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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萨迦·赤千法王（第 41 任萨迦·赤津法王）于 2011 年 7 月 8

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赐予此开示。参考纽约大悲遍

空寺出版的英文版本中已作出的有用编辑，“萨迦传承”整理编辑的

英文版于 2019 年出版。“萨迦传承”翻译小组将此英文版翻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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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尊贵的第 41 任萨迦·赤津法王健康长寿，长久住世，

法轮常转。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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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观点与全球生态学

生命非常珍贵

我们的生命非常宝贵，即便是从我们自己的观点而言。我们

可以从我们担忧失去这个生命的角度来看出这一点。我们担心生

病、担心被人攻击，所以尽一切努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对我们来

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了——这不只是从宗教的角度来

看，而是仅从世俗的角度就可以证明。

同样，每个生者也都认为他或她自己的生命极其宝贵。我们

不想失去生命，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延续它。因此，了解我

们的生活和更广大的环境间的关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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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最强有力的因素

佛教的教义，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教义说，我们既有身也有心。

身体很容易描述：我们知道它来自何处，即源自我们的父母、如

何形成、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维持。身体是可见的：我们可以描述

它的大小、颜色和形状，以及某人的身体是美丽还是丑陋等等。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身体将会以某种方式被处理。

然而，心是非常不同的事物——心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也无法用手去触摸。我们（亦）无法描述它的大小、颜色或形状。

然而心却是最强有力的因素，如果没有心，身体就死了。心做出

了所有的事情（即：心是一切事物的作者）——万事万物的运作

都与心相关。正是这颗心，做了一切善行与不善行。感受幸福的

是心，感受痛苦的也是心。因此，最重要的现相 [1] 是心。

那么，心从哪里来？它是如何形成的？根据佛教教义，心没

有所谓的起始，故称此为“无始劫”或“无始”。你也不能说这

个人的心始于“此时”，因为心是无形的，所以它是一种无限期

延续的事物。

你的身和心是非常不同的。心是无形的，也难以描述，它不

可能来自像是可见的身体或元素这样的事物。心必有其自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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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性。由此推论，可以确定：在我们此生之前还有前世。从

那一生开始，虽然先前的身体以某种方式被处理了，但心的意识

仍在延续并进入现在的身体。所以我们的心现在就住于这个身体

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现在的身体将再次以某种方式被处

理。但是心无法被处理掉，它不能被火化或埋葬，因为它是无形

的。由于看不见，我们无法让它消失。所以这个非常强大的心将

再次延续并进入另一个生命。如此推论，我们就能确定有来世，

且这个过程反复地进行。

注释：

[1] 一般情况下，“phenomenon”翻译为“现象”，但“现象”一般

被定义为“心所观察、研究的对象”，这表达的是二元对立下的概念，

而佛法里，它往往是指“本质的一种显现”，有着一元化的涵义，故

参考历代大译师在汉译佛经的用词，在此译作“现相”（以与“实相”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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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对每个众生都是珍贵的

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所谓的“生命之轮”。轮子转

了一圈又一圈，一直都在转，无始无终。同样地，生命无始无终，

一直在延续。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无数次受生；

除非获得解脱或证悟，否则未来将继续一次又一次地受生。染污

和业力的风吹到哪里，我们就不得不在那里出生，别无选择。因

此，在这个宇宙里没有一个地方我们未曾出生过。

此外，没有一个有情未曾做过我们的父母、朋友、伴侣、孩

子等。但因生命的改变，我们认不出彼此了。我们把一些人视作

我们的朋友，一些人视作我们的敌人，而一些人对我们来说无关

紧要。但实际上，每个有情包括我们现在最厌恨的敌人都曾经是

我们非常珍爱的人之一。

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因为生命对我

们自己是宝贵的，所以对别人来说同样宝贵。当你想到自己的感

受时，你可以了解每个人也有同样的感受。生命不仅对你而言非

常宝贵，它对每一个生物——从最微小、几乎不可分割的蠕虫或

昆虫到神灵——都一样宝贵。因此，我们应该记住，生命对一切

有情都很珍贵，要关注如何保护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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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和慈悲，对待每一位有情

既然生命如此宝贵，那我们就必须保护我们生存的地方。我

们无法生活在没有水、没有树木、没有……这些的地方。因此，

所有环境问题都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

事实上，怙主佛陀可以说是环保主义的创始人，因为在他制

定的戒律（这里特指由僧尼遵守的准则部分）中规定不能砍伐树

木、采摘花卉、扰乱森林、污染河流或玷污草地。这些正是我们

今天谈论的环境保护的方式，而很久以前佛陀就已将之制定成了

僧侣和尼众受持的戒律。

此外，佛陀说，每个众生的生命都很珍贵，特别是在大乘教

言中。每一个有情都曾经是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必须回报从他

或她那里得到的爱、善意和好处。甚至那些伤害我们、为我们制

造麻烦的敌人也曾是我们非常珍爱的，但是因为我们认不出他们，

所以非但没用善意回报他们，反而报之以愤怒。在佛陀的教诲中，

爱和慈悲被形容为是无量的。无一例外的，我们应该爱所有的生

命：无论是相知，还是不相识；无论是远，还是近；无论是所喜

爱的，还是所憎恨的，所有人都应该对每一位有情怀有平等的爱

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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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护我们的环境，平等地爱护一切有情

6

当今世界面临许多环境问题。许多人害怕在几年之内，世界

就会变成一片沙漠：没有水、没有树木、不再降雨，空气被严重

污染，以致于每个人都必须（随时）携带氧气罐来（维持）呼吸！

因此，为了我们的后代而关心我们的星球，极为重要，为了他们，

我们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并对我们目前的行为做出一些改变。

佛陀的教言深远广大，涵盖一切。

但佛教徒主要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禅修等修行上，他们因而

不会进行过多外部的活动。相反，环保主义者则非常活跃，他们

做很多能直接有益于动、植物等的事情。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和

佛教徒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更（注重所谓）“实际”层面，而

后者则有更深刻而广阔的视角。

现代环保主义者认为生命是宝贵的，他们不仅是说说，而是

积极努力地去保护生命。

但是，他们的方法并不完整。例如，在印度，许多人都为了

保护老虎而操心。据说印度曾经有四万只老虎，但现在这个数字急

剧下降到只有一万四千只。老虎非常好看、威猛而友好，所以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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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都希望保护它们。他们也专注于其他需要保护的珍稀动物，

例如印度的一些鹿种，任何猎杀这些鹿的人都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这样非常好。

但是我们不仅需要保护珍稀美丽的动物，（因为）每个生物

都具享有生命的权利。然而，没有环保主义者说我们需要保护蚊

子，或许是他们不想保护蚊子，因为认为蚊子非常丑陋和吵闹，

他们会打扰和叮咬你，还（可能）带来疟疾等疾病。因此即使是

多数人，也认为最好能消灭蚊子。但是蚊子也是鲜活的生命，生

命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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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佛陀的智慧结合起实际行动来
保护世界

佛教教义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需要得到保护，无论它们对

我们是有害还是有益，无论它们是美还是丑、是繁多抑或稀少。

在印度，捕杀一些为数众多的野生动物是被允许的。从佛教的观

点来看，这是不对的，可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但是，

我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此处的重点是：生命对我们自己和对蚊

子而言都同样宝贵。事实上，蚊子的生命很短暂，有些只能存活

一两天。虽然它们活得不长，但人们看到蚊子还是会打死它们。

用爱和慈悲来保护生命的佛教观念比这更深刻而广泛，但这

点并非所有佛教徒都能身体力行。一些佛教徒可能会观修和背诵

此祈祷文：“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但当附近的动物在

遭受痛苦或哭泣时，他们却漠不关心。

相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人或许不会祈祷或禅修，但

当有动物遭受痛苦、哭泣或生病时，他们会去现场帮助他们。我

觉得这很好。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集合佛陀的教导和具有同情心的人们

的积极行动。这两者的结合，将会非常有益。它将比任何单一的

方法都更强大有力、更广泛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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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一项全球性的努力

从一开始，佛陀就已经亲自教导我们生命是珍贵的，所以我

们应该让这个世界变得美丽和干净，不仅是为了人类，而是为了

一切有情众生。

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僧人正在禅修时，突然有一片叶子落在他

身上，打扰了他。他非常生气，把叶子碾碎并把树砍倒说：“为

什么佛陀做出如此奇怪的戒律，不允许僧人采摘叶子和花朵？”

他对那个时代的佛陀 [2] 感到愤怒。

于是到了下一世，他转生为“纳迦”[3] 。当然，有这样的动物，

例如，在海洋中，有的珊瑚是生物，但它们却看起来像树木或植

物。总之，他的头上长着一棵巨大的树。随着树木根部的向下生

长，这给纳迦带来了疼痛和沉重，让他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有一

次，佛陀在与一位国王一起旅游时遇到了纳迦。国王问佛陀：“为

什么这个人头上长有这么奇怪的树，他为何受此苦呢？”佛陀回

答说，在前一尊佛陀的时期，这个人是一名僧人，他生气时碾碎

了一片树叶并且把一棵树砍倒，如此不恭敬那个时代佛陀（依据

因果规律）制定的戒律。作为（相应的）业果，他今世受生如是。

这个故事显示出佛陀对树木、花朵、水、溪流、水塘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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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么地关注。我认为，对现代环保主义者来说，从佛陀的教义，

特别是从戒律中汲取灵感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我们无法保护到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但只要是

我们能做到的，都应该去做。环境保护不是只有某个人或某个

组织才能做到的。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做的事情——人人有责。

首先，非常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未来

就有危险。在许多方面来说，已经太迟了——我们不能让每个

人在任何地方保护所有的环境，但是只要我们意识到了，并且

许多人都付出努力，我们肯定会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成效。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的要点是生命很珍贵。既然生命如此珍

贵，那我们就必须做些事情。我们必须使此生变得有益（另译：

具义）并延长它。特别是为了后代，我们必须保护这个世界，

因为许多事情已经在变化之中。例如，我在藏地的许多朋友告

诉我，藏地的气候正在发生改变，雪正在融化，而且融化的速

度在加快，随之而来的是水和气候的变化，（原本正常的气候

状态）日渐被扰乱。

我们相信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可见的东西，如山脉、树木

等，还会影响看不见的事物。在藏地，每座山都有自己的地方

神灵驻守。古老的信条说他们也会受到干扰：如果他们不快乐

或不健康，就会在外面的世界引起灾难。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人们变得过于贪婪。他们砍伐了太多

的树木，开采了各种矿藏等，破坏了树木、山脉、大地、水流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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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事物，这些破坏也影响了神灵。很多人不相信地方神灵之

类的东西。但我认为确实事情明显地正在发生，所有这些变化导

致我们面临许多灾难，如地震、海啸、火灾和龙卷风，各种问题

层出不穷，我相信这些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

因此，我们不仅必须保护环境，还必须要让地球母亲本身恢

复活力。为此，我们必须做些（消灾祈福）的法会仪式，有许多

种类的仪式，如埋藏宝瓶、洒净仪式、熏香等。做这些事肯定会

带来很好的效果。例如，台湾和日本都在地震区、经常发生地震，

有时非常严重。但最近，台湾许多佛教大师都做了煨桑 [4] 、火供、

洒净仪式、埋藏宝瓶等。很多人告诉我，从那时起，地震和台风

就减少了。并非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从不同角度和各

方面进行的努力，情况肯定会有所改善。

我再一次强调保护环境并不是几个人或少数组织就能够实现

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因为作为人类，我们必须替我们的后代着想，

为了他们的福祉，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们的后代将

不得不生活在如同饿鬼城里。如果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如此的环境

中，那将是非常悲哀的。因此，趁我们还活着，就应该努力保护

环境。首先，重要的是要在我们内心深处认识到生命是多么珍贵，

而让此生更健康、更快乐、更长久、更有延续性是多么的重要。

由此，我认为采用遍知的佛陀的教义非常重要。佛陀的智慧

广大无边。他了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如同我们看自己的

手掌一样，非常清晰，他了知每一个事物及每段因果关系。佛

陀给出的教导伟大、奇妙而真实不虚，鼓励我们为世界和环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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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 这位僧人当时住在贤劫第三尊佛迦叶佛时期。他后来投生为居住在

释迦牟尼佛时期的埃拉帕特拉 • 纳迦。

[3] 纳迦 : 梵文原指蛇，或印度传说中人首蛇身的神，古代大师翻译佛

经时常依汉语习惯译作“龙”。

[4] 煨桑就是用松柏枝焚起霭蔼烟雾，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

— 全文完 —

的利益而努力，这将会非常有益。因此，我衷心希望每个人都

能为保护和维持环境做出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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