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
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
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

如 是 之 法， 汝 今 已 得， 更 無 闕 少， 與 佛 何 殊， 更 無 別 法。
汝 但 任 心 自 在， 莫 作 觀 行， 亦 莫 澄 心， 莫 起 貪 嗔， 莫 懷愁
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
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四祖道信大師《方寸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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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瑜伽總持釋門說菩提心觀行修行義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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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廣智阿闍梨云。若有上根上智之人不

而不悋惜其命安存。使令悅樂。旣親近

者。宜修佛乘。當發如是心。我今志求

衆生愚矇。不可強度。眞言行者。方便

樂外道二乘法。有大度量。勇銳無惑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餘果。誓心決
定故。魔宮震動。十方諸佛皆悉證知。
常在人天受勝快樂。所生之處。憶持不
忘若願成瑜伽中諸菩薩身者。亦名發菩
提心。何者謂此諸尊。皆同大毘盧遮那
佛身。如人貪名官者發求名官心修理名
官行。若貪財寶者。發求財寶心。作經
營財物行。凡人欲求善之與惡。皆先標
其心。而後成其志。所以求菩提者。發
菩提心。修菩提行。旣發如是心已。須
知菩提心之行相。其行相者。三門分

別。諸佛菩薩。昔在因地。發是心已。
無時暫忘。唯眞言法中。卽身成佛故。
是故說三摩地於諸敎中。闕而不言。一
者行願。二者勝義。三者三摩地

初行願者。謂修習之人。常懷如是心。
我當利益安樂無餘有情界。觀十方含識
猶如己身。所言利益者。謂勸發一切有
情。悉令安住無上菩提。終不以二乘之
法而令得度眞言行人。知一切有情。皆
含如來藏性皆堪安住無上菩提。是故不
以二乘之法而令得度。故華嚴經云。無
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顚
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
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所言安樂
者。謂行人。卽知一切衆生畢竟成佛

故。不敢輕慢。又於大悲門中。尤宜拯
救。衆生所求皆與而給付之。乃至身命

引進

二勝義者。觀一切法無自性。云何無自
性。謂凡夫執著名聞利養資生之具。務
以安身。恣行三毒五欲。眞言行人誠可
厭患誠可棄捨。又諸外道等。戀其身

命。或助以藥物。得仙宮住壽。或復生
天以爲究竟。眞言行人。應觀彼等業力
若盡。未離三界煩惱尚存。宿殃未殄。
惡念旋起。當後之時。沈淪苦海。難

可出離。當知外道之法。亦同幻夢陽焰
也。又二乘之人。聲聞執四諦法。緣覺
執十二因緣。知四大五陰畢竟磨滅。深
起厭離。破衆生執。勤修本法。剋證其
果。趣大涅槃。以爲究竟。眞言行者。
當觀二乘之人。雖破人執猶有法執。但
靜意識不知其他。又成果位。已灰身滅
智。趣其涅槃。如大虛空湛然常寂。有
定性者。難可發生。要待劫限等滿。方
乃發生。若不定性者。無論劫限。遇緣
便迴心向大。從化城起爲已超三界。謂
宿信佛故。乃蒙諸佛菩薩而以方便。遂
發大心。乃從初十信。下遍歷諸位。經
三無數劫難行苦行。然得成佛。旣知聲
聞緣覺。智慧狹劣。亦不可樂。又有衆
生。發大乘心。行菩薩行。於諸法門。
無不遍修。復經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萬

行。皆悉具足。然證佛果。久遠而成。
斯由所習法散致有次第。今眞言行人。
如前觀已。復發利益安樂無餘衆生界

佛陀教言

勝義。行願。三摩地爲戒。乃至成佛。

已。信任師言。因其相親。亦可敎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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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衆生心。以大悲決定。永超外道二乘境界。復修瑜伽勝
上法。能從凡入佛位者。亦超十地菩薩境界。又深知一切法
無自性。云何無自性。前已旨陳。夫迷途之法。從妄想生。
乃至展轉。成無量無邊煩惱輪迴六趣者。若覺悟已。妄想止
除。種種法滅。故無自性。復次諸佛慈悲。從眞起用。救攝
衆生應病與藥。施諸法門。隨其煩惱對治迷津遇栰達於彼

岸。法亦應捨。無自性故。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經云。諸法無
相。謂虛空相。作是觀已。名勝義菩提心。當知一切法空。
已悟法本無生。心體自如。不見身心。住於寂滅平等究竟眞
實之智。令無退失。妄心若起。知而勿隨。妄若息時。心源
空寂。萬德斯具。妙用無窮。所以十方諸佛。以勝義行願爲
戒。但具此心者。能轉法輪。自他俱利。如華嚴經云。
悲光慧爲主

方便共相應

無礙智現前

自悟不由他

信解清淨心

佛陀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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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同如來
佛子始發生
則超凡夫位
生在如來家
與佛共平等
纔生如是心
心樂不可動

如來無量力
發此最勝心
如是妙寶心
入佛所行處
種族無瑕玷
決成無上覺
卽得入初地
譬如大山王

又准華嚴經云。從初地乃至十地。於地地中。皆以大悲爲

主。如無量壽觀經云。佛心者。大慈悲是。又涅槃經云。南
無純陀。身雖人身。心同佛心。又云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發心畢竟二無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無我法中有眞我
自未得度先度他
發心已爲人天師
如是發心過三界

是故敬禮無上尊
是故我禮初發心
勝出聲聞及緣覺
是故得名最無上

如大毘盧遮那經云。菩提爲因。大悲爲根。方便爲究竟

第三言三摩地者。眞言行人如是觀已。

菩薩也。四方佛各四菩薩。爲十六大菩薩

大菩提心。一切衆生本有薩埵。爲貪

四攝八供養。但取十六大菩薩爲四方佛所

云何能證無上菩提。當知法爾應住普賢
瞋癡煩惱之所縛故。諸佛大悲。以善巧
智。說此甚深祕密瑜伽。令修行者。於
內心中。觀白月輪。由作此觀。照見本
心。湛然清淨。猶如滿月光遍虛空無所
分別。亦名覺了。亦名淨法界。亦名實
相般若波羅蜜海。能含種種無量珍寶三
摩地猶如滿月潔白分明。何者。爲一切
有情。悉含普賢之心。我見自心形如月
輪。何故以月輪爲喩。謂滿月圓明體。
則與菩提心相類。凡月輪有一十六分。
喩瑜伽中金剛薩埵至金剛拳有十六大菩薩

者。於三十七尊中。五方佛位。各表一

攝也。又摩訶般若經中。內空至無性自性
空。亦有十六義。一切有情於心質中。有
一分淨性。衆行皆備。其體極微妙。皎然

明白。乃至輪迴六趣。變不變易。如月
十六分之一。凡月其一分明相。若當合宿
之際。但爲日光。奪其明性。所以不現。

後起月初。日日漸加。至十五日圓滿無
礙。所以觀行者。初以阿字發起本心中分

明。卽漸令潔白分明。證無生智。夫阿
字者。一切法本不生義准毘盧遮那經疏
釋阿字。具有五義。一者阿字(短聲)是菩提

心。二阿字(引聲)是菩提行。三暗字(長聲)是

證菩提義。四惡字(短聲)是般涅槃義。五惡

剛智也。南方寶生佛。由成平等性智。亦

字(引聲)是具足方便智義。又將阿字。配解

智。亦名蓮華智。亦名轉法輪智也。北方

開菩提涅槃如初阿字。是菩提心義也。示

名灌頂智也。西方阿彌陀佛。由成妙觀察
不空成就佛。由成成所作智。亦名羯磨智
也。中方毘盧遮那佛。由成法界智爲本。

已上四佛智出生四波羅蜜菩薩焉。四菩
薩。卽金寶法業也。三世一切諸聖賢。生
成養育之母。於是印成法界體性中。流出
四佛也。四方如來。各攝四菩薩。東方阿
閦佛攝四菩薩。金剛薩埵。金剛王。金剛
愛。善哉。爲四菩薩也。南方寶生佛攝四

法華經中開示悟入四字也。開佛知見。雙
字者。示佛知見。如第二阿字。是菩提行
義也。悟字者。悟佛知見。如第三暗字。
是證菩提義也。入字者。入佛知見。如第
四惡字。是般涅槃義。總而言之。具足成
就。第五惡字。是方便善巧智圓滿義也
卽讃阿字是菩提心義。頌曰

八葉白蓮一肘門 炳現阿字素光色
禪智俱入金剛縛 召入如來寂靜智

菩薩。金剛寶。金剛光。金剛幢。金剛

扶會阿字者。揩實決定觀之。當觀圓明

薩。金剛法。金剛利。金剛因。金剛語。

常見者。則入菩薩初地。若轉漸增長。

笑。爲四菩薩也。西方阿彌陀佛攝四菩
爲四菩薩也。北方不空成就佛攝四菩薩。
金剛業。金剛護。金剛牙。金剛拳。爲四

淨識。若纔見者。則名見眞勝義諦。若
則廓周法界。量等虛空。卷舒自在。當
具一切智。凡修習瑜伽觀行人。當須具

佛陀教言

智。東方阿閦佛。因成大圓鏡智。亦名金

也。於三十七尊中。除五佛四波羅蜜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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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三密行。證悟五相成身義也。所言三密者。一身密者。
如結契印召請聖衆是也。二語密者。如密誦眞言文句了了
分明。無謬誤也。三意密者。如住瑜伽相應白淨月圓觀菩
提心次明五相成身者。一是通達心。二是菩提心。三是金
剛心。四是金剛身。五是證無上菩提獲金剛堅固身也。然
此五相具備方成本尊身也。其圓明則普賢身也。亦是普
賢心也。與十方諸佛同之。亦乃三世修行證有前後。及

達悟也無去來今。凡人心如合蓮華。佛心如滿月。此觀若
成。十方國土。若淨若穢。六道含識。三乘行位。及三世
國土成壞。衆生業差別。菩薩因地行相。三世諸佛。悉於
中現證本尊身。滿足普賢一切行願故。大毘盧遮那經云。
如是眞實心。故佛所宣說。問前言二乘之人。有法執故。
不得成佛。今復令修菩提心三摩地者。云何差別。答二乘
之人。有法執故。久久證理。沈空滯寂。限以劫數。然發
大心。又乘散善門中。經無數劫。是故足可厭離。不可依
止。今眞言行人。旣破人法二執。雖能正見眞實之智。或
爲無始間隔。未能證於如來一切智智。欲求妙道。修持次
佛法身。證法界體性智。成大毘盧遮那佛。自性身。受用
身。變化身。等流身等流身。爲行人。未證故。理宜修
之。故大毘盧遮那經云。悉地從心生。如金剛頂瑜伽經

說。一切義成就菩薩。初坐金剛座。取證無上道。遂蒙諸
佛授此心地。然能證果。凡今之人。若心決定。如敎修

行。不起于座。三摩地現前。應是成就本尊之身。故大毘
盧遮那經云供養次第法云。若無勢力廣增益。住法但觀菩
提心。佛說此中具萬行。漸足清白純淨法也。此菩提心。
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若修證出現。則爲一切導師。
若歸本則是密嚴國土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事。讃菩提心曰
若人求佛慧
父母所生身

通達菩提心
速證大覺位

金剛頂瑜伽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一卷
註：此經典根據《大正藏》第32卷No.1665·572頁《金剛頂瑜伽中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論》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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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從凡入佛位者。卽此三摩地者。能達諸佛自性。悟諸
9

金剛智印。奉佛敎令。拔濟群品。持大法寶。爲時
而來。翼賛三朝。近三十載。大師本西良府。北天

竺之波羅門族也。先門早逝。育于舅氏。便隨母姓。
初母康氏之未娠也。有善相者言曰。爾後畢生菩提

薩埵。言訖不見。大奇之。遂沐浴換衣。斷語持念。
未經三日。坐而假寐。夢佛微笑。雙目光流。入母人

頂。忽而驚寤。遍體流汗。因覺有身。香燈已後。夜
室如晝。十二月而生。生而能言。風神出凡。精氣殊
衆。六波羅密。四無量心。宛若生知。非關師授。唯

佛與佛。乃能究焉。昔者婆伽梵毘盧遮那。以金剛

頂瑜伽祕密敎王眞言法印。付屬金剛手菩薩。垂近

千載。傳龍猛菩薩。數百年後。龍猛傳龍智阿遮梨

前試左領軍衛兵曹參 軍輸林待詔臣趙遷

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状

先賢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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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灌頂大師法號不空。以普賢行願。傳大菩提心

耶。後數百年。龍智傳金剛智阿遮利耶。金剛智傳

今之大師。雖源一流派分。蓋數十人而已。家嫡相

繼。我師承其六焉。初大師隨外氏觀風大國。生年
十歲。周遊巡歷武威太原。十三事大弘敎。祖師道

悉談章波羅門語論。輒背文而諷誦。剋日而洞悟。祖

師大奇。他日與授菩提心戒。引入金剛界大曼茶羅。

驗之擲花。知有後矣。十五初落髮。二十進具戒。善

一切有部律。曉諸國語。識異國書。先翻經常使譯
語。對唐梵之輕重。酌文義之精華。討習聲論十二

年功六月而畢。誦文殊願。一載之限。再夕而終。後
於祖師處。哀祈瑜伽五部三密。求之三載。未遂夙

心。爲法之故。欲歸天竺。是日宿于新豐逆旅。祖師
此夜偶然而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悉皆東行。忽而
驚悟。令疾命還。及聞迴至。祖師大喜。我之法藏。

盡將付汝。次於他晨。爲與傳授五部之法。灌頂護
摩阿闍梨敎。大日經悉地儀軌。諸佛頂部衆眞言行。

一一傳持。皆盡其妙。後數年。祖師奉詔歸國。大師
隨侍。至河南府。祖師示疾而終。是時開元二十九
年仲秋矣。影塔旣成。以先奉先師遺言。令往師子

國。至天實初。到南海郡。信舶未至。採訪劉巨鱗。
三請大師。哀求灌頂。我師許之。權於法性寺。建立

日供養。每日常以眞金浴斛。滿貯香水。王

密。以加持。念誦經行。未踰旬日。文殊師利

王禮大師。他日尋普賢阿闍梨等。奉獻金寶

師之未往也。入曼荼羅。對本尊像。金剛三
現身。因誠大願不孤。夙心已遂。便率門人
含光惠￼

僧俗三七。杖錫登舟。採訪已下。

擧州士庶大會。陳設杳花。遍于海浦。蠡梵

爲大師。躬自澡浴。次及太子后妃輔相。如

錦繡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伽法門毘盧
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并許門人含光惠￼

。同授五部灌頂。大師自爾。覺無常師。

栝于天涯。奉送大師。凡數百里。初至訶陵

遍更討尋諸眞言敎。并諸經論五百餘部。本

之無効稽首膜拜。哀求大師。惠￼

性相。無不盡源。他日王作調象戲。以示國

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作本天法。

小師。亦

隨慟叫。大師告曰。今吾有法。爾等勿憂。

遂右執五智菩提心杵。左持般若佛母經。
申作 法 加 持。誦 大隨求 。纔 經一遍 。惠￼

亦怪 之 。風優海澄 。師之力也 。後 又 遇疾
風。大鯨出海。噴浪若山。有甚前患。商人
之輩。甘心輸命。大師哀愍。如舊念持。亦
令惠￼

。誦娑竭羅龍 王 經 。未 移 時剋 。衆

難俱弭。次 達 海口城 。師子國王 。遣使 迎

之。大師見王。王大悅。便請大師住宮。七

三昧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
人。登高望之。無敢近目。大師密誦佛眼眞

言。并結大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

十餘。數步之內。頓倒忙走。舉國奇之。又

遊五天。巡歷諸國。事跡數繁。闕而不記。
天寶五載。還歸上京。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

表。及金瓔珞。般若梵甲。諸寶白㲲等。奉
勅令權住鴻臚寺。他日有詔。請大師入內。

建立曼荼羅。爲玄宗皇帝。五部灌頂。是年
移住淨影寺。是歲也終夏愆陽。帝請大師入

先賢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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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祈雨。制日時不得賒。雨不得暴。大師奏大孔
雀明王經壇法。未盡三日。膏澤彌洽。皇帝大
悅。自持寶箱。賜大師紫袈裟。帝爲披擐。并
賜絹二百疋。後有大風卒起。勅令大師止風。
大師請一銀瓶。作加持法。須臾風止。帝殊器
重。後有池鵝。誤觸瓶倒。風擊如前。勅令再
止。隨止隨効。帝倍加敬。恩命號爲智藏。八

載恩旨。許歸本國。垂驛騎之五疋。到南海
郡。後勅令且住。十二載。勅令赴河瀧節度御
史大夫哥舒翰所請。十三載。到武威。住開元
寺。節度已下。至于一命。皆授灌頂。士庶之
類。數千人衆。咸登道場。與僧弟子含光。授
五部法。次與今之功德使開府李元琮。授五部
灌頂。并授金剛界大曼茶羅。是日也道場地大

動。大師感而謂曰。此卽汝心之誠所致也。
十五載夏。奉詔還京。住大興善寺。至德中。
先賢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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鑾駕在靈武風翔。大師常密使人問道。奉表起
居。又頻論剋復之策。肅宗皇帝。亦頻密諜使
者。到大師處。求祕密法。并定收京之日。果
如所料。乾元中。帝請大師。於內建立道場。
及護摩法。帝授轉輪王七寶灌頂。上元末。皇
帝聖躬不康。請大師。以大隨求眞言。拂除七
遍。聖躬萬福。帝特加殊禮。大師表請入山。
李輔國勅令終南山智矩寺修功德。念誦之夕。
大樂薩埵。舒毫發光。以相驗之。位隣悉地。
大師又曰。衆生未度。吾安自度之。遂已先聖
登遐。今皇御宇。渥恩日甚。錫賚便繁。今略
述而已。仁王密嚴二經。皇帝特製經序。勅命
頒行之日。慶雲大現。擧朝表賀。編之國史。

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大師特進試鴻臚
卿。號大廣智三藏。大曆三年。大師於興善寺
立道場。賜瑞錦褥十二領。繡羅幡三十二口。
價直千萬。又賜二七日入道場大衆齋糧。近侍
大臣諸禁軍使。勅令入灌頂道場。道俗之流。

別有五千餘衆。四年冬。大師奏。天下寺

代。准此送終。遷稽首三請。伏乞慈悲。

之。須宣宇內。五年夏五月。詔請大師。

飱輟寢。宣揚妙法。誡勗門人。每語乃普

食堂中。特置文殊師利爲上座。恩制許
往太原臺山修功德。是歲也有彗出焉。法
事告終。妖星自伏。季秋屆于京師。皇上
以所乘師子。聽并御鞍轡。遣中使出城迎
大師。大師固辭。恩命不許。乃乘之入
對。皇上大悅。并僧俗弟子。咸賜內殿齋
飯。錫賚束帛甚厚。六年春玉二月。勅賜
大師道場繡羅幡二十四口。繡縵天一。并
繡額一。十月聖誕日。大師進前後所譯
經。有勅宣示中外。編入一切經目籙。并
僧俗弟子等。都賜物五百一十疋。七年
春。勅賜絹一百疋。是歲春夏旱。有詔。
請大師祈雨。中使李憲誠。奉宣恩旨。若
三日內雨足。是和上功。非過三日關和尚
依法祈請。亦不過限。大雨豐足。皇帝大
悅。設千僧齋。并僧弟子衣七副。以報功
也。冬大師奏。造文殊閣。聖上自爲閣
主。貴妃韓王。華陽公主賛之。凡出正庫
財。約三千萬數。特爲修崇。八年春。賜
大師絹二百疋。充乳藥。五月奉勅。譯薩
路荼王經一卷。賜絹二百二十疋。冬十二
月十四日。上文殊閣梁。一切費用。皆是
恩旨。別有錫賚。相望道路。九年春正
月。賜綵六十疋。夏四月。賜絹三百疋。
充衣鉢。六月十一日。有詔。就加開府儀
同三司。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餘如
故。累讓不許。諸弟子相次馳賀。大師不
悅曰。聖衆儼如。舒手相慰。白月圓滿。
吾之去時。柰何臨終。更竊名位。附令懇
讓。大師自去。冬臘中夜。命弟子趙遷。
持筆硯。吾欲略一涅槃荼毘儀軌。使爾後

賢行願出生無邊門經。勸令誦持。再三歎
息。其先受法者。偏使屬意觀菩提心本尊
大印眞詮阿字。了法不生證大覺身。若指
諸掌。慰誨勤勤悲喜交集。汝等於法。宜
踰身命。是所聞者斯不易焉。吾思往日。
涉險冒危。爲法委身。窮歷拜國。周遊往
返。十餘萬里。爾等當思此意。速此修

行。無殉利以辱身。勿爲名而喪道奉我臨
終之誠。成爾書紳之勗。以大曆九年六月
十五日午時。浴香水。換新服。端居正

容。命草辭表。北面瞻望。東首倚臥。住
大印身定中便去。神雖往而容貌如舊。氣
將盡而色澤逾鮮。斯法力之加。豈死相而
能 壞 。 行 年 七 十 。 僧 臘 五 十 。 僧 弟 子 惠￼

朗。次承灌頂之位餘知法者。蓋數十人而
已。聖上哀悼。輟朝三日。念師資之啓

沃。觀遺跡而惻愴。絹三百匹布二百端。
米麵四百石。油七石。柴十五車。炭三

車。賜錢四十萬。又賜造塔錢二百餘萬。

先賢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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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七供養。仍別支給。日日中使予慰存問。勅

功德使李元琮知喪事。初大師之將終。衆相先

現。諸僧夢千仞寶幢。無故摧倒。文殊新閣。忽
然崩壞。大振院宇。比至驚悟。聲猶在耳。金剛
智杵飛空上。大興善寺後。池水盡枯涸。林竹生
實。庭花變色。諸事異相。近數十條今略序之。
餘皆不錄昔者如來滅度。雙林改白。文宣歿世。
泗水逆流。雖古今之有殊。驗徵應之不異也。七
月六日。就塔所。具荼毘之禮。隨喜者億千萬

數。是日有詔。使高品㔁仙鶴就致祭。并贈司空
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尊其德也。荼毘
火滅。於餘燼中。凡得舍利數百粒。八十粒進入
內。又於頂骨中。有一粒。半隱半現。後有勅。
令於大興善寺舊住院中。起舍利塔。特賜造塔錢
萬餘貫。承後諸弟子在院者。聖恩愛及如大師在
日。皇上據四海之圖籍。十有三年矣。所賜大師
先賢足跡

14

手詔數十首。皆聖人密旨。並却進奉。遠自先

朝。至今聖代。所有黑制卷軸盈篋。錫賚束帛。
不知其數。累年繫月。積若岳。未甞言貯畜。輒
不謀於生計。今並不書。每在中禁。建立道場。
頗積年歲。傳授法印。加持護摩。殄除災異。增
益吉祥。祕密之事。大師未曾輒有宣爾。今並不
列於行狀。諸類事跡。其徒寔繁。蓋存於別傳。
付法弟子。輸誠國家。則在於遺書進奉。陳博情
蓋題於辭表。大師自開元。至今大曆。翻譯經

法。凡一百二十餘卷。諸佛示權。摧魔護國。非
臣下堪聞者。緘在於天宮。普賢行門。菩提般

若。是瑜伽修行者。須宣於人代。大師據灌頂師
位。四十餘年。入壇弟子。授法門人。三朝宰
臣。五京大德。緇素士流。方牧岳主。農商庶
類。蓋億萬計。其登戒壇。二千弟子。一切有
部。獨爲宗師。嗚呼大師。訓人之道。其徒不

一。泯合二諦。適于衆因。先觀性以示方。非妄
投而虛力。以大海之法寶。隨所受而適心。以雪

山之妙藥。故應病而令服。是以有蘇悉地

稟受。平生之日。命令序述。在於侍奉。

頓漸半滿。大師之敎也。如是大師。其存

臨之氣盡。悲淚難裁。乩諸故事。十無在

毘盧遮那金剛頂經諸眞言部。若戒定慧。
也三朝帝師。其歿也萬人哀痛。敎法懸於
日月。生死霑於雨露。二七僧人。常入天

未暇修纂。況乃奉臨終遺言。固辭不獲。
一。謹狀

宮之會。三千門士。猶承聖上之恩。且佛

應安三年二月一日以或本令寫之重以保

實未有與大師同年而語者也。諸弟子等所

延享四丁卯歲夷刻 八修補畢

敎東來。向近二千載。傳勝法。沐光榮。
痛。夜室光沈。釋門喪寶。天柱中折。濟
舟忽覆。氾氾苦海。將何所依。淚盡繼
血。心摧魄喪。小子遷執巾棒錫九載于
茲。握筆持硯八年而已。叨居翻譯之次。
竊承祕奧之躅。大師所有行化之由。會親

壽院古本校點了 權少僧都賢寶（生卅八）
僧正 賢賀（俗壽六十四）

註：根據《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卷·No.2056·292頁
《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状》校
對

先賢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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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菩薩修行四法經》略講（五）
智廣阿闍梨

2015 年 7 月 19 日在西班牙南卡宗閉關中心開示

A Brief Commentary on the Sutra of Four Methods of
Practice of Bodhisattvas as Taught by the Buddha（Part V）
By Archaya Zhiguang
At Namkha Dzong Retreat Centre in Spain on July 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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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二者應當親近善友，寧失身
命不應遠離。」

Me t ho d No. 2:" S e c ond ly, one

上正等正覺。
Two years ago, I gave talks about
the Sutra of the Lotus Flower of the

should associate with the virtuous

Wonderful Dharma (the "Lotus Sutra ")

them even at the cost of one’s life"

This sutra is known as the king of all

friends, and never stay away from
佛陀所講的第二個要點是「親近善友」，

這裏的善友指的就是善知識，就是我們的
上師。在佛經裏面有很多關於如何依止善
知識的教言。

The second point the Buddha taught
in the Sutra is to "associate with

friends" here refer to the spiritual
teachers, i.e., our masters. There

are many doctrines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on how to follow spiritual
teachers.

我們前年曾經在洛桑（Lausanne 瑞士城

市）介紹過一點點的《妙法蓮華經》，這

部經典被稱爲「經中之王」。在《妙法蓮
華經·提婆達多品》中，佛陀說自己是依止

了善知識的緣故，所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

種 好 紫 磨 金 色。 十 力 四 無 所 畏 四 攝 法。

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生。
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佛在經文裏面

說得很清楚，過去生中因爲依止善知識，
學習《妙法蓮華經》，所以他才成就了無

sutras. In the "Devadatta" chapter of

the Lotus Sutra , the Buddha stated
that he attained Anuttara-SamyakSambodhi because he had followed a

virtuous teacher. The Lotus Sutra says,

"Due to having followed the virtuous
teacher Devadatta, I was endowed

with the Six Perfections, benevolence,
c o m p a s s i o n , s y m p a t h e t i c j o y,

generosity, the Thir ty-t 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the Eighty Secondary
Characteristics, suvarna skin, the

Te n P o w e r s , t h e Fo u r K i n d s o f
Fearlessness, the Four All-embracing

Vir tues, the Eighteen Distinctive
C h a ra c t e r i s t i c s, a n d U b i q u i t o u s
Supernatural Power. It is all due to the

virtuous relationship with Devadatta

that I attained complete enlightenment

and extensively set free innumerable
beings." The Buddha explained
clearly in this sutra that he attained

the supreme perfect enlightenment
because he had followed the spiritual

teacher and studied the Lotus Sutra in

his past lives.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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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品經文中還記載了當時法會現場一位龍女即身成
就的公案。這個龍女只有 8 歲，她在海中依止文殊菩薩

也是修學《妙法蓮華經》，最後在佛陀講《妙法蓮華經》
的現場「於須臾頃便成正覺」，示現即身成佛。

In this chapter of the Lotus Sutra , there is another

story about a naga girl attaining Buddhahood in

one lifetime. This naga girl, who was only eight
years old, had followed the Bodhisattva Manjushri

and studied the Lotus Sutra under the sea. At last
she "attained Buddhahood in an instant" right at

the venue where the Buddha was teaching the

Lotus Sutra . She thus manifested the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in one lifetime.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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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中也有這樣一個依止
善知識的著名案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他拜訪了
五十三位善知識，最後也獲得了即生成就。

In the Chapter of "Entering the Dharma Realm"
in the Avatamsaka Sutra , there is also a famous

story about following spiritual teachers, in which

a young child named Sudhana ("Child of Wealth")
found and followed fifty-three teachers and at last
became enlightened in one lifetime.
三類善知識
Three kinds of teachers
中國隋代的智者大師是天台宗的開宗祖師，被稱爲東土

小釋迦。在他所著的《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把善知
識分成三類。

Great Master Zhiyi of Sui Dynasty of China was

the founder of the Tiantai School
of Buddhism, known as the Little
Shakyamuni of the East. In his work
titled The Essentials of Practicing

Shamatha (calm abiding) and

Vipasyana (true seeing) Meditation , he
categorized the virtuous relationships
into three kinds as follows:

一、外護善知識，即在外面護持我們的善

知識。這類善知識主要是提供給我們衣食
住行的資具，讓我們能夠安心修行。如果

沒有這種善知識，那我們就沒飯吃，沒辦
法修行了，所以這類善知識也非常重要。

support. It refers to the spiritual
friends who support us outwardly.

They mainly provide us with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such as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so

that we can practice Dharma with no

worries. Without these friends, we will
have nothing to eat, and thus not be

able to continue our practice, so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二、同行善知識，就是一起修行的善知識。

在一個僧團當中，或者是一個佛教中心裏
面，所有的道友都是同行善知識。因爲道

2. The peer relationship. It refers to

those who practice Dharma with us.

All the Dharma practitioners in a
Sangha group or a Buddhist center can

be considered as such friends. They
can encourage and help each other.

So in this sense, all those who practice
with us are also our spiritual friends

or teachers. The great Tertön Karma
Lingpa also taught that "those who
practice with us are our teachers".

三、教授善知識，就是給我們傳授佛法的

善知識。教授善知識是三種善知識裏面最
爲重要的，因爲我們所有的修行方法都是
來自於教授善知識的傳授。

3.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t refers to the spiritual teachers who

teach us the Dharma.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three kinds
because all of our practices come from
their teachings.

善知識調伏我們的三種方法
Three ways in which the virtuous
teachers tame our minds

友們之間能互相促進和互相幫助，所以從

《大般涅槃經》說，善知識用三種方法來

知識。伏藏大師噶瑪林巴的教言裏面也是

畢竟軟語。二者畢竟呵責。三者軟語呵責。

這個角度來講，所有的同修也是我們的善

調伏我們。哪三種方法呢？經云：「一者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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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義故。菩薩諸佛即是真實善知識也。」
In the Mahaparinirvana Sutra , it says that there

are three methods that the virtuous teachers use
to regulate us. What are the three methods? This

sutra says, "The first is all-along gentle words;

the second is all-along scolding; and the third is
gentle words and scolding combined. Due to this

sense of teaching, the Bodhisattvas and Buddhas
are the genuine spiritual teachers."

第一種，「畢竟軟語」，就是從始至終，一直是用很溫
柔的和言愛語來教化我們；第二種，「畢竟呵責」，就
是從始至終，一直是用嚴厲、訓斥、責備的語言來教化

我們；第三種，「軟語呵責」，就是有的時候和言愛語，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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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嚴厲訓斥。

The first method is "all-along gentle words". That
is, the teachers teach to transform us with very

gentle words of loving kindness all the time. The
second is "all-along scolding", that is, they always

use harsh and critical words to teach and help
us. The third is using "gentle words and scolding

combined". That is to say, they sometimes speak

to us lovingly and kindly, while sometimes scold
us harshly.

既然佛陀在經中這樣說了，看來作爲善知識，該罵的時
候還是要罵。我們從歷史上來看，每個善知識教化衆生
的方法確實也不太一樣。

Since the Buddha already said so in the sutra, it

seems that the spiritual teachers should scold us
when necessary. As we can see from the History,

every teacher taught and helped the

Marpa was acting like this out of his

有些善知識是屬於第一種。就像我們看釋

不過，瑪爾巴大師這種用忿怒來調伏衆生

的。我以前看過第三世華智仁波切的傳記，

上師帝洛巴大師好像也是這樣。他的上師

living beings in various ways indeed.

迦牟尼佛的傳記，好像佛陀從來不會生氣
好像他也從來沒有生過氣。

Some teachers seem to be of the first
kind. As we can see from the stories
of the Shakayamuni Buddha, it seems

that Buddha never got angry. I have

great compassion.

的方法，好像也不是他發明的，他上師的

那洛巴大師在依止帝洛巴大師的過程中，
經歷了十二大苦行和十二小苦行，而且最
後那洛巴是怎麼開悟的呢？就是帝洛巴用
鞋底猛擊他腦袋把他打昏了，然後醒過來
的時候，他就證悟了大手印。

read the biography of the Third Patrul

However, this wrathful way of taming

never got angry.

by Marpa. Tilopa, who was the Guru

Rinpoche, and it seems that he also

說大譯師瑪爾巴羅扎，他調教弟子的方式
好像一直都是非打即罵。我們在大成就者
米拉日巴的傳記裏面，看到米拉日巴依止
瑪爾巴的遭遇就是這樣的，看起來好像被
折磨得很慘，但是這個其實是瑪爾巴大師
一種更大的慈悲。

Some teachers seem to be always
angry. For example, Marpa Lotsawa
always seemed to teach his disciples

by s c ol d i n g o r b ea t i n g t h e m . A s

can be seen in the biography of the
mahasiddha Milarepa, this is exactly
what he had experienced when he

followed Marpa and studied with

him. It looks like Milarepa had been
badly tortured by Marpa, but in reality

of Marpa’s own Guru, also taught

his disciples in such a way. Naropa,
the Guru of Marpa, underwent twelve
major hardships and twelve minor

hardships when he was following
Tilopa and studying with him. How did

Naropa finally attain enlightenment?
When Tilopa knocked him out with

th e sole o f h is sho e, h e fai nt e d.
When he woke up, the realization of
Mahamudra had arisen in him.

在歷史上還有一個案例，也是被打以後獲
得證悟的。第三世華智仁波切的上師多欽
哲·益西多傑，他也是經常用忿怒的方法來

度化衆生的。聽說他每天都是拿着一支獵
槍到處跑來跑去，殺死很多動物。但是他
非常厲害，可以把殺死的動物變活。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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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he past, t here is anot her

stor y a bout someone at ta ining
enlightenment after being beaten. Do

Khyentse Yeshe Dorje, the Lama of

the Third Patrul Rinpoche, was also
often liberating the beings in such a
wrathful way. It is said that he used to
carry a shotgun with him every day,

r unning around and killing many
animals. But he was such a high being

that he could bring the dead animals
back to life.

多欽哲·益西多傑尊者的名聲很大。有一次，
一個寺院邀請尊者參加法會，並祈請他傳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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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尊者去了，但他手上的唯一法器就是

一支獵槍。然後等所有的人都準備好接受
傳法的時候，他就拿起獵槍，對着天空開
了一槍，當下很多人馬上就證悟大圓滿了。

所以，對根器成熟的人來講，這就是一種
最好的灌頂。

Do Khyentse Yeshe Dorje had great
reputation. One day, he was invited

to attend a Buddhist ceremony and
give teaching at a monastery. He went

there with his only ritual instrument-a shotgun. When everyone was ready
to receive his teaching, he took out
his shotgun and fired a shot into the

sky, and at this very moment many
people attained enlightenment in the

Dzogchen. So, it is one of the best

empowerments for those whose with
highest capacities.

有一次，第三世華智仁波切去拜見多欽哲·益

西多傑上師的時候，上師正喝得酩酊大醉，

還對他說：「嘿，你有膽就過來。」華智

仁波切一走過去，上師便一把揪住他的頭
髮，把他摔倒在地。這時華智仁波切聞着

上師呼出的酒氣，心裏想：「連這樣的大
成就者也喝醉了，還做出不如法的舉動。」

心裏立刻浮現出佛陀關於飲酒過患的教誡。
就在這一刻，多欽哲·益西多傑上師放開了

他，對他說：「你腦海中居然生起這樣的

惡分別念，你這條老狗！」說完就對他臉
上吐口水，伸小拇指，就走了。這時華智

仁波切馬上意識到，這是上師對他的一個
最大的加持和直指心性，於是馬上安住，
當時大圓滿的證悟境界就像太陽一樣顯現
出來。

O n e d a y wh e n t h e T h i r d P a t r u l

R i np o c h e v i s i t e d h i s m a s t e r D o
Khyentse Yeshe Dorj, the master was
completely drunk and shouted at him,
"Hey, come over if you dare." Patrul

Rinpoche went over, and his master

grabbed his hair and threw him to the
ground. Under the smell of the alcohol

from the master’s breath, Patrul
Rinpoche thought to himself, "Even

a mahasiddha like him is drunk like

this and behaves improperly."Then
t h e Bu d d h a ’ s t e a c h i n g s o n t h e

negative impacts of alcohol instantly

ways to benefit beings. But the most

Do Khyentse Yeshe Dorje let go of

sincere faith in our own master. If we

came to his mind. At that moment,

him and said, "Can’t believe you

had such a bad dualistic thought in
your mind. You old dog!" Then he spat
on his face, put out his pinky finger

in disgust and walked away. Patrul
Rinpoch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at

his master had in fact given him the
most powerful blessing to lead him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have

possess true and authentic faith, we
will get immeasurable blessings from
our masters.

如理如法依止善知識的三個重點
Three key points in following spiritual
masters according to Dharma

to a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nature

在《普賢上師言教》裏面，對如何依止善

postur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多了，我們這次不可能全都來跟大家講解，

of mind. He then straightened his

sun.

所以後來華智仁波切的很多著作都署名「老
狗」，他說這個是多欽哲·益西多傑上師賜
予他的最祕密的法名。

For this reason, Patrul Rinpoche
signed many of his books and articles
with the name "Old Dog". He said that

it was the most secret Dharma name
bestowed by his master Do Khyentse
Yeshe Dorje.

所以每一位上師度化衆生的方式都不太一

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對上師要有無
僞的信心。如果我們具足信心，我們就可
以從上師身上得到無量的加持。

Masters use all kinds of different

而且可能很多道友都已經聽過了，所以我
只想講其中的三點。

It is well explained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on how to follow
t h e t ea ch e rs p rop e rly. Ho weve r,

because it contains so many teachings,
it is impossible to talk about all of
them this time. Besides, many of our

Dharma practitioners may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eachings already. So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three key points.

如何如理如法地依止上師呢？我們來看《普
賢上師言教》裏面講到的三個重點：第一，

觀察上師；第二，依止上師；第三，修學
上師的意趣。

How to follow the spiritual teachers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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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ly? According to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there are three key points: (1) examine the master; (2)
follow him; and (3) practice and learn his wisdom.
觀察上師
Examine the master
首先要觀察上師是不是一位真正具足上師德相的善知識。其實華

智仁波切在《普賢上師言教》裏面已經講了很多善知識的標準。
真正完全具足德相的上師是非常稀有的，就像法王如意寶、華智
仁波切這樣的上師是非常難得的。

First, we need to examine the master to see if he is truly a
quantified virtuous teacher with all the merits and virtues.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Patrul Rinpoche sets
經論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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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 many criteria for a master. However, the master with

all the merits and virtues is quite rare. For example, the

masters like H.H. Jigme Phuntsok Rinpoche and Patrul
Rinpoche are very precious.

但是在《普賢上師言教》裏面講到，上師最起碼要具備真正的菩
提心。他如果有真實的菩提心，他就一定會將他的弟子安置到解

脫的道路上去。如果我們已經確認這位上師具足菩提心，乃至於

他有更多的功德，那我們就應該一心一意地跟隨這位善知識修學。
Nevertheless, as mentioned in The 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a master should at least have the genuine
Bodhicitta. If he possesses it, he will surely lead his

disciples to the path of liberation. If we are certain that

the master has complete Bodhicitta and even greater
merits, we should study with him wholeheartedly.
（未完待續）(To be continued)

生生世世攝受願文
法王如意寶 造
益西彭措堪布譯

三世逝於眞如諸如來，自前顯現殊勝善知識，
恩德無比功德海之藏，上師如意寶前敬祈禱。
上師調衆善巧行爲者，種種形相如何作示現，
僅僅剎那邪見亦不生，所作皆以善見求加持。
於師慈心教誡善說中，只語片言亦不作違越，
滿瓶傾瀉一切諸加持，願能無餘注入我相續。
怙主您於淨穢剎土中，種種幻化遊戲示現時，
我亦成師殊勝隨從後，願能一同趣入菩提行。
未來自現殊勝淨土中，至尊上師示現成正覺，
我亦入於初會眷屬列，願成事業增勝之作者。
總之從今一切生世中，唯一怙主與您永不離，
獲菩提果亦成種姓主，祈願度盡無邊衆生界。
勝子日珠祈請寫一生生世世攝受願文，阿旺洛珠宗美於清涼五臺山
撰寫。
註：轉載自益西彭措堪布官方新浪博客

遍路對現代人的啟示（下）
——智廣阿闍梨在日本愛媛大學遍路文化交流會上的講演
2、遍路朝聖裝備的啟示
下圖中是遍路朝聖的裝備，每個走上遍路的人，都需要有這樣的一套裝

備。我相信這套裝備也是古代高僧大德智慧的一個結晶。爲什麼走遍路的

人都需要有這樣的裝備呢？其實每一件裝備，我覺得都有很深的含義，帶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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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路行者的裝備圖

智廣阿闍梨在第 36 番青龍寺惠￼果堂前

給我們很深的啟發。
首先是頭上的斗笠，斗笠上面有幾個內容。
第一個內容是上面寫的「同行二人」四個字。

實修引導

「同行二人」在遍路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

念，這四個字在遍路的很多行裝、用具、禦
守、紀念品上面都可以看到。但是我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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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個斗笠的時候先不講「同行二人」，先
講這個斗笠上面的四句偈。

這四句偈是：
「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本

來無東西，何處有南北。」這四句偈是中國
古代的禪師寫的，你如果瞭解了這四句話的
真正含義，你所有的煩惱都會消除。

「迷」和「悟」兩個字，是佛教中重要的兩個
概念。迷了就是衆生，悟了就是佛，而學佛

的目的其實就是爲了「破迷開悟」。
「迷故
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是什麼意思呢？佛教
裡講，這個世界叫做三界六道的輪迴。人爲

什麼會覺得痛苦？是因爲你覺得這個三界六
道的輪迴是真實存在的。上面我們講到涅

槃——徹底覺悟的狀態，會消除一切煩惱和
痛苦，簡單來說就是「離苦得樂」，不會有痛

苦了。爲什麼呢？就是因爲開悟了以後就會

瞭解，三界六道的輪迴其實只是你的一個幻

覺，所以你就可以從這個三界六道的苦海當
中獲得解脫。

六道輪迴痛苦的根源就是「因惑造業，因業

受苦」。因爲迷惑才會造業，因爲造業才會

受苦，所以我們所有痛苦的源頭是因爲有迷

東北、西南、西北，總之所有一切的存在和

破迷開悟，才能離苦得樂。而怎麼破迷開悟

知道一切的現象，或者事物，其實都是空性

惑。那麼我們如何從中解脫？那就需要我們
呢？答案就在這四句話裡面。

這首偈的第一句話講的就是迷惑的狀況，
迷惑了以後就會有「三界城」。
「三界城」是

一個比喻，指的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六
道輪迴整體就分爲這三個層面——欲界、色
界、無色界。無色界天就屬於無色界，色界

天就屬於色界，而色界天以下便都是欲界。
天道裡面的欲界天，以及阿修羅道、人道、

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這都屬於欲界。這
些就是所謂的「三界城」，把整個六道輪迴
比喻成一座城市。那麼這座城市是怎麼來的

呢？是因爲我們迷惑而得來的，因爲迷惑，
於是產生了三界六道的輪迴。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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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偈「悟故十方空」，則相對應講述了
開悟的境界。
「十方」就代表一切，因爲所有

的東西都包含在十方裡面，要麼在上面，要
麼在下面，要麼是東南西北，要麼是東南、

現象都在十方裡面。當我們開悟的時候，就
的，輪迴只是我們的一場夢而已。當我們做
夢的時候，我們總是認爲夢裡的東西都是真

實存在的；只有當我們醒過來的時候才發
現，其實夢裡面的宇宙、世界根本不存在，

這就是這兩句話的含義。
「迷故三界城」，
就好比我們在做夢，然後出現六道輪迴，這

樣的宇宙、這樣的世界，所有的一切一切，
我們都會覺得很真實，也在其中感受痛苦、
感受快樂，看到各種各樣的現象。但是醒來

之時，才認識到夢裡面所有的一切其實都是
不存在的，所以「悟故十方空」。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大夢之中，眼前的

整個世界都是一個無明大夢。很多人認爲我
們是清醒的，晚上睡覺時才是夢，卻不瞭解

我們每天晚上睡覺都在一個小夢之中；而當
清晨來臨，我們張開雙眼之時卻又陷入了一

個更大的夢裡。我們之所以是衆生，就是因
爲還在這個大夢裡面迷惑，而佛陀則是從這

個大夢裡面覺醒過來了，所以他被稱爲「覺悟者」，這就是「迷故三
當我們真正覺悟之時，便會瞭解「本來無東西，何處有南北」的含
義。東、西、南、北，都是我們貼上去的一個標籤。因爲我們執著地

認爲這個世界上有個「我」，所以才會有前後左右、東南西北。如果
沒有一個「我」，沒有一個中心，又哪來的東南西北、上下左右呢？
所以說，當我們瞭解了空性的時候，就知道這空性之中是沒有東南
西北、上下左右的，一切的時間、空間，其實都是不存在的。這也是

很多現代科學一直在探索的事情。現在很多先進的科學家，已經開
始瞭解這個世界其實是虛幻的，而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真實，他們
如果真的分析下去就會發現一切其實都是虛幻的。

所以這四句話其實揭示了「迷」和「悟」的差別。如果我們迷惑了，那
麼三界六道輪迴，一切的痛苦都會產生。相反，如果我們開悟了，證

悟了空性，一切的痛苦自然就消失了，就像夢裡面遇到恐怖的事情，
你只要醒過來，恐怖的事情自然就消失了，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佛法認爲最重要的不是去建設一個好夢，而是要從夢中醒過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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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白衣上路

來。再美的夢其實也只是「一場夢」，最終

四句話的含義，你可以透過一本經書，這本

候你是得不到任何東西的。因爲一個夢結束

的一本經書，叫《般若心經》。你如果明白了

也是要無常的，肯定要結束，而且結束的時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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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夢裡面所得到的東西就全部沒有了，對不

對？所以現在很多人每天在努力拼搏、爭取，

或者是要追求所謂的成功，其實都是夢裡面
的成功。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意義並不是
太大。哪怕你在夢裡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又
怎麼樣呢？最後美夢破裂，依然什麼都得不
到，全部消於虛空當中。所以，佛法認爲最

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修行佛法，從夢中覺醒
過來！這個功德才是真實不虛的。因爲只有
這樣，才可以得到永遠的安樂，不會在虛幻
的三界輪迴當中受苦，而且可以擁有像佛陀

一樣無比的功德和快樂，還可以有能力去幫

助一切的衆生。所以我覺得這幾句話的含義
很重要。

這四句話的含義非常深刻。當然，我們要真
正瞭解它，也不是那麼容易。要真正瞭解這

經書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遍路中每天都要念
《般若心經》的含義，你就知道了爲什麼是

「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這個斗笠上面
其實就包含了非常深刻的佛教智慧。

第二個是這個白色的遍路服。白衣在日本的
傳統當中，根據書籍的記載是亡者所穿，就

是亡人入殮時穿的衣服。那麼爲什麼遍路的
人要穿這個白衣呢？我想，這就表達了一種
卽便在遍路途中死去，也要求法的堅定信仰

和決心；同時還有更深層的含義，那就是，
要在遍路過程當中獲得重生——就是你要

死去一次，讓你的舊「我」死去，得到涅槃的

重生，獲得一個新的生命。用現在的一句話
來講叫「向死而生」。通過「小我」的死亡，

獲得一個「大我」，讓迷惑的「我」死去，獲
得一個「覺悟」的新生命，我覺得這就是穿

白衣很重要的含義。所以遍路是什麼？是從

迷惑走向覺悟的一個旅程，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一個旅程，也
是從痛苦走向快樂的一個旅程。這是我所理解的要穿白衣的含

義，就是你要克服自己原來的這些迷惑、痛苦，讓舊的我死去，
在遍路中產生一個新的、覺悟的、快樂的生命。

然後我們來看手上拿著的金剛杖。金剛杖，在遍路的傳承當中
被認爲是很重要的一個法器。這個法器上面一般也寫著「同行
二人」，所以剛才斗笠上的「同行二人」我沒有深刻地解釋，現
在在這裡給大家作一個講解。

我覺得「同行二人」也是遍路當中非常好的一個理念。在我們漫
長的人生旅途中，在平日的工作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很多的

困難、很多的挑戰，也會產生很多的煩惱、很多的痛苦。在面對
這些困難、痛苦、煩惱的時候，我們經常感覺非常地無力，需要

有一個依靠。當一個人有了依靠以後，就會感受到力量，就會變
得堅強。所以在遍路過程當中，按照傳統來講，這個金剛杖就是

代表弘法大師空海。也就是說，你今天走上遍路的旅程，不是你
要明白，你不是一個人在走，而是弘法大師在陪著你走。所以，
遍路之旅從一開始就是「同行二人」，也就是說每一個遍路人都

並非隻身上路，都有來自弘法大師的陪伴和加持。遍路人手中所
持的金剛杖就是弘法大師的
象徵。

「同行二人」來源於弘法大

師的一個發願。據說，當年
弘法大師在修行及傳法的過
程中走遍了八十八個靈場，
後人爲了追隨弘法大師的足

跡而形成遍路的傳統。當時
弘法大師的發願卽是，只要

有人走上遍路旅途，他便將
陪伴守護，從始至終。而弘

法大師的陪伴也許不僅僅只

限於「遍路」旅途中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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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表達的可能更是，從佛弟子發心開始學佛修行，一直到最後

成佛的旅途中，他都會引導陪伴。而遍路旅程的四個階段——發

心、修行、菩提、涅槃，也正暗示了「學佛次第」的含義。其實弘
法大師發願的言外之意，應該是從我們開始修行一直到最後成
就佛果，他都會陪伴著我們。

金剛杖的頂部代表弘法大師的頭部，握杖的時候要避開。杖的
底部代表弘法大師的雙腳，每日到達歇腳休息之地時，大家都會

清洗金剛杖底部，代表著爲弘法大師洗腳。這樣一個溫馨的細
節，提醒我們自己弘法大師的陪伴和鼓勵始終都在，提醒我們
生起覺知和感恩的心，感受到大師的恩澤。

所以我們每天握著金剛杖時，晚上清洗金剛杖時，千萬不能把它
當成是一個「拐棍」，而要認識到是弘法大師在陪伴你遍路，陪

伴你走上人生的旅途。所以我覺得，這是個非常有意義的法器。

當一個人有了這樣的依靠，心靈就會

安定，就會有信心，就會有修行、前進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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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人說，
「同行二人」的含義
也可以理解爲是自己的老師，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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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伴侶、最重要的人，一直
都在支持你、陪伴你走過人生的旅
途。當然，從佛教的角度來講，更深

的含義是什麼呢？是指你今天開始修

行了，不是你獨自一個人，而是弘法大
師空海和歷代的傳承祖師、諸佛菩薩

在陪著你一起走上修行的道路，乃至
最後到達涅槃圓滿的境界。所以無論

是人生的旅途，還是修行的旅途，其
實都不是你一個人孤單地走，而是身

邊有很多的貴人一直在陪伴你，幫助

你，你最終才能走到人生圓滿的目的
地。
弘法大師空海像

3、遍路中巡禮寺院帶來的啟示
遍路者巡禮寺院的儀式也是有一定的流程
和規矩的。首先，在寺廟的門前要先向諸佛
菩薩、弘法大師行一禮問訊，方可進入。
洗心池

然後，進入寺院的第一件事情，還要到洗手
臺洗手。這些古老的寺廟都有一個古樸的
洗手臺，很多都是石材打製的，上面還刻有

兩個字——「洗心」。說明什麼呢？說明這
個「洗手」的環節，表面上是洗手，而內涵卻
是讓我們「洗心」。所以你看，雖然只是一

個洗手的動作，卻把它提升到了淨化心靈的
一種修法，而「洗手」就變成了一種修行。所
洗心

以，日本寺廟裡的洗手臺也叫「洗心池」。
這也帶給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發，以後我們在
洗手的時候也可以這樣觀想：我們的身心都
在這八十八所寺院裡面，一般都有供奉著本
尊的本堂和供奉弘法大師的大師堂。遍路

人首先恭敬地禮拜，然後供香、供燈、供養
財物、投放巡禮札等。在寺廟的本堂和大師

堂前面都各有一個納札箱，遍路人在巡禮札
上寫上自己的姓名地址，還有自己的心願，

投入納札箱，就像是投遞自己的名片，並向
弘法大師和諸佛菩薩祈禱自己的心願。往往
在納札箱旁邊還有納經箱，你可以把自己抄

寫的經文供奉其中。做完這些後，就要念誦
《般若心經》了，這也是主要的功課。

這些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不知道日本
誦經

的朋友對這些儀式是怎麼理解的。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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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百姓蒼生，才會有這份堅強的勇氣，
去超越這些危險，去超越這些困難。其實這
就是點香和點蠟燭的真正涵義。

點香、點蠟燭，其實都是在提醒我們，要燃
燒自己，把最珍貴的生命和最偉大的智慧貢
獻給衆生。當然我們也有些人點香、點蠟燭

只是爲了讓自己身體健康啊，平安啊，發財

啊，也是有的。這個在佛教裡也是允許的，
我的師父告訴我，我們在點香、點蠟燭的時
候，表面上來看，我們是對佛、對菩薩在作

供養，用香味來供養諸佛菩薩，用蠟燭的光
明供養諸佛菩薩。但是點香和點蠟燭還有

更深的一個涵義，那就是我們的人生也應該
像香和蠟燭一樣，
「燃燒自己，奉獻社會」，

這是更重要的意義。一個人的人生要變得有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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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大家爲自己作祈禱。但是我們在修行
的過程當中，一定要慢慢地來提升自己的境
界，從爲自己祈禱到爲所有的衆生祈禱，慢
慢地打開自己的心量。我覺得這是我們每個

人都應該去努力提升的。當你的心量越大的
時候，你人生的格局也會越大，那麼未來你
人生的成就也會越大。

意義，就要像這個香和蠟燭一樣。香燃燒了

在這個遍路朝聖的過程中，可能大家念得

燒了自己，把光明奉獻給了大家。在佛教裡

每一個遍路行者到每個寺院的時候必須要

自己，把美妙的香味貢獻給了大家；蠟燭燃

講，這就是菩薩的精神。
「菩薩的精神」是什

麼呢？就是你要燃燒自己的生命，貢獻給社
會，貢獻給衆生。

弘法大師空海的一生，其實就是這樣過的。
剛才諸田老師講到，弘法大師到中國求法的
時候，歷盡生死危難。據歷史記載，當時一
共有四艘遣唐使船，最終到達大唐的只有兩

最多的就是《般若心經》。
《般若心經》是

念的。
《般若心經》雖然只有200多個字，
但在佛教裡面認爲，這篇經文是整個佛法
的 精 髓 。如果真 正 地 明白了《心 經 》的 涵
義，你就可以獲得解脫。在《心經》裡面講

了，這個《心經 》的功 德有多大？「能除一
切苦，真實不虛」，可以消除一切的痛苦，
真實不虛。

艘船。另外兩艘船呢？一種說法是都遇到了

《心經》包含了非常高深的佛教智慧、佛教

難沉沒，一艘返回了日本，所以當時去大唐

經》的書，叫做《般若心經祕鍵》。大家有興

海難，無一人生還；還有一種說法是一艘遇

求法是要冒著生命的危險。一個人爲什麼會

不怕這種危險而願意去大唐求法？我覺得
跟這個人的發心非常有關係。只有心中裝著

哲學。弘法大師也曾專門寫過一本注解《心
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因爲我們今天時間
很短，就不作這方面的深入解釋了。

這些都是在遍路過程中，遍路行者每天在做

的事情，我覺得這些事情都蘊含了非常深的
涵義，如果我們真的明白了這些涵義，對我
們的人生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哪怕你不能夠

完全明白《般若心經》的涵義，有機會經常
念念，也會有助於你獲得心靈的解脫。

前段時間在中國有個很著名的明星，年紀很
輕就患了憂鬱症自殺了，實在令人痛惜。在

佛教裡面認爲，這是我們內心的煩惱所導致
的。我也聽說，好像日本自殺的人也不少。雖
然現在社會很發達，物質很豐富，但還是有
不少的人會得憂鬱症，還是有不少的自殺現

象。我覺得如果人們有機會多念念《般若心
經》，就可能會從煩惱當中解脫出來！因爲
這部經「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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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路十德）

從佛教信仰看遍路帶來的利益

最後再向大家簡單介紹下遍路十德，

拜，你的生命境界得到了提升，迷惑、

田順和座主告訴我的。一步一弘法遍

悟、快樂的新生命。所以未來你的生

這是我的師僧——京都醍醐寺的仲

路團要走上遍路的時候，仲田順和大
僧正猊下送給我他的兩篇文章，都是
介紹遍路的。其中一篇裡就有「遍路

十徳」
，是講遍路會得到的十大利益。
當然這是從傳統的真言密教的角度

來講的，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夠理解，
但是我們可以參考瞭解一下。

【安樂】若有末代衆生具足信心，一

次巡拜之後，卽使罪大惡極，也會令
罪業如霜般消失，可獲安樂生活。

哪怕只參加一次遍路，也可以迅速地

清除罪業，福德資糧會快速地積累，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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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會得到身心的安樂。

【不墜】四重 五 逆的罪人，一次 巡
拜，就不會墜入地獄。

我們前面講過，因爲通過遍路的巡

痛苦的「舊我」死去，產生了一個覺

命不會墜落，你的生命只會向上提
升。佛教裡面講有六道輪迴，如果修
行好的話，就會往上升；如果修行不

好，就往下墜。遍路可以讓你的生命
不斷提升，不會走下坡路。

【免難】如果給予遍路行者提供一
晚食、宿，就會免於六道的苦難。

哪怕你沒有條件進行遍路，但因爲對

遍路行者功德的認同，對遍路會帶
給大衆和社會無窮利益的認同，哪
怕是給遍路的人提供一夜的住宿或

者是施與食物，所積累的福報也可以
讓你消除很多的災難，甚至免於六
道的苦難。

【賜福】心靈受傷的凡夫，一次巡拜

之後，佛陀就會伴隨在你身邊，給予
加持，賜福消災。

遍路途中

有的人生很幸福，有的人生很痛苦，那麼幸
福和痛苦的原因是什麼呢？佛教裡面有一

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個人的「福氣」會
影響他的幸福 指數。福氣 大，做事情就會

順利，幸福和快樂就會多；福氣小，就會不
順利，做事情不容易成功，煩惱和痛苦就會

多。像我們剛剛朝拜的第48番西林寺，裡面
就有個非常著名的佛像叫「福壽地藏」，就
是可以賜與長壽與福氣的一位地藏菩薩。在

遍路過程中，我們通過禮拜、供養、供燈、供
香、誦經等儀軌，淨化了自己的身心，得到了

諸佛菩薩的垂恩加護，福氣就會增長，人生
就會順利。

【隨喜】貪婪的人，對遍路行者產生隨喜之
心，就會免除水火夭死之難。

種智慧體現在遍路上是什麼呢？就是如果
你資助遍路的人，你就可以得到與遍路行者
同樣的福氣。所以在遍路中，我們會看到很

多的四國人民都非常願意幫助這些遍路行
者，爲他們提供食物、住宿，甚至泡腳服務
等。這是四國一個非常優秀的傳統，對遍路

行者非常友善，願意提供很多的方便。這其
實就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種精神——隨喜。
當我們憂遍路行者之憂，想遍路行者之想，
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並爲遍路行者所作的

庭、工作當然就會越來越好，心想事成。

【福壽】短命無福之人，一次巡拜，福壽延
綿，生於佛家。

福報增長、壽命延長是每個人都嚮往的，希

望自己福祿綿長。在遍路中很多寺院都會供

奉七福神，其中就有一尊叫做福祿壽。遍路

的第七個好處，就是可以增加你的福氣，延
長你的壽命，讓我們能夠更好地享受人生，
奉獻社會。

【往生】沒有信心、無誠意之人，一次巡拜
之後，也可往生普陀淨土。

在佛教的概念裡，人身死了以後，生命並沒

有結束，生命其實是連續不斷的，他會進入

下一個階段的生命形式，就像同一個人演
不同的舞臺劇，只是換個角色出演而已。如

果我們能夠走遍路的話，我們未來的生命，
也就是下一個階段的生命，會去一個更好
的地方。佛教裡面認爲，最好的地方就是佛

的淨土。所以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心願：希望
能夠超越輪迴，往生佛的淨土，那麼通過走

遍路，就可以實現這個願望。當死亡來臨的

時候，我們就可以超越輪迴，往生到佛的淨
土。

功德而高興時，這樣你就是在修隨喜，就可

【安穩】生重病者，一次巡拜，可現世安穩，

【繁榮】孤獨、貧窮之人，一次巡拜，就可子

和前面講的一樣，因爲我們走遍路，我們的

以獲得與遍路行者同樣的福氣。
孫繁榮，得到社會地位。

第六個利益是繁榮。通過遍路，原來沒有福

後生善處。

生命境界得到了提升，福壽得到延綿，去除

了很多的迷惑和痛苦，所以人生就會更安
穩、更幸福、更快樂。

實修引導

隨喜，是佛教裡面非常深奧的一種智慧。這

氣的人現在有了福氣，未來的人生、事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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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佑】爲父母、自己巡拜各一次，佛陀就

空海用他修行的力量來保護幫助過當地的

給予貧困者福氣，令病者痊癒，賜予無子者

了痛苦，所以這個地方就建起了空海大師的

會跟在你身邊，保護你，免除惡事災難，並
子嗣，延長短命者的壽命。

第十個利益是護佑。通過走遍路，我們可以
得到三寶的庇佑。遍路中的很多寺院當初

爲什麼會建立？很多都是因爲當年弘法大師

人民，幫他們消除了災難、解決了煩惱、息滅

寺院。當我們能夠很虔誠地去走遍路的話，
「同行二人」的信念會伴隨我們一生，諸佛

菩薩和空海大師的庇佑會伴隨我們一生，這
也是遍路非常重要的功德利益。

所以當我的師僧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給我

講解了遍路的功德以後，讓我對四國遍路生
起了更大的信心，希望我們遍路團的每一位

成員通過來四國遍路都能獲得這些殊勝的
利益。同時，也希望通過這樣的踐行，讓我

們更多地瞭解和學習空海大師，瞭解和學習
一生護佑

文化之旅、和平之旅
——

華人遍路的特殊意義

實修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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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密教。

在遍路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但瞭解了1200年前的中國文化，

也瞭解了1200年以來的日本文化。所以我覺得四國遍路的形

式，其實是融合了中日兩國的傳統文化，這裡面有很多很多值
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剛才諸田教授講得非常好，我們應該互相學習，
「彼此代爲師

資」。1200年前，弘法大師空海到中國唐朝跟惠￼果阿闍梨學習

真言密教的同時，也學習了包括建築、雕塑、繪畫、書法等等很

多方面的文化，乃至於聽說烏冬面的製法也是大師從長安帶回
去的。

當時大師從唐朝帶回了璀璨的佛教文化和其他領域的各種文
化，促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利益了1200年來無數的日本

民衆。而現在有些真言密教的內容，包括唐代其他領域文化的

內容，在中國比較衰微了，而在日本恰恰保存得非常完好，所以

這也是爲什麼我們到四國來遍路的另一個原因。不僅僅是遍

智廣阿闍梨與最御崎寺住持島田信弘互贈禮物

華人四國遍路是在追隨惠￼果阿闍梨和空海

的傳承之外，我們同時也學習了很多在中國

程，佛教修行的旅程，而且也是文化之旅和

我們除了在真言密教、天台密教中得到佛法
已經衰微的這些傳統文化，希望能把這些先
祖留下的瑰寶再弘揚回中國。所以我覺得就

像剛才諸田教授所講，互相學習是非常重要
的。

我們在遍路過程中，不但瞭解和學習中國與

日本優秀的傳統文化，而且我們所到之處，
得到了很多很多日本朋友的支持，也作過很

多友好交流。在這裡我也再次向這些朋友們
表示衷心的感謝！也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活
動，能夠促進中日文化更深層次的交流，增

進中日民衆之間的世代友誼，乃至促進世界
的和平。

大師的足跡，它不僅僅是我們思考人生的旅
和平之旅。

我對四國遍路雖然有幾年的學習，但是理解

得還很淺，所以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大德、教
授、學者們多多指教。謝謝大家！

實修引導

路，還有華道、茶道、禪庭藝術等等，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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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師嘉言錄》選講
——

《在家居士修行之道》連載 【十二】

智廣阿闍梨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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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人生世間，不可無所作爲。但自盡

誼盡分，決不於誼分之外，有所

覬覦。士農工商，各務其業，以爲
養身養家之本。隨分隨力，執持

佛號，決志求生西方。凡有力能及

之種種善事，或出資，或出言，爲

之贊助。否則發隨喜心，亦屬功德。
以此培植福田，作往生之助行。

如順水揚帆，更加櫓棹，其到岸也，
不更快乎！【書二】十七

這一段印祖講到在家居士修行的要點和

內的事情都做不好，想要獲得更進一步的

同，不同在哪里？印光大師爲我們作了很

說明他是一個負責任的人，是一個踏踏

基礎。在家居士和出家人的修行有很多不
好的開示。

人生世間，不可無所作爲，但自盡誼盡分，
決不於誼分之外，有所覬覦。

印祖說：我們在世間什麼都不做是不可以

的，
「但自盡誼盡分」，用我們現在的話來

說就是盡本分、負責任。誼是合宜、應該，
分就是本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分內的

事情，要盡職盡責地做好。
「決不於誼分
之外，有所覬覦。」覬覦是什麼意思？就
是非分的希望和企圖。

裡是兒子，就要做好兒子，是丈夫就要做

好丈夫，是父親就要做好父親，是妻子就
要做好妻子，是母親就要做好母親……每

個人都要盡自己的本分；在社會上作爲一
個公民，就應該奉公守法，遵守國家的法

實實的人，作爲一個領導自然會看到他
的優點。如果是一個既孝順父母又懂得

盡本分、負責任的人，就一定會得到領導

賞識，前途一定會越來越好。不需要去覬
覦，不需要非分的希望和企圖，他自然會

得到成功。如果一個人不做好自己的本分
工作，不安分守己，每天癡心妄想，要得
到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利益，這樣野心勃

勃、私欲膨脹的人，對於真正慧眼識才的
領導來說，肯定是不會賞識的，哪怕一時
得逞也是長久不了的。

士農工商，各務其業，以爲養身養家之本。
我們每個人在世間所從事的行業不一樣，

有的從政，有的務農，有做工業的，有做商
業的，每個人都應該經營好自己的事業，
以此作爲養身、養家之本。

律；作爲公司裡的一員，應該遵守公司的

人一定要有平常心，不管自己做什麼行業，

的職責儘量做好。比如說，我是一個總經

賤，其實都是平等的，一切衆生都是平等

規章制度，自己是什麼職責，就要把自己

理，就要把總經理的職責儘量地做好；我

是一個員工，就要盡心盡責地把員工的
職責做好；我是一個清潔工，就要把打掃

衛生的工作做到盡善盡美。每個人都要把
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本分之內的事情盡自
己的努力去做到最好。

在職責、本分之外，不覬覦，不要期冀得

到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如果一個人本分之

千萬不要自認爲了不起，或者自以 爲卑

的。你做國家總統，我做環衛工人，其實

沒什麼高低，都是平等的。你只要安於當
下，盡誼盡分，每天好好地讀聖賢書、行聖
賢道，你就會心安理得、安適自在，沒有

什麼不好的。而且我們不僅可以以此養家
養身，還可以以此力行孝道、奉獻社會。

這一段是印祖告訴我們在人生世間一些
重要的做人的道理。

佛化生活

舉個例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在家

提升那是不可能的。一個人能盡好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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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分隨力，執持佛號，決志求生西方。
在把人做好的基礎上，
「隨分隨力，執持佛號，決志求生西
方。」因爲世間的事情哪怕你做到總統又能怎麼樣？如果不

好好修行，死了以後還是六道輪迴。環衛工人如果不好好修

行，死了以後也是六道輪迴，結果沒什麼區別。所以不管是
做什麼，一定要加上「隨分隨力，執持佛號」。我們念「南無

阿彌陀佛」的聖號，
「決志求生西方」，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
世界，我們要有這樣的決心。

這就是我們在家居士很重要的修行，首先修養賢良的人格，
做好人，然後一心一意修行，決志求生淨土。

當代藏傳佛教舉世聞名的大成就者法王如意寶在圓寂時，

同時顯現卽生成就大圓滿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瑞相。正

如他老人家在《無垢覺性明點》中所說的：不管壽命有多
佛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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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我在一生當中最主要的修持就是大圓滿和往生極樂世
界。

我們也應該追隨祖師大德們的足跡，好好地依教奉行，把
卽身成就、往生淨土作爲我們一生修行的兩個重要目標，在

生時好好地聞思修行，爭取早日證悟；同時信願堅定求生淨
土，臨終時能順利往生極樂世界。這就是我們爲自己的人生

上的雙保險，哪怕沒有卽身成就，還是可以往生淨土，獲得
解脫。

凡有力能及之種種善事，或出資，或出言，爲之贊助。
在做好人、好好修行、求生淨土的基礎上，凡是我們有能力

做的善事，
「或出資，或出言，爲之贊助」。如果經濟條件比
較好的，儘量要上供下施來幫助弘揚佛法，做利益衆生的事
情；如果沒有經濟上的能力，也沒有關係，我們隨分、隨力、
隨緣地用佛法勸化身邊的人，幫助身邊的人。
「爲之贊助」，
贊就是贊同佛法，助就是幫助弘揚佛法。

否則發隨喜心，亦屬功德。
印光 大 師說，哪怕你出資、出言都做不

要求生淨土，如果沒有求生淨土，這輩子
要了脫生死是非常困難的。

到，旣沒有經濟的能力，也沒有弘法的能

求生淨土是我們最重要的修行，不可以放

功德」。

淨土的法門一定要修。求生淨土是我們修

力，那隨喜他人的弘法利生就好了，
「亦屬

以此培植福田，作往生之助行。如順水揚
帆，更加櫓棹，其到岸也，不更快乎！

做好這些，就可以「培植福田，作往生之

助行」。往生雖然以信願爲要，但是懺罪
積資也是重要的助緣。如果沒有懺罪積

資，可能信願都生不起來，往生就會有問

題 。如果我們具足信願，再加上懺罪 積
資，那就「如順水揚帆，更加櫓棹」，就

（划船工具），我們到達彼岸、獲得解脫
就會更加快速。

這段教言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發有三點：
第一，一定要盡誼盡分。作爲一個在家居
士，要先 把 人做 好，先 把 五倫關係處 理
好，盡本分，負責任。

第二，在此基礎上執持佛號，決志求生淨
土。

把求生淨土當成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無論你修任何的法，求生淨土是必不可少
的。不管是修真言密教、天台圓教、大手

印、大圓滿、大中觀，還是修其他任何的
法門，顯宗密宗、大乘小乘……同時一定

行必不可少的，因爲這是獲得解脫最方便
的方法。

第三，在前兩者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行持
種種的善事，淨障積資，乃至好好地聞思

修行，爭取這輩子能夠獲得證悟，那就更

好了，不僅卽生就能獲得解脫自在，並且

能夠更好地利益衆生，最後在我們臨終的
時候，往生的品位也會更高。

（未完待續）

佛化生活

像順風順水的船隻，又有風帆，又有櫓棹

棄的。哪怕你其他的法門都不修，但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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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之旅地圖 楊果作

從煩惱走向快樂無憂連載 【四】
——

四國遍路·涅槃

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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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遍路的第四個階段「涅槃」是一個圓
滿之旅。在佛教裡，「涅槃」淺的含義就

是煩惱的止息，所有的煩惱全部都消除
了。《大般涅槃經》第四卷《如來性品第
四之一》中說：「如佛所言，滅諸煩惱名
爲涅槃。猶如火滅悉無所有，滅諸煩惱亦
復如是，故名涅槃。」深的含義就是具足
「常樂我淨」涅槃四德，到達永恆的、快
樂的、自在的、清淨的佛果境界。《大般
涅槃經》第二十卷《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
薩品第十之三》中講：「常樂我淨乃得名
爲大涅槃也。」《大日經疏》云：「證心
大涅槃。」涅槃就是證悟心的本性。

四國遍路的涅槃之旅是象徵生命圓滿的一
個旅程，通過發心、修行、覺悟，最後到
達生命的圓滿——涅槃的境界，一步一弘

法日本四國遍路的旅程，至此也劃上了圓
滿的句號。

這個手捧擴音器的 就是我

鄭舒文

的不自知，那些後知後覺，堪稱天翻地覆的

內心深處的改變，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讓
我在某一刻，笑著笑著忽然掉下了眼淚。

還記得第一次跟隨「一步一弘法」華人四國
遍路團踏上這段朝聖之旅時，我還是個羞赧

內向的學員，
帶著自己煩煩惱惱的心事上路，
懷揣一些「雞毛蒜皮」的願望，謹慎警惕地
觀察著眼前的一切。

那時候的我，對弘法大師「沒有感情」。他是

誰？他在哪裡？他做過什麼？他與我有什麼

關係？我似乎漠不關心，我只想能跟著我的
上師智廣阿闍梨就好。

四國的美景、莊嚴的佛像、萌噠噠的加持品，
讓我鬱鬱的心漸漸地歡喜起來。但……我真

萌噠噠的祈願牌和加持品

朝聖之旅

「同行二人」，
讓我學會好好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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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幸運，是智廣阿闍梨帶領我們圓滿了第一

彼時對上師的這句話並沒有太深刻的感受，

次四國88靈場的遍路。一路上最幸福的時刻

直到走完 這場朝聖之旅，驀然發現自己淚

心靈智慧的開示。不止一次地想，若不是有

忍心」；一度對他人有諸多要求，往往切換成

就是圍坐在上師身邊，聽他爲我們作啟迪

「明師指路」，恐怕我行了萬里「心碎之路」

也不會有什麼覺悟。

記得在遍路第一階段「發心之旅」，有一天，

點彷彿越來越低，
「嗔恨心」常常變成「不

「捨不得他/她來承受」；每聽一遍祖師大德

的事蹟，好像是越來越感動，百聽不厭，如同
歷歷在眼前。

我們在水面上發現了一塊晶瑩剔透的薄冰，

這顆冷冰冰、硬邦邦的心，什麼時候變成了

時候能融化成佛呢？」智廣阿闍梨笑眯眯地

到了陽光，吸收了熱量。這種光，就是佛法的

陽光下閃閃發亮，美得動人。
「你這塊冰什麼
對我們說。

這樣？雖然它還沒完全融化，但我知道，
它見

光芒吧！而這種熱量，就是上師的慈愛吧！我

想我也許已經進入了上師所說的那個從冰到
水到……的融化模式了吧？

遍路有一個關鍵詞——同行二人。這四個字

印在我們隨身的挎包上，寫在我們戴著的
斗笠上，還有每天陪伴我們前進的金剛杖
上……

「同行二人」內含很高的見解，其實它就是
「上師瑜珈」。上師和弘法大師、歷代傳承祖

師、諸佛菩薩都是同體大悲，
「如母憶子」般

無時無刻不牽掛著我們每一個衆生，如果我

後來 會笑著笑著就哭了 哭著哭著就笑了的我

們也能憶念著他們，內心與他們相應，那我
們無論是遍路朝聖，還是人生旅程，亦或成

佛之旅，我們始終都是「同行二人」——與上

師聖者們同行，最終成爲他們。

遍路中，你是不是在一次鐘聲裡、一偈佛語

中，感悟生命的真諦？你是不是感受到身邊

的人、路遇的人都在給你關懷，給你啟迪？你

是不是在一支香、一秉燭的敬獻中忽然很想

同行二人

像他們一樣……

滿滿的祈願和祝福

在本堂、大師堂、一切你認爲跟他有關的佛

像面前，虔誠合掌爲他祈福，心甘情願一次

次掏錢爲他寫下一份份祈願……

我經常看著納經所裡「爆買」的隊友，買得像

個土豪，買得義無反顧，卻並不是爲自己而

買。我們認真地挑選各種各樣的御守：對，我
那求子的小姑子一定會喜歡這個顏色；喔，我

同行二人

「同行二人」也可以是很親民的感受，比如是
與我們心心念念的人一起上路，不論這位所

愛之人是否真的近在眼前。

這一路，你是不是在人群中尋找過他的身影；

當他不在身邊，你是不是努力拍下所有心儀

的太太收到這款吉祥物一定會很開心；這個
護眼護身符，最適合我那工作時間就對著電
腦的兒子；什麼？用了這筷子就有助於糖尿病
痊癒？老闆給我來十雙！

我們不停地換位思考，不斷挖掘心中牽掛的
人應該會有哪些「莫須有」的人生需求，我們

幾乎想把眼前的一切美好，打包投遞到他們
面前，只爲與他們分享心中的喜悅。

朝聖之旅

的美景，恨不能充當一次他的眼睛；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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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恩上師 智廣阿闍梨
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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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經過「同行二人」的這一路，我們的

這一路，在我們一次次爲他/她設身處地考

心變了。我們不僅越來越崇敬弘法大師和歷

慮的時候，在一遍遍因他/她敞開心扉的時

相應了，我們的心開始趨向於他們。

候……我們的心越來越柔了、化了。

代傳承祖師，而且我們越來越與上師聖者們

候，在反反覆覆練習如何好好愛他/她的時
某一刻，也許你和我一樣忽然熱淚盈眶，忽

然更加強烈地感受到原來自己正在被身邊

人無微不至地照顧著；或者，淚眼婆娑的你

忽然感應到，原來我自始至終被所有傳承祖

師、諸佛菩薩深沉久遠地慈愛著，而這份厚

重的愛，全部都凝聚在我們的大恩上師身
上。

四國遍路88靈場的第60番橫峯寺的大師堂
上有一段御詠歌，寫道：
「山中霧中的橫峯

最後的祈願都變成一句話：發菩提心 成無上道

寺，你看不見它，
它卻真實地存在。」

上師對弟子們的愛，誠如斯言。不論我們是

我的喜怒哀樂都是一場夢，卻擁有您真實的

不是看見了，它一直存在；不論我們是不是感

陪伴；我的愛恨情仇皆是一場虛妄，卻擁有

在我淺顯片面的感受中，最開始的「同行二

同行二人，願我的心再柔軟一點，再融化一

覺得，你似乎真的正在我的身邊；又過了一陣

廣大發心，隨學您的精進修行，學會愛這個

受到了，
它始終存在。

人」，是假裝你和我在一起；後來，是我慢慢

子，當我回到生活與工作中，我逐漸習慣於相
信：諸佛菩薩與我同在，傳承祖師始終與我

二人同行，我的上師，一直和我在一起，而我，
從來就不曾是一個人，不論正走在哪一段路

上。

您真實的加持。

點，讓我以「學習如何愛你」開始，隨學您的
世界，愛一切衆生。

再次感恩佛法的善巧方便，讓我得以圓滿

四國88靈場的朝聖，也讓我以一顆更有愛的
心，面對全新的人生。

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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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有愛的「精進料理」
鄭舒文

遍路的行程，一路相伴的，除了無處不在的傳
承祖師、我們的隨行導師智廣阿闍梨、身邊的

道友、殊勝的佛法、美麗的風景，還有——每
日的精進料理。

資料顯示，大約 1500 年前佛法從中國傳入日

本，不僅給日本民衆帶來了精神上的影響，
更是融入了日本人民的日常生

活，比如禪宗的精進精神，甚
至成爲飲食烹飪的一種表達方

式。精進料理（しょうじん -

りょうり）在之後則用來特指
朝聖之旅

寺院的素食料理。

走了幾次遍路，吃了很多次素
食的日餐，同行中的很多道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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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多多少少還是有幾分不
精緻的「精進料理」

適：眼前的「飯菜」顯得不那

麼熱騰騰，不那麼煙火氣，不

那麼親切。

我們的先達與翻譯經常貼心地介紹：這一道海

藻涼菜，來自潔淨的海洋，製作過程「無添加」，
只有最簡單的鹽醋糖；這一份豆腐，用泉水和
手磨的芝麻粉做成，用料極其簡單，但營養豐

富；這一碗菌菇湯，清澈而分明，是上好的菌
菇與新鮮蔬菜慢火煮成，沒有更多的調味，只
有淡淡清香……

介紹弘法大師與精進料理的書籍

我用了很長時間感恩這些美好的食材，但始終
沒有對精進料理生起歡喜心，直到四個階段的

遍路接近圓滿時，我忽然有了一些領悟：
好的食材，用心的料理，應該是這樣，不聒噪、
不浮誇、不用力取寵，不以一個「討好」
「迎合」
的姿態出現。烹飪過程充滿愛與真情，但是又
充滿理性，呵護用餐者的腸胃，照顧用餐者的
味覺，很希望對方健康，從這一餐的食材裡汲

取能量，但，更加重要的一點是——精進料理，
它並不鼓勵慾望。

所以我們基本不會在一份精進料理面前生起
貪戀，雖然它賞心悅目，營養充足，但是我們

基本不會暴飲暴食，「吃到停不下來」。撫慰
你的身心，帶著一份溫柔的心情，卻並不希望
你沉迷。

當我把我的感受彙報給同行的導師智廣阿闍
梨時，智廣阿闍梨也和我們分享了他對精進料
行人，我們應該儘量用各種方式保護自己的道
心，精進料理就是這樣一種方式。

朝聖之旅

理的理解：在獲得不退轉的果位之前，作爲修
撫慰你的身心 卻不希望你沉迷

原來，修行無處不在，遍路的收穫無處不在。
各個寺院的精進料理，一定
也載著傳承祖師的加持，無

聲卻有愛地向我們傳遞著祖

師大德們千年來的教言，用
這種方式告訴我們：莫捨己
道，勿擾他心。

善通寺的精進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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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亦是開始

遍路團員分享集錦

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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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團副領隊 馬文俊老師

馬文俊老師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支持和幫助。正因
爲有了大家，我們才圓滿了四國遍路。

我有一種特別的感受，不知道大家是否也

的是內心的旅程，
希望通過外在的「遍路」
旅程，大家都能夠發現內心真正圓滿的自
已。

有同感：當你很努力地去圓滿了一件事情，

同時，我也認爲「遍」路的「遍」和「南

一方面是非常的高興，另一方面是有些許

希望我們也能夠追隨弘法大師和智廣阿闍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對於我自己來說，
的落寞。

當然，還好我認爲遍路其實是心路，從我
們最開始的發願，到真正上路，每一天其

實我們都在跟隨著弘法大師、跟隨著智廣
阿闍梨經歷著內心的成長。

雖然四國遍路是很長的一段旅程，但更長

無大師遍照金剛」的「遍」是同一個「遍」。
梨的足跡，向他們學習，效仿他們，把慈
悲和智慧「遍」照到一切衆生。希望未來
的日子裡，我們能夠繼續同行。

遍路現在的圓滿，恰恰是一個新的開始，

讓我們一方面達成內心圓滿的自己，另一
方面把這份圓滿普及到一切衆生。

趙雷
遍路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震憾和啟示。
之前我個人不是很瞭解日本這個國家，

2016 年 2 月我第一次踏上日本這片國土
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乾淨」，特別的整

潔。當時腦海中就浮現出了佛經中的這句
話——「心淨則國土淨」。我想既然外在
展現出來的環境這樣乾淨、整潔，那麼這

裡的人民內心一定是非常的純潔和善良。
在接下來一年多的時間裡，我確實真切感

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善良、謙虛和文明禮儀。
記憶深刻和感動。

遍路寺院的住持大多都會真誠地表示：

何用佛法利益這裡一方人民、衆生。一
路走來，縈繞耳邊的，都是弘法大師的
感人事蹟以及不可思議的示現。

我們這裡的佛像、佛法、佛塔，都是來

我的心中也自然生起了無比的恭敬和隨

這麼好的文化傳承到日本，而我們也一

陀以及佛陀的教法是多麼的偉大。真心

源於中國的唐宋時期，非常感謝中國將
直非常完好地保存至今，這是我們的責

任和使命……這些都讓我非常地感慨，
是什麼樣的教誨讓這裡的人民保持著這
樣純潔的心靈？

遍路中，我也得到了答案，正是這位偉

學之心，透過弘法大師，我更認識到佛
感謝歷代的傳承祖師和智廣阿闍梨，如
果沒有這些大德的傳承，我們恐怕永遠
無法感受到佛法的魅力，祖師們歷盡千

辛萬苦把清淨的佛法傳承下來，只爲我
們這些迷茫的芸芸衆生！

大的聖者——弘法大師，用從唐朝傳來

遍路，讓我更加清楚地認識了自己，更

弘法大師對四國民衆乃至整個日本文化

的感恩就是依教奉行，我願意隨學各位

的佛法甘露滋潤長養了日本人民的善根，
的影響都是如此深刻久遠。每到一座靈

場，聽到最多的故事，就是弘法大師如

加清晰地知道了人生之路的方向。最好

祖師大德的意行，傳承清淨的教法，用
佛法利益更多的衆生。

朝聖之旅

遍路途中的每一次友好「招待」，都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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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千鶴
2016 年 2 月，第一次踏上遍路旅程的我真
的是——非常地震撼，因爲遍路團的所行
所爲和我之前對大家來日本的印象完全不

一樣。在我的印象裡，來日本的中國人就
是「買買買」……這與跟隨智廣阿闍梨這
樣的心靈旅程是有天壤之別的。

遍路團非常虔誠地進行了 88 所寺院的巡

禮，對每一個寺院的歷史和傳承都進行了
深入的瞭解，我深切感受到了東方文化的
力量。不管是 1200 年前惠￼果阿闍梨對空海
大師的傾囊相授，還是 1200 年後我們在日

本受到的親切接待，都是表示我們和日本
有著深刻的緣分。這種緣分在千年以前就
結下了，不分種族，不分地界，這種傳承
朝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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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在今天依舊感動並指引著我們。
而且千年來我們傳承的，不僅僅是友誼，
更是高僧大德的這樣一種精神：「虛空盡，

衆生盡，涅槃盡，我願盡。」弘法大師的

這句話讓我非常感動，我非常崇拜弘法大

師，他能夠對衆生許下這樣弘大的一個願。
我的老師智廣阿闍梨，爲了重興唐密來到
了日本，他所歷經的千辛萬苦，我在遍路

中可以相似地體會到一點點，這種精神對
現代社會的年輕人非常重要。這些高僧大
德爲我們做了很好的榜樣，他們在實際行
動中教會我們在人生中怎樣更好地自利利
他。

讓我非常感動的還有這些寺廟的住持和接

待我們的人。他們都會告訴我們，這些教

法都是弘法大師從中國傳到日本來的，利
益了日本千百年。這讓我深刻地認識到文
化是沒有界限的，這些文化是我們共同的
記憶和財富。

遍路結束了，生活將繼續，而如何在生活

中將自利利他的精神發揮出來，這是我終
身努力的方向。

遍路學員 趙千鶴

緣續「愛之路」

遍路上舉不勝舉的感動……
四國遍路，這是一條愛之路，不但讓我們
感受到愛，更讓我們學會如何去愛，並發
願不斷踐行，直至與佛陀的慈悲大愛無二
無別。同行二人，願我與您同在，願所有
衆生與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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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諄諄教誨的智廣阿闍梨

圖 2：總會把事情安排妥當的牛老師

圖 3：每天都會拿著手機向團員們問好的司機師傅
圖 4：這是同行二人的愛之路

圖 5：衆生平等——感動人心的遍路狗狗
圖 6：爲下山的團員端上茶水的先達
圖 7：熱愛中國文化的住持

圖 8：路邊店中雨後爲大家盛好薑湯的奶奶
圖 9：揮動中國國旗向我們送行的賓館員工
圖 10：默默付出的日本志工宫先生

智廣阿闍梨

從父親往生談「最好的安排」

感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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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以前從來不相信六道輪迴。在2000年的時候父親出
了車禍，昏迷了很長時間，一直在醫院搶救。我們念了很多很

多經，之後父親搶救過來了，而且在很長時間裡康復得相當不
錯。

搶救過來後，父親跟我們說，他在昏迷期間見到了閻羅王。我

問他，閻羅王長什麼樣子呢？他說，閻羅王穿西裝。當時有位

活佛說，這完全是靠我們做功德的力量挽救了他。如果我們
不做功德，他肯定已經去世了。因爲閻羅王已經找他了，而且
父親還記得他當時看到滿屋子全是小鬼在找他麻煩。

我的父親生在水鄉，從小抓魚，一輩子的殺業比較厲害。一直
到父親出車禍的時候，他唯一的業餘愛好就是釣魚。

父親本來是個很強壯的人，出車禍以後身體越來越不好，而

且很奇怪的是，同樣吃藥或者吃保健品，我媽媽一吃就有效
果，我爸爸吃什麼都沒有作用。同樣的藥物、保健品，不同的
人吃了效果不一樣，這是藥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呢？

所以我們說一個人是否健康，主要看健康的種子是否強大。
藥物、保健品只是個條件，如果健康種子很強大，我們會碰到

好醫生，得到好的藥品、食品，吃過之後也會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健康負面的業力很強大（比如經常殺生），再好的藥、再
好的食品都不太起作用。這也讓我們看到業果真實不虛。

父親原來是部隊幹部，抽煙、喝酒、釣魚，一輩子這三
件事比較嚴重，晚年時他把這些全部戒了。不過在他完

全戒掉釣魚愛好之前，曾經有段時間他去釣魚，釣完回
來就讓媽媽念經，然後拿去放生，這成爲他晚年經常幹

的事情。我想魚兒被釣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經過了佛
號、經咒的加持，也種下了未來解脫成佛的種子吧！真說
不准父親他老人家這麼做是功大，還是過大。

今年這一年，老父親一直在醫院，臥病在床，受了很多

苦。這個過程中各地道友幫父親放生無數。據不完全統
計，僅僅是從2016年9月到12月31日爲止，爲父親放生的

金額超過一百萬元人民幣，放生的生命數量超過一億。

事實上我們放生的總數遠遠超過了這個統計數據，因爲
很多地方並沒有將數據進行匯總。

父親在病床上的每一天，都有很多衆生得到放生救度，
每天都有各地的道友幫他放生。零零碎碎的錢不算，整
這是可以肯定的數據。這些年，各地道友建立了多個放

生平臺，在我父親住院的日子裡，每天都有各地道友組
織放生，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衆生被拯救，而且得到佛
法的加持，這個功德也是不可思議的。

感應感悟

數計算的話，我最起碼也爲父親放生了二十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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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道友們還發起了很多共修，包

安排，讓他往生極樂淨土，獲得解脫。我

天早晚課我們都回向給父親。可以說，我

一個最好的結局，這是我非常有信心的。

括《藥師經》《法華經》等共修，而且每

們爲父親所作的功德相當多，幾乎無法計
感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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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想爸爸的事應該怎麼
辦。這一年當中，我看到父親種種情況，

內心也很難過。面對父親的生死問題，我
們除了儘量按照佛教的傳統做法安排以

外，其實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會更好。
但是有一點，我的心是非常安定的，我一

直祈禱阿彌陀佛、祈禱所有的傳承祖師加
持父親，給他在臨終的時候一個最好的

相信三寶一定會加持爸爸，一定會讓他有
我們作爲佛弟子，面對生死時，或者我們
的親人生病時，說實話我們能幫上的非

常少。比如，父親的最後幾個月都住在重
症監護室，我們每天看他的時間只有半個

小時。在這半個小時裡我們什麼都幫不上

忙，什麼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幫他
放生，幫他念經回向。

我雖然對佛很有信心，我也知道佛一定
會給我們最好的安排，但是具體怎麼加

持、怎麼安排、如何才是最好的結局，我
並不知道。我相信佛一定知道，佛一定有
辦法。

我在各地有很多工作，一直很忙。父親會

在什麼時候往生，往生的時候應該怎麼安
排，其實我們也沒有辦法計劃。如果他在

醫院去世那就比較麻煩，因爲在醫院裡我
們無法助念，超度也不方便，可能幾小時

甚至幾分鐘之後他就要被拉到太平間。
12月18日，我回到寧波，我們家人開會，最

後決定在19日把父親從重症監護室接出

來。當時醫生說，你的父親如果接出重症
監護室，可能在路上就會死亡；哪怕到了
家裡，最多也不會超過兩個小時。

我們想，反正已經這樣了，我們還是要讓
父親回家，讓他在與所有家人的團圓中去
世。這是我們家人作出的共同決定。

接回家之後，其實父親的生命遠遠超過兩

的助念道友都是戒律清淨、修完外內前

行的修行者，這可能是史上「最牛的助念
團」了。

個小時。

最不可思議的是，之前我祈請紮嘉寺華智

在21日冬至這天，父親突然變得很好，眼

一直沒有定，後來隨便定了個日子，就是

睛睜開了，這之前他一直在昏睡。21日這天
我們的話他聽得懂，會通過用力握我們的
手來回應。孫女給他唱歌，他很高興，也會
笑，他已經完全有意識了。

22日，過了中午大概一點多，他很安詳地、

沒有痛苦地在家中臥室往生，可以說是
「壽終正寢」。

父親往生之前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準備工
作，包括他身上戴著很多加持品，
「繫解
脫」
「大隨求」等各種殊勝的佩戴解脫咒

輪、解脫經被、光明沙等，全部用上了。
他往生時非常安詳，我給他念了「寶篋印

陀羅尼」《一子續》《助念往生儀軌》等
等很多極殊勝的經軌真言以及「南無阿
彌陀佛」萬德洪名。爲了父親能夠順利往
生極樂，無有障礙，我們遵循傳承上師的

開示，不讓很多人來看父親。而且我們選

22日。所以22日下午父親剛剛往生，傍晚
華智上師就到了，在父親面前念誦往生破

瓦法以及很多聽聞解脫的經咒，包括很

殊勝的《一子續》，這非常非常難得。讓
我更加相信華智上師就是觀世音菩薩，在
最恰當最適合的時候出現，來爲父親超
度。

第二天，華智上師專門給父親做了極爲殊
勝的噶瑪朗巴的《寂忿密意自解脫之中陰

聽聞解脫》的灌頂。華智上師說，在漢地

給予亡者這個灌頂，是他一生中前所未有
的事。這個灌頂持續了整整一個下午。我

們有些道友在旁邊沾光，也得到了灌頂，

這也是托老爸的福。我想老爸真的福報

相當巨大，一般人很難有這樣的福報。華

智上師在寧波的這幾天給父親念了很多
殊勝的經典儀軌，特別是聽了就會解脫的
《一子續》。

感應感悟

他很清醒，比較舒服，基本上沒什麼痛苦。

上師來寧波，他已經答應來了，但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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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父親在家裡度過了四天，本來很可

爲父親做功德，我也是發心在這49天中，

意外的是，父親冬至這一天清醒過來了，

篋印陀羅尼」回向父親，因爲經中說，此

能是出院兩個小時就去世的。而且令我們
狀態非常好，全家人團圓在一起度過了冬
至。他在第二天安詳過世，我們用上了所

有的加持品之後，華智上師就抵達了，專
門爲父親作了超度和加持。

到了23日中午，也就是父親過世20小時之

後，我們爲父親換衣服。給生前的父親服
侍過的阿姨，之前一直跟我們說，斷氣的
時候就要趕緊換衣服，等身體變硬就換不

了了。確實，這衣服其實很難穿，有三層，
但是雖然已經過了20小時，父親全身卻非

常柔軟，跟活人一模一樣，衣服很容易就

穿進去了。有些道友以前從來沒見過這種

情況，覺得非常不可思議，華智上師也說
感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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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柔軟是非常好的解脫的徵兆。

我們專門在父親的墓地旁造了一座寶篋印

陀羅尼塔，今天（25日）華智上師專門前

去裝藏和開光。這一切可以說是最好的安
排，我們刻意計劃都不可能這麼好。

確確實實，我覺得我們應該全然信賴佛
陀，信賴三寶。大家一定要對三寶生起信

心，做什麼事情一定要祈禱三寶，祈禱佛

陀。要知道我們每個人都很有局限性，我
們的能力、智慧是有限的，我們的計劃往

往不如變化快，計劃不一定能夠真正實

現，但是你如果祈禱三寶，三寶一定會給
你最好的安排。

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安排，但它一定
會發生。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49天

每天讀一部《寶篋印陀羅尼經》、七遍「寶
咒念七遍回向，哪怕是無間地獄的衆生都
可以被超度到極樂世界成爲等覺菩薩。

我們請了漢藏、日本很多寺院、很多高僧

大德爲父親做佛事。大家也可以發心在49
天中爲父親念經修法回向，但正如《地藏
菩薩本願功德經》所說的那樣，我們爲他

人做功德，他人只能得到七分之一，其實

自己得到的是七分之六。祈願大家都福慧
增上，早日成佛！感恩大家！

生過程非常吉祥，每個環節天衣無縫，一直到父親火化，一切
都非常圓滿。可以說，再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安排了。

華智上師希望我把父親骨灰拿出一部分，請紮嘉寺僧衆念百

字明做加持，然後做成擦擦（小佛像），這樣功德很大，對父
親會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們打開父親的骨灰盒，準備拿出一
部分骨灰寄到紮嘉寺。

但是一檢查骨灰，我們發現驚人的事情：父親的骨頭是五彩
的顏色。

我看過很多人的骨灰，一般來說白色骨頭是業障比較清淨的

衆生，而大部分人的骨灰是灰黑色。父親的骨頭純白色居多，

智廣阿闍梨父親骨灰中的彩骨

感應感悟

智廣阿闍梨

從父親往生瑞相談「密法的威力」

在三寶加持下，父親臨終時「最好的安排」完全顯現，整個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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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是雪白的狀態，而有些骨頭上則呈現

這 些 教 證 足 夠 證 明父 親 獲 得 的已 經不僅

智上師也說這是非常好的徵相。

下，按經書所說，父 親已經 具備 解脫 成就

出彩色。我們向華智上師彙報了這件事，華
然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我在骨灰裡面突然

僅 是「帶 業往 生 」的成 就，在密法的 加 持
的徵兆。

發現了一顆舍利子，非常圓，非常亮。畢竟

我們一直以來倡印製作的解脫錦囊、解脫經

去就像另外加進去的。被 我一說，旁 邊幾

各地道友都具足信心地隨身佩戴，並且用以

舍利子和骨灰是非常不一樣的東西，看上
位道友都湧上來，最後我們發現了很多很
多舍利子。

被、光明砂等具有清淨傳承的密法加持品，
爲有緣衆生送往生，獲得感應的案例是非常
多的。

而且，舍利子也是有各種各樣的顏色：紅色

的，金色的，藍色的，白色的，褐色的。真的
太不可思議了。

《密宗虹身成就略記》中專門有一段講到成
就徵兆：
感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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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密宗行人 成就的徵 相，
《句義寶 藏

論》第九金剛處說：
『密宗行者中，上等精進
者卽身得成就相，中等者中陰得成就相，下
等者自性幻化界得成就相。』」

「堅固舍利有五種：若現藍色堅固舍利，於

毘盧遮那佛刹土現前成佛；若現白色堅固舍
利，於不動金剛佛刹土現前成佛；若現黃色

堅固舍利，於寶生佛刹土現前成佛；若現紅

色堅固舍利，於無量光佛刹土現前成佛；若
現綠色堅固舍利，於不空成就佛刹土現前成

佛；若現五色堅固舍利，則成就五身圓滿任
運果位。」

「修學密宗的人，若出現舍利也表明已獲得

了成就，如《金剛薩埵意鏡續》說：
『乃至現
出舍利亦爲成就之相。』」

智廣阿闍梨父親的舍利子

地幫助亡者速疾往生極樂淨土。所以真言
密教中有偈云：
「真言梵字觸屍骨。亡者卽
生淨土中。見佛聞法親受記。速證無上大菩
提。」

還有一個殊勝的真言大隨求陀羅尼。在《普
遍光明清淨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
大隨求陀羅尼經》中詳說了這個真言的功

德，從以下偈頌中可以看到佩戴獲殊勝利益
有遭遇車禍而毫髮無損的，有落水遇難而奇

跡生還的，尤其是送往生而獲種種解脫瑞
相的比比皆是。

乃至解脫的功德：
「由才書此明，一切樂豐

盛，安樂而舍壽，必生於善趣，欲生極樂國，

持帶此明王，決定無疑惑，鬥諍於言訟，戰
陣大怖中，諸怖皆遠離，如佛誠言說。」

今天，父親的往生瑞相再一次讓我們親眼見

在《金剛頂瑜伽最勝祕密成佛隨求即得神

力呢？我們可以來瞭解一下佛經中所說的真

於大隨求陀羅尼超度外道惡人的案例，特別

證了密法的威力。爲什麼密法具有如此的威

讓我們生起信心。

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出自《大藏經》
之密教部經典《不空羂索毘盧遮那佛大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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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光真言經》，經云：

「設衆生具造十惡五逆四重諸罪。猶如微塵
滿斯世界。身壞命終墮諸惡道。以是真言加

持土沙一百八遍。屍陀林中散亡者屍骸上。
或散墓上。遇皆散之。彼所亡者。若地獄中若

餓鬼中若修羅中若傍生中。以一切不空如來

不空毘盧遮那如來真實大願大灌頂光真言神
通威力加持沙土之力。應時卽得光明及身除
諸罪報捨所苦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蓮花化
生乃至菩提更不墮落。」

由此可知，我們誦此真言加持土砂（卽光明

砂）撒於亡人身上或墳墓上，就可以強有力

感應感悟

言密咒的功德：

變加持成就陀羅尼儀軌》中也記錄一個關

梵文《大隨求陀羅尼經咒》北宋太平興國五年 雕版印刷

有一個名叫俱博的婆羅門，從出生起就沒

是晚年，大概也就是在三四年裡，每天和母

到閻羅王宮受審，按罪應墮入阿鼻地獄，但

門爲父親制定的一個簡課，包含了一些顯密

做過一件善事，而且一輩子殺生無數。死後
是才入地獄，忽然之間地獄裡的猛火全部
熄滅，化成八功德池，青紅白紫各類蓮花充

滿其中，俱博婆羅門與地獄罪人都坐在蓮花
上，所有痛苦全部止息，地獄裡一切苦難全
部都沒有了。

閻羅王大驚，啟奏帝釋天，帝釋天就去問釋
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讓帝釋天去俱博的人
間葬所察看。

原來，離埋葬俱博一里的地方有一座枯朽的

佛塔，塔裡安放的「大隨求陀羅尼根本真言」
裡的一個字隨風飄到了俱博的屍骨上。

感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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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一起做個五分鐘、十分鐘的功課，是我專
教法中殊勝的佛號、真言和偈頌。

所以從顯現上看，父親並不是因爲修行很好
而獲得解脫，最重要的是隨身佩戴的咒輪，

以及解脫經被、光明砂等加持品的效果，加

上華智上師以諸多殊勝密續爲父親做的超
度以及我們所有的助念都是重要原因。

特別是《一子續》（又名《繫解脫》）具有不

共的超勝功德，它不觀待男女老幼、根機賢
劣，只要繫帶和讀誦就能解脫。當然欲求此

《繫解脫》，也必須要在具德上師前得到灌
頂傳承才可以。

就是這個字讓俱博脫離了阿鼻地獄之苦，往

《繫解脫精華續》中說：
「五種器官有殘疾，

一地獄的罪人都和俱博一同往生到蓮花藏

續則成佛，甚至觸氣亦解脫。」

生到上方世界成爲了無垢佛，而且當時在同
世界成爲諸佛菩薩。

在密教中，隨身佩戴密法的加持品，不修也可

以成佛，這充分體現了密教的殊勝。可以說，
我父親往生的全過程也完全驗證了這一點。

父親一生中顯現上並沒有作過很深入的聞
思修行，也沒有大量的念經、持咒、修法，只

男女老幼善惡與，習氣無論賢與劣，繫帶此
其中所說的「觸氣」是指接近斷氣時身上有

繫解脫。索達吉堪布曾說，在藏地，很多人光
憑《繫解脫》
（
《一子續》
）的加持就往生了，而
且他們的身體變成虹光，燒出了舍利。

父親能夠獲得這樣的加持，印證了密法的威

力真的太強大。希望大家對三寶、對佛法，

特別是對密法，一定要有絕對的信心。對於

有緣的衆生、我們的家人，在他們往生的時
淨土，獲得解脫。

也許有人會疑惑：爲什麼不怎麼修行的人用
了這些經文咒輪會得到解脫呢？這是不是不

勞而獲呢？關於這個問題，慈誠羅珠堪布在
開示放生法布施的時候作過這樣的解答：

也有前世的因緣。

前世的因緣是怎麼一回事呢？譬如一個人現
在學大圓滿、學密乘、聽《聖教一子續》等
等，也有可能因不好好修行或犯戒而墮落。

在惡趣裡流轉很長時間，最後度化他們的方

法不是顯宗的法，而是以密宗最殊勝的法，
輕輕鬆鬆讓他們得解脫。

「將繫解脫（《聖教一子續》）擱放在所放生

因爲他的前世已經有了很好的緣分，這些衆

過的那些生命，很快就能夠成佛。

樣的法，不是所有的衆生都有此福德。」

命的頭上加持也十分重要。凡是繫解脫接觸

生本身具有這樣的福報，所以它才會遇到這

也許有人會有疑問，它自己不修行，也沒有人

所以得遇密法是非常殊勝難得的善根因緣

接觸以後就能夠解脫呢？這就是佛度化衆

心把密法「用起來」，如果我們已經遇見密

給它傳法，爲什麼僅僅將繫解脫繫在身上或
生不可思議的一種方便。

也許還有人會問，佛既然有這樣的方便，那
爲什麼不用這種方便來度一切衆生呢？經書

福報，我們一定要珍惜，一定要以絕對的信
法卻不用，那就太可惜了。

密法的威力是不可思議的，那爛陀寺灌頂

部的經典《大佛頂首楞嚴經》中說：
「若我

感應感悟

候，要盡可能地用這些加持品幫助他們往生

上有記載，這些衆生遇到繫解脫、聞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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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佛頂光聚般怛羅咒，從旦至暮，音聲相
聯，字句中間，亦不重疊，經恆沙劫終不能
盡，亦說此咒名如來頂。汝等有學，未盡輪

迴，發心至誠，取阿羅漢，不持此咒而坐道
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又說：

「若未能誦，寫於禪堂，或帶身上，一切諸
魔，所不能動。」

經中所說的這個咒語，就是被稱爲咒中之王
的首楞嚴神咒。這個咒語很長，但是我們哪

怕不會念，最起碼請一個佩戴在身上也會得

到功德。無論是隨身攜帶或者供於家中，都
可以消除很多災難，並且防止魔的干擾。尤
其我們進行禪修的時候，如果不佩戴首楞
嚴咒，我們的身心就不能「遠諸魔事」。

密教中有很多這樣的真言咒語，還有很多
感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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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解脫的咒輪。不論唐密、藏密，都來自
於印度，每個傳承都有很多殊勝的加持品。
如果你有上師的傳承或開許，那你一定要戴
上，否則就太虧了。

事實上，在中國宋代就有人佩戴《大隨求陀
羅尼》等真言密教的解脫咒輪，這一點我們
可以在很多文物及歷史資料中看出來。

大家一定要相信密法的加持品，因爲它們的
功德威力是佛陀的親口所言，特別殊勝。很
多事情如果單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解

決問題的，戴與不戴加持品，效果完全不同。
就好像電腦裡必須裝殺毒軟件，如果沒有殺
毒軟件，沒有防火牆，就會完全暴露在「敵
人」的攻擊中，非常危險。

當我們佩戴加持品，我們可以減少很多疾

病、煩惱和痛苦。可能你戴著還會生病，但

是你肯定已經減少了很多病苦。就如同哪

所以，具有清淨傳承來源的加持品一定要

題，但是至少你已經減少了很多問題。

多保護、很多利益，比如清淨業障、消除疾

怕你用了防火牆，你的電腦還是可能會出問
我們的生命也是如此。雖然在佛菩薩的境

界裡，一切都是清淨的，但因爲凡夫迷亂的
響（只是我們眼睛看不見）。

如果你是 個大 成就者，你當然可以什麼都
不用 佩 戴 ，所有 的 地 水 火 風 都 無 法 傷 害
你；但是如果我們還是凡夫的境界，我們必

須要有保護自己的方法，所以密教中有很

多護身的符和咒輪等，包括可以佩戴獲得
解脫的加持品。

在藏區，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有嘎烏盒，裡面

裝有各種咒輪、佛像等等有加持力的法寶。
在日本，我們也看到很多家庭和店鋪的門頭

上都供有密法加持的護摩牌等，而真言梵
字、咒輪、本尊種子字等密法被廣泛用於車

用掛件、手機貼膜、隨身香袋、戒指手環等
等的上面，人們通過隨身佩戴而獲得密法的
加持，這很重要。

病、防止邪氣晦氣的干擾、防止妖魔鬼怪的

損害等，臨終的時候也會因此而得到解脫。

也許我們可能遭受意外而死亡，也許我們在
臨終的時候不能正念分明，但是因爲這些加
持品的威力，我們肯定不會墮入惡趣。

「盡人事，聽佛命」。做任何事情，我們一方

面要按照佛陀和傳承上師的教言，盡力地去
做去修；一方面還要一心一意祈禱三寶，把

一切交給三寶，最終三寶一定能給我們最好
的安排。

感應感悟

業力，還是會很容易受到很多負面能量的影

戴。僅僅是佩戴加持品，我們就可以獲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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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どのような条件を満たせば菩提心と言えるのでしょうか？
What is required for Bodhichitta?

究竟具備什麼條件才算是菩提心呢？
問 答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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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答：

菩提心分爲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必須要具備兩個條件。《現觀莊嚴論》
云：「發心爲利他，求正等菩提。」菩提心不可

缺少的兩方面：第一，以大悲對一切衆生起利益
之心。一切衆生無始以來都做過我們的慈母，因
不忍看到如母衆生受輪迴之苦，而生起報恩利他

之心；第二，爲了具足利益衆生的智慧和力量而
求證悟正等菩提。唯有自己證悟成佛了，才能究

竟利益衆生，引導衆生到達成佛的彼岸，快樂無憂，
因此發起求證圓滿佛果之心。

爲了究竟利益一切衆生而生起求證無上菩提之心
爲願菩提心。將此願心付諸實踐，不單是發願，

而且在實際行動中真正去行持布施、持戒、安忍、

精進、禪定、般若等六度萬行，精進聞思修行正法，
即行菩提心。如果一個人能發這樣的心，那麼他
就有了世俗菩提心。

Answered by Acharya Zhiguang:

There are two kinds of Bodhichitta, i.e., relative
Bodhichitta and absolute Bodhichitta.

T h e re a re t wo re q u i re m e n t s fo r t h e rela t ive
Bodhichitta. It is stated in the Ornament of Clear

Realization that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is sought
with the aspiration to benefit others". Two things

are necessary for Bodhichitta. Firstly, we aspire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out of great compassion.
All the beings have been our kind mothers since
beginningless time. We generate the aspiration to

repay the kindness of all the mother-like beings and

benefit them because we cannot bear seeing them

suffer in samsara. Secondly, we seek the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have sufficient wisdom
and power to benefit the sentient beings. Only when
we ourselves attain Buddhahood, can we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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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ings ultimately to lead them to the state of

enlightenment that is happy and free from worrie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aspire to attain perfect
Buddhahood.

The intention to attain unsurpassed enlightenment to

ultimately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is known as the
Bodhichitta of Aspiration. If one not only has such an

aspiration, but also puts it into diligent practice by

truly cultivating the Six Perfections and myriad
practices such as generosity, ethical discipline,

patience, enthusiastic effort, concentration, and
w i s d o m an d l i s t e n i n g t o, c o nt e mpla t i n g an d

practicing the Dharma ardently, this is what we call
the Bodhichitta of Engagement. In this way, one can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the relative Bodhichitta.

阿闍梨回答：

菩提心は世俗菩提心と勝義菩提心に分けられます。
世俗菩提心は次の二つの条件が必要です。『現観
荘厳論』の中に「利他の為に発心し、正等菩提を
求める」とあるように、菩提心はこの二つの内、

どちらも欠けてはならないのです。まず一つ目は、

大悲を以て一切衆生に対し利益を与える心を起こ
します。無始以来、一切衆生は皆私たちの慈母と
な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母である衆生が輪廻の中

で苦しんでいるのは見るに耐えないので、報恩、

利他の心を起こします。二つ目は、衆生を利益す

る為の知恵と力を具足する為に正等菩提を求めま
す。自分が悟って成仏することでしか、衆生に利
益を得させ、衆生を導き快楽無憂な成仏の彼岸へ

たどり着かせ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其の為に発
心し円満仏果の心を求めることです。

究極的に一切衆生に利益となる為に無上菩提を悟
り求める心は願菩提心となります。そして、願を
掛けるだけではなく、願う気持ちに実践も伴わせ
て、実際の行動の中に誠実に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禅定、智慧（ 般若）等の六度万行を修し聞

思修行を精進するべきで、それが即ち行菩提心で
あります。もしこのような心を発することができ
た人は世俗菩提心があると言えるで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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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啟修

「不動明王護摩法」
記者 夏衛娟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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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明王

護摩亦即火供，是密教中極爲重要的修法，不僅可以令行者獲
得息災、增益等一切世間悉地（成就），而且可以成就出世間
無上菩提。不動明王護摩法能帶來一切吉祥，攘息一切災殃。

《諸佛境界攝真實經護摩品第九》云：「譬如摩尼寶珠懸虛空
中。能雨一切衆生愛樂之物。此妙瑜伽最勝教主。亦復如是。
能令行者。圓滿一切世出世願。」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第六•日經 世出世護摩法品

第二十七》云：「次息災護摩，或以增益法，如是世護摩，說
名爲外事。復次內護摩，滅除於業生，了知自末那，遠離色聲
等。眼耳鼻舌身，及與語意業，皆悉從心起，依止於心王。眼
等分別生，及色等境界，智慧未生障，風燥火能滅。燒除妄分
別，成淨菩提心，此名內護摩，爲諸菩薩說。」

在這2017金雞即將啼鳴的時刻，智廣阿闍梨啟修「不動明王

護摩法」，祈願世界、國家、一切衆生吉祥安樂，祈願唐密重
興，世界和平，國泰民安，佛法昌盛，衆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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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妙緣起
開啟四國遍路涅槃之旅
記者 常冬雲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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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霧中的遍路團

2月的香川，細雨霏霏，雲霧濛濛，

發式，因爲一些沒有預見的因緣，領隊

復甦的動人季節，「一步一弘法」華

第67番大興寺，然後再巡禮雲邊寺。因

陽春佈德澤，萬物生光輝。在這萬物
人遍路團70位成員於2017年2月22日

再次來到了日本四國，踏上了四國遍
路最後階段的涅槃之旅。

2月23日，按照原來的計劃，早餐後應前
往第66番雲邊寺，然後在雲邊寺進行出

和先達臨時改變了計劃，決定先去巡禮

爲這樣一個不可預估的因緣，遍路團一
行首先來到了大興寺。

在大興寺，遍路團員們依次進行了本
堂和大師堂的供養。細心的團員們發
現其他所有的遍路寺院都只有一個大

師堂，這個寺院卻有兩個大師堂，一
個當然供奉的是弘法大師空海，而另
外還有一個「天台大師堂」。針對這
樣與衆不同的設置，大家向先達作了
請教，先達爲大家介紹道：

大興寺作爲東大寺分寺，始建於天平
十四年（742年），延曆11年（792

大興寺的仁王門

年）弘法大師來此巡錫，弘仁13年

（822年）根據嵯峨天皇的敕令，進

行了重建。大興寺兼顧了真言、天台
二宗，十分罕見，是88所寺院中唯一

的一座兩宗倂存管理的寺院。本堂左
側的大師堂供奉的是日本真言宗開山
祖師弘法大師空海，右側的大師堂供

大興寺內的弘法大師像

一乘要聞

奉的是中國天台宗四祖智者大師。

先達介紹完寺院後，本來等候在雲邊
寺準 備主持出發式的日本四國「一步
一弘法會」會長泉本明英也 來 到了大

興寺，以此奇妙的因緣，出發式就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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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邊寺常樂園中的釋迦牟尼佛涅槃像

大興寺本堂前誦經

泉本會長在出發式上致辭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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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在了大興寺進行。在出發式上，泉本
會長和智廣阿闍梨分別作了致辭。

泉本會長對遍路團的再次到來表示了
歡迎和讚歎，並預祝大家達成心願，
圓滿涅槃之旅。智廣阿闍梨的致辭令
大家對這樣一個「善妙緣起」生起了
強烈的歡喜和隨喜之心。

智廣阿闍梨在致辭中說道：
遍路的第四個階段「涅槃」是一個圓
滿之旅，是我們非常期待的一個旅

程。在佛教裡，涅槃，淺的含義就是
煩惱的止息，所有的煩惱全部消除；
深的含義就是具足「常樂我淨」的佛
陀果位，到達永恆的、快樂的、自在
的、清淨的一種境界。

涅槃之旅是象徵生命圓滿的一個旅

程。通過發心、修行、覺悟，最後到

達生命的圓滿——涅槃的境界。所以
四國遍路的這四個過程，就是一個從
大興寺據說十分應驗的「七日燈明」供養

凡夫到成佛的過程。

智廣阿闍梨在天台大師堂前

師。這在日本也是非常稀有，讓我們

行，是一個特別好的緣起，體現在以

持力。」

起，阿闍梨說：「出發式在大興寺舉
下四個方面：第一，寺院的名字叫

『大興寺』。『大興』預示著我們佛
法傳承的法脈會非常地興盛。第二，
『大興』也是我天童寺的恩師大興禪
師的法名。所以看到這個名字感到特
別親切，憶念起自己的恩師。第三，
這個寺院是88所寺院中唯一的一座

真言宗和天台宗共存並共同管理的寺
院，這代表著佛法的融合與團結。佛
法的廣弘，一定要各個宗派都能夠互
相團結。我們的涅槃之旅從這裡啟

程，是一個非常好的緣起。第四，天
台大師堂供奉的是中國的天台智者大

倍感親切，我也感受到非常強大的加
阿闍梨在兩座大師堂前發願：祈願真
言宗和天台宗都能夠興盛，都能夠更
廣大地利益衆生。

智廣阿闍梨在致辭最後，再次讚歎出
發式「被」改在大興寺是一個特別殊
勝、善妙的緣起。希望大家在涅槃之
旅中，好好地祈禱諸佛菩薩、三國傳
燈諸大師的加持，實踐空海大師的願
力：虛空盡，衆生盡，涅槃盡，我願
盡。利益一切有緣衆生，早日自覺覺
他，覺行圓滿。

一乘要聞

智廣阿闍梨還特別講到出發式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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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門恩重遍路行
師徒情深暖人心

——記醍醐寺座主仲田順和大僧正爲「涅槃」
之旅帶來的感動
記者 常冬雲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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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田順和座主溫暖的笑容

世上每天都在發生著不同的故事，有的讓人感傷，
有的啟迪智慧，有的讓我們接受教育，也有的會讓
我們溫暖和感動，甚至那份「感動」將陪伴終身。四
国遍路「涅槃」這一程，也一樣每天都在發生著這些
「故事」，其中仲田順和座主帶來的溫暖和感動尤
其讓人動容。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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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只開放兩次的靈寶館內珍貴的文化財——大威德明王

2月23日，在大家遍路行至68、69番的神惠￼

託這裡的住持，將平日不開放的本堂、大師

持管理），剛剛進到寺院中，寺院負責人就

家瞻仰禮拜。

院和觀音寺時（兩個寺院同一山門同一住
跑過來說，一會兒請幾個人去擡烏冬面，
這是仲田順和座主送給大家的「招待」。座

主已經算好了大家來到這番寺院的時間，
所以拜託這裡的住持將自己爲大家早早準
備好的烏冬面送給大家。而且，座主還囑

堂、靈 寶館全 部爲遍 路團員開放，方便大
幸福總是 來得這麼突然，這樣用心的「招
待」和「照顧」，使遍路團員們對這裡戀戀
不捨，印象深刻。

道隆寺仁王門

座主與智廣阿闍梨開心地交流

仲田順和座主帶領大家朝禮道隆寺

修法供養後座主進行簡短開示

一乘要聞

阿闍梨至誠懇切的求法總是有求必應，傾囊

相授。智廣阿闍梨亦是十分感恩和敬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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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師，不畏艱辛，不負師恩，學修有成。

座主說：
「他（智廣阿闍梨）每次就像知道
仲田順和座主主法，帶遍路團修法供養

我要說什麼，我們之間不用翻譯 也可以交
流。」然後就開心地笑起來。

25日，尊敬的仲田順和座主在剛剛結束了7

仲田順和座主和智廣阿闍梨心心相印，爲密

勞和弟子們請座主休息幾天的規勸，舟車勞

道：

天的醍醐寺五大力尊法會後，不顧身體的疲

頓來到了第77番道隆寺，參與了由智廣阿闍

梨帶隊的「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之涅槃之
旅的一日遍路。

仲田順和座主是智廣阿闍梨的恩師，對智廣
阿闍梨負笈求法十分地讚歎和支持，對智廣

法的回傳作著共同的努力。座主在開示中說
2016年的上海和西安兩次醍醐寺珍寶展，
雖然當時只有我一個人主張到中國參展，但
我沒有放棄，並最終實現了這個願望。珍寶

展讓更多的中國民衆瞭解了密教在日本仍完
整保存，也加深了兩國的友誼。現在智廣阿

智廣阿闍梨的「祈願之道」

闍梨帶領大家四國遍路，也是有著同樣深刻
的意義，非常值得讚歎。

空海大師從中國學回了密法，然後把這種信

一乘要聞

仰帶回了日本，從皇室滲透到了民間，使日本
的百姓逐漸趨向幸福。日本的國民也是帶著
對大師的感恩，巡著大師的足跡，懷著對密
法的信仰來進行四國遍路的。

遍路中隨處可見的「祈願之道」

遍路者除了希望自己健康平安、家庭幸福，

也爲更多的人平安幸福而巡拜88所寺院。遍
路中，除了帶著大師的護佑外，也帶著一種
對看不到的這些生命的尊重，包括我們的祖

父、曾祖父等一代一代和更遠的先輩，懷著
對他們的感恩和祈願來遍路。

這些信仰、佛法都是從中國傳來的，每個遍

座主送給大家的烏冬面

路人都非常地珍惜這份緣分和信仰。在遍路

過程中，就是要把自己內心的感恩之心，這
種內在的心性啟發出來。

烏冬面也是弘法大師當時從長安帶到日本

的。座主送給大家的烏冬面，據說也是一千

多年前傳承下來的，配方、味道都沒有變。
座主希望每個人都回去好好地品味下一千
多年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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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主感慨地講道：智廣阿闍梨第一次見座主時
說，中國漢傳密教曾經鑄造了唐代佛教史的輝
煌，利益了唐朝國家和無數的人民，是中華民族

的瑰寶，現在法脈衰弱非常可惜。智廣阿闍梨想

要把漢傳密教的信仰弘揚開來，利益更多的民
衆。而我們現在所修行的、信奉的佛法，是一千

多年前弘法大師從中國惠￼果阿闍梨那裡傳承來
座主與大家共進的午餐——「精進料理」

的，就是漢傳密法。我們在傳承空海大師從中國

傳來的這些佛法時，就好像是把一碗水移到另
一個碗裡一樣，一滴都沒有漏掉。現在，我也是
抱著這樣的心態，盡我所能，把這些佛法傳承給

智廣阿闍梨。希望大家在智廣阿闍梨的引領下，
把漢傳密教的這份法脈，
源源不斷地流傳下去。

日本的國民因爲有了空海大師傳承過來的佛法，
座主與大家共進午餐後再次爲大家開示

非常幸福，雖然其中也會有很多不和諧的地方，
但是都能很好地通過佛法把它修正過來，
人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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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安樂。
這些佛法在日本得以傳承和保留並發揚

光大。
現在，
希望通過智廣阿闍梨，
更好地把它回
傳到中國去。希望大家緊跟著智廣阿闍梨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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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用漢傳密教的佛法去滋潤衆生乾涸的心靈和
中國漢傳密教的法脈。

座主爲大家介紹了醍醐寺的五大力尊法會和新
年時在皇室作的法會。座主說，皇室的法會和五
大力尊法會的形式不一樣，
但它們的基本思想是

相同的，
都是向佛菩薩祈禱世界和平，
災害無生，
人與人能夠和諧相處，
幸福安康。

據悉，五大力尊法會加持的五大力尊護符是在
日本人氣非常高的護符，一年只加持一次，每年

的法會結束時，醍醐寺都是人滿爲患，大家爭相
迎請。
仲田順和座主與智廣阿闍梨合影

在年糕大會上，男人要搬起150公斤重的年糕，

女人要搬起75公斤重的年糕，比誰的耐力好。
座主開示道：五大力尊法會加持的護符，其意
義除了要守護著一家人之外，更有一層特殊的

意義，就是要守護著自己的心，讓自己的心裡
不要進入邪惡的東西。
五大力尊法會的最後一
天，還有一項「年糕大會」的比賽，希望能夠賦
予人們力量。

慈悲的座主也爲大家帶來了年糕大會的年糕
和五大力尊護符，希望大家從中得到無窮的力
量，
也守護好自己的心。

座主的每份禮物都是如此溫馨而富有深意，團

員們紛紛對座主表達感恩之情。座主最後說，
自己雖然事務繁忙無法與大家一起繼續遍路，

「但我是帶著一顆與大家
『同行』
的心來參拜四
國的……」

臨行時，
座主堅持與每位團員一一握手道別，
直

至最後一位團員登上大巴車。
在座主揮手漸遠
的身影中，
我們彷彿看到這位81歲老人
「一片冰

心在玉壺」
的情懷。
誰道東渡無知己？
「明月何曾
是兩鄉」
。
仲田順和座主與智廣阿闍梨的慈悲示
現，
亦是無異於
「同行二人」
的加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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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五大力尊法會（圖片來自醍醐寺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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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的年糕大會（圖片來自醍醐寺官網）

道隆寺的不動明王像

座主與遍路團員合影留念

美麗的庵治町海景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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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交流再再願
步步弘法勵力行

——記「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涅槃之旅交流會
記者 常冬雲

2月27日晚，
「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香川

中友好協會的會長、會員，石手寺的御住

町著名的庵治溫泉觀光酒店如約召開。

長、志度寺副住持十河，一宮寺、白峯寺

涅槃之旅的交流會在香川縣高鬆市庵治
日本「一步一弘法會」的泉本明英會長主

持了交流會。四國華僑華人聯合會的理
事王參，香川縣知事公室長中村貴紀，香

持加藤俊生，四國靈場會的代表、青年部

的副住持以及多位中國留學生等50餘人
到場，與遍路團70名團員共同參加了交
流會。

川國際交流課課長鬆村登志樹，香川縣

在交流會上，王參理事致辭：日本佛教文

日本國友好協會會長岡林俊司及各地日

在正在申請世界遺產，我覺得這不但是

議會副議長高田良德，NPO法人高知縣

化是從中國傳來的，日本的四國遍路現

遺產，更是財產，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財
產。政治、經濟都有國界，佛教文化沒有

國界，希望這財產能夠利益全世界的人
民。

智廣阿闍梨在發言中也再次向爲遍路團
提供幫助的中日兩國友人表示了誠摯的
感謝。阿闍梨表示：1200年前，弘法大師

入唐求法；1200年後，遍路團追隨弘法大

智廣阿闍梨交流會致辭

師的足跡，再續殊勝前緣。看到唐代的很
多文化，尤其是密教文化，都在以弘法大

師爲主的傳承祖師和日本人民的護佑下
保存得如此完好，傳承至今，真的非常感

謝。完成四國遍路，團員們在人生之旅、
修行之旅、文化之旅、和平之旅這四個方
面都非常有收穫，這樣的巡拜之旅非常

有意義。雖然這一次四國遍路圓滿了，但

香川縣知事公室長中村貴紀代誦香川縣知事致辭
一乘要聞

這不是結束。未來我們會開展更多的朝

拜和深度交流的活動，希望能夠延續我

們的友誼，加深兩國之間佛教、文化等方

85

面的交流。

香川縣知事公室長中村貴紀也對遍路團

的到來表示衷心的歡迎和深深的敬意。
他受香川縣知事之託，唸誦了知事的致

辭：香川縣和中國的交流源遠流長，早在

遍路——誦經

唐代弘法大師長安學法時就開啟了交流
的歷史。爲了實現「四國遍路」登錄世界

遺產，四國地區正在齊心協力地共同推

進。在這樣的時間節點，各位海外的華人
組成的四國巡禮團到四國來遍路，爲我

們提出「四國遍路」登錄世界遺產作出了
一個很好的證明。

遍路途中

四國靈場會的代表，志度寺的副住持，靈場
會青年部長十河在致辭中說道：今天大家看

到的都是弘法大師從中國帶回來的東西。
我們日本人通過弘法大師，花費了1200年

的時間，學到了很多東西，非常感謝弘法大

師，感謝中國。我們特別喜歡中國，每年都
會到西安祖庭去，希望今後中日更加友好。

NPO法人高知縣日本國友好協會會長岡林
俊司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在交流會上非常激

動。會長回憶了和遍路團的交往，在聽說遍
路團的結願除了在大窪寺、高野山之外，還
要到西安青龍寺和大興善寺的時候，讚歎這
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並對遍路團表示由
衷的敬意。

人們以茶代酒進行了乾杯儀式後，四國靈場

會的「心響會」還爲大家帶來了震撼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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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鼓演奏，遍路團的三位團員也發表了遍
路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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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享彙報的是領隊孝文老師。他說，遍
路其實是心路，從最開始的發願，到作準

備，到真正上路，每一天我們都跟隨著弘法

大師、跟隨著智廣阿闍梨經歷著內心的成
長。雖然四國遍路是很長的一段旅程，但更
長的是內心的旅程。希望通過外在的遍路旅

程，發現內心真正圓滿的自己，並把這份圓
滿普及到一切衆生。

團員趙雷在彙報中分享：四國遍路聽到最多

的故事，就是弘法大師如何用佛法來利益這

裡的人民、衆生。一路走來，弘法大師感人

遍路學員匯報分享

心的對話

的事蹟以及在佛法的加持下發生的不可

團員趙千鶴剛剛從美國大學畢業就來跟

到佛陀以及佛陀的教法是多麽地偉大，

也分享了遍路帶來的收穫。這樣的心靈

思議的事情，讓我們十分震撼，再次認識

在內心當中生起了無比的恭敬之心和隨
學之心。

非常感謝三國（印、中、日）歷代的傳承祖

師和智廣阿闍梨，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無

隨四國遍路，她站在一個年輕人的角度

之旅與很多日本旅遊帶給她「買、買、買」
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樣的。在瞭解寺院歷

史和傳承的過程中，她深深感受到了東
方文化的力量。

法感受到佛法的這些魅力。我覺得最好

她分享道：空海大師的弘願「虛空盡，衆

德的意行。遍路就要結束，對於我自己來

了重興密法所歷經的千辛萬苦，以及中

的感恩就是依教奉行、隨學各位祖師大

說，更加清楚地認識了自己，更清晰地知
道了自己人生之路的方向。

生盡，涅槃盡，我願盡」和智廣阿闍梨爲

日間佛法交流這種深刻的緣分、傳承的

力量，在不斷感動著我。現代社會年輕人
非常浮躁、迷失，非常需要這種精神的鼓

舞。這些高僧大德就是我們的榜樣，讓我們
學會在人生中如何更好地自利利他。

最後副團長牛子華老師也爲交流會作了答

謝致辭，對所有幫助過遍路團的中日友人表
示感謝，更表示以後會用實際行動更加增進
中日的友好，利益更多的人民。
洗心池

自2015年四國遍路以來，每個階段，遍路團

都和四國的友人舉辦這樣的交流會，並進行
多次的文化、佛法等方面的研討和交流。今

天是此次遍路圓滿的最後一次交流會，中日
友人紛紛感念三國傳燈祖師們的大悲大願

和大行，讚歎祖師們德惠￼萬民的恩澤，更紛
紛表示：不忘初心，
「願」得始終。
一乘要聞

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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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會合影

追溯三國傳燈
遍路四地結願
記者 常冬雲

（一）大窪寺結願
「南無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
南無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
南無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
2017 年 2 月 28 日，四國遍路第 88 所靈場

大窪寺的大師堂前傳來與其他遍路者《佛
步一弘法」華人遍路團圓滿了四國 88 所靈

場的巡拜，於這一日開啟了「追溯三國傳燈，
四地結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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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勤行次第》不同的御寶號念誦聲。「一

大窪寺山門

結願的第一站大窪寺，是四國遍路 88 所靈
場的最後一所寺院；第二站高野山，是日

本真言宗的總本山，也是弘法大師入定留
身的地方；第三站中國西安的青龍寺，是

惠￼果阿闍梨向弘法大師空海傳法的地方；
第四站中國西安的大興善寺，是印度祖師
不空三藏向惠￼果阿闍梨傳法的地方，也是
日本天台密教祖師圓仁（慈覺大師）入唐
求法的地方。

團長智廣阿闍梨安排「一步一弘法」遍路
團四站地的結願，用心良苦，意義深遠。

遍路團歷經兩年六次（兩期團員在菩提之

排隊進入大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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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的遍路團員

供養

旅時合併）的巡禮，收穫滿滿。接下來在
這四個聖地，遍路團將懷著「報恩謝德」
的心情向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彙報結願。

「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團此程的「涅槃

之旅」共朝禮了香川 23 番寺院。在過去近
兩年的時間裡，共 200 多人次參加了「一
一乘要聞

一起許個願吧

步一弘法」四國遍路。最小的團員由母親「發

心之旅」的祈願而來，在胎中跟隨完成「修

行之旅」，在懷中圓滿了「菩提」和「涅槃」
之旅；最大的團員 76 歲。迄今爲止，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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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遍路團中年齡跨度最大、人數最多的四
國遍路巡禮團。

大漥寺是弘法大師指定的結願靈場。弘仁
7 年，弘法大師在附近胎藏峯的岩窟中，

修持虛空藏求聞持法，雕刻了等身藥師如
來坐像作爲本尊，建立了堂宇。這裡的寺
寶是唐朝惠￼果阿闍梨授予弘法大師的三國
（印度、中國、日本）傳來的錫杖。

「一步一弘法」70 位團員在大窪寺本堂分
大窪寺的寺寶——三國傳燈錫杖

（據總管介紹，此錫杖平時不會放在外面，因爲「一步一
弘法」遍路團的到來，才專門拿出來爲大家作加持的。經
總管特許拍攝此珍貴照片。）

兩批舉行了結願儀式（因本堂面積有限）。

大窪寺的住持因外出不在寺院，特意安排

了槙野光容總管爲大家主持了結願儀式。
總管親自手持寺寶——三國傳燈錫杖，爲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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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窪寺的結願大師

每個人作了加持，並爲每批團員都作了精彩的開示。
在第一組結願儀式上，總管開示的重點是「放鬆」。總管說，只有放
鬆才會安靜，只有安靜才能頓悟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假如我們的心能

夠靜下來，做事情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結果。在第二組結願儀式上，

總管開示了克服人生種種困難的訣竅之一——最擅長的事情和不擅長
的事情，我們都要懷著快樂的心去做。

總管最後說，大家能一路行拜到大窪寺，都是因爲和弘法大師有甚深

的因緣。從今天起，大家都會和大師結上更深的緣分。遍路的活動雖

然已經結束，人生的遍路卻剛剛開始，生活中時

時用心祈禱弘法大師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把在

遍路中的收穫和學到的教義帶回中國，用到日常
生活中，利益更多的人。

在大窪寺，遍路團受到不少日本友人的關注。其

中有一位年長的婆婆特別引人注目，因爲從遍路
團下車開始，她就一直手持相機跟隨。走出山門

的時候，記者采訪了這位一直在給遍路團拍照的
婆婆。她說，昨天晚上電視臺報導了「一步一弘
法」遍路團將於今日上午來到大窪寺巡拜結願的

智廣阿闍梨向總管槙野光容贈送禮物

新聞，她覺得這件事情特別值得紀念，非常有意
義，她想用相機把這珍貴的時刻記錄下來，所以
就早早過來等了。

團長智廣阿闍梨隨喜各位團員的功德，並開示說：
「作爲一個中國人，等我們最後在西安的青龍寺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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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興善寺都結願後，我們的遍路才能算功德圓
滿。」遍路團員們懷著期待和興奮的心情拜別了

第 88 番大窪寺，踏上了前往高野山的結願之旅。

大窪寺的臺階被稱爲「淨心道」

不只我們懷念「西安之月」

遍路團大窪寺結願合影

「西安之月 長安之月朦朧」——此碑爲香川以前
的一位知事（相當於中國的省長）到 88 番靈場時，
當時看到的月亮，使他又一次憶念起在西安（長安）
看到的月亮，觸景生情。爲了表達對中國的感激之
情，在大窪寺建立了此碑。

美麗的高野山

（二）高野山結願
遍路團來到日本真言宗最重要的聖地之

一——高野山巡拜結願，這是遍路團結願
之旅的第二站。

高野山，地處日本冷門地區和歌山縣。它
不是一座山，而是縣內標高 1000 公尺的山
群總稱，事實上並沒有「高野山」這樣單

獨的一座山存在。它也是日本真言宗高野

使之成爲了真言密教的根本修行道場。
弘法大師發願永不入滅，於 835 年 3 月 21

日於高野山內堂入定留身。如今真言宗的
信徒們仍相信弘法大師在奧之院御廟的石

窟中等待彌勒佛的下生。一千多年來，高
野山早已成爲世界各地前來求學真言密教
的聖地。

山派的總本山「金剛峯寺」的山號，所以

古義上整個高野山都是在「金剛峯寺」的

範圍之內。2004 年被定爲世界文化遺產，
是日本影響力最大的佛教文化聖地之一。

1200 年前的平安時代，空海大師遠渡重洋

從中國求得密法，回國後受嵯峨天皇之命
創寺佈道。816 年，大師請求賜予高野山
獲准；819 年，大師於高野山建立伽藍，

高野山地圖

這裡分佈著 117 間寺院和一所佛教大學，是日本影響力最
大的佛教文化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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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 日，「 一 步 一 弘 法」 四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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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2—14 日，高野山的

無量光院，
「一步一弘法」遍路團
在出發前曾在此接受了隆重莊嚴、

祕密殊勝的胎藏界結緣灌頂。
之後，
便邁出了四國遍路的第一步，開始
了「如實知自心」的覺醒旅程。

2017 年 2 月 28 日，這 批華人佛子

四國遍路圓滿，再次回到高野山無
量光院，拜見了當時的主法大阿闍

梨——高野山真言宗前宗務總長
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猊下，感恩大僧

正的慈悲加持，並向大僧正作了四

國遍路彙報。大僧正也開心地爲遍
路團作了開示。

土生川正道長老開示說：弘法大師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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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和名字「空海」是完全吻合的，

大師現在就是「無處不在」，
「南無

大師遍照金剛」就是大師光明遍照

土生川正道大僧正爲遍路團作慈悲開示

的意思。在密教的教義裡，所有的存在都是

同體的，我們與佛也是一樣。但我們要真正

顯現出與佛同樣的功德是要有一個過程的。
密教的方法就是要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中，
融於一切，知道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是

到了近代之後，大自然卻成爲了對人類有利
用價值的對象。其實大自然之於我們，更重

要的是智慧的啟迪，我們應親身感受大自然

奧之院步道入口之一

賦予的恩惠￼，去體悟宇宙人生的真諦。

長老的殊勝開示不禁讓團員們想起智廣阿

闍梨遍路途中開示祖師的智慧法語：
「青青
翠竹皆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無論
是走在四國的遍路之旅，還是走在我們的人

生之旅，如果最終能達至「自然本有心地實

行走在奧之院步道

際」，那麼「同行二人」的智慧又豈止在斗笠

和金剛杖的寓意中？弘法大師的陪伴又豈在
短短的遍路之旅？

3 月1 日，
遍路團開始了高野山的結願巡禮。
首先朝拜的是奧之院，奧之院是空海大師最

初於山上建寺的地方，也是空海大師最後入
定留身的地方。

這樣的地藏菩薩您見過嗎？

奧之院古徑兩旁矗立著千年古松，爲遮天蔽
日下的幽深氛圍更添了一分莊嚴寂靜。據說
這裡有 20 萬座墓碑，數代天皇與高僧，包

括許多日本歷史上的重要人物豐臣秀吉、武

田信玄、石田三成等，皆長眠於此。其中一

些人並未葬身於此，
但也選擇在此立碑供塔，
可見高野山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行走於參天密林間的步道中，這裡充滿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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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聖與莊嚴、吉祥與和諧，絲毫不會帶給
你陰森墓地的感受，再沒有哪個地方會比

浩瀚的奧之院墓園更具這種感覺了。小徑在

高聳的柳杉中蜿蜒向前，兩邊的墓園中佈滿
了造型或古拙或現代的各種供養塔、刻著

地藏菩薩

佛號和真言的石碑，還有不計其數的阿彌陀

佛、地藏菩薩、觀音菩薩、不動明王、弘法大
師等佛像。很多墓塔歷經了千百年的風雨，
長滿厚厚的青苔，在積雪中肅然佇立。這裡

也是一窺日本千百年來歷史和文化變遷的窗

口，
只看墓碑上的俳句，
就足以讓人追古思今，
感悟良多。

奧之院漫長的參道盡頭是通往弘法大師御
廟的御廟橋。過了御廟橋是有萬盞明燈不滅

的燈籠堂，一盞盞燈籠的光亮和低沉的誦經
聲背後就是弘法大師入定的地方，光明和法

父母恩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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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滿法界碑 仔細看，旁邊還有個筆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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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之院的景教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刻於唐建中二年（781 年）。
碑文記載了基督教在唐代貞觀年間傳入中國及以後一百多年流傳中
土的情況。此碑出土於西安，日本此複製碑建於明治四十四年，卽
1911 年。在周圍滿是佛教資訊的墓群中，赫然矗立的中文景教碑
格外引人注目，這凸顯了密教包容一切的教義。

遍路途中經常可見的碑文

震撼人心的燈籠堂 據說正殿內有兩只燈籠已經燃燒了

金剛峯寺大門

蟠龍庭

不動堂 創建於 1198 年，是壇上伽藍聖
地的唯一國寶

九百多年未滅

送御供

力在此聚集，護佑著高野山千年不衰。燈籠

高野山朝拜的第二站是金剛峯寺，寺內的蟠

證三昧待慈氏下生」，讓無數真言弟子感念

之中一對雌雄雙龍守衛內殿的樣子，據說這

堂前的對聯「晝夜慰萬民住普賢悲願，肉身

「一步一弘法」遍路團在弘法大師留身之所
供燈供香，至誠懇切地低聲誦經祈願。

時間很巧，上午 10：30，遍路團有幸看到御

供所爲弘法大師送御膳的情景。據說千百年
來，不但每日兩次的定時御供風雨無阻，而
且味道和菜品都還保持著大師生前喜歡的
樣式。看著送膳僧人虔誠謹慎地一步一步

走來，對傳燈祖師的感恩和懷念之情猶如滔
滔江水，頓時將團員們淹沒。在讚歎日本僧

人對祖師感恩謝德的感慨中，我們也看到了

自己對民族文化尊重的缺失，和對法脈傳承
感恩的不足。佛法講「法在恭敬中求」，
「信

爲道源功德母」，只憑這份恭敬和信心，弘

法大師傳承來的密法爲什麼能夠在日本興
盛千年，也就不難理解了。

也是高野山的守護。表現龍的石頭來自弘法

大師誕生之地四國，雲海的白川則出自京都
的白砂，禪意精妙至極。

最後一個朝拜的地方是壇上伽藍，這裡是與
奧之院並稱的高野山兩大聖地之一。其中的

金堂是高野山創建時的宇堂，爲高野山的總
本堂，重要的法會都在此舉行，本尊供奉的

是藥師如來。參拜了金堂、不動堂、根本大塔
之後，遍路團將結願誦經之地選在了御影堂

前，
這裡供奉著弘法大師和十大弟子的畫像。
御影堂，於 1843 年起火遭焚毀，於 1847 年
重建。這裡是弘法大師入定前向弟子告別的

地方，2015 年開放了一次，再次開放就要等
到 2065 年了。

御影堂和金堂之間是三鈷之松。相傳，弘法

大師在中國寧波的海濱，爲了尋找能夠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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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祖師的慈心悲願。

龍庭是全日本最大的枯山水。表現的是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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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地方，向家鄉投擲了一把三鈷杵。後來大師回

到日本，在高野山附近尋訪時發現了這棵松樹上發
光的法器，於是印證此處確爲傳教寶地，這棵松樹
也被稱爲「三鈷松」。其上長出的三針松葉，千百年

來均被視爲吉祥之物。現在仍有很多人將「三鈷松」
根本大塔 重建於 1937 年，塔內供奉的是金
身大日如來

的落葉作爲護身符帶回家。目前看到的三鈷之松已
經是第七代。

高野山結願從誦經開始，天降甘露，許多團員感動
而專注地念誦，不願拿出雨具遮擋。瞬間雨滴變爲

雪花，等到完成儀軌時，才看到鵝毛般的漫天雪花

正圍繞著團員們翩翩起舞。先達在旁感歎道：真是
御影堂

人天感應啊，弘法大師也被你們感動了！

「涅槃之旅」這一程，從香川大興寺的善妙緣起開

始，
到今天高野山結願天降甘露，
一路都是因緣奇妙，
感動不斷。團員們也紛紛發願：願唐密殊勝的法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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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順利回傳華人世界，重興於世，利益無邊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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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上伽藍的金堂邊上的碑文「萬
德輪圓 嘉會圓圓 衆妙聚集 靈府
玄玄」

惠￼果空海紀念堂外景

3月3日上午，智廣阿闍梨帶領「一步一弘法」華

人遍路團回到中國的密宗祖庭西安青龍寺，完

成了四國遍路「追溯三國傳燈，遍路四地結願」

之第三站的結願巡拜。青龍寺住持、大興善寺方
丈寬旭阿闍梨熱情接待了遍路團。

青龍寺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城東風景幽雅的樂遊

原上，極盛於唐代中期，是唐代密宗大師惠￼果

阿闍梨的長期駐錫之地。805年，弘法大師空海

在此向惠￼果阿闍梨求得密法，回日本後弘傳，成
爲日本真言宗之開祖。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

唐八家」，其中六家（空海、圓行、圓仁、惠￼遠、
圓珍、宗叡）皆先後在青龍寺受法。因此青龍寺

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聖寺和祖庭。訶陵國（今印尼
寬旭阿闍梨親自迎領遍路團進入青龍寺

爪哇島）僧人辨弘，新羅僧人惠￼日、悟真，也曾
師從惠￼果阿闍梨學習密法。因此，青龍寺盛名
遠播海外。

一乘要聞

（三）青龍寺結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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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敬修准提法供養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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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方殿。復原後的方殿體積高
大，氣魄雄偉，具有唐代 建 築風
格，是西安市第一座復原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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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龍寺的惠￼果空海紀念堂，智

廣阿闍梨受寬旭阿闍梨之邀，在
惠￼果阿闍梨和弘法大師空海的面
前，修了一座准提觀音修法。此法
爲日本真言宗醍醐派總本山醍醐

寺的根本法要，由醍醐寺座主仲
1982年，西安市同日本香川、德島、高知、愛

媛四縣協議在青龍寺遺址共同修建的空海
紀念碑落成。1984年，日本真言宗各派總大
本山會、日中友好真言宗協會與西安市共同

修建了惠￼果空海紀念堂，地址選在考古發掘
的四號殿堂遺址以北六米處。紀念堂平面佈

局采用早期舊殿遺存，面寬五間、進深五間

田順和大僧正猊下親自授予智廣

阿闍梨，並囑阿闍梨回到青龍寺祖庭敬修此
法供養祖師，向祖師彙報中日兩國四衆弟子

「唐密回傳，再興於華人世界」的共同心願，
並祈願歷代傳燈祖師的加持。

隨後，智廣阿闍梨帶領遍路團員們用傳承了

一千多年的唐代誦經調子，在惠￼果和空海兩

寬旭阿闍梨爲遍路團作結願致辭

結願儀軌》。深沉清淨的唱誦，配合著音木
清脆的節奏，加上銅磬空靈繞梁的回音，遍
路團今天的吟唱顯得格外虔敬與莊重。阿

闍梨的領誦如中流擊水，大家的合誦則鏗
鏘悠揚。天籟般的唱誦在莊嚴清淨的祖庭
聖殿內裊裊繚繞，餘音不絕。結願儀軌 之

後，寬旭阿闍梨和智廣阿闍梨分別進行了結
願致辭。

寬旭阿闍梨致辭道：在我進入青龍寺的二十
年來，接待了無數的日本以及中國大陸、臺

灣、香港等學修密法的人士前來參拜、紀念，
但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我們中國修學密法的
人，在惠￼果、空海兩位阿闍梨面前修法回向，

因緣真的是非常殊勝。佛教凡事都講因緣，
密法雖然在1200年前傳入日本，後因各種因
緣，在中國逐漸衰微，但是以我們今天的盛

況，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將來，密法就會在我
們中華大地散枝開花。

1200年前，空海大師在青龍寺拜惠￼果阿闍

梨爲師，求得密法，回日弘傳。雖然密法在
中國大陸沒有失傳，但更多是與顯宗結合
了。而密法裡很嚴謹的儀式儀軌，確實在中
國大陸逐漸沒有了。

現在國家也提倡「自信」文化，宗教同樣也

要自信。我們有的，就說有；沒有的，就說沒
有。沒有怎麼辦？我們就把它學回來，取回
來！這樣我們才有真正的自信！

寬旭阿闍梨擲地有聲的致辭讓遍路團員們

熱血沸騰，感慨萬千。寬旭阿闍梨還開誠佈

公地爲大家詳細講述了自己與密法的因緣
和心路歷程，聽著阿闍梨發自肺腑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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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祖師面前唱響了音聲和美的《佛前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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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野山開創 1200 年法會醍醐寺派全員

智廣阿闍梨和花道茶道班道友在金堂內

衆多團員都潸然淚下。阿闍梨感人的一幕幕

漢服向弘法大師敬獻了春茶和香花。刻意精

困難，放下名刹的方丈身份，在高野山從一

說：
「這是一千多年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在紀

躍然眼前：焚香祈願，毅然東渡，克服種種

個最普通的僧人做起，苦修研學，接續密宗
法脈……

念法會上獻花敬茶，我相信弘法大師一定非
常高興。」

寬旭阿闍梨講到2015年帶領弟子在日本高野

感歎兩年前，雖未謀面，卻已同心，多少仁

紀念法會時，聽說了弘法大師入定前的授記：

刻，密法還鄉，殊途同歸，傳燈祖師欣慰的

山參加弘法大師開創高野山道場1200周年的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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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排這一供養儀式的仲田順和大僧正猊下

1200年後會有中國人來重新將密法傳回中
國。從那一刻起阿闍梨就毅然發願，東渡求
法，回傳祖庭，復興密宗。聽到阿闍梨的這段
回顧，遍路團員們內心不禁驚歎因緣的際會

是如此地不可思議——在高野山那場盛大的

1200年紀念法會上，智廣阿闍梨帶領的一乘

顯密佛教中心華道、茶道班學員，身著莊嚴

青龍寺供奉的大黑天

人志士已踏上回傳唐密的征程！相信在此
微笑又一次在紀念堂前綻放。

寬旭阿闍梨最後真誠地表示：青龍寺是我

們中國密法的根本道場，是中國人自己的道
場、大家的家園。希望智廣阿闍梨能夠經常
和弟子到祖 庭 來修法，護 持祖 庭，光大密
法。大家要有信心，共同祈禱，共同祈願，相

青龍寺內的「空海真言密教八祖誕生」塑像

信密法一定會在這個盛世重新興起。
智廣阿闍梨聽完寬旭阿闍梨的發言也是非
常激動。智廣阿闍梨說：非常感恩寬旭阿闍
梨的殊勝開示。按照日本的慣例，遍路結願
是在高野山，但我作爲一個中國人，覺得還
不夠。高野山還不是密法真正的源頭，真正

的源頭在我們中國的青龍寺和大興善寺，所

以最後的結願，一定要回歸我們漢傳密教的

「同行二人」的金剛杖也回到了祖庭青龍寺

根本祖庭青龍寺和大興善寺。在這裡彙報結
願更加地究竟、殊勝與圓滿。

智廣阿闍梨讚歎道：寬旭阿闍梨已經在日本
圓滿地完成了真言密教的學習與灌頂，也

就是說，從這一刻起，密法真正地回傳華夏

大地，回傳密宗祖庭。寬旭阿闍梨的求法行
爲，真的讓我非常非常地感動。在寬旭阿闍

智廣阿闍梨向寬旭阿闍梨致謝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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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果空海紀念堂前合影

參觀空海紀念碑

梨身上，我們看到漢傳密宗的復興有了一個
里程碑式的進展。漢傳佛教密法的重興可以

說已經開始了，所以這次來祖庭朝拜，我們
感受到非常大的加持。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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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廣阿闍梨最後也同樣祈願，漢傳密宗重

興，利益更多衆生；祝願寬旭阿闍梨長久住

世，法體安康，能夠廣傳密法，弘法利生的
事業廣大圓滿。

兩位阿闍梨的同心同願感動著每一位道友，
阿闍梨們愛國愛教、心懷天下、悲憫蒼生的

情懷將鼓舞、激勵著遍路團員們和中國對密
法有信心的道友們堅毅前行。

瞻禮 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題詞的恵果空海紀念堂落
成禮贊

遍路團一行在寺院志工的帶領下參觀了青龍寺遺址
保管所

大興善寺全景圖

（四）大興善寺結願
3月3日中午，
「一步一弘法」華人四國遍路團

來到西安大興善寺，圓滿了「四地結願」的
最後一站朝禮。大興善寺方丈寬旭阿闍梨

應遍路團之祈請，於下午1時在轉輪藏經殿

一乘要聞

遺址（護摩壇）登壇主法，隆重舉行了「護摩

消災祈福法會」，與遍路團共同祈願正法久
住、密宗興盛、國泰民安。

大興善寺始建於西晉武帝泰始二年（西元

遍路團在大興善寺大雄寶殿前合影

265年），是西安市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寺院之

一。隋文帝開皇年間擴建西安城爲大興城，
寺占城內靖善坊一坊之地，取城名「大興」二
字，取坊名「善」字，賜名大興善寺至今。

隋唐時長安佛教興盛。隋文帝統一國家後，
一卽位就下令在大興善寺聚集印度僧人那
連提黎耶舍、闍那掘多、達摩及多等名僧和
佛教學者，傳授佛法並翻譯經典，建立了隋

代第一個國立譯經館。唐玄宗開元年間，有

開元三大士：不空 金剛智 善無畏

一。不空三藏法師等諸位高僧在大興善寺

傳法灌頂，弘揚密法，大興善寺因此被尊爲
中國佛教密宗的發源地。

「開元三大士」之稱的印度高僧善無畏、金

開元三大士中，與大興善寺最有淵源的，當

經典，大興善寺成爲當時長安三大譯經場之

師事金剛智。金剛智圓寂後，不空遵師遺命

剛智、不空先後在大興善寺翻譯佛教密宗

屬密宗六祖不空三藏（705—774年），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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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路團在大雄寶殿誦經祈願

率弟子赴天竺和獅子國求回密藏梵本及諸

年示寂，代宗輟朝三日，追贈「司空」，諡「大

弘密法，並終於此。
《 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

名的有含光、慧超(新羅)、惠￼果、慧朗、元

經論幾百部。此後，不空主要居住在這裡大
傳》中記載：
「758年，應不空所請，唐肅宗在
大興善寺設置灌頂道場，從而在華夏大開灌
頂之風。764年，不空奏請皇帝將49位全國

著名的僧人從其他寺院集中到這裡來，集中

譯經，修習密法。」正因如此，大興善寺成爲
盛唐時傳播弘揚密教的中心，所以這裡被譽
爲唐密祖庭。日本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第三

世座主慈覺大師圓仁也曾在這裡學習密法。
不空祖師多次從大興善寺出發，赴各地傳
法，唐大 曆五年，率弟子赴 五臺山建寺 傳
法，使五臺山成爲密宗的重要傳播地。774

辨正廣智不空三藏」。不空祖師的弟子中著

皎、覺超，稱爲「六哲」，其中青龍寺惠￼果阿
闍梨承其法脈。在中國佛教史上，不空三藏
和惠￼果阿闍梨都被尊爲三朝國師，可見盛唐

時期密法對護國安民有著多麼舉足輕重的
作用。

遍路團在莊嚴恢宏的大雄寶殿念誦了《佛前

勤行儀軌》，向三國傳燈諸大阿闍梨頂禮感

恩謝德，彙報歷時兩年的華人佛子四國遍路

之旅圓滿，特回歸祖庭結願，並祈願在祖師
的護佑加持下，唐密教法順利回傳，佑我中
華，護國利民。

遍路團參觀「密宗法脈展」

「密宗法脈展」中的《密宗各期概略表解》圖

一乘要聞

遍路團在五觀堂過堂

隨後遍路團在寬旭阿闍梨的邀請下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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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堂和大興善寺僧衆一起過堂用齋。

護摩法會前，寺院志工帶領遍路團參觀
了大興善寺設展的「密宗法脈展」。智廣

阿闍梨讚歎道，這將利益很多人，因爲現
在有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密宗法脈到底是

怎麼回事，對密宗的重要典籍、法事、法
器等基本常識也知之甚少。祖庭的這個

法脈展內容完整，介紹詳盡，較爲全面地
展現了密宗的歷史、淵源、法脈流和成果

等，是一個非常好的密宗常識的普及教
育，非常值得密宗愛好者參觀學習。

「密宗法脈展」中的《胎藏界傳承法脈》圖

寬旭阿闍梨主法護摩供

下午1時起，寬旭阿闍梨主法進行了長達三
一乘要聞

個小時的護摩供。原本打算安忍早春寒冷
的遍路團員們出乎意料地迎來了一次豔陽
高照下的日光浴，再加上護摩爐上騰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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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的火焰，一切都顯得那麼燦然光明，吉祥
紅火。大衆跟隨著維那的領誦和鼓樂的擊

拍，齊聲念誦《理趣經》《心經》和諸真言
護摩法會現場

密咒，整齊和諧的梵唄響徹於祖庭上空，法

力和念力蔓延開來，越來越多的信衆聞訊而

來，加入到唱誦隊伍的人也越來越多，合誦

聲越來越大，撞擊著每一個人的心扉。相信
此時三國傳燈祖師們也一定可以聽到這貝
聯珠貫般的合誦，讓人動容的這一刻，相信
遍路團員們也都將終身難忘。

護摩亦卽火供，是密教中極爲重要的修法，
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多張照片上均出現祥瑞

不僅可以令行者獲得息災、增益等一切世
間悉地（成就），而且可以成就出世間無上

菩提。
《諸佛境界攝真實經護摩
品第九》云：
「譬如摩尼寶珠懸

虛 空中。能 雨一 切 衆 生愛 樂 之
物。此妙瑜伽最勝教主。亦復如

是。能令行者。圓滿一切世出世
願。」爲弘揚密法，寬旭阿闍梨

從高野山學成歸國之後就 勤修

供護摩，並且堅持每月兩次在大
興善寺舉行護摩法會。這次是專

門爲了「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
回歸祖 庭圓滿結願而增設的一

次護摩法會，祈願在中日佛教四
衆弟子及各界仁人志士的共同努
力下，密法能重興於華人世界。

闍梨帶領部分法師及居士大德參

護摩法會後寬旭阿闍梨和智廣阿闍梨合影

加了遍路團的答謝晚宴，席間與遍路團員們進

行了友好的交流，兩位阿闍梨和日方代表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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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牛子華老師都分別作了致辭。

智廣阿闍梨在發言中再次隨喜和感謝了寬旭
阿闍梨，他說：在寬旭阿闍梨的帶領下，我們看

到漢傳密宗已經燃起了重興的火焰。希望四衆

弟子不要忘記祖庭，要經常來朝拜祖庭，報恩
謝德；也希望未來的密宗遍路之旅都能追本溯

智廣阿闍梨在晚宴上致辭

源，回歸祖庭結願。密宗重興需要四衆弟子的

共同努力，更需要祖庭的護佑以及寬旭阿闍梨
的帶領。願密法的廣弘能夠護國佑民，爲世界
和平、人民安樂作出貢獻。

寬旭阿闍梨也對智廣阿闍梨表達了讚歎和感

激之情，他說：大家因爲福德因緣聚會一處。

一乘要聞

在遍路團的盛情邀請下，寬旭阿

寬旭阿闍梨在晚宴上致辭

智廣阿闍梨贈送寬旭阿闍梨圓仁祖師像
此畫像原版爲日本重要文化財

一乘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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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旭阿闍梨贈大黑天給智廣阿闍梨

寬旭阿闍梨贈五股杵給每位遍路團員

在做 護摩的時 候，我們仿佛回到了唐代，

重要的就是要傳下去，
利益更多的人。

這個因緣太殊勝了。很多中國人到日本就是

「買買買」，他們體會不到我們這種與佛同

在、與祖師同在的感受。你們非常了不起，
是密宗復興的奠基人，祝願一乘顯密佛教中
心的唐密回傳事業也能興盛圓滿。

寬旭阿闍梨說：
任何一個法脈的復興，都不只

是法師的事情，一定是四衆弟子共同努力，以

及專家學者護持的結果。我相信密法將會大
興，現在國內不斷地有法師和居士前去日本

學習，因緣很好。我們將密法學回來，除了自
己好好修，還要請專家學者參與學術論證，更

寬旭阿闍梨最後說：
青龍寺、大興善寺就是我

們心靈的家園，不管你到任何地方，心裡都要
記得青龍寺、
大興善寺，
希望大家能常回家。

最後，兩位阿闍梨互贈禮物。智廣阿闍梨特
爲青龍寺贈送了弘法大師空海像，特爲大興

善寺贈送了慈覺大師圓仁像，深切地表達了

對真言密教和天台密教的法脈傳承祖師的
追憶以及對兩大密宗祖庭的感恩。寬旭阿闍

梨回贈了唐密大黑天像，並給每一位遍路團
員贈送了一把五股杵。

一乘要聞

一乘顯密佛教中心「遍路圓滿結願證」——巡禮八十八所，祖庭結願圓滿

至此，
「一步一弘法」四國遍路功德圓滿，正如《華嚴經》中所言：

「五十三參，遍訪良師求正智；百城煙水，廣行悲願踐初心。」
「一步
一弘法」華人遍路團將結願最後一站選在了大興善寺，也更加體現

了我們華人佛子的「報恩謝德」之心。兩位阿闍梨及僧俗二衆在現
場也都共同發願：願三國傳燈永不息，代代相傳利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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