜仁波切给昆

氏家族成员的普巴金刚传承。因此，萨迦派与咕噜仁波切有着强

大的连接。

空行眷众所围绕，

第五句说咕噜仁波切被空行眷众所围绕。这也是我们祈祷对

境的一部分，因为空行眷属是咕噜仁波切智慧的显现。其实，咕

噜仁波切与眷属是密不可分，本质为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第五

句描述了我们祈祷的对境。  

向咕噜仁波切祈祷，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应以诚挚的信

心来祈祷。缺少诚挚的信心和虔敬心，仅仅诵读祈祷文将不算有

效的祈祷。

我们应该有三种信心，即清净信、欲乐信及胜解信 [5]。以这

样的信心和动机，我们可以念诵祈祷文，也可以行持顶礼和其他

的法行。

具有诚挚的信心或不可动摇的信心非常重要，这意味着无

论我们在生活中是悲伤抑或欢喜，无论在生活中遇到何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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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应该绝不放弃发展对三宝的信心和虔敬心，尤其在这个教

授（七句祈祷文）中，我们应该向与三宝是一如的咕噜仁波切祈

祷。莲师本身即是皈依处的总集或三宝的总集。

我们应该以逻辑推理去了解我们皈依和祈祷的对境，不是仅

仅因为我们热爱咕噜仁波切。在我们对咕噜仁波切诚挚的信心和

虔敬心的背后，应有着（合乎）逻辑的理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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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您身后我修行，

第六句翻译道：“追随您，我践行（即：于您身后我修行）。” 

此含义：然而，不仅仅是“我”；相反，我和其他人将追随咕噜

仁波切，也不会违背他。这句意指我们跟随咕噜仁波切的教导及

践行。我们不仅追随，还依之践行（另译：依教奉行）。

为赐加持祈降临。

咕噜仁波切对一切（众生）有着无量的悲心。他就是悲心的

体现。因此，此刻请以您无尽的身、语、智慧加持我们。此处，

我们祈求咕噜仁波切加持我们，意即犹如点金术把铁变换成金一

样，请加持我们的身、语、意变成如您（咕噜仁波切）一样的身、

语及智慧。为了能以此方式加持我们，我们恳请咕噜仁波切前来

加持我们。这个祈祷文也是一个召唤祈祷文，呼唤咕噜仁波切加

持我们。

最后在结尾处是密咒：

嗡啊吽 班匝咕噜贝玛悉地吽！

“咕噜”在梵文中表示具有很多品德的人，“咕噜”在藏

文被译作“喇嘛”。实际上“喇嘛”是一个有高度的词。虽然我

们不应该称呼所有的僧人为“喇嘛”，但如今我们都这样做。



咕噜仁波切七句祈祷文的教学

8

注释：

[1] “Oddiyana”，古译“邬丈那国”或“邬迪亚那”，今译“邬金国”，

是莲师的出生地，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地方。邬金国曾是密法非常兴

盛的地方，曾因国王恩扎菩提及所有臣民都修成“密集金刚”，而举

国之人飞升净土，导致其国一段时间内空无一人。藏地现存的许多阿

努约嘎密续和部分阿底约嘎密续（大圆满），就是莲师让弟子毗卢遮

那大译师前去邬金国求取、带回藏地，从邬金语翻译成藏语的。

[2] “believing faith”直译为“确信信”，意译为“胜解信”、“不退转信”，

意即：因理解了或见证到真相、真理，而确信无疑，由此生起的不会

退转的信心。

不论如何， “咕噜”和“喇嘛”的意义是一样的，即我们可以

接受灌顶的对象。“贝玛”意指咕噜仁波切的名字，而“悉地” 

意即精神成就。我们需要获得两个层次的悉地：共同悉地和不共

同悉地。（咒语的）最后一个字是“吽”，意即赐予悉地。因此，

“咕噜 贝玛 悉地 吽”的意思是，我们请求咕噜仁波切赐予我们

共同和不共同的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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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

总结

总结此祷告的含义： 

第一句是形容咕噜仁波切出生的地方。第二句是描述咕噜仁

波切是如何出生的。第三句是描述咕噜仁波切的伟大特质（另译：

功德）。 第四句是讲述咕噜仁波切的真实姓名，即：贝玛炯内

或莲花生，第五句是描写咕噜仁波切被空行眷属们层层围绕，事

实上，空行眷属们和咕噜仁波切都是同一自性的显现。前五句都

是描述祈祷的对境，第六句讲述我们如何向咕噜仁波切祈祷。第

七句和咒语是描写通过祈祷咕噜仁波切，我们的心相续将得到加

持与悉地。

这是对《咕噜仁波切七句祈祷文》的简要讲解。念诵祈祷文

后，你要做恰当（另译：如理）的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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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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