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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言教】第八课（一）真正生起菩提心需要长时间串习

修行 

《圣者言教》总分为：闻法方式和宣说引导次第两部分。其

中第一部分闻法方式分为：发心和行为两种。现前我们所讲解的

是发心。它总分为：希求现世之发心和欲求后世之发心两种。其

中希求现世之发心已经讲完，现前所讲解的是欲求后世之发心。

它分为下品、中品和上品之发心。其中下品与中品已经讲完，现

在讲解的是上品之发心，即欲求无上正等菩提果之发心。菩提心

又分为：广大意乐菩提心之发心和广大方便秘密真言之发心两

种。其中第一也已讲完，现在所讲解的是第二，广大秘密真言之

发心。  

我们一直都在传讲发心的重要性，相信大家从文字上对它已

经有所了解，但将它运用到平常的修行当中，则更为重要。无论

我们平常所行持的善行看起来是广大或者渺小，行持善法的时间

是长还是短，都必须具备菩提心。因为令善根转变成无量就要依

靠菩提心，因此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时时不忘菩提心是非常重要

的。 



细致观待，我们每天所修行的法、修行所用的时间都是很有

限的。例如一个昼夜有二十四个小时，但是真正用功办道的时间

又有几个小时呢？非常非常短暂。再往下想想，无始以来至今所

造的罪业又有多么沉重，短短时间所修的法如何消尽无始以来至

今所造的罪业呢？首先当然要依靠发心。因为令善根转变成无

量，唯有依靠菩提心，因此发心非常重要。无论你平常所修学的

是远道法相乘，近道金刚乘乃至捷径之道无上窍诀大圆满，一旦

在行道过程中失去菩提心，那么所做的一切善行就会成为很有限

制的功德。依靠有限善法消尽无始以来的罪业，恐怕时间就会非

常漫长。而且我们平常修行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想要将短时间内

所修的法转变成无量，必须依靠菩提心，因此菩提心非常重要。 

菩提心可以从两个意义上理解：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愿菩

提心就是慈悲缘众生与智慧缘大觉。将三门投入修法就是行菩提

心。但这些道理仅仅口中说一遍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在内心深处

真正生起慈悲心及度化众生之意乐，需要长时间修行。虽然我们

一直都在讲解菩提心的重要性，而且从文字上已经做过宣讲，接

下去还会做一些更细致的讲解，但无论是修心七法或者修心五

法，目的都是为了成办慈悲缘众生和智慧缘大觉，而想要圆满菩

提心的这两个要点，则有赖于修行者长时间的修学串习。 



【圣者言教】第八课（二）如何运用止观交修发菩提心 

修行者首先要从文字上了解菩提心，进而在平常的修行中修

习菩提心。很多信众平常都有自己的修法，无论是修加行、念诵

仪轨、心咒还是修上师瑜伽，修行之前都要发菩提心。  

我们时时都在宣讲，在从事任何善行之前都要先观待自己的

发心。若自己的发心为无记之发心，则所修之法已非正法，于解

脱没有丝毫利益，这样的修法又有什么意义？因此及时将无记之

发心变成善念之发心，是必不可缺少的。若我们的发心由于染杂

世间八法成为恶念发心，无论是善愿发心还是怖畏之发心，在此

基础上的一切善行，不但对解脱没有丝毫之功德，反而成为一种

罪业，当然更不应该继续这样的修法，而要当下断除这种恶念，

创造善念发心。若发心具有善念，还应该反问自己的善念发心是

属于下士道、中士道抑或上士道？自己所欲求的目标和出离心又

是如何？ 

若能如此细致观待自己的发心，并确定自己的发心确实是菩

提心，那么无论你修学什么法门，即便对很多修行理趣不是很理

解，念诵的可能仅仅只是几句咒语，但是功德却会变成无量。相

反，若不具备菩提心，即便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修行之中，最终

所得的功德还是有限制性的。因此把有限的功德转变成无量之功

德，必须依靠菩提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不仅在修行之前要观待自己的发心，在修行期间也要时时培

养菩提心。作为密宗弟子，虽然我们站在真实教授的立场讲解了



密宗的见修行果，但由于根机不够的原因，现前暂时还无法悟到

这样的见解，因此不得不依靠方便教授次第成办见解，这时止观

交修就很重要。无论是观修四无量心还是发菩提心，都可以聚集

在观想之中而作修学。如是观想与修止交替而修，从观想的角度

中，对菩提心的理解越来越通彻，而且也会让自己的寂止越来越

增上。当观想和寂止契合一起时，就是出世间禅定的见解，也就

是我们所说的胜义菩提心。 

因此，无论我们平常行持什么善法，实际当中都没有离开过

菩提心。我们现前虽然还在修菩提心，想要圆满实证菩提心可能

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应该懂得如何时时以止观交修来修菩提

心。 

【圣者言教】第八课（三）如何理解快乐地修行 

一般来说，我们一星期只有两节课，也就是说我们讲法的次

数并不是很频繁。在其外的五天中，我相信大家也都在修行之中。

当然，现前大多数人可能还不具备天天在家修行的福报，即便有

这样的愿望，但由于多方面条件不成熟的缘故，实际当中恐怕也

难以如愿。即便如此，作为修行人，平时尽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

修法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你白天工作多么繁忙，平时若能做到早

上早点起床，用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

座上修行，应该是能做到的。否则只是口口声声号称自己是一个

修行者，实际上却连修行的时间都不具备，又如何能自诩为一个

修行者呢？因为所谓修行，可不是光口中说说就可以了，还需要



体现在实际行为当中。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信众这一点都已经做

得非常不错了。  

我们说过，修法不单纯是一种修行，学习很多道理也非常重

要。因为当你从理论上了解到了修行的重要性，并且在修行过程

中也具有一定经验时，对佛法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增上，对你而言，

修行也成了一种乐趣。 

有些对佛法不了解的人会认为，修行者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沉

闷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要记住，我们

不能仅仅以自己的感觉来衡量一切，也许你有一个快乐的标准，

因此认为全世界人的快乐都应该符合这个标准。当然不是这样

的，因为每个人快乐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作为修行者，能否在

修行中得到喜悦，完全取决于对法的理解以及修法的经验。 

若我们能将对法的理解与修法道验契合到一起，相信我们的

修行就会越来越增上，也不会出现修行到一段时间就退转的显

现。对修行者而言，这才是修行的真正乐趣。如果你并没有在修

行过程中体会到修行的乐趣，每天只是为了完成目标而修法，虽

然短时间内，这种修法不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但长此以往就很难

所言了。当然，如果你的修行能够契合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所

作一切均成正法，这是没得说的。但若仅仅为了目标而做修行，

不仅修法的过程没有乐趣可言，当修行走入极端，还很容易堕入

偏道，世人口中所谓的“魔障”可能就会起现。因此，对于修行

者而言，这些道理都要懂得一些，若能如是修学，意义非常广大。 



【圣者言教】第八课（四）万法摄一才能迅速成办解脱 

有些人在听法期间，内心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

导师每讲一个要点，都会强调这个法的重要性？例如讲菩提心的

时候，会特别强调菩提心的重要性；讲解行为的时候，又会着重

强调行为的重要性，到底是菩提心重要还是行为重要呢？  

产生这些疑问，我想可能还是对法不理解所致。例如人是一

个整体，他同时具有前面、后面和侧面，但是在描述的时候，同

时描述四面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某一面进行描述。但是当我

们描述前面的时候，并不代表这个人不具有后面和侧面。同样的

道理，我们在讲解真正善法的时候，也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当中讲

解。比如我们往昔讲解过，三乘教法的根本为出离心、菩提心和

信心。虽然我们会站在三个不同的立场之上讲解，但是在我们树

立圆满菩提心的时候，三者同时具备。 

往昔大修行者涅莫问吉祥萨迦班智达：“殊胜悉地乃依上师

与本尊何者而得？”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想要获得解脱是修显

宗好还是修密宗好？是念诵咒语好还是打坐好？是闻思好还是

实修好？是实修上师瑜伽好还是修本尊好？是上供十方三世一

切诸佛菩萨好，还是下施三界六趣一切众生好？是参加法会朝拜

神山好，还是谒见导师好等等。当时吉祥萨迦班智达曰：“二者

分离之修行皆不得殊胜之悉地，若证得上师、本尊、三世诸佛、

自心、一切轮涅等无二之时，即能显现殊胜悉地。”因此，当任

何修法变成二法的时候，都得不到殊胜之悉地。例如认为显宗就



是显宗、密宗就是密宗，上供与下施无关，修学上师瑜伽与本尊

无关等等，当你所理解的这些道理以及所做的修行成为两个法

时，想要成办解脱是不可得的。 

但这是否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仅仅修一个法就可以，而不需

要再修其他任何法了呢？当然也不是。从方便之上，我们可以有

很多种修学方式，但心中要明白，在做某一件善事的同时，这件

善事圆融一切法门。要记住，如是讲解的原因，并非我们现前所

修学的法不够圆满，需要配同其他的法门，而是为了让自心能够

更加自在。 

当然，历代很多高僧大德都有各自讲法的特点。比如往昔印

度以及藏地的很多修行者都会告诫弟子，今生不能迅速成办解脱

的最大原因就是修法过于散乱。由于修法不专一的原因，内心也

在散乱之中。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虽然传讲了八万四千法门，但

是并非要求后一代弟子要把所有法门都去尝试一遍，而是应根据

个人的根机修学一种法。印藏很多祖师都是专一修学而迅速成办

解脱的。这些传承祖师的教言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在理解

的时候，仅仅拿着一句话来衡量一切，就有可能产生一些负面影

响。例如内心会想，这位导师是否专讲某一个教法而排斥其他法

门？当然不是排斥，而是由于不做某些行为的缘故，才会有这样

的显现。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修一种法太过单调，多修几种法可

能更好一些。当然，针对不同的根机，会讲解不同的法门。 



因此以上两点并没有什么矛盾，无论如何修学都要记住，一

法当中圆融万法是很重要的。当你认为依止药师佛只能消除病

患，依止长寿佛只能获得长寿，依止金刚萨埵只能消除自己的业

障，依止莲花生大士只能消除一切违缘，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

须依止阿弥陀佛，想增上自己的福报必须供财神佛等等，若对修

法的理解还如此单调，迅速成办解脱对你来说已经障碍重重。细

致观待，药师佛以药师佛的形象呈现在众生面前，是由于众生根

机不同的缘故，如对病人而言，依止药师佛可以遣除病痛，因此

对药师佛的信心更大一些，更容易趋入修行。随着修行增上，我

们必须知道药师佛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所以依止药

师佛不仅可以消除病患，还可以如祈祷长寿佛般获得长寿，如祈

祷莲师般遣除违缘，如祈祷金刚萨埵般消除业障，如修财神佛般

令福报增长等。在修学药师佛的同时，所有法门都已圆融其中。

所以，以不同形象示现的诸佛菩萨，以及不同的修行法门，本身

都已具备一切法义。 

需知，当你把修行理解成二法之时，成办解脱了不可得。何

时一切法圆融于一法，何时就是成办解脱的时机。无垢光尊者曾

经说过：“胸中虽持十万之多法函，临终之时亦难获真实利益。”

也就是说，若不能将万法融入调心一法之中，仅仅站在分别的理

解和修学之中，迅速成办解脱是不可得的。 



【圣者言教】第八课（五）求法不要高攀 

我们都说自己是个修行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因为平时也

在从事许多的善行。能够从事各种善法当然非常好，但是不妨先

问问自己，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有些人说由于自己业力太过沉重，恐怕做不了很多修行，想

要即生成办解脱恐怕是不现实的，所以今生依止导师修法，就是

为了积累一些福报，希冀未来能成办解脱。但在座的很多人可能

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所希求的是迅速成办解脱，若今天就能在头

上长个肉髻出来，是最好不过的。也就是说，希求解脱的愿望非

常强烈。但心愿与行为必须配同而行才能圆满目标。若只是心里

如是想，但是行为却与目标背道而驰，则永远无法达到目标。因

此将这两天传讲的教言运用于实际修持之中，我想对用功真正意

义的了解就会越来越深刻。 

例如我们平常都在修上师瑜伽，我们是否知道修上师瑜伽 

的真正意义在于何处？我们一直讲解三殊胜的原因在于何处？

要记住，作为密宗弟子，在讲解等持的同时，还要讲解方便的重

要性，因为这是针对根机而作的传讲，并非本传承必须这样教条

地传讲。因此作为次第根机者，绝不能高攀，高攀对于见解的增

长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 

往昔我在讲法之时，只要弟子修完加行，我都会讲解一些正

行，并且直接按照亚青寺的传统讲法，从寂止开始，然后进入胜

观。讲解胜观就从前行破除心房开始，直到印证见解，一步步深



入传讲。虽然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上师，我很慈悲，因为赐予

了成熟口诀法甚深教授，但现在观察，在短短的时间内传讲成熟

口诀法，还是有些急进。像有些平常看书多一点、智慧稍微高一

些的弟子，在回答导师的问题时，仅凭自己的推理也能说出一两

句，这样就在导师面前过关了，并且得到下一步窍诀法的传授。

这样的修行，即便他口中可以说自己已经求到了成熟口诀法，但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求法的意义在于何处。 

因此这两年，我只会对修法时间较长、修行精进、法器成熟

的弟子讲解成熟口诀法，而且要求也比以前更高。因为弟子若不

堪法器，不具有相应的根机，导师在传讲密法时，可能已经违背

了十四条根本誓言的第七条：“非器非熟庸俗前，若传密法违七

条。”这是历代传承祖师金刚持的规定，我相信谁也不敢违背。

因此无论是藏族人还是汉族人，去过高原的可能都听说过，在我

身边很难过关。当然，这也是为了对弟子负责，我只能如此把关。 

有时我碰到一些声称得受过成熟口诀法的弟子，就会问他

们：“在座上时，你们何时依止意识转为道用？何时依止智慧转

为道用？如是修行的真正目的在于何处？座上如是修学，于座下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果答案只是“有”或者“没有”，

再无法回答出更具体的内容，那么所谓的成熟口诀法对你而言，

可能并没有多大意义。以前我传讲过很多这方面的教言，但是后

期发现，有些弟子并没有因为圆满得到成熟口诀法的原因，见解



有多么高，甚至有很多人抛弃成熟口诀法，选择“热闹”的修行，

因为这样心可以散乱一些。 

例如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朝拜神山，难道朝拜神山的功德真的

比修行还大吗？我想可能不是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人喜欢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心可以随习气而散乱。虽然出发

的时候可能带着一颗虔诚的信心，但是在朝山过程中，难免具有

如凡夫旅游观光一般的心态，一方面觉得佛教的圣地非常好，另

一方面也会觉得出门玩玩还是挺热闹的，内心还是喜欢散乱，对

于成熟口诀法的真实要点却没有了解。 

我们现前讲解的上师瑜伽导修虽然契合着成熟口诀法，但并

非如成熟口诀法般，几天求一次法的原因在何处呢？就是希望大

家切切实实地修行每次学到的教理。我相信，只要能过阎王爷这

一关，你就能解脱。否则仅仅口中说说，实际当中还是如往昔一

般，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修法是为了将所学教理融入自心而成

办见解，但是想要圆满这样的目标，还是有赖于踏踏实实的修行。 

【圣者言教】第八课（六）法义融于自心才是真正的见解 

我们在讲显密差异时说过，将无记之念转变成善念，下乘派

也具有，但能把恶念转变成善行，唯独密法最殊胜，因为密法具

有大清净平等之见解。但我们由于尚不具备如是见解的原因，当

下能将烦恼转为道用还不现实，因此，我们把转变的过程分为意

识转为道用和智慧转为道用。意识转为道用也有很多过程，如讲



解《胜乘狮吼妙音》前行破除心房时，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前面

三个阶段都在讲解意识转为道用。  

当然今天不是讲解成熟口诀法的时机，如是讲解只是告诫大

家，在修的过程中，应该要让自己的内心成熟起来，这样得到的

见解才是真正的见解。否则即便口中说得有多么精彩，实际当中

没有什么意义。惠能大师曾经说过：“善知识，世人终日口诵般

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以及无垢光尊者曰：“口

头空言之了知境界，故不得菩提胜果。”历代传承祖师通过这些

教言告诫我们，无论口才多好，对教理多通达，只要内心与庸俗

同道，你仍旧是凡夫，因为最终成办解脱的不是口而是心。 

当然，在真正趋入修行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如何修行的道理，

因为它是修行的前行，不可缺少。但是在了解修行理趣之后，绝

不能仅仅停顿于此，还需将闻思之法付诸实修。当通过修法改变

了自己的心相续，所有一切教理都变成自己的功德时，这些见解

才算是你自己的。 

我们每次在讲解法本内容前，都会如聊天般和大家讲解一些

共同的修行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相信大家平常都在修

行，修行期间无意当中产生一些疑问，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在

讲法期间，会尽可能就这些疑问做一些解释。记得往昔我等大恩

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在传讲佛法的过程中时时告诫我们，讲法就

要直指修行者不足的地方。无论他业力多么沉重，修行有多少不

足，只要能够直指他的缺点，相信他都会有所改进，这就是导师



讲法的真正意义，也是教法真正深奥的地方。如果导师讲法如同

老人给小孩子讲故事般，用许多美妙的词语，讲得头头是道，即

便听起来很精彩，但是对调伏自己的心相续又有什么意义呢？因

此，我们无论是听法还是实修，时时观待自己的内心是非常重要

的。 

【圣者言教】第八课（七）净观非常重要 

我们说过，作为密宗行者，行为当中必须做到净观。显宗在

调伏外境时知道万物都是虚幻，因此在虚幻中断除执著，但没有

净观一切都是诸佛菩萨的刹土。作为密宗弟子，在了知一切皆为

虚幻的同时还要做到净观。当然，现前我们毕竟是次第根机者，

直接将一切如梦如幻的见解与净观圆融到一起，恐怕还不现实，

但应该尽可能往这方面发展。  

净观不仅是密宗成办解脱的一种殊胜方便，它还能对治我们

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烦恼。既然我们都认为自己修行的目的是为

了成办今生快乐、临终自在、未来更加幸福，那么无论是从今生

的生活还是事业的角度而言，净观都不可缺少。 

例如由于我们无始以来习气烦恼沉重的缘故，与家人相处时

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时候消除矛盾的最佳方式就是净观。小

乘与大乘显宗都有自己调伏烦恼的方便，但是根据密宗调伏烦恼

的方便，当我们对别人产生烦恼时，将对方视为诸佛菩萨是最好

的调伏方式。当然，对于非佛教徒而言，即便你对他说，他面前

的人就是释迦牟尼佛，恐怕他也觉得对方只是凡夫之中的凡夫，



不上去给他一耳光已经很客气了。就如善星比丘和提婆达多一

般，由于完全没有福报，面对释迦牟尼佛也无法生起一丝信心。

因此在没有信心者面前，即便你告诉他净观能消尽一切烦恼，恐

怕他也做不到。但我们现在所传讲的对境是信仰佛教者，因此当

产生烦恼的时候，以净观的方式调伏自己的内心，将对方观想成

佛菩萨，应该没有困难，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 

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又有这样的疑惑：“我们家的那位怎

么可能是佛菩萨呢？我觉得他比凡夫还更凡夫。”我想，当出现

这样的疑问时，还要反问自己，真正的佛菩萨到底应该是什么样

的？我们是否见过佛菩萨？当然没见过。那么请问你认为佛菩萨

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可能会说，佛菩萨应该是非常好的。既然佛

菩萨必须符合你的标准才算是佛菩萨，这是否说明你比诸佛菩萨

更高一筹？从这个角度而言，真的需要尽量做净观。 

要记住，凡夫众生业力沉重，正是由于我执太强的缘故，因

此总觉得自己是最好的。若让他证明自己为何是最好的，可能他

又会百般辩解，说没有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只是觉得对方这样做

可能不好。当他说对方不好的时候，已经充分说明他站在上风，

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就如同两个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

虽然我们讲过要以净观对待一切，将对方观想成佛菩萨，但我们

内心还是忍不住会想，他怎么会像佛菩萨？佛菩萨不应该是这样

的。当有这样的疑问时，我们应反问自己，诸佛菩萨应该是什么

样的？如果诸佛菩萨是像雕塑一样，我想你面对的这个人，即便



多么糟糕，总比雕塑强得多吧？雕塑一动不动，但一个人即便令

你心生烦恼，至少他还可以去做事。如果你认为你对佛菩萨的理

解不是雕塑，那么请问，真正的佛菩萨应该是什么样的？若你能

说出一个佛菩萨的标准，说明你就是诸佛菩萨的标准，即便你口

中不会接受，实际当中恐怕就是这么想的。这些都是众生我执烦

恼太强的表现，这时候应尽可能对治我执，净观一切。如果能做

到，我相信一切烦恼都会消尽。所以净观非常非常重要。 

【圣者言教】第八课（八）为什么密宗弟子必须净观 

我们在讲解见解和修行的同时，也在着重讲解持戒的重要

性。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前，阿难及一切信众请问释迦

牟尼佛，佛陀涅槃后，弟子以何为师？释迦牟尼佛曰：“以戒为

师。”因此戒律就是我们真正的导师，但是我们该如何持戒呢？  

对于密宗弟子而言，密法有共道密乘十四条根本誓言以及无

上窍诀大圆满所支分的无守持誓言和守持誓言。其中无守持誓

言，是站在果位自性见解的立场上宣讲的，现前我们还做不到，

因此暂且不论。守持誓言则分为上师三门而支分的二十七条根本

誓言和二十五条支分誓言。我们无法清净守持一切戒律的真正原

因，就在于没有做到净观。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内心烦恼沉重及

眼根不净的缘故，习惯将自己的见解作为标准去衡量一切，这样

一来，我们所住的地处、所见的事物永远都是不清净的。因此想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首先必须要让自己的内心清净下来。在自己

的内心没有达到清净和谐之前，做不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细致观待，如果你时时站在我执的立场之中，即便眼前之人

是真正的佛菩萨，你还是能说出他的很多缺点。我等导师释迦牟

尼佛示现涅槃时为阿难及一切信众授记：“末法五百世，我现善

知识，饶益汝等众。”因此，所有善知识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

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为何我们眼中还会看到导师的很多缺点呢？

就是因为我执太强的缘故，习惯高高在上，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

人，所以才会看谁都不顺眼。但是我执乃漂泊轮回之根源，一切

烦恼之根本，以不清净作为根本，自己面前又怎么会呈现清净之

相呢？因此，看不见他人功德，正是自己有缺点的表现。 

举个例子。往昔有一对母子相依为命，儿子娶妻后，夫妻二

人都非常孝顺。有一次，儿子出远门做生意之前，特意嘱咐他的

妻子，在他出门的这段时间里，要好好孝顺他的母亲。儿子离家

之后，母亲患上一种眼疾，无论看什么东西，都觉得上面长了一

层毛。所以从那天开始，无论她的媳妇做的饭多么干净，只要端

到她面前，她都非常生气：“我儿子刚出门，你就开始这样对待

我，给我吃的饭里全都是毛。”她的媳妇虽然很疑惑，但还是重

新做了一遍，并且仔细检查，确认没有一根毛以后又端过去，可

是她的婆婆依然一口咬定饭里全是毛。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母

亲由于吃饭非常少，变得异常瘦弱。待儿子从远方回来，见到母

亲非常惊讶，又听到母亲对妻子的抱怨，心中不免气愤，于是指

责他的妻子不孝。妻子非常委屈，说她一直非常精心地做饭，不

知为何婆婆指责她做得不干净？于是建议丈夫亲自做饭给母亲，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于是儿子做了一顿饭，拿到母亲面前，但

是母亲却勃然大怒，指责儿子和儿媳一样，做不干净的饭给她。

这时候儿子才恍然大悟，错怪了他的妻子，并认为母亲可能生病

了。于是找大夫医治母亲的眼睛，直到母亲病愈，才知道她的媳

妇没有虐待她，只是由于她的眼睛有病，所以看见的食物才会不

清净。 

和上面的公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内心被一切习气烦恼束

缚时，眼前看见的一切都不清净。吉珍扎华江措曾经说：“无论

身在何处，皆为清净刹土；无论见到何人，都是吾之本尊。”他

是刻意净观所到之处为西方极乐世界吗？不，在他的见解中，一

切都是清净刹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能否看见清净的世界取

决于内心是否清净，当内心被一切业力束缚时，三恶趣也不需要

刻意打造，它就自然呈现在我们眼前。试想，地狱的火是有人专

门去烧的吗？地狱里的热铁是谁在下面锻造出来的吗？当然不

是，一切都是业力所现。因此，无论是清净的西方极乐世界还是

痛苦的地狱，都不在遥远的地方，而在于内心之中。这样一来，

我们就知道净观对于迅速成办解脱的重要性。如果做不到净观，

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所处之地不是清净之处。相反，若能做到

净观，我们当前所居住的地方即为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净观并非是将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方强行观为西方

极乐世界，而是它本来就如此清净。想让一切外境变成清净，就

要调伏自己的内心。帝洛巴尊者说过：“显相非缚执著缚，断绝



执著那若巴。”也就是说，起现一切不清净之相的真正根源是执

著，而不是显现的山河大地，能否让山河大地转变成清净之宫殿

刹土，完全取决于内心是否清净。因此，对于密宗弟子而言，净

观非常重要。 

【圣者言教】第八课（九）净观的根本就是转变心念 

净观的根本在于转变意乐。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一种对

心态的领悟。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

烦恼的时候，首先必须第一时间认清烦恼的罪过，不让它再继续

往下发展，如是站在佛法的立场中寻求快乐，才能当下消尽烦恼，

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能否转变自己的心态。因此，懂

得转变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  

我想，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他在平常的修行过程中，

决定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旦

领悟到这点并且转变了心态，修行的过程对他而言就非常快乐。

例如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在六年苦行中，一年只尝一粒米和一滴

水，但与往昔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生活相比却更快乐，这是什

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态已经转变。因此当我们的内心有了转变

时，一切都是快乐的。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

很难了。从某种角度而言，的确如此，因为我们想要转变心态，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改变及如何改变。否则，只是因为导师说要

改变心态，才不得不这么想的话，恐怕什么都改变不了。就如同



往昔我们所讲解般，我们把一切都观想成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

把不清净的观为清净，而是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眼前看到的

山河大地等各种显现，是由于我们业力沉重的缘故所致。在如吉

珍扎华江措等成就者眼中，现前所居住的地方即为西方极乐世

界。所以，当内心清净圆满时，一切时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内

心所获得的是永恒不变的快乐以及圆满一切功德的境界。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时时不忘净观 

密宗修行者时时净观，对消尽烦恼、迅速成办果位能起到决

定性作用。修行者若能时时摆正自己的心态，即便是面对世间的

家庭和事业，相信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电视节目，家庭成员间由于抱怨自己

比对方付出得多，而产生诸多矛盾。我想，产生矛盾的最大原因，

可能是他们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要成办家庭。虽然看年龄这些人已

经是大人，但实际上还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总觉得自己做了很

多，而对方却在边上玩耍，因此产生很大的烦恼。若懂得站在佛

法的立场上摆正自己的心态，相信无论你在成办家庭的过程中付

出多少，都不会产生委屈和矛盾。当然，我们现前必定还是薄地

凡夫，完全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能尽量懂得往这方

面努力，相信家庭就会越来越和谐。往昔一个月中不吵架的次数

屈指可数，但是现在已经倒过来了，快乐的次数越来越多，烦恼



的次数越来越少，这就是改变的一种表现。作为修行者，也应该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英国科学家想测试一下，

在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之间，大脑的快乐细胞是否有差异。最

终得出的结论是，有信仰者的快乐细胞比没有信仰者更多。我想，

即便依靠世间物质的推理，也能知道为什么我们内心的快乐比一

般人更多一些，从精神的角度而言，更是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作为一个修行人，如果仅仅天天待在家里念诵佛号，却不了解这

些道理，周围的人可能会觉得佛教很神秘，也很难通过你对佛教

生起信心，甚至还有可能诽谤佛法。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当

然，念诵佛号的功德是具有的，但是由于不懂这些道理，可能距

离令自他成办解脱的目标还是很遥远。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今生能够信仰佛教，具足十八种珍宝

人身，不是依靠今生的权势、地位和财产，而是宿世的福报成熟。

如同经中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前世不具备善因，

今生即便佛陀亲自呈现在我们面前，恐怕也难以生起信心。从修

行的角度而言，可能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出家，即便不能出家，

也都能以居士的身份在家好好修行。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心愿，但

由于各人业力不同，这样的目标连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也难以成

办。因此，当我们获得暇满人身时，应时时刻刻在转变意乐中观

想一切皆为清净。这样一来，相信一切烦恼都会消尽，解脱也不

再遥远。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一）如何净观 

【上述根本在于转变意乐，如颂曰：“诸法依于缘，住于意

乐上。”即具五圆满之净相，如净观受用圆满之刹土等。其地处

净观为密严法界宫殿，导师圆满为金刚持，眷属圆满为男女菩萨

及本尊空行之自性，法为大乘，时间为恒有相续轮，此本来即为

清净之显现，而如是明观，此即为实相。】  

只要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念，一切都在清净之中。因为西方极

乐世界并不在遥远的地方而在于清净心之中，现前为了赤裸本来

的清净心，就应如理如法地修学，因此所有的修法都在于调伏内

心之上，作为密宗弟子，尤其不可轻视净观。当然，在证得圆满

境界时自然不需要再意念造作地净观，因为已现见本具的五圆满

之净相，但现前尚未圆满的前提之下，就应尽力做到净观。 

例如从西方极乐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地处观想成西

方极乐世界，导师观想成阿弥陀佛，眷属观想成男女菩萨，所修

法为大乘教法，而时间则是超越三时之第四大平等时，如是净观。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以将地处圆满净观为密严法界宫殿，导

师圆满为金刚持，眷属圆满为男女菩萨及本尊空行之自性，法为

大乘，时间为恒有相续轮。在超越三时之第四时大平等当中，因

为没有时间的局限，我们把他称之为相续。因此，心的本性本就

具足五种圆满，现前由于我们还没有赤裸见解的缘故，必须依靠

刻意的净观去创造五种圆满，目的就是为了创造迅速消尽业及烦

恼、达到本来五种圆满之境界的缘起，因此净观非常重要。 



如果不了解这方面的道理，仅仅凭借会念诵莲花生大士心

咒、观音菩萨心咒等，就认为自己是密宗弟子可能还有些不够。

要记住，三乘教法的根本为出离心、菩提心和信心，而信心则取

决于净观，请问你在平常的行为中能做到多少次净观？作为密宗

弟子，自己的家庭是否和睦？由于贪嗔痴烦恼沉重，在面对他人

时，难免产生一些不和谐的显现，这时候你是如何转变自己的意

乐的？是如同凡夫般继续战争还是按照小乘或大乘所教授的方

便去断除这种烦恼？或者依靠密宗净观来消除一切烦恼？通过

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自己到底是修什么法的。 

我们讲解显密差异时，从十五个方面讲解了密宗的殊胜。其

中从时间上而言，密宗一生即可成办解脱，而显宗需要三大阿僧

祇劫方能成就，此乃历代传承祖师所共许。每次讲解我都要加上

“历代传承祖师所共许”的原因在于何处？因为有些信众内心可

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上师在讲解显密差异，是否是在排斥显宗？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在讲解密宗殊胜时不得不如是传讲，这也是

历代传承祖师所树立的教言。我们讲解的一切教法是否真实，必

须以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证和理证作为依据，这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根据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即知，密法是最为殊胜之法，

从时间的角度而言，修持密法可以即生成就，但我们能否今生就

圆满见解，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如理如法地修学。如若做不到，即

便自诩为密宗弟子，能否即生成办解脱，恐怕很难所言了，因为



你的行为与思想已经背道而驰了。因此，关于净观的这些道理不

仅要铭记于心，而且要时时努力造行。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二）显现清净与否在于业力的感召 

【若于非清净增益为清净，即是邪见。】  

我们所谓的净观并非把炭说成金子，把驴说成马，而是它本

来就是清净的。如惠能大师说过：“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

遥。”即一心向善者，西方极乐世界近在眼前，因为内心清净者

看见的山河大地也是清净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眼根所见作为标

准，认为净观是把不清净硬说成清净。 

【如《广大幻变续》云：“若无清净智之自证慧，如来刹土

亦见恶趣境，若证胜乘平等之密义，无间地狱亦现密严刹。” 

若不具清净之见解，由于业及烦恼沉重，即便是佛的清净刹

土，也可能看成恶趣境界。 

例如同样是面前的一杯水，对于我们凡夫而言，它只能起到

解渴的作用。但对天界众生而言，水就是甘露，它不仅可以解渴，

还可以治病。只要天人身上最重要的部分没有损坏，什么病都能

用水治愈。为什么同样一杯水，在凡夫与天人的眼中会有如此大

的差别？因为天人内心没有凡夫这么粗大的烦恼，内心比我们更

为清净。但同样一杯水在地狱众生看来就是一杯铁水，一旦喝下

去，五脏六腑都会烧尽。同样一杯水为何会对地狱众生造成这么

大的损害呢？因为他们的烦恼比我们更重。对饿鬼道众生而言，



即便眼前有水，也看不见。因此同样一滴水，在六道众生面前呈

现的形象不同，是由于众生业力不同造成的。 

同样是人道众生，也会有不同的显现。例如很多城市里的人

都在吃一些营养品，热衷讨论哪些食品营养价值高等等。当然，

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如今很多食品都已掺杂了各种各样的化学制

品，是否真的有营养也很难所言。从内心烦恼的角度来说，由于

众生的烦恼越来越沉重，因此外面所显现的食品的营养价值也越

来越弱。这就是一个因果关系。现前有很多人都想辟谷。在古代，

别说是七七四十九天不吃饭，天天不吃饭都可以，因为当时众生

业力没有如此沉重，只要将白石头和黑石头放在舌头上，仅仅依

靠石头上的营养就可以存活四十九天。但现在别说放两块小石

头，即便口中放两块大石头，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就没命了。 

当然，从科学的角度讲解物质，认为人们是由于缺乏不同的

元素，因此不具备完善的营养，但佛教讲解的是，外在一切都来

源于自己的内心。当人们烦恼沉重而感得人寿只有十岁的时候，

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对他们而言，能够炖一些古人的骨头来吃，

就是很有营养价值的食品，所以众生烦恼沉重到极顶的时候，一

切都会改变。再举个例子，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如今世上出现各

式各样的疾病与一百年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一方面是环境变化

带来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众生业力越来越沉重的缘故。

一百年以前，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但现前能够活过百岁都已经成

为新闻了，这都是众生业力越来越沉重的表现。因此，当我们内



心不清净的时候，我们无法看见清净的世界，即便到了佛陀的刹

土，依然会认为不清净，这都是业力沉重的一种表现。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三）所见非净 当反躬自省 

我们说过，当内心不清净的时候，即便是到了诸佛菩萨的刹

土，你仍旧不会觉得清净。例如功德圆满的佛陀在业力沉重的善

星比丘和提婆达多眼中，只是一个欺骗信众的骗子而已，众生的

业力有多沉重，可见一斑。反过来再问问自己，当佛陀呈现善知

识之相来救度我们期间，我们是否也如善星比丘与提婆达多一

般，时时讲解善知识这点不好，那点不好？  

往昔我们说过，成办解脱要具备三个条件：传承法脉清净、

导师功德圆满和弟子信心普遍。因此无论你是否与某位导师有

缘，都不应讲解导师的过失。当内心生起这样的分别念时，第一

时间要把心收回来，知道是自己的过错。这样讲解的依据在于何

处？ 

首先请问一下，当你说导师有过错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标准

进行判断的？难道你真的证得佛的境界，是以佛的境界来判断他

是否符合标准吗？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想法，说明你可能比他更糟

糕。正是由于我执太强的缘故，所以无法做到净观，时时以自己

的标准作为判断依据，这样恐怕见解永远不会清净，还有可能触

犯密乘十四条根本誓言中的前三条，这也是凡夫平常容易产生烦

恼的最大根源。因此要记住，正是我们自己眼根不净，业力沉重



的缘故，眼前才会呈现不清净的显现。当懂得这些道理以后，就

要懂得如何去调整。 

我们不仅要通过调整令自己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幸福，还要依

靠这样的力量，令自己在临终时获得自在，并且能在未来的时候

获得究竟的解脱之乐，这不就是我们如今信仰佛法的真正目标

吗？往昔由于不懂如何调伏内心烦恼的缘故，即便天天念诵佛

号，实际当中烦恼可能没有一丝改变。当然，念诵佛号的功德是

具有的，但要记住，修行就是修心，因此无论你是口里念诵还是

身做礼拜，都要反观自己内心的烦恼是否减少。若能如是造行，

我想你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修行人。相反，若不懂得调伏内心，内

心没有达到平等清净，即便亲赴如来刹土，可能看见的也只是三

恶趣的景象。 

例如在汉地，由于不是全民族信仰佛法的缘故，有些信众把

佛像请回家，可能第二天就被家人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在信仰佛

法者面前，种种佛像最是清净庄严，是天天祈祷的对境。但没有

信仰者在面对这些佛像时，可能不仅不会生起这种恭敬心，甚至

生起的是烦恼心。因此，一切外境的显现都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当内心被业力束缚时，清净也变成不清净，刹土也会呈现三恶趣

的情景。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四）调伏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在 

我们时时都在讲解，清净刹土不需要到何处去寻找，它就在

清净心之中。若能调伏自己的内心，当内心本具有的佛性清净呈



现，即便身处恶趣，所见到的也是清净刹土，因为一切完全取决

于自己。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在，因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时被外境所束缚，即便有时候觉得自己非

常了不起，实际当中还是无法感受到一分毫的自在。就如同耍猴

的人只要一敲锣，猴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去翻跟头一般，当呈

现自己所期望的外境时，心里就会很高兴，一旦外境令自己不悦

意，又会觉得非常痛苦。外境就是耍猴的人，我们的心就是被耍

的猴子，完全被外境牵着走。外境让我们快乐，我们就笑；让我

们痛苦，我们就哭，从来没有感受过自在。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

梦境之中都一样，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自在。既不能把有

梦转变成无梦，把无梦转变成有梦，也无法改变梦境，令噩梦转

变成善梦或将梦境转变为西方极乐世界等，这一系列的改变一点

都不自主。而我们修行调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自在——在面对

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去创造生活、成办生活，而且不

再自己的内心不再为生活所束缚；晚上睡觉时，我们也如白天一

般清醒，可以控制一切梦境，时时都在自在当中。 

我们的现实生活本就是一个梦，晚上做梦更是梦中之梦。昨

天晚上的梦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但从一念无明到证悟佛果之间，

我们的轮回大梦何止千年万年？只要我们还未从轮回的梦中醒

来，就永远达不到自在。 



例如你在现实生活中具足一切资粮，但是当你梦见自己是乞

丐时，由于内心不自在的缘故，你在梦中还是不得不以乞丐的方

式去生活，去遭受痛苦。晚上梦境再恐怖，第二天早上还能够醒

来，但是心若不自在，我们永远无法从轮回的梦境中苏醒。因此

现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令自己能早日从梦里醒过来。一

旦当你完全了悟到这点，你就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是因为

当时自己不懂的缘故才会执著为实有。 

再举个例子，当你梦见五百头大象在你身边走动，即便当时

梦里有人告诉你这是梦境，这些大象都不是真的，你可能也不会

相信。因为你认为自己不仅清楚地看见了大象，而且还能摸得到，

大象甩一甩鼻子，可能你还觉得身上有点痛。很多人也梦到过被

狗追，当时心里可紧张得不得了，梦中被狗咬的时候，可能还会

感觉身上有点痛。但是无论梦境有多恐怖，我们都会很快醒来。 

 这也是在告诫我们，一切显现都来源于自己的内心。当内

心被贪嗔痴烦恼束缚的时候，如来刹土也会呈现出三恶趣。内心

清净的时候，无间地狱也会呈现为密严刹土。一切显现均来源于

自己的内心。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五）彼此产生矛盾的根源 

我们已经知道，外境显现为刹土还是恶趣，就在于能否转变

自己的心态，但仅仅知道这些道理还不够，还需要将它运用到生

活中去。有时候我和别人开玩笑说，不知道我宿世造了什么业，

今生我的耳朵好像没什么福报，因为听见的全都是天快垮了、山



陷下去了、大海满出来了等等令人不悦意的事。但是，有时候也

会听到弟子说，现前他的家庭越来越和睦，一切越来越顺利。我

想，这才是一个修行人应该具有的功德。  

因此，不要把听闻的教法仅仅当作一种理论，而要在现实当

中改变自己的心态，一旦知道自己的过失就当下改变。往昔安章

竹根玛尊者拿着一只破鞋对弟子说，他抓住了一只雪狮，当弟子

们纷纷迷乱于表象时，尊者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你们现前也

许看不出这是雪狮，即便如此，也不要将过失推在导师身上。因

为正是由于你自己眼根不净、业力沉重，才看不见雪狮，一切过

失都源于自己。”现实生活也同样一个道理，你对外境不满意，

正是由于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生活中有很多夫妻总是互相抱怨，甚至家庭也不和谐，

产生这种现象的最大原因，就是自己无意中形成了一种特权意

识。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特权意识形成的原因，但用佛教的话来

说，就是业及烦恼沉重以及我执太强的缘故所致。我们常常会要

求对方这样那样，却从未要求自己符合这样的标准。这样一来，

即便两者短时间内没有矛盾，长此以往，产生矛盾是必然的。 

不仅家庭和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和导师或者金

刚道友相处期间，有时也难免产生这样的现象。例如我们说，某

位导师非常好，非常慈悲，因此这位导师的功德应该很大。这样

认为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这位导师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自己

想什么，导师就会做什么。但请问到底你是导师还是他是导师？



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还是由于一种特权意识。虽然口头上会说，

由于自己业力烦恼沉重，想在导师面前好好修法，但实际上已经

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从很高的地方往下看着导师，认为

导师应该这样那样。这都是烦恼沉重的表现。作为修行人要时时

反观自己，一旦发现有这样的观念或行为，就要懂得去调伏。这

样一来，相信你的修行会越来越进步，应该做到这样。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六）改过的前提是知道自己的不足

之处 

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无论是修法还是调伏性格，只有先

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才能真正去改变自己的不足之处。  

往昔动乱年代，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一直随侍在他的上

师昌根阿瑞仁波切身边。当时昌根阿瑞仁波切虽然没有什么资

产，但是由于在当地名声很大的缘故，很多人都想给他戴上一顶

成分不好的帽子。上师听说，万一被戴上这种帽子，天天都要被

拉去批斗，眼见很多导师遭受了这样的痛苦，因此内心非常着急

也非常苦恼。每次大众聚集在一处的时候，上师总会下意识地为

昌根阿瑞仁波切辩护，告诉大家他的导师什么资产都没有等等。

即便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说，他也会不断地为导师辩护。这样一来，

上师不知不觉中患上了心脏病。 

有一天，昌根阿瑞仁波切把上师叫过去说：“据我这两天的

观察，你好像有心脏病了。”上师说，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心

脏病。昌根阿瑞仁波切说：“我是你世上最亲的人，也是你最信



任的人。我相信你会记住我这一句话，你现在有心脏病了。所以

无论是聚会还是独处，类似这样无意义的思想出现时，不要再跟

着这些念头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说，如果内心又出现这些思想，

口中又出现这样语言的时候，第一时间要想起上师的教言，这是

自己有病。于是，从那天开始，上师就开始改变。以前只要一开

始开会，上师就会从头到尾不停地说，说是发表意见，在别人听

来就是在为自己和导师开脱。但自从昌根阿瑞仁波切嘱咐以后，

每当他想开口说话的时候，第一瞬间就想起上师的教言并告诫自

己，上师说自己是个有心脏病的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想怎么

说就怎么说了，应该要多思考一些。因此实际行为当中也有了改

变，说话之前先思考，考虑成熟以后才开始说话。无论是聚众还

是独处，上师时时都忆念着上师的这句教言，也渐渐觉得自己越

来越轻松，内心也没有像前一段时间般有那么多想法。后期上师

说，他的心脏病彻底痊愈了。 

我们从这个公案就能得知，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

的不足之处，首先在于能否认清自己的不足之处。若始终无法认

清自己不足的地方，即便你自己想要改变，实际当中恐怕永远也

改变不了。有很多修行者口中都会说，自己修行是为了修心，但

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的过错，没有认清自己的过失，所以

还是站在自己以前的基础之上，虽说是在修行，实际当中却没有

改变自己的人生。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七）依止具德导师的重要性 

现前我们还是薄地凡夫，仍旧会有各式各样的缺点，但是我

们已经依止具德且具缘之导师，若能在修行的过程中依教奉行，

相信不仅你的家庭会越来越和谐，生活越来越快乐，信心也会越

来越增上。我想，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应该如此。  

有时我听到有些弟子说，某某人精神不太好，还经常做一些

奇怪的事，该怎么办？我想，如果他对我有信心，我会对他讲解

一些佛教的道理。因为我们天天都说，依止导师不仅要具德而且

要具缘，若依止的导师不能呈现这两个要点，依止导师的意义又

在于何处呢？如今世上号称导师者比比皆是，用藏族人的话来

说，导师如遍地开花的蘑菇一样，到处都是。若对导师具有信心

者，就会对导师的每一句教言生起信心，并且落实于内心之中。

从这个角度而言，具德导师非常重要，若所依之者并非具德导师，

弟子可能也会跟着遭殃。 

以前我遇到一位出家人，他对我说，往昔他给很多弟子讲法，

但是由于弟子业障太过沉重的缘故，作为导师，他在一段时间里

天天拉肚子，时间一长，身体受不了，就跑了过来。他好心地提

醒我：“你身边弟子众多，业障沉重者估计也不少，恐怕你的身

体不会很好，所以还是少接触一些这样的弟子。”这种见解完全

是一种谬论。若真如此，释迦牟尼佛岂不要天天拉肚子，因为他

是佛教的教主，弟子更多。当时我观察了一下，他对我可能没有

什么信心，如果我和他交流一下佛教的道理可能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就没有多说。当时我想，他的弟子更可怜，因为导师什么样，

弟子也决定是那样的。我讲解这个公案，并非是讲解他人的过失，

而是告诫大家，依止一位具德导师多么重要。如果依止的导师是

大偷，弟子就是小偷；如果导师的分别心很重，教导出来的弟子

也都会分别心很重，张口闭口就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因为导

师的“加持”已经融入他们的心。现前我们都在修上师瑜伽，我

们的上师是什么样的，弟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所以导师真的非

常重要。有时候我想，要把一个正常人变得精神不正常，可能只

需要一盏茶的功夫，因为弟子太相信导师的缘故，无论导师说什

么话都会遵照执行，若所依止的并非具德导师，要不了多长时间，

他的精神就会不正常。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止一位具德导师。 

有时候，我身边也会有很多信众问一些问题，这时候我都会

先问一下，他是否信仰佛教。若信仰佛教，他是否有一位非常有

信心的师父。若要是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他在家中最听谁的话。

比如父母会把自己的小孩当作手心里的宝，但是小孩子在家无法

无天的时候，连父母的话也听不进去，但是如果告诉他，老师让

他不要调皮，他可能很快就听话了，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非常

信任老师。所以，我们对于有信心者的教言，就会做到依教奉行，

从这点来说，依止具德导师也非常重要。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八）为什么要视师如佛 

一切贤劣分别均源于自己的心。这个道理不仅在我们的修行

过程中必须铭记，甚至在生活以及一切时中都应如是观待内心。

若能如是造行，我相信他就是一位非常圆满的修行者。  

【此即如同具髻梵天与舍利弗争论释迦佛刹土是否清净之

义般。】 

在《普贤上师言教》中讲解过这样一个公案。具髻梵天说释

迦牟尼佛的刹土是清净之刹土，但舍利弗并不这么认为。如果刹

土清净，修行又有何必要？我们所见到的山河大地难道是清净的

吗？若不清净，西方极乐世界又在于何处？两者各执一词，辩论

了很长的时间，都没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结论。最终决定去问佛陀，

这个世界究竟是否是清净的刹土。释迦牟尼佛回答说，这个世界

本身是清净之刹土，但众生由于被业力遮止之故，它所呈现出来

的就是我们现前所见的山河大地的景象。但当业力清净期间，想

去别处寻求清净刹土也了不可得。因此还是在讲解刹土是否清净

在于内心是否清净之上。现前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道理，也就知

道在自己的修行过程中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 

【上师即为佛陀，《空行帐幕续》云：“凡谓金刚萨埵者，

彼即阿阇黎身现，缘于饶益众生故，住于平庸色身相。”】 

在净观五种圆满中，首先要将导师观想成阿弥陀佛。为什么

我们要做到视师如佛？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在示现涅槃前为阿

难及弟子授记，末法时代，他会以善知识的形象来度化众生。因



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呈现善知识之相来度化众生者即为佛。但

是，由于我们眼根不净，业力沉重的缘故而无法看见。 

往昔无著菩萨修弥勒菩萨，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最终见到弥

勒菩萨。当弥勒菩萨呈现在无著菩萨面前时，无著菩萨非常悲伤

地问：“为什么您在十二年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弥勒菩萨告诉

他：“我并非今天才出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第一天走进山洞开始

修行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你面前了。但由于你当时眼根不净，业

力沉重的缘故，即便我出现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我。”无著菩

萨还是非常疑惑，于是弥勒菩萨指着自己身上的印记说：“这是

你第一天进山洞的时候吐的痰。如果你还不相信，请你明天扛着

我出门，在街上随便找路人问一下你的肩上有什么？”第二天，

无著菩萨扛着弥勒菩萨上街，并且不断地向路人求证，他们是否

看到他肩膀上有什么？但是除了一个手拿拐杖的老太婆之外，所

有人都一无所见，并认为无著菩萨可能精神有点不正常。但是即

便这位老太太也只是问无著菩萨，为什么他要扛着一条死狗上

街，应该把这条狗埋掉才是。这位老太太虽然看到无著菩萨身上

背着东西，但也只是看到了一条死狗，而没有看出是弥勒菩萨。 

这个公案告诫我们，由于我们业力沉重的缘故，一切显现都

不清净，如果佛以佛的形象来到我们面前度化我们，我们根本看

不到，度化更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而言，佛陀唯有示现为人的

形象来度化众生，众生才能得到救度。因此，所有善知识都是佛



陀的化现，我们应该时时净观，我们现前所依止的导师就是真正

的佛。  

  

【圣者言教】第八课（十九）解脱需要依止真正的善知识 

我们时时讲解依止诸佛，但与自己最近的佛是哪一位呢？我

想除了自己的上师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一尊佛比自己的上师更为

亲近。因为，除了自己的上师之外，我们见不到其他诸佛，视师

如佛的原因也正在此上。当然，真正的导师需要具备烦恼消尽，

出离心、菩提心与信心圆满等功德。若仅仅口中自称为导师却不

具有功德者，恐怕无法称之为真正的导师。如今世上拿着印有各

种头衔的名片而欺骗信众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导师是否为真正的

导师，需要长时间观察。  

 我们可以从三乘的角度观察一位导师是否为真正的导师。

首先，这位导师的小乘别解脱戒守持得如何？其次，这位导师的

慈悲心怎么样，菩萨戒守持得如何？第三，这位导师密宗的誓言

护持得如何，是否具有普遍之信心？若依止一位张口就讲解别人

过失与是非的导师，分别心就会成为弟子修行的目标，这样的导

师不能称为真正的导师。我们今生能否迅速成办解脱，完全依赖

于导师的引导，所以初次进入佛门寻找一位好的导师非常重要。

至于如何观察一位导师是否为真正具德导师，无论从经论还是教

言之中，都已经做了一些讲解。 



往昔我初到汉地，可能所见世面并不很广的原因，一旦有人

问我某某人怎么样，我会很单纯地直接给予回答。但是后期，自

己见的世面越来越广，也想到要遵循华智仁波切在《自我教言》

中的教诫：“不谤众望所归者……不赞众夫所指者……不赞不谤

一切人。”大家都赞叹的对境，即便对方有多么不对，也不要自

己一个人去指责，否则可能导致自己被大家指责而内心产生诸多

烦恼。对于众人指责的对境，如果他确实是一位好导师，而你也

有能力令人信服，当他人指责的时候，你的赞叹就是菩萨行。但

是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赞叹众人所指责的对境，可能反而产生不

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值得的行为。因此，现前如果有人问我某

位导师怎么样，我会对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各人因缘不同， 

我相信一个真有缘分的信众，是不会走错路的。但若他现在的因

缘暂时不圆满，先走一段这样的路程可能也无法避免。但总的来

说，现前我们已经听闻了诸多道理，在依止导师方面，真的需要

谨慎一些。 

现前很多汉地信众对于这些道理已经越来越了解，行为当中

也越来越谨慎。往昔可能不是这样，只要有人打出活佛的旗号，

就能很快聚集一批弟子。若不幸所依导师不是一位真正的具德导

师，导师就会将这些居士视为私人财产，并且用天堂和地狱进行

威胁——如果弟子听话就可以上天堂，若不遵照导师的教言，可

能只有等着下金刚地狱。由于导师的诸多行为不符合历代传承祖

师的教言，弟子们的烦恼也随之而起，并开始四处求教，这位导



师的所作所为到底对还是不对。当然，由于不懂如何观察、依止

导师的诸多理趣的缘故，产生类似的现象也很正常，但在我们了

解这些道理之后，应懂得如何辨别。 

例如在传授皈依戒时，一位真正的具德上师会告诫弟子，虽

然现在是在某位导师面前受皈依，但皈依仪式只是一种缘，我们

真正皈依的对境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

具三宝功德之者，所以，我们不是某一个人的皈依弟子，而是一

切诸佛菩萨以及所有大德的皈依弟子。相反，如果导师对弟子说，

现在已经皈依了他，从此以后只能遵照他的话语而行持，否则地

狱就是最终归宿，作为这位导师的弟子，可能内心会充满疑问与

烦恼，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每当有人在我面前提及这样的事情，

我也只能祈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加持，让这些真正虔诚的信

众能具备更好的缘起，值遇真正的善知识好好修法，此外也没有

什么其它的办法。 

我们并非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时间才选择信仰佛教，我们信

仰佛教是为了成办解脱。因此这些道理一定要铭记心中，只有具

德与具缘者方能作为自己依止的导师。 

【圣者言教】第八课（二十）为何净观眷属为男女菩萨 

【我等闻法之眷属，彼基为如来藏，所依为珍宝人身，缘为

善知识，以此方便教言摄持，将来必定成佛。】  

净观五种圆满中要将眷属净观为男女菩萨，如是观想的理由

在于何处？此处即做解释。因为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依为



珍宝人身。现在不仅得到十八种珍宝人身，而且难值难遇的善知

识已经遇见，佛法已经听闻，善缘已具足。弟子只要遵照导师的

教言，依教奉行，将来必定成佛。所以我们把眷属观想成菩萨一

点过错都没有，他迟早就是菩萨，因为已经具备一切条件。 

【如续云：“一切众生皆佛因，无一众生非法器。”于一切

现境净观为大清净、大平等中，如是闻法堪为密乘之法器，且为

一切善逝如来所护念、加持、欢喜、赞叹之处，轮回一切众生亦

皆欢喜，且生起成就无上利乐之因，其功德广大无边。】 

一切众生都堪为将来成就之法器，因此我们应于一切现境净

观为大清净、大平等。无论是平常听法还是修行，都应该如是造

行，这才是真正密乘的法器。若能如是行持，无论是过去已经示

现涅槃的一切诸佛菩萨，现前以及未来的一切诸佛菩萨、上师、

本尊和护法，都会时时护念加持，并且欢喜赞叹。这也是我们修

行的目的。因此，如理如法的功德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轮回一切众生亦皆欢喜？因为想要度化三界六趣

一切众生，首先必须要度化自己。只有在他人面前呈现出一种榜

样，别人才会依止你，只有这样，才能生起成就无上利乐之因，

获得广大无边之功德。 

以上都是在讲解净观的重要性。我们无论是在座上还是座下

都应如是修学为妙。虽然从第一次发心直到现在，我们从不同的

角度当中讲解《圣者言教》，但实际上还是在讲解我们平常所修



的法，讲解如何在座上用功，如何在座下提起正念等。若能依教

奉行，修行的功德自然广大。 

【圣者言教】第八课（二十一）略说皈依 

今天讲课结束之后为新入佛门的弟子传授皈依。在正式授皈

依之前，我们先讲解一下何为皈依。  

有些信众会问，往昔他已经受过皈依了，今天再受一次皈依

是否有过失？当然没有过失，反而还具有功德。因为我们天天都

说，行持善法多多益善。请问前面已经念诵过一遍阿弥陀佛，是

否还需要念诵？当然需要，直到我们证得无上菩提，都需要这么

去做。 

受皈依戒也同样一个道理，但要记住的是，我们所依止的对

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也就是说，具三宝一切功德者都是

我们所皈依的对境。具有如是见解的信心才是普遍之信心。若偏

袒理解皈依，认为自己只皈依了某位上师，因而轻视其他导师，

相信你的烦恼很难消尽，因为偏袒的信心得不到十方三世一切诸

佛菩萨的加持，这也是现前很多人最大的障碍。 

现前很多人口中会说自己信仰的是南传佛教、汉传佛教或者

藏传佛教，似乎除了自己信仰的教派之外，其余的教派与自己没

有任何关系，因此可以予以轻视。一旦具有这样的想法，就充分

说明他并没理解什么是佛教。 

细致观待，我们皈依的目的是令自心成为三宝，但何为三

宝？我们说过，遵照释迦牟尼佛教言清净护持戒律的修行者为僧



宝；如是所传讲之教言为法宝；圆满实证教义者为佛宝。所以具

备这些功德者都是我们皈依之对境，没有任何分别。当内心被分

别不同教派、不同导师的偏念束缚时，已经不具备三宝弟子的条

件了，同时也失毁了皈依戒，过失很大。 

所以，无论以前你在哪一位导师前受过皈依，这种皈依仪式

都仅是一种缘，实际上我们所依止的对境都是佛法僧三宝。这里

的三宝没有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东传佛教或藏传佛教的区别，

也没有这位导师、那位导师的区别，凡是具三宝功德的一切尊者

都是我们皈依的对境。如果在某位导师面前受皈依，便认为他就

是我所皈依的导师，其外一切导师，无论是否具德都与自己无关，

就充分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皈依。 

在皈依的时候，我们还要有清净的发心，即发殊胜菩提心，

愿天下所有一切众生都能迅速成办解脱而受皈依戒。发心不能缺

少，在具有发心的同时，开始受皈依。 

我们发愿从今天直到成佛间皈依三宝，因为当我们成佛以

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三宝，并成为他人皈依的对境。从今天直到

成佛间，我决心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的导师做皈依；把释迦牟尼

佛所传讲的一切教法当作行道做皈依，因为行于法才能觉悟释迦

牟尼佛的密意；我要把所有一切僧众当作行道之伴侣做皈依，因

为我要跟随众多修行者一起清净护持戒律而成办释迦牟尼佛的

密意。 



守持皈依戒到何时为止？从今天直到临终前。因为人命终以

后，即便未来又投生人间，但投胎时的胎障会令我们忘失前世的

很多事情。如同我们今生能修学佛法，意味着前世我们决定是信

仰佛教者，可能受过皈依，为什么今生还要再受一次皈依呢？因

为当时我们皈依的时间是从那天直到成佛间，但守持戒律的时间

只是从那天直到临终前，否则投生时，由于无法忆起前世已经受

过皈依戒，会导致破戒，产生极大的过失。 

我们无始以来漂泊轮回的最大原因就是没有成为三宝之弟

子。如今我们成为三宝弟子，说明未来漂泊轮回的时间已经有限

了，不仅可以救度自己，而且成为度化三界六趣一切众生之怙主，

因此内心要充满法喜。这种喜悦是得到皈依戒体的主要因素。 

【圣者言教】第八课（二十一）皈依戒律 

我们得受皈依后，要了解需要守持的戒律。皈依戒总分为三

所断、三所修、三同分及阿底峡尊者所传讲的五种支分之戒条。  

第一、三所断。 

第一条、从今天乃至菩提间，我决心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的

导师做皈依。因此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把世间鬼神作为导师而

做依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皈依法不损恼有情众生。作为三宝弟子，我们是救

度众生之怙主，不能再做对众生有害的事情，而且从今天开始必

须戒掉杀生。有些人可能认为戒杀挺困难的，自己独自一人时可

以做得到，但是在某些场合就很难做到。要记住，在自己能力范



围之中，我们必须做到不杀生。当然，现在很多人都生活在城市

之中，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杀生，想要阻止这么多人杀生是不现实

的，因为这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

中，千万不能杀生。 

从菩提心的角度而言，所有众生都是自己无始以来的父母，

儿女杀父母，这个罪过有多大？但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可笑：“这

些动物这么小，我这么大，它们怎么会是我的父母？”今生虽然

不是，但无始以来决定是的。虽然它现在不会说话，但是它的心

理和我们完全相同，也想快乐不想痛苦。可是由于弱肉强食的原

因，它除了眼睁睁地等待着生命结束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就好

比我们被一个强者欺负的时候，要是没有反抗能力，也只能如同

这些动物般，等待着他人的宰割，此外没有丝毫之办法。 

这也告诫我们，作为救度三界六趣一切众生的怙主，我们要

救护它们，就应该更珍惜它们的生命，决定不能去屠杀。这一点

必须做到。即便遇到天大的事，也不能去杀生。从小乘的角度来

说，一切罪业莫过于杀生，哪怕杀生一次，罪过也非常沉重。可

能有些会说，平常屠杀很多小生命的人似乎也没看见他有什么报

应，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因缘没有和合。当因缘和合的时候，他

可能要遭受几千几万甚至无量倍的痛苦。所以，从今天开始必须

要戒掉杀生。 

第三条、皈依僧众不与外道教共侣。如今汉地不是全民族信

仰佛教，因此完全与不信仰佛教的家人分开是不现实的。但这里



要记住的是，在没有能力救度他人的前提之下，不要炫耀自己修

行者的身份，比如平常在身上挂各式各样的佛教挂件等。我们所

谓的修行是要修心，而不是修身。即便你身上挂一千个珠子，一

万个佛像，若无法调伏自己的内心，恐怕也算不上一个修行者。

所以这些外在表象都不重要。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佩戴一

些佛教的挂件等，都是一些好的缘起，但是条件不允许的时候，

它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没有能力救度他人的前提之下，尽量

保密自己是修行者。 

第二、三所修。 

第一条、皈依佛要恭敬佛像。无论是在寺院还是在家里，只

要有佛像的地方，我们就要把他当作真正的佛来恭敬。即便在路

上看见一些佛像的碎片，也要放在干净之处，绝不能放在脚踩的

地方。 

第二条、皈依法要恭敬文字。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一切教言都

记载在文字之上，我们要把文字当作释迦牟尼佛和教言做恭敬，

而不能把文字放在脚踩以及跨过去的地方，要放置于高处。 

第三条、皈依僧众要恭敬僧人，不讲出家人的过失。无论自

己认为他们有多少不足的地方，也不要讲解他的过失。我们说过，

一个人由于业力沉重的缘故，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但是讲解

他人的过失，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目

的，我们讲解他人过失的目的又是什么？既然得不到利益又何必

去说他人的过失呢？所以，不要讲出家人的过失。 



第三、三同分。 

第一条、从今天乃至菩提间，我决心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我的

导师做皈依，但释迦牟尼佛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示现涅槃，现前

我们去何处寻找这位佛呢？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时，为阿难及一

切信众授记：“末法时代我呈现不同的善知识之相来救度你等一

切众生。”所以我们依止导师就如同依止释迦牟尼佛般。 

第二条、皈依法要依止导师的教言。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之下，

平常要多看一些佛教方面的书籍。比如现前大家都在听闻《圣者

言教》，相信听闻这部法，对大家以后的修行和对佛法的理解有

着很大的意义。尤其是五明佛学院以及各地地方的导师们平常也

在讲解不同的教言，在信心以及多方面条件成熟的前提之下去听

闻，也非常好。 

第三条、皈依僧众，要身饰红黄之色。虽然现前大家还是在

家众而不是僧人，没有特定的服装，但是红色和黄色代表佛教，

因此从外表上应该表明自己是一个皈依弟子，平常条件允许的前

提之下可以穿一些红黄色的衣服。但还要铭记华智仁波切的一句

教言：“衣饰随顺于当地。”如果你在平常工作的地方穿红黄色

衣服很显眼的话，身上佩戴红黄色的丝线也可以。一个真正的修

行者应该有高尚的智慧，无论是外表的装饰还是言语乃至思想，

都应以和谐作为基础。所以，时时佩戴红黄色的线代表我们是皈

依弟子，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阿底峡尊者所传讲的五种支分戒条。 



第一条、纵遇命难也不舍弃三宝。 

第二条、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时时祈祷三宝，因为三宝可

以救护一切。 

第三条、平常吃饭穿衣要时时想到供养三宝。比如今天要穿

一件新衣服，在自己没有披上之前，心里首先要意念供养三宝；

吃饭之前也要意念供养三宝。总之自己感觉悦意的每一时刻，都

要想到供养三宝。 

第四条、自己要念诵十万遍四皈依，还要劝他人念诵四皈依。

历代高僧大德曾经说过，一个得受皈依戒的弟子，念诵十万遍四

皈依，对世出世间有着很大的利益。已经念诵过十万遍四皈依者，

以后每天多念诵一些四皈依，意义也非常广大。为了酬补念诵的

缺陷，我们在皈依之后，一般都要求弟子念诵十一万遍四皈依。 

第五条、无论面对什么方向都要忆念三宝。比如中央有毗卢

遮那佛三宝，东方有不动佛三宝，南方有宝生佛三宝，西方有阿

弥陀佛三宝，北方有不空成就佛三宝。所以不管面向哪一方向，

都具有三宝，都可以时时祈祷。 

我们遵循这些皈依戒，从总的角度来说，三门应该有一定的

改变，这才是我们的皈依证。所以，真正的皈依证要体现在身口

意三门之上，而不仅仅是一本证书。从今以后，身有所改变——

即便不穿红黄色的衣服，身上也要佩戴红黄色的线。语改变——

往昔我们都有个在家的名字，进入佛门以后就有了法名，这是语

改变。意改变——往昔所做每一件善事想的都是自己，从今天开



始就要改变心态，发心为天下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而行持善

法。三门如是改变，才是一个合格的皈依弟子，也才具有无量之

功德，能消尽无始以来至今所造的一切罪业，得到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的时时护持，意义非常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