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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任萨迦·赤津大宝金刚仁波切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在法国比

亚里茨的萨迦突杰岭赐予此开示。“萨迦传承”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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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每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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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并能获得暂时与终极

的利益。

以此功德，愿尊圣的第 41 任和第 42 任萨迦法王健康长寿、长久

住世、法轮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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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相互依存 (缘起依他 )和佛教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通常专注于许多活动，并为此付出努力。

进行许多活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发展物质世界，而主要是帮助有

情众生。我们必须致力于为一切有情众生，特别是人类，创造一

个更好的生活场所 [1]。我们的努力不应仅仅是使世界变得美丽，

而主要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带来幸福和舒适。然而，有时我们

却过于关注于我们此生——此生是暂时性的——而忘却了我们的

未来的生生世世和子孙后代。

本教学是关于生态与相互依存（另译：缘起依他）和佛学的

联系。事实上，“相互依存”是佛陀的教导之一。所以，我将谈

谈佛陀的教导。

佛陀赐予许多教导。他所有教导的目的是要驯服和调伏我们

的心——拥有一颗平静的心。如我们有一颗平静的心，那么我们

将拥有一个平静的外部世界。所有外在的暴力、干扰和破坏都是

我们内心造成的。当两个人或两个小组关系不好时，他们就会生

气，内心也会受到干扰。然后，由于他们混乱的心，他们在外部

世界制造了混乱。斗争和战争通常是由一个国家的一位或多位领

导人发动的——因为他们的愤怒和内心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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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控制我们的内心非常重要。当我们的心变得疯狂或非

常不安时，我们会通过身体行为和言语表达而对他人表现出愤怒。

因为我们愤怒的心，身体上，我们会打架，口头上，我们对其他

人说刺耳的话或恶言。由于这些负面的想法，我们在自己的家庭

内吵架、与邻居或他人对立。有时斗争（的规模或范围）变得非

常大，例如团体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干扰不是由

我们的身体或语言表达引起的——没有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和

言语便无法执行任何行动。

我们身体和语言上的行为，与我们的心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并拥有无限慈悲的平静之心，那么

由于这些正面的想法，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攻击任何人，或对

任何人使用苛刻的言语。慈悲心被定义为如是愿望：通过给他人

带来幸福快乐，以及把他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以此利益和帮助

他们。伤害他人是利益他们的反面。由于帮助与伤害另一位有情

众生是矛盾的，所以这两种相反的想法不能同时指向同一有情。

因此，我们的心行与我们的身体和言语的行为（之间），相互依

存或具有因果关系。同样地，有情众生与外界或无生命的物体（之

间），也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们有能力使这个外在世界变得更好、更有意义，但我们

亦有破坏世界的能力。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行善或恶。我们的行

为决定了世界是否以关注生态环境、主张生态保护的方式获得保

护或保存。从佛教的观点解释，外在环境取决于我们这一生、

多个过去生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审视痛苦，会发现痛苦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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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负面行为。要消除痛苦，我们必须消除痛苦之因，即

消除负面行为。 例如，要完全铲除树木，首先你需要铲除树根。 

如果你不铲除树根，则无法完全铲除树。同样，为了保护环境，

首先我们需要通过行善弃恶来保护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

如何影响外在世界或环境的原因。

在佛法教导中，我们说通过观察我们当前的状况，我们将会

知道过去所行；我们当下的心和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即：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我

们行善，那么我们将拥有一副好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过去行恶，

那我们将无法在此生中获得好的身体。同样，未来我们将拥有哪

种类型的身体，取决于我们当前的心。心的行为控制了身体和语

言的行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心行。

环境是好或坏或美取决于我们过去世和今生所作的行为，而

未来我们将拥有哪种类型的环境取决于我们当前的行为。为了真

正保护这个世界的环境，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控制我们的行为。

如果我们行善，那么环境将是美好的；如若我们的行为是恶的，

那么环境不会是美好的。

然而，在保护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名义下，却出现了许多

危害环境的负面行为。例如：导弹测试污染了土壤和空气，转而

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是，所有这些伤害都是人类

行为（导致）的结果。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身体上制造导弹还

是讨论制造导弹的计划。当有个企图时，身体和言语就会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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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如果有人想制造导弹，那么该想法就会激发他们的身体和

言语，使他们的企图变成现实并实现他们的计划。所以，最重要

的是要认知到：所有行为皆取决于我们的心。

保护环境不仅涉及保存树木，还延伸到保存我们的地球及其

空间。由于我们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生态是“相互依

存的缘起”的一部分。有时，人类自欺欺人；现今，有些人仅有

商业思维（即：太在乎商业利益），仅考虑此生中短期的幸福，

而不是为自己和他人的长期幸福着想。例如：人们在耕作过程中

使用某些化学物，使农作物生长快速，并且会比典型的尺寸更大，

这破坏了大自然。这些负面行为欺骗了许多人。这种“工程食品”

的食用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疾病和病痛。那些负

责此等商业行为的人并未为食用这种工程食品的人类同胞之福祉

着想。他们犯下这些恶行来赚取更多的钱而获得暂时的幸福。但

是，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行为会对自己和亲人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我们必须有正确的动机。例如：我们可能对保护稀有

动物物种抱有强烈的兴趣，这是一种善行，因为它涉及保护其他

生物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出于极大的慈悲心而保护动

物，那我们应致力于平等地保护每一位有情众生。如我们保护的

只是少数的稀有物种，却不是所有生物，那其动机并非真正出于

慈悲心。假如我们的动机只是因为可能会失去一些国宝，又或仅

仅因为我们希望世界看起来美丽而保护一个物种，那我们的行为

将基于错误的动机。作为我们错误动机的结果，我们将不会有一

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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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正保存我们的环境，我们必须控制我们心的行为，

而这将有助于我们控制能影响环境的身体和言语的行为。正如

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行为具有非常强的因果关

系。为了控制我们的心行，我们必须通过培养慈悲心和内在的

平静，来驯服我们的心。当有了内在的平静，那自然地就会有

外在的平静。通过发展慈悲心，我们的内心将变得平静。通过

如此行持，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引发更多的平静与和谐。

注释：

[1] 原文中的“better place…to live”一般直译为“更好的居住场所”，

从开示的宏观性角度，本篇翻译为“更好的生活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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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答

问：有不同类型的环保主义者。有些人主张采取行动保护

环境，而另一些人则主张采取激进甚至武装分子式的行动，来拯

救某些动物和森林。我们是否需要两种方式，还是有更好的解决

方案？

答：首先，如果我们只关注如何使这个世界变美，那我们

就不是在保护所有的生物。例如，如果我们仅专注于保护一些稀

有的（动物）物种，而没有保护诸如鸡、鱼等的其他动物，那么

这将不会产生良好的环境结果。第二，关于采取激进的行动来保

护稀有物种和自然，我们必须谨记：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我

们都应该怀着慈悲心去做。我们应对每一位众生都有平等的爱，

而不仅仅是对一些稀有物种。我们应该以正面的想法和动机去保

护环境。如果我们有内心的平静，那我们自然就可以使这个世界

变美和保护稀有物种、海洋、太空和地球。因此，我的回答涉及

了两方面，但却没有完全采纳其中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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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

问：当我们实施一个行为时，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行为是

好或恶呢？

答：这取决于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怀着帮助他人的意愿，

以及正确的动机开展行动，那我们的行为很可能是正确的。虽然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意图，但是由于无知或不知道，我们

会做出恶行；但是，除非是不正确动机，否则一个行为并不是完

全负面的。例如，如果你在开车时不小心（撞）死了你的朋友，

杀人的行为是不好的，但你并非有意杀死那个人，因此，该行为

并不完全是恶的。如果我们以恶意实施恶行，则一个完完全全的

恶行发生了。

* * *

最后，我们回向：祝愿所有众生获得快乐及快乐之因，并且

从痛苦与痛苦之因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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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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