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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一）共同外前行是精进修行的基础 

进入佛门，无论闻思还是实修，一切都是为了成办解脱。所

谓的解脱，并不在遥远的地方，而在清净心之上。如汉传佛教历

代高僧大德六祖惠能大师曰：“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

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我们平常无论修学什么法门，

行持什么善法，都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内心。 

总之，今生能否成办快乐，临终能否获得自在，未来能否获

得解脱，一切取决于调伏内心之上。从小乘十八部乃至无上窍诀

大圆满，法虽纷繁，一切所宣无非调心之方便。我们这次传讲的

《圣者言教》，主要在于心入于法和法入于道。心入于法主要讲

解观四厌离法，即人身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与业之因果。

四厌离法非常重要，若非长时间观修，即便闻思上通达多少理论，

实修上产生一些觉受，即身成办解脱还是很困难。我们在讲行菩

提心学处六度波罗蜜时讲过，不做精进成办不了解脱。精进的前

提是观修四厌离法产生的修行动力，所以，共同前行是迅速成办

解脱之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无论下面的条件多么成熟，也很难

实现。由于共同前行的重要性，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平

常无论讲解共同法还是不共同法，都会把共同前行作为重点传

讲。作为我等大恩根本上师的法脉继承者，我们在平常修行过程

中，当然要把共同前行作为正行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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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虽然得到难得的人身，但这样的人身不是无因无缘

就能获得的，从难得之因、难得之数和难得之喻三方面就能知道

获得这样的人身是多么难得。由于宿世善行，今生获得这样的果

报，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累世善因，我们必须珍惜这个人身，把拥

有的一切智慧运用到相对的境之上，精进修学佛法。如我等历代

传承祖师无垢光尊者曰：“如今我等已圆满获得暇满人身，值遇

大乘法宝，具此如法行持正法之际，切勿无义虚度人生，当作清

净究竟意乐为妙。”所以，平常应尽可能把自己的身心投入修法

之中。 

人身虽然宝贵，却非恒常，可怕的无常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

身旁。今天在世上，明天还会不会在世？今年在世上，明年还会

不会在世？谁都不知道。若要说个准确的时间，再过五十年，我

们都已经不在世上了，这是特定的事。即便我们多么不愿意面对，

即便我们到时有多么不舍，离开这个世界是决定的。今天贪执的

一切，今天留恋的一切，五十年内都会结束。相信在座的弟子们

时时都会听到有人去世的消息，这就是诸佛菩萨的授记，让我们

早做准备。无常会在他人面前呈现，也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当无

常降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为了能在无常降临时

坦然面对，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精进修法，再不能拖延时间，再

不能懒惰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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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法时代，众生烦恼沉重，难免产生懈怠拖延等一系列显现。

为了对治这些过失，观想共同外前行尤其是人身难得与寿命无

常，是非常必要的。若不能以此对治自己的内心，在我们见地等

一系列条件不成熟时，很难对治当时的邪念与偏念。为了迅速改

变懒惰放逸的状态，让自己全身心投入正法，必须时时观想共同

前行。 

虽然我们常常强调共同前行的重要性，但由于业及烦恼沉重

的缘故，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正法搁置一旁，顺从自己的私心去创

造、追寻另外的“正法”。要记住，不依教奉行，时时随着自己

的私心飘动，是不能成办究竟解脱的根本。为了迅速成办解脱，

以上传讲的一系列道理必须时时铭记心中。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二）依止修持上师之利益（一） 

【庚四、依止修持上师之利益 

若供养、依止、修行自在上师瑜伽，并令上师欢喜，如同供

养十方三世诸如来及一切大坛城、邻近坛城，并能清净共同罪业

——毁犯别解脱戒、十不善业、五无间罪，及不共罪业——失毁

密乘之誓言。】 

如理如法修学上师瑜伽导修有什么功德利益呢？能获得一

切加持，赐予一切悉地，遣除一切违缘，清净一切罪障。 



 4 

所谓加持，是指信心和慈悲心越来越增上。如果不消尽烦恼、

清净罪业，信心和慈悲心能增长吗？就像天空越来越晴朗，阳光

越来越明媚，充分说明乌云越来越薄甚至已经消尽。若云层很厚，

如同阴天般，太阳的光芒很难示现在我们面前。讲法的时候，我

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中讲解，依止这样的法能得到什么功德，依止

那样的法能得到什么功德，但实际上，得到一种功德的时候，一

切功德都在圆满。 

平常多修修上师瑜伽当然很好。相信在座的弟子们，无论是

刚开始入门，还是已经修到一定的程度，从表面显现之上，我们

按照上师瑜伽仪轨念诵一遍，配同着成熟口诀法，每天都在不间

断地修一座上师瑜伽。当然也可以说，我们平常行持的一切善法

都是在修上师瑜伽。由于如是修学上师瑜伽的原因，可以清净共

同罪业和不共同罪业。 

【如《金刚萨埵幻网根本续》云：“若供上师五受用，即能

供养诸坛城，邻近坛城何须说，清净一切诸罪业。”】 

若时时修学上师瑜伽，就是时时在供养、修持、依止上师，

能得到上面传讲的一系列功德。 

【总之，若能依止供养上师，其功德不可思议，如《意之续

密集》中云：“供养或承侍恒河沙数之诸佛如来，不如供养、承

侍上师身上一毛孔，或仅令上师一毛孔欢喜，功德更为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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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之总集，本尊也是十方三世一

切诸佛菩萨之总集，为什么依止上师的功德比依止其他佛菩萨的

功德更为殊胜呢？从功德的角度而言，上师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菩萨没有丝毫之差异，但站在恩德的角度，上师远远超胜十方三

世一切诸佛菩萨恩德。细致观待，如今我们内心生起的共同、不

共同功德，对佛法教义和修行理趣的稍许领悟，修行过程中违缘

障碍的遣除，都来自导师的恩德。所以依止、供养上师，获得的

加持更大。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三）依止修持上师之利益（二） 

【尤其具敬信依止上师，则可迅速获得一切胜共之悉地】 

不共同悉地，指证得心的本性。我们在讲上师瑜伽的时候，

站在四个不同的立场（传承法脉清净，通达方便，认识智慧和善

巧运用）调伏自己的内心，获得不共同之悉地。第一，传承法脉

清净，讲解要具普遍之信心。总体上，我们站在三种信心的立场

上传讲普遍之信心。第二，通达方便。在修上师瑜伽的过程中，

总分为前行之前行（两个要点）、入座前行（三个要点）、共同

外前行（四个要点）、念诵仪轨（依文明观）和回向（两个要点），

称之为通达方便。第三，认识智慧。如同成熟口诀法般，认识智

慧包括从寂止到胜观之间的一系列过程。寂止分为有相止和无相

止，后期从小乘十八部乃至密乘之间，讲解的一切都称之为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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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观还分为不了义和了义之境界。第四，善巧运用。在修学禅定

的过程中，昏沉掉举会时时侵犯我们的等持，这时我们需要根据

妄念起现的程度，采用不同的方便调伏内心。按照成熟口诀法的

要点，调伏内心分为意识转为道用和智慧转为道用，按照我等历

代传承祖师华智仁波切的教言，调伏内心分为三个阶段——剖析

调伏妄念，直视调伏妄念和安住调伏妄念。剖析调伏妄念可以配

同着前面的四厌离法，也可以配同不共同法，如皈依、发心、金

刚萨埵、供曼扎和上师瑜伽等，当然还包括成熟口诀法的决断心

之根本和寻觅心之过患。直视调伏妄念分为粗直视调伏妄念和细

直视调伏妄念。粗直视调伏妄念根据修行者的见地和对共同观察

心之来住去的认识，总分为三个层次与一个层次。细直视调伏妄

念主要讲解四空双运或者缘起性空之见解。安住调伏妄念按照成

熟口诀法分为五种辨别，平常我们着重讲解的是四大解脱。这一

系列道理必须铭记心中，才能更好地善巧运用，否则仅以一种方

便去对治烦恼，可能有时候能调伏烦恼，有时候不能，这充分告

诫我们，善巧运用非常重要。 

【如《应成续》云：“依止上师之功德，等同吉祥如意树，

摩尼宝与如意牛，获取无量诸功德，此等皆缘依上师，故而遮除

轮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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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比喻的吉祥如意树、摩尼宝或如意牛般，上师瑜伽可以

赐予我们一切——不仅仅是世间一切财富，更是出世间一切功

德。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弟子们都有相似的道验。 

【《三句续》云：“何者金刚阿阇梨，谁人恭敬观头顶，即

获诸佛之加持，一切千佛诸功德，其人亦能得受持。”】 

修行过程中，认识上师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之总集非常

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即便你在修学过程中依止上师、敬畏

上师，只能得到一位导师的加持。但若能认识到上师乃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那么在祈祷上师依止上师之时，就能得到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加持。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四）依止修持上师之利益（三） 

【《智慧现证续》云：“不离上师相，即未离诸佛。”】 

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在讲解成熟口诀法时多次告

诫弟子们，要在不离上师之相的境界中行持。这种修法不仅摄持

了一切智慧，同时具备方便的一切功德。 

【格西茂久巴云：“精进解脱尚存疑，恭敬解脱无疑惑。”】 

精进是解脱不可缺少的助力，但仅凭精进是否能获得解脱，

尚有疑惑。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智悲光尊者曾经说过，他一生摄受

的弟子不乏有智慧者，有精进者，但唯有具信心者，方能迅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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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解脱。因为有智慧者，得到的可能是伺察意之见解；具精进者，

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世间禅定；唯有具信心者，才能具备佛的本体。

这充分告诫我们，平常修学过程中，培养及增上信心非常重要。 

【及“观音菩萨白即白，瑜伽佛母红即红，喜金刚者蓝即蓝，

我于何处亦未离，大恩上师之形相，即生成佛应有期。”】 

修行中不离上师之相，很快可以成办解脱。历代高僧大德以

这种方便成办解脱，我们也应随学，并时时观待自己的内心，是

否时时都能意念上师之相。若能做得，成办解脱指日可待。很多

人都说修行很难，从某种角度而言，确实不容易，因为在成办一

切法之精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理解起来并不很难，只要时

时不离上师之相，解脱就在不远的地方。 

【迅速获得佛果，如《阿底大庄严续》云：“观想赞颂忆上

师，一生定能证佛果。”如是一切经续窍诀中，数数宣说其无量

功德。总之，于内三续，尤其大圆满极密无上乘中，欲证解脱之

士夫，于传承法脉清净、具殊胜证悟之上师，视为佛陀法身而恭

敬祈祷，则无需观待生圆次第等任何他缘，依此瑜伽定可速疾成

就殊胜之悉地。】 

传承法脉清净、具殊胜证悟之上师，也就是我们通常讲解的

传承法脉清净、导师功德圆满。在具备这两者的前提下，如理如

法修学上师瑜伽，不需要依靠生起次第、圆满次第，也不需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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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它善法，可以迅速成办解脱。这就是上师瑜伽导修的功德，

这样修学，意义非常广大。 

【复次，金刚乘中一切基道果、见修行果，唯一即此自之智

慧上师之本体，除以反体安立外，实无任何不同。】 

无论用基道果还是见修行果来阐述我们平常的修学，实际

上，除上师之外没有其它所立之法。 

上师瑜伽总分为外、内、密三种上师相应法。若当下能悟证

密相上师瑜伽，当然已圆满含摄一切法义。因为无论基道果还是

见修行果，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当中印证，实际上就是讲解密相

上师瑜伽。若当下不能悟证密相上师瑜伽，我们就要先从外相上

师相应法入手，即便当时创造的见解、修行、行为以及暂时的功

德不圆满，但也没有离开基道果、见修行果等。 

【此中含摄一切道之要义，较他道更为甚深快捷。】 

上师瑜伽乃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要，所以成办解脱比

其他之法更快。显宗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方可成就，乃历代传承祖

师所共许，但如理如法修学上师瑜伽导修，上品者六个月、中品

者数年、下品者一生可以成办解脱。这就是密法的殊胜。 

【此乃一切三世如来之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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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历代传承祖师是这样修学而成办解脱的，作为后一代修

行者，我们必须追随历代传承祖师的足迹，以上师瑜伽导修作为

我们修行的重点，绝不能搁置一旁。 

【如海持明成就者之精华，瑜伽道究竟殊胜之要义，除此以

外别无更胜者。】 

无论哪个教派，都会讲解自宗修法的殊胜性。但我们讲解上

师瑜伽导修是最殊胜之法，是否站在密意方便的立场上如是传讲

呢？当然不是。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为了拯救八万四千种不同的

根机而传讲了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便道，总摄于三乘教法之中。

小乘、大乘为因法，密乘为果法。因法在意识造作中成办果位，

果法由于多方面条件成熟的缘故，不需要依靠前者那么多戏论，

直接在无戏论状态中迅速成办心的本性。所以因法和果法在调伏

内心等一系列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差距，成办解脱的时间自然也不

同。萨迦班智达曾云：“依种种所化之根机，一切皆为殊胜。若

以共同而论，唯密乘最为殊胜。”也就是说，从根机而论，与自

己根机相应的法最为殊胜，但从法而论，唯独密法最为殊胜。这

也告诫我们，上师瑜伽导修乃最殊胜之法，不是站在密意方便的

立场上安立的，而是谛实语。 

【故此，唯一修持了义上师佛，此尽摄一切甚深之义，自他

任何所作，一切勤勉皆成修持上师瑜伽之方便，故知一切修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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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即为极密窍诀之殊胜要义，顿时生起了悟之智慧上师瑜伽

之引导次第竟。】 

以上就是修持上师瑜伽导修的功德。希望大家平时尽可能在

这方面多做一些修行。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五）外魔 

【戊三、不生道障结合二种引导 

不生道障结合二种引导分二：净除违缘障碍；颇瓦法。】 

在修行的路途之上，难免会产生很多魔障及各式各样的违缘

和障碍。为了遣除这些障碍，龙萨派讲解了这种独特的吽字修法，

宁提派没有这种传讲。虽然大圆胜慧调伏语的过程中有这种吽字

修法，但是这两者有些相同也有些不同。相同的地方是依靠吽字

修法，清净外器山河大地、内情五蕴。不同的地方是，龙萨派前

行吽字修法没有很好的等持基础也可以如是修学，但大圆胜慧前

行必须有一定的等持基础。按照亚青寺历代传承祖师的传统修

法，必须修到智慧转为道用方可修学这样的法门。当然我们平常

可以多修修这个法，对于遣除修行路途上遇到的各式各样的违缘

和障碍，意义非常广大。 

【己一、净除违缘障碍 

对境即修持菩提之所依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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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的障碍会如何呈现呢？就是在身口意三门起现不同的

障碍。我们把制造障碍者分为外障、内障和密障三种。若对制造

障碍者没有认识，就无法依靠相应之法对治，所以知道障碍的分

类，非常重要。 

【造障碍者即疾病、魔鬼、违缘、障碍，亦名外魔黑品之鬼；】 

我们在修行的路途之上，往往有各种违缘的显现。比如身体

不舒服、生病；精神无法控制，产生一些错乱的显现；或者在静

下心修法的过程中，家里的亲人出现违缘，而不得不放弃修法去

处理；或者在修学过程中，自身心中出现各式各样与正法相违的

感觉或显现，这些都称之为违缘和障碍。我们把这些制造障碍者，

称之为外魔或外障，也就是魔王波旬等一切魔鬼制造的违缘。我

们今天讲解的吽字修法，不仅可以遣除外障，也可以遣除内障和

密障。 

往昔我们讲过，按照历代传承祖师的传统修法，每天在功课

中不间断地念诵一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回遮仪轨、大白伞盖修法

仪轨、狮面佛母修法仪轨，以及意愿速成祈请颂、除障祈祷文等，

在《显密甘露心滴念诵集》中都有。总之，为了遣除一切外障，

每天念诵一遍这些仪轨是平常功课中必不可少的。 

外魔时时都会侵犯我们的修行。今天没有，明天可能就有了，

明天没有，下个月可能就会出现。如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在成

就的一瞬间，魔王波旬等一切外魔给释迦牟尼佛制造了多大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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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但由于释迦牟尼佛一瞬间成就的缘故，一切魔障均变成悉地。

如今我们的见地还不圆满，所以这些外缘就是外魔，会制造很多

障碍，影响我们的修行。为了早些做好准备，防止起现这样的违

缘，时时念诵这些仪轨非常重要。不仅仅是这些仪轨，我们每天

念诵三遍大自在祈祷文、解缚咒和狮吼咒，也是为了遣除修行过

程中的一切违缘。尤其我等大恩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和喇嘛仁波

切复次教诫，要把解缚咒作为遣除违缘的一把宝剑，所以平常如

是念诵意义非常广大。 

以上讲解了外魔的概念和遣除之法。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六）内魔 

【内魔白品者即（世间空行母）为考验修行者所制造之违

缘；】 

智慧空行母不会给修行者制造违缘，但世间空行母会制造很

多违缘，考验修行者的能力。若能转为道用，世间空行母就成为

我们修行的辅助，因为没有这些考验，很难过很多关，而过这些

关的时候，也是迅速成办解脱的机会。所以从显现的角度，它是

一种违缘，但从我们修行的角度，要是能转为道用，它是我们的

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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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由于没有得到导师的很多窍诀法，在呈现这些觉受的

时候不知道如何对治，进而形成极大的障碍。当修行者执著于这

些显现的时候，一切均形成障碍，当修行者能控制一切的时候，

一切均变成悉地。比如在修行过程中，我们可能天天看见的都是

山河大地，也可能看到五彩光、文武坛城，甚至魔的形象等等；

从身体的感觉中，可能今天突然得了很严重的病，但突然又好了；

从内心的角度来说，今天可能烦恼非常沉重，妄念非常炽盛，也

有可能内心非常清净，甚至呈现一些神通神变。这些都是世间空

行母考验修法之者的能力，把握不住的人很容易产生执著，因为

显现文武坛城或神通神变而高兴，或者因为妄念炽盛而烦恼。一

旦对这些境相和感觉产生执著，就说明我们已经被世间空行母所

控制。 

我们都知道，执著是漂泊轮回的根本，所以在修行过程中，

不应执著任何显现。从修行的角度，世间空行母虽然在我们面前

呈现不同的觉受，制造各种违缘，但也是让我们见解迅速增长的

辅助。若能把握住，我们的见解会迅速增上，但若把握不住，也

会着魔。魔与悉地只有一线之隔，取决于执著与不执著之上。无

论自我感觉多么丰富，一旦对这种感觉产生执著，就叫做违缘障

碍。 

好多年前我在亚青寺，谒见上师的时候上师跟我说了这样一

个公案。有一个尼姑某天在一朵云彩上见到了莲花生大师，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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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诸佛菩萨，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到上师身边汇报。当时她对

莲师的执著非常强烈，所以上师对她说，先停下顿超的修行，念

诵十万遍莲师心咒遣除违缘，之后才能继续修学顿超。尼姑很不

理解，问：“难道见到莲花生大师也叫做着魔吗？”上师告诉她，

见到莲花生大师的形象不会着魔，但对莲师形象的执著形成魔

障。 

往昔堪布昂琼时代，有一位修行者在山上闭关修顿超，有一

天他在一朵云彩上见到主尊为莲花生大师，周围围绕诸佛菩萨和

天女。莲花生大师授记：“你今生如是修学非常好，但你今生的

事业不是以出家人的身份修行，而是用在家人的身份度化众生。”

并授记了便友的姓名和地址，让这位修行者出关寻找。这个人因

为得到莲师的亲自授记而非常高兴，所以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回

家去寻访便友。在下山的路上，他看到自己的上师堪布昂琼正在

路边的一个帐篷中闭关，所以决定先去谒见导师。他一进门，堪

布昂琼就说业障业障，他想：“我什么都没说，为什么导师说业

障呢？”堪布昂琼说：“你今天来见我，你的业障已经得以清净。

你今天呈现的一切，都是世间空行母在考验你的修法能力，即便

你去寻找，恐怕也找不到这个便友。即便找到，也不是你今生的

真正事业。你今天若不来见我而直接走，你就已经着魔了，后面

的结果比现前糟糕多少倍都不知道。”在座的弟子们可能有疑问，

难道莲花生大师亲自降临到自己面前授记还是魔障吗？要记住，

真正的莲花生大师不是一个形象，而是内心清净。在对某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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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执著的时候，执著本身就是魔障。往昔帝洛巴尊者对那诺巴

尊者说：“显现不缚执著缚，断除执著那诺巴。”我们面前呈现

的无论是莲花生大师还是魔鬼，形象是平等的，没有好坏之分，

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去面对。若执著一切，则成为违缘，若按照正

常的方式去调伏，即便呈现魔鬼之相，也是悉地。魔障与悉地如

同手心与手背，两者之间的真正差异仅在于是否执著。 

只要好好修学，决定会呈现觉受，这时一定要反观自心，对

这样的形象、感觉有没有执著，比如在打座的时候，有没有无意

中去寻找某种以前出现过的境界，或者对梦中形象反复思虑是吉

是凶。要记住，这些觉受这是内魔，断除内魔最好的方法就是不

执著。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七）密魔 

【密魔即被我执烦恼妄念所困扰而成清净修道之障碍。】 

密魔就是贪嗔痴烦恼。从上师瑜伽导修的角度而言，我们以

剖析调伏妄念、直视调伏妄念和安住调伏妄念来对治烦恼，这也

是密魔的三种对治法。站在成熟口诀法的角度，以上传讲的无论

是心入于法观四厌离法，还是法入于道，从皈依直到上师瑜伽，

以及下面要讲解的颇瓦法等，都是为了对治贪嗔痴烦恼，也就是

密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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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八）吽字修法 

【障碍方式即此等魔鬼侵入自己三门，而生起邪想、邪行。】 

魔障障碍的方式就是侵入自己的三门，而生起邪想和邪行。

比如身体产生各种贤劣感觉；突然会说往昔没有学过的方言，或

者突然连母语都不会说了；有时内心烦恼异常沉重，有时内心非

常清净等等。 

【净除方法：如颂云：“遣除障碍喝吽字，修持吽字成断护。”】 

为了净除外、内、密障碍，不让这些障碍侵犯自己的三门，

可以修持吽字修法。 

【因此，明观自成本尊之心间深蓝色“吽”字，连同自己喝

声，从右鼻孔排出无量“吽”字，充满世间之界。其后从左鼻孔

吸入，充满全身。】 

相信在座的弟子们平常都在修本尊，有些可能在修二臂观世

音菩萨、四臂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莲花生大师、金刚手菩萨、

二十一度母寂静本尊等，有些可能在修忿怒莲花生大师、马头明

王、大威德、狮面佛母等忿怒本尊。有些在功课中可能念诵依止

几十位本尊，有些可能念诵一两位本尊。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

仁波切为真正的佛，每天还要念诵几十位本尊，何况尚在修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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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所以，绝不能因为懒惰而放弃念诵，一味安住。我们反

复强调，将方便搁置一旁，单纯追求智慧，不能成办解脱。 

如果你平常修行的是二臂观世音菩萨，那么无论是在供护法

还是在修吽字修法时，都把自己观想成二臂观世音菩萨。由于长

时间修学的缘故，观想很清晰，不会觉得陌生，这也是我们常年

修本尊的真正目的。 

很多人喜欢修忿怒本尊，但我们的功课中很少翻译忿怒本

尊。为什么呢？不是我不喜欢忿怒本尊，而是有时候听很多人说

到忿怒本尊，是以嗔恨心针对怨敌。这种发心已经完全背离佛法

教义，所以我暂时不翻译。当然针对有些弟子，是需要一些忿怒

本尊，后期我会陆续翻译。要记住，无论念诵什么本尊，都要以

菩提心摄持，否则无论修学什么法门，都变成堕入金刚地狱之因。 

把自己观想成本尊，心间观想一个深蓝色的吽字，逐渐从自

己的右鼻孔呈现，一个接着一个，很多很多，口里同时念诵吽字，

也呈现很多很多吽字。接着观想世间看得见的一切，都变成吽字

之相，一个接着一个。然后用左鼻孔吸入吽字，自己的五脏六腑

和整个身体都变成吽字。吽字与吽字之间没有间隙，一个挨着一

个。如是修行，临时可以遣除一切违缘，究竟成办解脱。 

要记住，修行时一定要以菩提心摄持，绝不能有嗔心，希望

把一切魔障遣走。若带有私心，吽字修法即便临时能起到这个作

用，也绝不会成为解脱之因。我们行持善法的目的是为了三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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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一切众生都能成办解脱，因此修行吽字修法时，可以观想包括

违缘制造者在内的一切都变为吽字而获得清净解脱。密法虽然殊

胜，但一切都在菩提心的基础之上。若忘失菩提心，成办解脱已

无可能。 

吽字修法虽然不在五加行的范围当中，但如是修行可以遣除

修行路途上的一切违缘，平常若能抽出几十分钟的时间，甚至十

分钟、二十分钟来修此法，我想是挺好的。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九）护轮（一） 

为了遣除一切魔障，我们平常身上会佩戴诸佛菩萨或导师的

像，或者各式各样的加持品等，这是一种护轮。我们将护轮分为

外内密三种，平常可以按照这个去观想，护持护轮。 

【复外护轮者：如云：“佛像、金刚橛、法轮、火焰而守护。”】 

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观想有很多佛、金刚橛、法轮或智慧火，

可以护持自己的三门，从此不再被一切外魔侵犯。 

【即射收之护轮：金刚围墙、帐幕、箭网护栏、标志、各类

兵器、五色火焰及命根金刚链、兵器帐幕为代表之五甲胄护轮。】 

我们平常看见的很多本尊宫殿，外面有金刚围墙、帐幕、箭

网护栏、五方佛标志和各类兵器，以及五色火焰、智慧命根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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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和兵器帐幕为代表的五方佛甲胄等。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住所观

想成这样的外墙。这些就叫做外护轮。 

我们平常身上佩戴的各式各样的佛像、导师的像，或者成就

者打的金刚结、来自成就者的加持品等，都是外护轮，可以起到

护身的作用。 

【内观本尊坛城：生起次第之护轮：即身之脚心为金刚地基、

肋骨为金刚围墙、皮肤为金刚幕与华盖、头发胡须为箭栏、牙齿

指甲为火山，唯如是观想忆念亦可，此乃自然任运自成之护轮。】 

心里观想身之脚心为金刚地基、肋骨为金刚围墙、皮肤为金

刚幕与华盖、头发胡须为箭栏、牙齿指甲为火山，这样观想可以

护持身口意三门不被一切外魔侵犯。这是自然任运自成之护轮。 

【密中断之护轮：自心大手印之妙力，自解脱法性之本体，

自心自然宽坦，无散无收，于明空离戏圆满次第原始智慧中安住，

即是胜义菩提心之护轮。】 

若能圆满实证见解，一切敌对之心皆已消融于法界，外境无

论呈现什么形象，都是本体之庄严，一切魔障永远无法侵犯。这

时的护轮，就称为无守持护轮。如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在成就的

一瞬间，无论魔王波旬及一切眷属制造怎样的违缘，一切皆为悉

地，射向释迦牟尼佛的利箭和岩石，在释迦牟尼佛身前皆变为鲜

花而成无上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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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护轮（二） 

【如《秘密释》云：“修证之王无念慧，当伏魔王分别念。”

其为无上之守护，故须如是了知生圆二次第护轮之要义，如《八

大法行善聚续》云：“一切身与智慧中，造障碍者何亦无，无有

所护与能护。”】 

我们修行，就是要用无念智慧调伏魔王分别念。在真正的见

解中，没有制造障碍者，也没有能护与所护之分别。我们修行的

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护轮。当然在修行的路途之上，

我们现前恐怕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像外护轮和内护轮的观想，

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像甘露丸，我等导师莲花生大师曾经说过：“以修行成

办解脱之法，历代传承祖师均有讲解，但是无需修行仅仅依靠饮

食就能成就之法，唯有我莲花生大师才拥有。”这里无修成就的

饮食，指的就是甘露丸。所以身边要是有甘露丸，每天吃一些，

也是修行不可缺少的辅助。当然，每天吃一粒，可能我们也没有

那么多，这时可以找一个小小的瓶子，里面放几粒甘露丸，用水

泡好，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滴，也是护轮。 

我初次到亚青的时候，在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身

边，就看到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放着用水泡的甘露丸。当一

瓶甘露水喝完以后，再加上水，若味道很淡，就再放几粒甘露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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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味道不淡，就继续喝。一瓶甘露水可以喝很长时间。每天早上，

上师打坐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喝甘露水，因为它不仅是护轮，可

以遣除修行路途上的一切违缘，还有令一切善法加倍之功德，此

外，还可以遣除内心烦恼，增上智慧。甘露丸的功德非常大。 

很多人说，一上座修行，就会出现昏沉掉举，也有人说，明

明闻法前还很精神，可一闻法就昏沉不断，好像只要与修法有关，

一瞬间就招来很多违缘。这些都是魔障的显现。以前有一位高僧

大德曾经说过，如今所谓的魔障，从大的方面说，是业际颠倒，

从小的方面而言，就是平常闻思修行过程中的昏沉。魔障起现的

时候，我们绝不能顺从魔障，而是要更加提起精神。 

【本来具有之万有平等诸佛坛城中，因庸俗分别念之障碍而

遮蔽，须以生起次第净除，并不退还于庸俗而守护。基续如来藏

之能障，乃客尘八种识聚，当以圆满次第而净除，如是彼等近取

五蕴于无分别法界中安住，并不退还于心识而守护或行持，即是

闭关除障、守护之义，亦为生圆二次第总体之扼要。】 

如今我们在座的弟子，无论平常修学成熟口诀法还是上师瑜

伽，以及刚开始入门修加行，一切都称之为守护，换言之，就是

遣除一切外障、内障和密障。当然，修行当下就完全断根恐怕不

现实，但是依靠这种方便可以逐渐消尽一切障碍，迅速增长见解。

修行过程中，吽字修法是非常殊胜的遣除魔障之法，修学一些非

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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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总护轮，即为贤善意乐菩提心之护轮。如是观修至晚

间亥时，应思维：为使怨敌魔障父母为主一切有情，均解脱三有

轮回之痛苦，获证无漏安乐，故我今直至成佛间行持善法，或从

当下直至未死间，或从今年至明年，或从今天至明天太阳生起间，

三门当修善法】 

大乘的总护轮是菩提心。若有菩提心，就不会想要遣除魔障，

因为制造魔障者也是我们无始以来的父母，当面对魔障之时，只

会因慈悲心生起度化之念，绝不会舍弃、嗔恨。没有对立，一切

魔障也就永远制造不了障碍。 

为了度化以怨敌为主的一切众生，我们要时时行持善法。若

能时时提起这样的正念，直至成佛之前，永远不会遭遇一切魔障

违缘，一切魔障均变成你的伴友。如果不能时时护持正念，魔障

就会在你忘失正念的时候侵犯你的三门，给你制造违缘。 

【需发誓愿，如同将护送者奉送于敌人，而自无畏行之，此

为救护一切怖畏中最胜者。其目的为三门不趋入障碍，并接续此

生未竟之道。】 

若具有真实菩提心，如同将护送者送给敌人而自己无畏行走

般，一切怨敌均变成伴侣，这是最殊胜的遣除魔障、救护怖畏的

方法。当然，吽字修法也是遣除魔障的一种方便，按此法修行，

意义非常广大。但同时尚需了知，平常我们行持的一切善法，都

具有这样的功德，对遣除魔障的理解不能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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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一）何谓颇瓦法 

己二、颇瓦法 

颇瓦法又称迁转法，共分五种——法身颇瓦法，报身颇瓦法，

化身颇瓦法，具三想颇瓦法和超度亡灵颇瓦法。我们平常修学的

一切法都是在修颇瓦法，比如无上窍诀大圆满为法身颇瓦法，生

圆次第为报身颇瓦法，平常所行持的一系列善行为化身颇瓦法，

所以我们平常都在修颇瓦法。但这里主要传讲的是具三想颇瓦

法。 

【此生修道未得圆满，为获后世善妙之所依，及圆满修道，

结合气心强制法。】 

若此生修道已获圆满，心识已转变为智慧，这时智慧本身就

是刹土，不再需要修具三想颇瓦法。但若此生修行没有圆满，为

了获得后世修行善妙之所依，需要修行具三想颇瓦法，就是不修

成佛深道颇瓦法。“不修成佛”指引业即便没有很多善行，只要

临终满业时遇到颇瓦法，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修成佛深道颇瓦法之引导分三：不具窍诀之过失；具窍

诀之功德；如何修炼。】 

这里的窍诀指颇瓦法。“颇瓦”是藏文的音译，意译为迁转，

就是把神识迁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修行方法。顾名思义，我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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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持的一切善法都是颇瓦法，因为一切善法的目的都是转识成

智，成办西方极乐世界。但我们这里讲解的窍诀和窍诀的功德、

殊胜，主要讲解具三想颇瓦法。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二）不具三想颇瓦法窍诀之过失

（一） 

【庚一、不具窍诀之过失 

《空行普证续》云：“心识骑风马，若入下门道，纵修妙法

者，堕入恶趣多。”】 

了了分明者为心识，飘动了了分明者产生不同妄想的力量为

风马。气和识一旦融入一体，尤其是堕入到下三界恶趣种子之中，

必定呈现三恶趣之形象，遭受三恶趣之痛苦。 

【彼士夫即使为修善法者，临终时之心力及善恶之缘，与何

者相连均无定准。】 

即便是一个修行者，临终满业时心识会融入哪一道种子之

上，没有丝毫确定性。若你定力很强，时时都能护持见解，提起

正念，满业时也能护持这样的见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疑问。

但若仅仅引业为善，平常忘失正念的时候很多，尤其临终满业时

若不能护持正念，气识很容易随习气融入到某一道种子之上，当

时融入哪一道，就会呈现哪一道的形象，遭受哪一道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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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在黄河边有一个修扎龙（修气脉明点）的修行者。他习

惯一到晚上就到黄河边提很多水，把家里的水器全都灌满，以免

当天修行过程中要起座打水，晚上睡前还会把床前的水杯加满

水，以备晚上渴的时候喝。有一天晚上，他的气识融入饿鬼道种

子，感到非常渴，所以急忙起床，想拿水杯喝水，却发现杯里没

有水。他很奇怪，昨天晚上明明倒了一杯水，怎么就没有了呢？

想到可能是自己忘了，于是又去水缸找水，但奇怪的是，水缸也

是空的，涓滴不剩。太奇怪了！是不是在梦游？他回房穿上法衣，

来到黄河边取水，可往日奔腾不息的黄河居然一滴水也没有，只

余干涸的河床。他走过河床，把法衣挂在对面的树上后，就回家

继续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气识恢复到人道的种子上。醒来

后，他发现水杯、水缸里都盛着满满的水，走到黄河边，发现黄

河如同往常一般，水流湍急，再张目一望，他的法衣就在黄河对

岸的树上挂着，所以又坐船到对岸把法衣拿回来。 

这个公案告诫我们，即便前面引业是善，临终瞬间若不能护

持正念，气识融入哪一道中，真的没有丝毫定准，所以要时时护

持正念为妙。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三）不具三想颇瓦法窍诀之过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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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弟子问，带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什么条件？当

然是在临终瞬间能意念到阿弥陀佛。但临终瞬间能提起正念，意

念阿弥陀佛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临终与梦境相似，细致观

待，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如果梦到惊惧、恐怖的噩梦，能不能

立即意念到阿弥陀佛？若意念不到，说明临终往生的把握并不

大。说起来好像非常容易，不就是临终一念吗？但由于我们无始

以来业及烦恼沉重的原因，临终时如同风吹羽毛，完全不能自主

般，只能被业及烦恼裹挟着，没有丝毫自在。即便生前引业为善，

若不能时时护持正念，临终时仍难免被业及烦恼牵引，进入哪一

道亦无定准。 

【若恰好于今生显现心生耽著恶念之时断气，则漂泊轮回恶

趣，遭受无边痛苦。】 

临终断气时若耽著恶念，想到自己辛苦一生挣得的血汗钱就

要落入旁人之手而心生不舍、嗔恨，或者耽著于自己名下的财产

是该分给儿子还是女儿，这些恶念都会令我们漂泊轮回恶趣。对

于凡夫而言，如果不能护持正念，临终瞬间不生起这样的念头很

困难。 

我们家乡以前有一对夫妻，没有儿女，妻子去世后，年老体

弱的丈夫一直都由亲戚照顾。临终之时，老人让亲戚把他的一个

小箱子放在床边，手里紧紧攥着箱子的钥匙。老人去世后，亲戚

想把箱子打开，用里面的东西为他做超度的供品，据说手攥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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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很难把钥匙拿出来。后来终于把钥匙拿出来，打开箱子，里

面也没什么。想一想，他临终的瞬间对生前的这些财产有多大的

执著，可能唯一的执念就是这些亲戚会不会私吞自己的财产。在

这样的状态下断气，我们今生获得的十八种珍宝人身真的已经没

有意义了，因为紧接着就要遭受堕入恶趣的痛苦。但细致观待，

临终的瞬间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对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没有丝毫

执著，真的很困难。 

为了避免在临终时耽著世间财物，我们应该将自己拥有的一

切上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下施三界六趣一切众生。即便已

经不能亲自供施，也要这样思维，并意念阿弥陀佛和上师往昔传

讲的一切窍诀法，而世间的事情应搁置一旁。 

【其神识迁转之道：肛道为地狱，尿道为旁生，脐道为饿鬼，

此下三门为三恶趣门；】 

在讲解九门六道种子的时候，通常讲解涌泉为地狱道，密处

为饿鬼道，丹田处为旁生道。但这里按六门讲解，就是这样传讲

的——肛门为地狱道，尿道为旁生道，脐道为饿鬼道。 

【从男性左鼻孔，女性右鼻孔出者为人道；从男性右鼻孔，

女性左鼻孔外出则为夜叉；口道为阿修罗，此三门为中等三道；

右眼为转轮王，左眼为色界天，双耳为欲界天，即上等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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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念诵颇瓦法时我们会细致讲解如何闭塞九门。临终时

用吽字闭塞九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门很容易外散而成漂泊轮回

之因，所以要闭塞九门。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四）具三想颇瓦法窍诀之功德（一） 

【庚二、具窍诀之功德 

上中下三品瑜伽士，以临终、中阴、来生三时修持三身而迁

识。至尊笑金刚云：“此即融合往生之窍诀，乃为摧毁中有之向

导，具足修行此道人有否？命风进入中脉入安乐，彼将趋入法界

唉玛吙！”】 

“唉玛吙”是特定的意思，就是说若能按具三想颇瓦法去做，

闭塞六道之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特定的事。 

【即使平庸者，若以方便摄持，从头顶梵穴脉门中迁识，则

能往生清净刹土、空行刹土、人道善妙种姓等任一之处，衔接前

世善业，其道获得圆满。】 

即便是凡夫，若能按具三想颇瓦法修行，也可以往生清净刹

土、空行刹土或人道善妙种姓等任一之处。 

为什么前面讲解清净刹土，后面还讲解三善道，尤其是人道

和天堂呢？往昔蒋扬钦哲旺波的一个弟子问蒋扬钦哲旺波，他平

常在超度亡灵修颇瓦法的时候，看到很多亡者身上起现很多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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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如头上冒暖气，头顶梵穴之中冲出明点，或者头顶梵穴掉

落一圈头发等，但作为雪域高地数一数二的高僧大德，您在超度

众生的时候，死者身上为什么没有这些瑞相呢？蒋扬钦哲旺波开

始说，可能是由于自己念诵过程中加持力不大的缘故，但后面说

不是这样。一般老和尚在为亡者念颇瓦法的时候，会在亡者的身

上迁转神识，也就是把他的身体观想成观世音菩萨，把观想的整

个过程观想在亡者的身体上，再开始迁转，所以最终亡者身上会

显现往生的瑞相。但蒋扬钦哲旺波由于有神通的缘故，他知道亡

者的神识在哪一道当中，所以就直接在神识所在之处开始迁识，

最终亡者的身上就不会呈现瑞相。这就是两者的区别。他的弟子

继续问，是不是只要身体呈现瑞相，就足以证明亡者往生西方极

乐世界？蒋扬钦哲旺波说这个不一定，身体出现瑞相，是往生的

象征，但往生不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可能是往生善趣。所以

要懂这些道理。 

【如颂云：“若人修道劣，颇瓦法来迎。”】 

无论往昔你的业障多么沉重，即便生前所做一切引业皆为恶

行，只要满业（临终时）能遇到颇瓦法，神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特定的事。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五）具三想颇瓦法窍诀之功德（二） 

【修道未获稳固之种姓，及罪业沉重之人等，极需此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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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没有圆满赤裸，尤其是业障很沉重的人，颇瓦法是非常

重要的。因此亚青寺每年八关斋戒以后，会修七天颇瓦法。我相

信常住亚青寺的弟子，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往昔都修过颇瓦法。

由于很多人一起修行，其中若有往昔修颇瓦法呈现道验者，很容

易起现颇瓦法成就的瑞相。亚青寺每年修颇瓦法期间，多数在修

到三至五天的时候，最长七天，人人都会呈现瑞相。 

我在汉地听说有些堪布和活佛在汉地聚集很多居士们一起

念诵颇瓦法。当然，单纯站在念诵的角度，汉地和高原没有什么

区别，但是从地处条件而言，汉地的条件有点不圆满。念诵颇瓦

法，“拍”字吼的声音越大越妙，但在汉地想找一处几十人一起

吼“拍”字而不受打扰的地方，恐怕很难。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带领弟子们一起修颇瓦法的人，往昔必

须已经开悟。这里的开悟并非指见解已经达到明心见性，而是讲

解修行颇瓦法已经呈现瑞相，这样带着刚开始修行的人一起，最

多七天，人人都会有修行颇瓦法成就的徵象，比如头上长包，包

中出水，或者能插入吉祥草等等。一旦具备颇瓦法成就的瑞相，

超度亡者的意义非常广大。但若自己往昔没有颇瓦法成就的征

象，只会念诵和观想，为他人做超度是不如法的。常年在高原地

方居住的弟子们，我相信你们都有颇瓦法成就的征象，以后应该

把龙萨派颇瓦法仪轨、宁提派颇瓦法仪轨以及平常念诵的其他各

式各样的颇瓦法仪轨，放在自己的经书当中，以后若遇到亡者，



 32 

在亡者刚刚断气、身体还没有完全变冷的时候，修颇瓦法是最佳

时机。这时若能遇到颇瓦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与善趣是特定的

事。但若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再做念诵，虽然有功德，超度的难度

相对会更大。 

【若具如是窍诀，纵具何许极重罪业，亦必将闭封投生恶趣

之门。如造无间罪业径直下堕之人，若遇此窍诀，定无需投生恶

趣。如续云：“日日杀梵志，及造五无间，以此道解脱，不为罪

业染。”】 

无论往昔引业造过多大的罪业，只要满业的时候能遇到颇瓦

法，往生三善道以及西方极乐世界是特定的事。这就是颇瓦法的

功德。 

【邬金莲花生大士云：“修持成佛众皆有，不修成佛唯我

有。”】 

以修行成办解脱的法，历代传承祖师都有讲解，但是不需修

行，在满业瞬间就能成办解脱的法，唯有莲花生大师才有讲解。

这个法就是颇瓦法。通过这个教证，就能知道颇瓦法的殊胜性。

相信以前不重视颇瓦法的人，现在真的要重视一些。如今在汉地

有这样的传统，很多信仰佛教者聚集一起，给亡者念佛念经做超

度。这些非常好。若要是具有颇瓦法，意义更为广大，尤其是出

家弟子，这个非常重要。但要记住，当自己没有成就的徵象而为

他人念诵，完全是瞎子带瞎子。即便前面的瞎子非常有自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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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知道路，但最终两个人会走到哪里，很难所言。所以作为引

路人，必须先把自己的眼睛睁开，才能带领盲人去到光明之地。 

【班钦那若巴云：“九门乃为轮回窗，一门即是大手印，关

闭九门启一门，无疑趋入解脱道。”南岩译师玛尔巴尊者曾云：

“我今修持往生法，反反复复修炼已，平凡而死亦无惧，具有前

修之把握。”】 

如果在没有呈现临终之前时时都在修颇瓦法，尤其已经具有

成就徵象，即便在临终时没有善的概念，因为往昔修过颇瓦法已

经没有恐惧，所以往生即在眼前。不要仅仅想到自己的见解已经

是加行道，加行道虽然有烦恼但没有堕落，所以不需要修颇瓦法。

要知道，修颇瓦法决定与见地没有丝毫之矛盾，还是应该多修修。 

以上讲解的是具窍诀之功德。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六）上根瑜伽士颇瓦法修炼之法 

【庚三、修炼之法 

分二：具瑜伽之修法；不具瑜伽之修法。 

辛一、具瑜伽之修法 

以临终、中阴、来世三种而修持。上根瑜伽士现证法性实相，

串修娴熟者，在临终时，通过本净直断之密道，依止法界与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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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诀，基道之母子光明相会，认知妙力圆满获得稳固，彼者即

往生于本净法身界。】 

上根瑜伽士现证法性实相，一切都在心行之中。这里母子光

明相会，母光明是指如来藏本具有的圆满功德，子光明是指行道

过程中自己相似证悟到的见解。当子光明圆满实证的时候，就称

为母子光明相会。这是本书本净的传讲。在顿超中，本基为母光

明，光明任运为子光明，此时显现与本体无二之见解，称为母子

光明相会。虽然都是讲解心的本性，但是本净与顿超的区别，不

要全都混为一谈。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七）中根瑜伽士颇瓦法修炼之法 

【中根瑜伽士于实相生起觉受，生圆二次第无别之瑜伽串修

娴熟，并修炼如幻之本尊之力，临终起现中阴迷乱之显现时，于

生起次第境界中往生，声、光、色之相，皆现为本尊之坛城，于

圆满报身中成佛。】 

临终在外隐没次第和内隐没次第时，听见的比如四大之声，

后面如明、增、得光、色等之相，皆现为本尊之坛城。我们讲过，

即身解脱是在第二本净解脱以上，以下顿超四种成就的地方为法

性中阴解脱，再后面是有生中阴。有生中阴耳前听得见的一切声

音，眼前呈现的一切光、色，这里色指六道轮回之境相。比如中

阴七七四十九天，前一半与我们今生梦中完全相同，后一半会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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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飘向未来的征象。比如未来要投生天界，会显现天界的形象，

未来投生人间，会显现人间的形象，未来投生三恶趣，会显现三

恶趣之相。在修生圆次第过程中，行为之中如是修法，在有生中

阴时，就可以如同现世所修学之法般，成办解脱。同样的道理，

我们平常修顿超时，就是在修法性中阴，因为法性中阴的时候，

我们会呈现如同现在修顿超般一模一样的形象。若现前一直执著

这样的显现，临终时也会执著外相，失去成就的机会。要知道，

无论是否修过顿超，都会呈现法性中阴的一切形象。没修过顿超，

不能执受这个光明境界的凡夫，法性中阴如同流星划过天际般转

瞬即逝，自然没有解脱的机会。修过顿超的弟子，在法性中阴四

个呈现当下，若能执受本体，就能把握住成办解脱的机会，根据

各人的禅定力量，经过三个、五个、七个甚至二十一个禅定夜，

就能解脱。一个禅定夜，是指入定到妄念起现之间的时间。 

我们反复强调，修行不能执著，因为一旦执著，无论顿超呈

现多么好的形象，都是业风飘动之相。在本净之见地没有赤裸之

前，一切都是心识在飘动，即便呈现文武坛城，也不会解脱。但

本净之见解一旦赤裸，就不会执著外境，此时一切显现皆为觉性

妙力之相，时时都在境心分不开的状态当中。我们在讲解第一种

辨别（法身与阿赖耶识的辨别）时，问觉性是否依赖于外境？大

家都会说不需要。反观我们的修行，平常打坐的时候，为什么那

么执著于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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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一切显现均为虚假，犹如幻化，即于化身中成佛。了

知诸法自现之瑜伽士，若知一切显现皆为自现，即于自性身中成

佛。此主要以各自所修行之教言而宣述矣！】 

从总体角度而言，我们现今如果修生起次第，那么在临终时

呈现修行之相，把握住这个机会就可以成佛；如果我们现今是修

圆满次第，那么临终时呈现修行的境界，此时执受禅定就可以成

佛。在座的弟子们都是修无上窍诀大圆满的，第一本净解脱主要

讲解直断之见解，无论是第一本净解脱还是第二本净解脱，都应

时时执受自己的禅定。若当时有思维，有少许之执著，这个成就

的机会就过去了。下面我们还会讲解外隐没次第、内隐没次第，

也就是临终呈现的整个过程，临终之前的预兆，进入死亡的感觉

等，以及若具有直断的见解，会在何时成佛。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八）下根瑜伽士颇瓦法修炼之法 

【下根瑜伽士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获得密乘能成熟灌顶，

并守持誓言，于实相见解仅具了知】 

相信在座的弟子们在不同的具德导师面前已经接受了成熟

灌顶，那么接下来应该反观自己，守持誓言是否清净。这一点很

重要，若得到灌顶却没有守持誓言，往生的机会还是很小。若得

到灌顶后能守持誓言，并且从实相见解角度具有了知之见解，那

么往生毫无疑问。我相信在座的弟子们对见解都有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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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者认识诸法无实如幻，中品者于生圆次第心生希求及

敬信等（修持境心无执之妙力，并祈祷上师）净观，并具殊胜之

敬信及中阴窍诀者，通过阻塞不净之胎门，依大悲心之牵引与转

为化身道用而往生清净刹土】 

由于有前面的境界，临终时意念导师，想到窍诀法，并护持

这样的见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特定的事。这就是是我们通常

讲解的带业往生，虽然不能称为成就，但也是一种解脱。反观自

身，在座的弟子们都已经得到了成熟灌顶和解脱法窍诀法，所以

现前要做到的是护持誓言——共道密乘十四条根本誓言以及依

上师三门而支分的二十七条根本誓言。比如所缘对境为上师与道

友，在自己神志很清明的前提下，诽谤上师或道友，对境也圆满

听到，这时已经犯了根本堕罪。以前我们讲过隔一座、隔一日、

隔一年、两年和三年要如何忏悔，但若超过自己的年龄，金刚萨

埵已不摄受，堕入金刚地狱是特定的事。所以我们应谨慎护持誓

言，尽可能在座上多修学窍诀法，座下多行持善法，这样临终时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疑问。往生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学五

百年，圆满消尽一切无明而获得佛果。成就和往生有这样的差距。 

总之，现前我们该做的是护持誓言。不能守持誓言的最大过

失虽然讲解六因，但主要在于无知和烦恼沉重。对治无知，就要

了解共道密乘十四条根本誓言和无上窍诀大圆满依上师三门而

支分的二十七条根本誓言，我相信在座的弟子们都已经知道。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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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沉重主要表现在顾及自己的面子，在与金刚道友产生矛盾的时

候，放不下自己的颜面而指责、谩骂、殴打他人。要记住，如果

触犯根本誓言而未及时发露忏悔，堕入金刚地狱是特定的事。要

记住，我们进入佛门是为了趋向正法，如果仅在自私的立场上制

造罪业，别说成就，连往生的机会都非常渺小，所以希望在座的

弟子们必须依教奉行，时时调伏自己的内心。 

我们今生进入佛门，将世间琐事搁置一旁，身心投入修法，

如果临终时还是和凡夫一般内心充满痛苦，那就太不值得了。从

某种角度而言，我们今生成办解脱不是很困难，关键在于如何抉

择你的见修行。 

【如颂云：“封闭胎门当忆有寂界，乃为精进净观之一刻。”】 

在圆满的一瞬间，若能修行颇瓦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特

定的。迁识法有复杂的修法，也有简单的修法，像具三想颇瓦法

有强制往生法和意愿往生法等。我们平常天天都在修强制往生法

——观一尊阿弥陀佛在头顶，内心专注于阿弥陀佛心间，念诵“祈

请大觉阿弥陀佛尊，加持往生西方极乐刹。”时时如是念诵的缘

故，只要在临终的时候能意念到阿弥陀佛在自己的头顶之上，把

心专注于阿弥陀佛心间，即便不能念诵强制往生法的两句颂词，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疑问。但前提是引业要长时间串习，否则

临终时业及烦恼沉重，在众多的妄念中能意念强制往生法，恐怕

非常困难。 



 39 

【尤其以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具殊胜证悟之士夫，即

心境堪能调柔，并了知中阴身心相续之瑜伽士，可超度其他临终

者或中阴身得以往生。】 

颇瓦法分为五种，法身颇瓦法、报身颇瓦法、化身颇瓦法、

具三想颇瓦法和超度亡灵之颇瓦法。平常修行颇瓦法出现成就徴

象，即便见解不是很圆满，只要以菩提心摄持，就具有功德可以

超度其他亡者，意义非常广大。作为历代传承祖师的继承人，度

化众生是我们身负的使命，平常行持一切善法时我们也时时发

愿，愿天下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成办佛果，所以当自己条件

成熟的时候，行持菩萨行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出家人，我们是所有一切信众眼前的庄严。往昔成就者

很多，超度自然是成就者的责任，但现前是末法时代，超度亡者

的责任就落在我们所有出家人的肩上，所以平常需要修行颇瓦

法。要记住，在颇瓦法不圆满之前，可不能这样。往昔上师曾经

说过，以前有一个人给一家人灌喜金刚的顶，灌完后这家人非常

高兴，不停感谢这位导师太慈悲，因为他们盼望得到这个灌顶已

经很长时间了，终于在那一天得偿所愿。这位导师说，由于施主

面子太大的原因，虽然他自己没有这个传承，也还是给他们赐予

了灌顶。但这样可真的不圆满。虽然当时可以得到一些世间供养，

满了施主的愿，但这个可不能称之为慈悲，因为真正慈悲的前提，



 40 

是符合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这些道理大家都应该懂得一些，非

常重要。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十九）不具瑜伽之修法 

【辛二、不具瑜伽之修法 

不具瑜伽之平庸者，以心识上师之往生或具三想之往生法：

三想即自己作本尊想或中脉作道想、心识明点作旅客想、佛菩萨

作迎接者想。】 

具三想颇瓦法，就是把自己观想为四臂观世音菩萨，把中脉

观想成神识的通道，自己的神识从中脉升到梵穴；把心识明点观

想成旅客，现前就要回到自己原本的家里——阿弥陀佛的心间；

在梵顶之上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其中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都是迎接我们的神识回家的人。具三想颇瓦法必须同时

具备上面三个条件。 

我们以上都在修成熟口诀法上师瑜伽，临终时上品者、中品

者和下品者什么时候成就，会在后面细致讲解。颇瓦法中具三想

颇瓦法当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依靠我们的修学，何时可以成

办解脱。 

 

《圣者言教》第四十五课（二十）教法与证法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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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平常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实修的角度，对以上传讲的一切

法都必须铭记心中。教法与证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教法是往外散

的，越支分越细，证法是往回收的，一切法尽可能收到一法当中。 

举例来说，在实修过程中，我们不会站在五十一心所法的立

场上，用五十一种不同的方法去对治五十一种不同的心所。如果

这样修行，就会在对治第一个心所的时候，忘记对治第二个心所，

对治第二个心所的时候，又忘记第一个心所，就会有这样的过失。

但我们知道，一切心所均来自于一个心识，所以只要对治心识一

法，一切都在对治之中。这是证法的传讲风格。有时候从逆缘的

角度，我们讲解一个心识支分为能所、三门、四障、五蕴、六聚、

十二处、十八界、二十随烦恼、五十一心所法、八万四千种烦恼，

这就是理论的传讲风格。无论是对治还是站在不同的层次当中，

小乘是小乘，缘觉是缘觉，唯识宗是唯识宗，自续派是自续派，

应成派是应成派，外三部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内三部分为

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和大圆满，即便大圆满也分为心部、界部、

窍诀部，窍诀部分为外、内、密、极密四个滴等。只要开始往外

散，就已经没有窍诀的含义。 

什么是窍诀？万法摄一谓之窍诀，也就是实修的特征。我们

这次传讲《圣者言教》，站在心入于法、法入于道的不同角度当

中，是往外散的，但在修行过程当中，却应该知道往内收，在一

法中具备一切法义。我等大恩根本上师喇嘛仁波切往昔说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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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站在教法的立场上无论通达多少教理，都不能称之为善知识。

真正的善知识，外散通达一切教理，内收能把一切汇聚到一法当

中，而且有很好的道验。如今我们在座的弟子们都在往这方面发

展，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