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行开示录（上） 

 

怙主上师龙多仁波切 

2014年 4月于八美 

 

这一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是华智仁波切把自

己在上师如来芽尊者面前听受的法要，以一句未加、一

句未减的方式如实记录下来的。他一生在上师那儿听了

二十五遍前行法，内心真实获得了上师的加持，这样写

下的笔记与其他论著有很大不同。 

我们无缘真实面见如来芽尊者，但见闻这部《前行

引导文》就和亲自见到尊者没有差别，即使如来芽尊者

亲自来到我们面前，恐怕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宣讲

的。 

 

如果没有学好前行，就想修学大圆满，这是一种颠

倒迷乱的行为，可能会积累严重的罪业。所谓的五十万



加行，也不能简单地仅求一个数量。以皈依为例，不是

说念上十万遍皈依偈就万事大吉了，而是不管何时、何

地，心中都要持有永不舍弃上师三宝的决心！若能这样

心法相印，才可以修学大圆满。 

譬如修房子，如果一开始地基打得好，建上十几层

楼房也不会变形。否则刚开始好像挺直的，慢慢慢慢就

会出大问题。同样没有前行的基础，心法分离、常被习

气所转，一直沉缅于伏敌护亲等世间琐事之中，就不可

能修好正行。 

 

听闻前行之后，更重要的是实修，这样就会听一次

比一次变得更好。否则就像论中所言“怨敌欺骗儿子，

儿子欺骗父亲”一样了无实义。 

我们讲闻者在学习前行十天、半月或一年左右，可

能像个真正的修行者一样，但时间一长就会逐渐淡忘，



行为也恢复原状。因此不要以为自己听过一次两次，就

再也不用学习了。 

如来芽尊者一生讲法的精要，都在这本书里面，如

果通达了这部《前行》，可以说相当于一个班智达的水

平了。 

 

听法时不管懂不懂都要带上经书，一堂课最多两三

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拿不动书。 

不能沾唾沫翻书。皈依戒要求对经书的残片也要毕

恭毕敬，作真实的三宝想。如果不恭敬经书法宝，很容

易失坏皈依戒，而皈依戒是一切外内密戒律的基础。 

佛陀曾说：“末法五百年，我现文字相，观想彼为

吾，尔时当恭敬。”不知为什么，现在去念经、听课，

有的出家人也不带经书，对经书生不起欢喜心。经书也

不能直接放在地上，应该双手捧着拜读。如果一只手卷



起来看，很容易损坏。经书是我们一辈子依止的对境，

非如报纸一样看过就可以扔掉，所以必须恭敬、珍惜！ 

 

一定要在生前获得修法的功德。光是寄希望于临终

时的超度或观修，有很大难度。经续中讲到的临终引导，

必须是一个戒律清净、观想娴熟、具有生圆次第境界的

人才能做到。否则如往空竹管中倒水，只能下注漏失。 

如果生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临终时在耳边一念

中阴引导，就能马上观修起来获得解脱。犹如给一个村

子引水过去，中间的一处管子断了，技术人员稍微接一

下就可通水。同样，生前有修行经验的人，临终时上师、

道友在边上提醒、引导一下则极易解脱。倘若是一个失

毁誓言、无有修持的人，临终只有下堕的份。人死之后

犹如一片薄纸，毫无自由，完全被业风所吹。 

超度亡灵需要首先勾召神识融入（身体或灵牌等所



依）。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亡者神识在哪里；这是成就者

的行境。可现在似乎什么人都在做这种事。（指随意接

受亡财超度亡灵）不是说不需要念诵《中阴闻解脱》了，

而是讲两方面都须具足资格和条件，这样才能真实起到

作用。 

 

关键是在活着的时候。作为一个希求解脱的修行

人，应当首先清净受持七种别解脱戒中的任意一种戒

律，然后好好发菩提心，依止一位具相上师，想要修何

本尊就求得何种灌何，如是进入密乘道。这是最基本的

修道次第。如果不能做广大闻思，起码也要看一些相关

的法要，进而修行其义。这样依靠密法的加持，是可以

做到即生成佛的。 

如果能够具足往生四因，肯定就有往生极乐世界的

把握。修行密法的前提，是大乘菩提心。愿菩提心有两



个要素，即以大悲缘一切众生，以大智缘无上佛果，如

《现观庄严论》所言：“发心为利生，求正等菩提”。如

果没有菩提心，是不能修行密宗的。 

 

以前出世的国王如今只留下名字，偶尔可能还能见

到曾经住过的宫殿遗址。我们的祖辈、父母，死后很多

人连名字都不为人知。他们肯定已经转生到三恶道，因

为生前没有修持正法、唯一从事轮回法之故。这一点，

我可以砍掉自己脖子为誓断言。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机

会，身心自主、堪能，所以必须赶紧修法，不要推到明

年、后年。应当忆念月称论师《入中论》的教言：“若

时自在住顺处，设此不能自摄持，堕落险处随他转，后

以何因从彼出。”从而舍弃对美名、高位、财物的执著，

一心修法。 

 



父母为了养育我们，杀生、妄语、不与取等无恶不

作，极乐世界的法门顾不上修持。我们多替他们着想，

就会知道下场必定不妙。以深重恶业牵引，往生善趣是

不可能的事，所以除了恶趣之外别无去处。如果一旦堕

落恶道之中，则万劫不复绝难解脱。 

因此，我们对父母众生不能只有悲心，更要有智慧。

通过以佛法观察可知，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他

们以引业、满业和有漏习气转生于六趣之中，备受煎熬，

我只有获得遍知佛陀的果位，才能够帮助众生断尽业

力、习气，永离一切痛苦的危害。 

 

现在人有一点本事，就会滋生傲慢心。即便念经的

声音好一点，或者有一点裁缝手艺，也会自高自大生起

烦恼。 

藏地常说“智、戒、贤”（音译：克、真、让）三



德，为求这些名声，活佛之间、堪布之间，也常起纷争。 

别人没有偷你，没有害你，可就是怎么也看不顺眼！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就是嫉妒的烦恼作祟。 

六种烦恼对应六道的顺序：嗔心堕地狱，吝啬堕饿

鬼，愚痴堕旁生，贪心为人，嫉妒感非天，傲慢生天道。 

有的人说，现在自己年纪轻、身体棒，实际种种烦

恼病肆意危害自心，不可不知。 

 

山间苦行者也要好好观察有无落入这十六种无暇。

当今时代，做一个舍事者特别难，不要说别的，仅仅一

天不用手机也难以做到。 

所谓的轮回无有实义，不是说其中一两个部分，而

是指上至有顶下迄无间地狱，整个轮回何时何处均无精

华可言。如龙树菩萨所说，众人贪著的财产，也可现量

见到有积聚、守护、增长、耗尽的痛苦。 



莲花生大士、无垢光尊者这些祖师大德曾于多年之

中闭关修行，就是观见轮回没有精华实义，才抛于脑后

置之不顾。出离心如量的标准，需要像胆病患者面前放

置油腻食物一样，对世间法毫无兴趣。 

 

我们对照自己思维法义，扪心自问能否决定自己一

年之内不死。如果不死的话，也可以做些长期打算，为

衣食住处费心。否则就需要当下决定修法，一切都不用

管。为了常住和僧众发心再忙的人，每天也要看两次《前

行》的教言，早起和晚上各一次。其他人则必须从早到

晚不断阅读，不懂之处反复听录音。 

现在有的年轻人听歌不知疲厌，对听法却特别“少

欲知足”。犹如本论所讲野兽因贪执音乐被射中毒箭一

样，这种习气会成为转生野兽的因。而听法却完全不同，

属于清净善法，应当多多益善。我年轻的时候，遇上僧



众耍坝子，法王如意宝也来到现场，才偶尔听一听演唱

节目，内心也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人老了，听到世间的

歌声特别不高兴，也从不主动去听。电视是个特别不好

的东西，如果咱们道场里面有电视机的话，我肯定见一

个砸一个，绝不手软！ 

希望大家安住下来好好用功修行，不要到处乱跑。

有的老年人跑了一辈子，也没见到他们成办了多大事

业。如今已到末法时代，犹如太阳落山一般正法日趋隐

没，再怎么劝人行善也仍喜恶业，这样佛法很快就会隐

没。倘若大家都积极行持善法的话，佛法还能延期住留，

因此弘扬佛法依赖大家的共同努力。如《俱舍论》所言：

“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讲说行者，此即住世

间。” 

 

禅定、饮食、涂抹和睡眠，是滋养身体的四因。修



好禅定，不需要依靠饮食，通过摄生术也可以保持身体

健康。 

普通人对饮食也不应贪著，进餐时须将胃中分做三

份，一份盛纳食物、一份盛水、一份空着，不要撑得满

满的。为了保持修持善法的体能随缘进食，切莫贪著饭

菜的美味，也不要身边摆一大堆调料，酸甜苦辣五花八

门的。这样没有什么意义。古代许多修行人只依赖糌粑

维生，没有酥油，甚至糌粑也难以保证，仅靠吃荨蔴等

野草生活。 

 

出家人应供时，首先要好好祈祷三宝，然后好好为

施主回向发愿，不然以后将用自己的血肉偿还。应当作

意：我们寺庙如果没有施主布施，就没有饭吃，所以恩

德很大必须为其诵经回向。与《随念三宝经》相属的较

长的受食仪轨如果念不了，也应当选择中等或短小的偈



颂来念，如“敦巴拉美桑吉仁波切……”进餐过后，应

当至少念两三圈观音心咒回向，此外还要用糌粑做一个

还债朵玛，念经回向怨家债主。如果不能餐餐如此，至

少须在中午如此如法行持一次，并在下午做一次烟施。

倘若什么都不做地享用，后世必然用自己的血肉偿还。 

小喇嘛们尤须注意不要浪费食物，我曾经见到有的

小僧人吃不下不喜欢的食物，就随便从窗口倒掉。这种

恶行必须断除。 

 

修行人成千上万，没有几个如理修持无常。说是自

己很忙，却不知无常法门其实行住坐卧随时都可以观

修，不一定必须待在铺了很多层藏毯的法座上才能修

持。即使再忙的人，早晨起来先修一会儿无常法，手拿

念珠念几串自己会的心咒，应该没有多大困难。晚上观

观无常、回向发愿之后再入睡，时间长了自然会养成习



惯。一旦我们觉得修法事大，食、睡事小，时间自然就

有了。 

假如随时随地怀着迫不及待修法的念头，就说明得

到无常的加持了。这就是最深窍诀，没什么修不来的。 

 

作为修行人，我们不要局限在研究经论上，仅仅讲

一讲、听一听远远不够，还必须实地修持。要从内心深

处发誓观修，让法义融入心相续，反复串习。 

若能一天好好修两座无常，比供养舍利弗和目犍连

二圣的功德大百千万倍。可许多人上午听法，当天下午

可能会修一下，到第二天早上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上师所讲的内容，有的人欢欢喜喜地依教奉行，像

那诺巴那样。有的人自以为不对，心中不断滋生邪见，

这样十分危险。 

 



我们观修轮回的痛苦，很多人只关注三恶趣的痛

苦。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因为贪著地狱饿鬼等才堕入三恶

趣受苦，而是因为不认识行苦、贪著表面的安乐堕入恶

趣，犹如愚童舔食刀尖蜜。他去舔的目的，不是贪爱割

舌之苦，而是因为贪爱蜂蜜的美味，才遭受割舌之祸。 

要知道，行苦遍行于一切苦，世间名闻利养等一切

都是痛苦的因。苦苦不说大家也知道，而行苦佛陀不讲

的话，谁都不知道。 

一切有漏近取蕴都是痛苦的因，如昨天所说的地

位、美名、财产、受用等本身都是痛苦，但是众人都认

为受用圆满不是痛苦、是快乐。其实三界六道轮回中一

切唯是痛苦的因，苦谛周遍于整个轮回。 

苦苦不说也易了知，众生主要是因不认识行苦才流

转六道。我们不知行苦是一切痛苦的因，贪著这些对境

生不起对三有轮回的出离心，从而行持苦因不善之业，



才堕入地狱等恶趣感受苦苦。了知这些道理后就会明

白，即使临终时有一千两黄金也只能感受痛苦，像眷属、

子嗣等一切贪执的对境皆为行苦。这样就能逐渐放下贪

执、眷恋，否则根本无法往生极乐世界。 

佛陀在初转法轮时讲道：“此是苦，汝应知！”指的

主要就是行苦，其他地狱、生老病死之苦不说也容易了

知。 

 

讲轮回痛苦，是为了断除对轮回的贪著，三种痛苦

当中，众生主要是因不认识行苦而漂泊轮回。如鱼贪著

诱饵上钩感受痛苦，即是为行苦所惑。有的人除了肉别

的什么食物都没兴趣，以后就会转生为食肉动物。虽然

众生都想离苦得乐，然却不行善法反而造作种种恶业。 

老人们可以来听闻佛法，但是回家以后不要再多管

家中琐事，否则就是轮回种子无法解脱，难以往生极乐



世界。就像贪著不净物的虫子，即使佛陀亲自降临也无

能为力。 

现在人们争权夺利以为可以带来安乐，却不知皆为

痛苦的因。我们学习前行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行苦的痛

苦本性，倘若不懂此理仍然执行苦为安乐，分不清苦乐

的界限，那就和鬼一样了。 

座上的官员、伞盖下的上师这样的大人物，也应该

舍弃财名等行苦，否则不管是谁果报成熟均会堕入恶

趣，到那时再怎么给他讲法、开示，也不可能有领悟的

机会了。 

许多法师一讲轮回痛苦，就直接落在六道尤其三恶

趣的痛苦上，这样讲没有多大利益。恶趣痛苦大家都知

道，而行苦却几乎无人了知，这才是恶趣痛苦的因！就

像一个人手里抓着一团火，口中一直喊：“手痛！手痛！”

这时给他反复讲手痛是何种情况，并无多大意义关键在



于教他赶紧把火放下，自然就不会痛了。 

很多人讲法，只会讲到火烫手这一步，却说不出来

为什么一直会烫，听法者也就无法明白其实自己一直是

在作茧自缚、自讨苦吃！ 

 

许多父母把小孩送到我这里来出家，如果这些孩子

没有出离心这个前提条件，就难以获得别解脱戒的戒

体。要生起出离心，前提则是了知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

自性，非仅一部分为苦。 

三种苦中，苦苦比较容易了知。一般人都不会贪著

地狱、饿鬼、旁生的处境，然却对功名利禄、妻财子嗣

等分外耽执，不了知其本性为行苦。佛陀初转法轮讲到

的“此是苦，汝应知”，实际主要就是指这种看似快乐

的行苦。 

 



藏族习俗家家都要送一两个孩子出家。父母把你们

送来当一个出家沙弥，一定要忆念恩德。否则长大后不

知修行，就会一年不如一年。 

不要每天只会口头上念念发心偈，一定要真实发

心。过去大德念的偈子和我们一样，但心态却有天壤之

别。如论中所言：“发心不为主，生心为主。”要像当年

的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前世）那样，为了一切众生，在

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下利他的大心。 

要好好思惟自己是否具足菩提心的两个所缘境，不

要仅仅完成一个数量。以前的修行人可能物质方面容易

出现困难，但现在一般都不会缺乏生活用品，作为一个

真正的修行者，根本不必操心这方面的问题。可是，现

在似乎百分之八十的修行人皆是为了现世名利修法。如

果为了今生的利益讲法、修本尊，统统不成其为善法。 

 



有人看到的时候，谁也不敢偷东西。但在没人看见

的地方，可能每个人都会生起偷窃的念头。所以取舍善

恶、因果主要在于观察内心。 

打工时干活偷懒，却和正常工作者一样领工钱，这

也算偷盗。又如挖虫草卖混入几个假的，卖酥油时掺入

别的东西……，做生意的人靠弄虚作假赚钱，很容易造

下偷盗罪。 

出家人念经的时候，以为施主听不懂就不认真念

诵，也有同样的过失。 

 

暇满人身极其难得，下次想再拥有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有的人不行持善法唯造恶趣之因，空耗暇满，还不

如不得人身为好。年轻人和小孩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留在

人间，但是死期也无法确定。老年人的寿命更是所剩无

几，就像吃完了的糌粑袋子，稍微抖一抖就马上干净了。



故此从今日开始应该精进行持善法，不要造作恶业和无

记业。如果行住坐卧时无有正念摄持，处于无善无恶的

状态就是无记。剩下的日子里应该发誓唯一行持善法，

如果现在讲前行时没有好好听闻、下定决心，讲过以后

肯定越来越恶劣和痛苦。 

以后我们都必将死亡，这一点不用听前行也能了

知，讲寿命无常的目的乃是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必须修

法，断除日后再修法的放逸，了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就像中了毒箭的人（一心只想对治），或者像喀喇贡琼

格西那样。 

应当以会供的方式吃饭，睡眠时将心安住在光明界

中，走路时观想往正法的方向迈进……如果得了前行法

之后，只修上五十万加行，没有把这些根本的修心要义

融入相续，仍会耽执美名、地位、财物、受用等恶趣之

因，将自己牢牢束缚于轮回中。 



上至有顶下迄无间地狱，都是痛苦的因和果之自

性。我们如果致力断除痛苦的因，就不会感受苦果。痛

苦的因就是集谛，因此要观察并断除业和烦恼。否则就

像谚语所说：怨敌欺骗儿子，儿子欺骗父亲。这样的修

行纯属自欺欺人。 

每个人都不会贪著地狱的苦果，但若对名利、财物

等执著不舍，就一直在致力造作地狱之因。一旦因缘成

熟，不欲之果定会临头。就像鱼儿虽然不想被钓离水中，

但如果贪著诱饵的一时之快，则定会上钩。学过轮回痛

苦的道理后，应该了知世间的一切圆满都是罪恶源泉，

没有一刹那的安乐。 

现在我们学习了业因果的道理，就要唯一行持白法

善业，不再造作黑法恶业。罪业分作自性罪和佛制罪，

了知以后要铭记心中，纵遇命难亦不违犯，即使像小孩

拿弹弓吓唬鸟雀这样的恶业也不做。有的人造下极大恶



业，却不知道已经造罪，故此要先认识罪业的行相、分

类等，之后纵遇命难也不舍弃三宝和善法。 

像当时多年苦修的无著菩萨，见到弥勒菩萨也只是

一条长满蛆虫的母狗，此外金刚亥母也曾示现为患麻风

病的老妇……看了这些公案应当特别小心。倘若随便毁

谤、攻击别人，很可能会值遇严厉对境，那就比杀害三

界有情的罪业更加严重。许多菩萨化现为猪、狗、乌龟、

野兽、病人、乞丐等特别可怜的形象，吾等本师释迦牟

尼佛也曾化现为各种动物，所以我们不知道谁是佛菩

萨，应当恒时观清净心。 

一般来说，法师、管家像父母一样怀着悲心来打学

生是可以的，但有时候是否打到菩萨了，谁也不知道。

另外以嫉妒心来诽谤其他宗派，罪业也相当严重。 

 

不要搞世间法，若为世间八法左右，共同前行的境



界便难以生起来。 

当年的寂天菩萨就是一位什么也不惦念的“三想

者”。不明就里的管家准备开除他，于是五百班智达聚

集起来让他讲佛法，以为可以难住他。谁料寂天菩萨自

在地登上高座，口中朗朗诵出大乘佛法的精要《入菩萨

行论》。当念到“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

相，无缘最寂灭”这个偈颂时，身体冉冉升空无影无

踪…… 

我们也要从今天开始好好发愿：一心只修佛法，不

搞任何世间八法。不管是谁，只要修行就能获得法益。

比丘等出家人不管到哪里去，都应该把《前行引导文》

带在身上。 

我们必须深信业因果的道理。虽然有的不能直接见

到，但通过如理作意之后，也能做到如见不净粪一般厌

离恶业。 



我们现在感受的一切都是以往所造的业引发的，比

如头痛等病皆非无缘无故。有人想可能是饮食、起居不

当所致，表面看也好像有暂时的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

应当了知根本上是由前世业力造成的。譬如赛马摔断

脚、自杀身亡等，看似源于暂时的错误行为，以为当时

不去赛马便可避免受伤……但宿世业力牵引却让人临

事不由自主。前世的因和今世的缘和合之下，就会上演

看似一念之差的悲剧。 

一切痛苦都是咎由自取的。比方说，某人要堕地狱

时，身体就会感觉特别寒冷，强烈希求寻觅暖和之处。

这样想的时候，往昔所造恶业成熟，便会现前一处十分

温暖的对境，自己迫不及待地投入其中，结果迅速堕进

热地狱。 

世间一切苦乐都来自各自前世所造之业，我们好好

了知业因果的类别，细致取舍，以后自然乐于断恶行善。



否则即便像班智达一样表面上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内心

没有生起相应的境界，也无有利益。 

 

求法和灌顶前要先观察上师。上师自己不会说：弟

子！不要去其他地方，必须来依止我求法！听听一般的

佛法尚无多大关系，若是求受灌顶或密法窍诀，就必须

认真观察上师。每个人都要好好地选择上师，首先弄清

楚你自己需要的窍诀，上师那里有没有？再看看如金线

般的传承，有没有被破誓言的锈所染污？如果求过灌顶

和窍诀之后，就不能再观察上师了，否则必将成为失坏

誓言的因。 

昔时大天比丘曾造下三个无间罪业，后来隐姓埋名

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讲法，座下许多弟子证得阿罗汉果

位。他们从来没有观察过上师，以为上师去世后一定往

生清净刹土了。有一次，一个阿罗汉弟子到施主家应供



洗手时，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应该观察一下上师现在

何方刹土？结果却见在地狱受苦，大吃一惊。等他洗完

手再作观察，竟然见到上师因讲法的功德，已如线团触

地反弹般很快往生天界了。所以上师自身的情况有时也

相当复杂，如果事先不观察好，以后可能会出现很大的

意外。 

得了一个四句偈的法恩之后，如果不恭敬上师，将

会感受五百世狗身的果报。因此没有得到灌顶等法缘之

前，必须好好观察上师，不是看他的名声大小，而是主

要看有没有经续中所讲的功德法相。 

现在许多人求光明大圆满密法时，不事先好好观察

上师，得了大圆满灌顶之后又进行诽谤，这样做十分危

险。 

 

如果已经找到并依止了具相上师，纵遇命难也要依



教奉行，绝对不能做上师不高兴的事。愚笨的人总觉得：

我喜欢的上师也肯定喜欢。精明的人则不管上师高不高

兴，认为反正我喜欢的，上师无条件接受就行了。 

一个贤善的弟子应该平心静气地观察上师真实的

欣厌意乐，贴心地顺着上师的想法去做。像那诺巴去农

民那里化缘稀饭，头一次见到上师享受时如此高兴，便

反复去偷取。尽管他后来被农民抓住殴打，却积累了十

二大劫的资粮。这并非因为偷东西是迅速积累福报的善

业，而是令师生喜的力量所致。 

 

即使上师经常示现不如法的威仪，弟子也不应生邪

见，信心需像山王或磐石一样毫不动摇。 

如果不是一心维护上师，而是处处维护自我，逐渐

就会堕入地狱。应如论云：“上师所做皆观善，敬信加

持入我心。”像常啼菩萨依循空中授记之声，找到正在



享受五妙欲的善知识法胜比丘，心中未生刹那邪见而获

成就。因此弟子必须对上师恒时观清净心，积累资粮没

有令师生喜更快捷的了，若对上师满怀敬信必定迅速解

脱。 

 

一定要将上师观作真佛，如果观成普通人的话，加

持就像水一样稀薄。不管上师做什么，都要观成度化众

生的善巧方便。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可以化现为路、桥、

舟、岛等。例如那诺巴烤鱼吃、马尔巴给米拉日巴喝酒

等，对上师的这些不共意行我们要有所认识。对于上师

说的任何话，也都要当作正法，就像米拉日巴尊者依止

马尔巴修房子时，三位大弟子戏耍搬来一块石头做地

基，修到第二层时被马尔巴发现，命令他一直拆到底取

走，再重新搬来放上……表面看来修房子不是什么善

业，但对米拉日巴来说，一生成佛的窍诀便是修房子！ 



有人自诩聪明，觉得任何方面都胜过上师，自己什

么都懂，这样只是自己造下严重罪业而已。我们依止上

师求法是为了获得解脱利益，不是为了堕落恶趣，如果

为了堕落受苦，没有必要通过依止上师的方式来达到这

一目的。 

 

对于系黄色腰带以上的出家人都要恭敬，诽谤菩萨

的罪过，甚至比诽谤佛陀还要严重。因为若对菩萨诽谤，

有可能令其退失利他事业，带来严重后果，而对佛陀来

说不会有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乱七八糟地随便

言说是非、以讹传讹，否则会像草皮上的水那样越积越

多。 

假如真想向一位上师求法，尤其是金刚密乘的灌顶

和法要，需要从外内密三个方面进行观察。上师是好是

坏，也不要随便听从别人的说法，需要自己要好好观察。



尤其是看是否如华智仁波切所说，相续中具足菩提心

宝，外在的穿戴、名声等形相并不是主要问题。像南瞻

部洲的二圣六庄严，以及帝诺巴、那诺巴、马尔巴罗扎、

王臣二十五大成就者等，这些了不起的上师我们再难值

遇。如今的上师只能随自己的能力培养弟子，如果不是

求大圆满等密法窍诀，仅仅念点嘛尼或参加一个极乐法

会，观不观察问题不大。若决定向其求受密法，就必须

观想上师一切所作为善、所言为法，即使享用世间的一

切欲妙也都是正法。得受灌顶、传法而接上法缘之后，

再也不能观察上师，否则就什么都完蛋了，像善星比丘

一样必定堕落。 

有的弟子人格恶劣，上师本想从各方面护持他们，

却一点都不听话。假如自己跳水被冲走、跳火被烧死，

造恶业即将堕入恶趣，上师却像没有看见一样，什么也

不说，人人都会赞叹这个上师：“菩萨就在这里啊！”生



起强烈信心。 

如果不希望上师说话的话，那就不需要依止上师，

自己去依止一个哑巴就可以了。真正的上师会一心为弟

子着想、着急，如阿底峡尊者所说：“殊胜上师为揭露

罪恶，殊胜窍诀为击中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