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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习因果不虚的意义

外四加行的最后一个加行是因果不虚，其中讲的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为什么要在外加行里讲呢？

前面讲的六道轮回的痛苦，是无因无缘产生的，还是造物主之

类创造的？是什么因缘使它产生的呢？第一，它不是无因无缘；第

二，它不是造物主的安排，而是因果的关系产生了这样的六道轮回。

此因果又是什么呢？因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来说，所有法都离不开因果。外器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

是有因有缘，没有一个是无因无缘的；有情世界，即众生的身、口、

意，也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从广义讲，一切法都是因果。

从狭义的角度讲，因果是什么呢？行善得快乐，造恶得痛苦，

就是狭义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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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是狭义因果，即十善十不善。十善是善业；十不善就

是罪业，由这样的善业和罪业就产生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讲因果。

轮回是怎样形成的，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

见自己来自何方又归于何处，所以很多人都想了解轮回的源头。

轮回有没有源头？显宗对此问题的解答不太明确，它说得很简

单，认为轮回是无始无终——既没有开始的一天，若不修行，也没

有结束的一天。密宗里就讲得非常清楚，它把一个人从轮回开头到

最后的所有过程都描述得一清二楚，而且非常精彩。但现在不是讲

密法的时候，而且这些与目前的修法也没有太大关系。现在我们最

迫切需要知道的，就是了解轮回之因。

轮回的产生，有细微的因和粗大的因两种。

细微的因是我执，有了我执就会造业，造业之后便会形成轮回。

什么叫我执？比如说，没有开悟的凡夫都会说：我不要痛苦、我要

快乐、我要发财、我要健康、我要解脱……在所有这些贪欲心里，

都离不开一个“我”字，每一句里都有“我”。这个“我”字的根源，

就是我们的一种念头、观点，也就是我执。这种我执，所有凡夫一

生下来就有，它不是父母教的，也不是老师教的，而是先天性的，

故称为俱生我执。

有了这样的我执，就会造业：因为我要享受，便会不择手段地

获取世间名利等五欲，即使偷盗、欺诈、诽谤也毫不在乎；因为我

不要痛苦，便会毫不犹豫地消灭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或动物，如杀

害仇怨或与己为敌的对手，会造种种业。俱生我执是所有烦恼的根源，

所有造业的基础就是它，所以轮回最终的根源是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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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暂时还不提我执，在加行里对我执没有针对性的修

法，故暂时不驳斥它。什么时候驳斥我执呢？刚开始时讲了修行的

三个阶段：出离心、菩提心和证悟空性，证悟空性是最后一个阶段，

那时就要用一些针对性的对治来消灭我执，此处还不讲。

此处要讲的，是一些粗大的轮回因——十善、十不善。十不善

是杀、盗、淫、妄等，如果有这些因，就要堕落恶趣。十善是在发

誓断除杀、盗、淫、妄的基础上，不但不杀生，而且还放生；不但

不盗取，而且还布施等，这些善业可以让我们投生到人、天人或非天。

即便是十善，如果与证悟空性的智慧没有关系，也不能令人得解脱，

只能使人在轮回里轮转。还有四禅八定，如果没有证悟无我智慧仅

修四禅八定，也同样不能使人解脱，依然是轮回之因。如果这样的

四禅八定修得非常好，其果报，也是投生到色界、无色界，还是在

轮回的范围内。这些叫做轮回的粗大因。

在修加行时，先把粗大的轮回因断除；然后在证悟空性时，细

微的轮回因也可消灭；最后所有粗细因都推翻了，轮回就会停下来。

好比一辆汽车，在燃料全部耗尽时，只有停滞不前，无法继续行驶；

同样的，在流转的粗因、细因全部断除后，轮回是没办法继续的，

一定要停下来。这就叫解脱。在轮回和解脱之间，有没有既非轮回，

又非解脱的第三个位置呢？没有。所以，不是轮回就是解脱，不是

解脱便是轮回，轮回停止后，一定会得解脱。

加行的修法如果修得比较好，就有控制、断除轮回的希望。如

果没有正知正见，光是到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能不能消灭轮回的

根源呢？这些与轮回没有任何直接冲突，所以是不能消灭轮回的。

但是，它也有帮助，即过了很久以后，当它成熟之时，也许对推翻

轮回有些帮助，就这么一点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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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轮回推翻，就要找一个与它直接矛盾而且比它更为有力的

方法，如果与轮回是矛盾的，却敌不过轮回，也是不能推翻它的。所以，

现在就要找这样的法。

这样的法是什么呢？当然是证悟空性的智慧。但是，如果加行

都不修，就想直接去修这种智慧，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脚

踏实地一步步地走，这是最踏实的。最后一定能够证悟，一旦证悟

了空性，了脱生死从此就有了希望。

证悟以后，也不是不用修，但是因为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

修行也没有太大难度，不像现在这么困难。那时候，一是随时可以

进入空性状态，二是从此状态出来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了知一

切都是如幻如梦的现象，因而没有太强的执著，不易受外界人或事

的影响和障碍，修行的质量和速度都会有所提高。所以，那时的修

行会比较容易。

但是，现在必须过关，过什么样的关呢？从开始修外加行、发

菩提心到证悟之间还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距离，这个阶段是修行

人最艰难的时候，这一阶段过去后，修行就比较自在了。

为什么修加行的阶段最艰苦呢？原因有两个。

一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在轮回里轮转，很久以来，

始终放不下轮回里的这些事，再不好也放不下，因为串习太久，想

立刻放下办不到；另外，我们断除轮回的智慧也很脆弱，各方面都

不是那么圆满。所以，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修行人在这

个过程中都会回头，因为他会失望，觉得我即使修也肯定修不出来，

这就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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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有正知正见，要知道轮回的过患。这些轮回的过患

和可怕性知道以后，在这一过程中，即使再不好走也会坚持下去。

这些正知见会一直鼓励你往前走，会将你推到证悟空性的境地。所以，

必须要有正知正见。如果没有它的帮助，面对这段艰辛的路，你就

会退缩，就没有办法走过去；如果有正知正见，就会像刚才提到的，

你会觉得：这条路再难走，我也得走下去，我都要走到底！为什

么呢？如果不走到底，轮回就有这样种种的缺憾和恐怖，所以再

困难也要走。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正知正见。

修行很像太空飞船，在没有摆脱地球引力之前，它无法自由地

飞往太空，当火箭将其送抵轨道以后，它就比较自在了。同样的，

现在我们就像太空船需要火箭一样地需要正知正见，它会把我们推

到比较自在的地方去，到了那儿以后，也不是不要正知正见，但会

比较轻松。

在这一段时间，一是习气重，二是对治力度不强，所以修行会

有困难，但是再困难也要接受挑战。如果在这当中因为一点挫折而

放弃，就会永远上不去。

这时也要思维：有些人仅仅为了世间的名誉、地位、金钱都那

么用功，连自己的生命都肯舍弃，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他们付出那

么大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呢？仅是世间的一些所谓圆满，但世间所

谓的圆满实际上是不圆满的。他们为了得到这么一点儿都那么努力，

我们为了得到一种长远的、永久性的解脱，更值得努力、值得精进。

必须要有这样的发心，才能够坚持走完这条路。这是很重要的。

前面讲了轮回的过患，现在观察：轮回是从哪里来的？轮回有

细的因缘和粗的因缘，当然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把细的因缘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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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当前先要把粗的因缘断了，然后再由浅入深。

粗的因缘在这里可分为两种：善和恶。恶当然是六道轮回的因，

善也是流转之因，因为此善是有漏善，有漏善是指没有开悟的人所

做的善业，它虽然可以让人投生到人天善趣，但仍在轮回中，故叫

有漏。所以有漏的善和恶都是流转轮回的因 ①。

一方面，要建立这样的观点：轮回不是无因无缘，也不是造物

主的安排，而是由善业和不善业产生的，这叫做见解；另外还要采

取实际行动，即有了这样的见解后，从此开始，要逐渐地断除这些

轮回的因。

若能发誓今后不再杀生，则第一堕地狱的因从此就间断了。

第二，如果能够这样发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偷盗了，则第

二堕饿鬼道的因也被破坏。

第三是嫉妒心，以前经常有这种情况：看到别人享有名誉、财富、

工作成就时，就会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我不如他，这叫嫉妒。

若能发誓从此以后不再嫉妒，那么已经控制了投生为阿修罗的因。

同样的，已经造的无明、十不善等若都能一一忏悔，发誓绝不

再造，则粗大的轮回因基本上已经控制了。

如果真的不再造这些业，就没有了粗大的轮回因。若是这样，

很细微的我执，能不能让人再流转六道轮回呢？若没有粗大的贪、嗔、

痴、杀、盗、淫、妄等助缘，仅有我执是无法令人流转轮回的。譬如，

①未证悟空性时，在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所做的善业，虽是有漏却是解脱之法，这在后面的
开示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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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是最关键的技术人员，但是他若缺少了必要的助手，还是做不

成大事，同样，我执当然是流转轮回的主要因素，但是它还需要其

他的“助手”才能起作用，当粗大的十不善控制下来后，仅有主因

是无法让人继续轮回的。

在十不善业得到基本控制之后，最后留下的，是最关键的我执；

只有通过证悟空性的智慧，才能消灭我执，这样就能彻底地断除了

所有轮回的因缘。为什么要修因果不虚，原因就在于此。

首先要断除十不善，十不善放下了，再断除有漏的善。先放下

善，再放下恶，就颠倒了，所以要先放下恶，后放下善。有漏的善、

恶最后都要放下。怎样放下呢？

放下恶业比较简单，平时不造业即可。善业也要断掉，如何断呢？

证悟无我以后，以无我智慧去断除它，但是，这对我们来说还有一

定的距离，所以首先要断恶。

二、十不善业

恶的种类有很多，这里主要分为三大类十种：

一是身恶，即身体所造的罪业。有杀生、不与取、邪淫三种。

二是语恶，即语所造的罪业。有妄语、离间语、粗语、绮语四种。

三是意恶，即心造的罪业。有贪心、害心、邪见三种。

这就是身、口、意所造的十种罪业。这些罪业，无论是受戒的

人也好，未受戒的人也好，都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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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恶

1. 杀生

所有的罪业在具备四个条件时，才是一个严重的罪业，如果其

中有一条或两条不具备，则虽然是罪业，却不是很严重。是哪四个

条件呢？下面以杀生为例来说明。

第一是对境。杀生时，会有一种欲杀之念冒出来。比如产生了

这样的念头：我要杀一只鸡。那么鸡就是对境。在杀生前，心里很

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要杀的那种生命，无论是人或动物，就有了罪业

的对境。

第二是动机。即要有欲杀之心。如果没有欲杀之念，如走路时

无意中踩死蚂蚁，或是搬运时不小心踩死虫子，或是开车时无意中

碾死老鼠之类，这种杀生虽有对境，但是没有欲杀动机，不是故意的，

第二个条件就不具备，虽然是杀生，同样剥夺了对方的生命，但不

是很严重的罪业。可是这种杀生也会给众生带来极大痛苦，因此也

要小心。

第三是行动。例如：首先知道这是一只鸡；其次心里产生了欲

杀动机；然后拿刀割断鸡的喉咙，其中拿刀割喉等一系列实施杀生

的行为，就叫行动。

第四是结果。知道这是生命，对它（他）起欲杀之念，然后有

具体的行动，这一系列的结果是什么？对境的生命结束了，这就叫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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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一人想杀一只动物，盘算了很久，一

再地想杀它，由于考虑良久，心里就留下了很深的习气，在这样的

前提下杀生，罪业就更厉害；另外一人为杀一个生命，用了很多方法，

因为采取的行动多，时间长，杀生手段各式各样、极其残忍，所以

罪业也更大；此外若以很强烈的嗔恨心杀生，罪业也更严重。

杀业可分为三种：有些因嗔恨心而杀生；有些因贪心如贪肉、

贪皮等而杀生；有些是因愚蠢而杀生。

以愚蠢杀生是什么样的呢？比如，某些外道借助杀生供养天尊，

这是他们的一种仪式，认为杀生供养天尊是一种解脱之法；还有，

认为动物生来就是给人吃的，动物没有意识、没有苦乐感受等，如

果以这样的观点杀生，就叫因邪见或愚蠢而杀生；有些人觉得，动

物被杀时没有痛苦，或者杀生没有罪业，如认为害虫之类是该杀的，

杀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以这样的动机杀生，也属于因愚痴或无明而

杀生，罪过同样很大。

总之，这四条中若欠缺任何一条，罪业就会减轻，不是很严重；

如果都具足了，哪怕是杀死一只蚊子，罪过也非常严重。以前，我

们每个人都造了很多杀生之业，现在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是不是让

其白白过去呢？当然不是。现在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忏悔令其清

净。就像一件漂亮的衣服，如果不小心弄脏了，是不是永远让它这

样脏下去呢？当然不是，而是要将其洗净。同样的，我们心相续中

已经留下了很多罪业，已经被污染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净、

忏悔这些罪垢，这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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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与取

完整的杀生要具备上述四个条件，不与取也同样。譬如，在看

到别人的钱财起了贪心而想去偷时，明明知道这是别人的钱财，就

叫了知对境。如果以为钱财是他人的，但实际上却是自己的，就不

具备第一个条件，不是完整的偷盗，也没有太大的罪过。譬如，你

看到某物，将它误认为是一只鸡，想打死它，而实际上那不是一种

生命，而是其他的东西或是鸡的尸体，这也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因

为有杀生的动机，起心动念已经有了，不是没有任何过失，但并不

严重。

不与取的四个条件是：第一，他人的财物；第二，有欲偷动机；

第三，设法去拿；第四，觉得从此以后这些财物就是我的了，这样

的想法就叫结果。

不与取也可细分，细节还是要看《普贤上师言教》。

3. 邪淫

出家人要从根本上断除非梵行，在家人虽然没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邪淫也不能做。邪淫有很多分别，例如：男人主动与别人的妻

子行不净行，女人也是同样，这是邪淫的一部分；同性恋和手淫也

属于邪淫，其他的内容要看《普贤上师言教》和《俱舍论》，书上

讲得比较清楚。

上面讲的杀、盗、淫是由身体造作的，属于身造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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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恶

4. 妄语

此妄语与居士戒中所指妄语是不一样的，它更细致一些。妄语

也需要四个条件：第一，知晓对境为人，妄语肯定是对人说的，不

可能对无情，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对旁生讲，那么人就是对境；第

二，动机，要有欺骗人的动机；第三，采取行动，说话也好，写信

也好，做手势也好，无论采取何种表达方式，都叫行动；第四，结

果，即指他人无论相不相信，只要听到（或看到）就是结果。这四

条具备了，即是完整的妄语罪。平时很容易说这样的妄语，而且很

多人都不觉得这种妄语是不能说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犯。

居士受戒时，也有妄语戒，但是此妄语不是指普通的妄语，

它是比较严重的，即为了欺骗别人而说：我有神通、神变，能够

看到天堂、地狱，能够以神通了知前世、后世等。这些不是一般

的而是比较粗大的妄语，普通人是不会说的。但是，十不善中的

妄语涵盖范围更广。

5. 离间语

比如两人很要好，另外一人就嫉妒他们，故意讲一些令其分离

的话，这样的话叫离间语。

6. 粗语

粗语，也叫恶语。比如，对生理有缺陷的人，称呼瞎子、聋子

之类不好听的话。总之，不管以何种方式，凡是让人听起来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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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伤心的话语，都叫恶语或粗语。

7. 绮语

除了上述的妄语、离间语、粗语之外，凡是在贪、嗔、痴、慢

的基础上所讲的，如讲一些战争故事、很多感情上的经历等，都是

绮语。因为其基础非贪即嗔，所言毫无意义，故叫绮语。

以上四个是口造之业。

（三）意恶

8. 贪心

当看到他人财物内心感觉喜爱时，就很容易生起这样的念头：

我能拥有这些该多好啊！或是想用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这种念头就

叫贪心。

9. 害心

害心是指伤害别人的心念。比如对你不好的人，就想种种办法

去害他，此起心动念就叫害心。

10. 邪见

此处的邪见，是指认为因果、前世、后世、修道、成就、极乐世界、

地狱等都不存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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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种叫十不善业，其中每一种都有四个条件，细节在《普

贤上师言教》和《俱舍论》里讲得比较清楚，大家可以通过看书了解。

十种不善中最严重的：第一是杀生，第二是邪见。为什么呢？

第一，杀生是伤害众生的生命。对于每一个有情（包括我们自

己在内）而言，世上的一切事物当中，最可爱、最可珍贵的就是自

己的生命，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更珍贵的了。那么，剥夺其他生命

的生存权利，罪过当然很大！这是对被杀有情极大的伤害。所以，

杀生是非常严重的罪业，绝不能做。

你们要切记，凡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其他做不到，还可以逐

渐扭转，但不杀生一定要做到，否则，边故意杀生边学佛，那就谈

不上学佛。

佛是什么样的？你们都看过释迦牟尼佛的本生传，他在修行的

时候，哪怕是为了填饱一个众生的肚子，都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最

珍贵的头、目、脑髓割舍，包括自己的生命都会舍弃。学佛是什么

意思？当然是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心，只是

念念咒，到庙里烧烧香，叫不叫学佛？这不叫学佛，只能叫信佛。

若是真学佛，佛陀怎么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当然，佛的很多行

持，是我们做不到的，但现在要从能做到的做起，不能做到的也要

逐渐去做，这才叫学佛。总之，对一个学佛人最起码的要求，就是

不能故意杀生，如果故意杀生，就没有学佛的资格，这点大家都要

记住，很重要。

什么是生命？鸡、鸭、鱼，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包括蚊子、

蚂蚁等小昆虫，都是生命。虽然我们不喜欢在家里看到蚊子、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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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之类的昆虫，但也不能害它们。现在我们住的地方，不是人类

独占的，而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是所有生命共同居住的场所，

人不能侵犯它们的生存权利，绝对不能杀害它们，这是其一。

其二，与杀生有关的是吃素，这也很重要。在汉地，无论是出

家人或在家人，很早以前就有吃素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现在的吃肉方法不像从前那样，人们不仅

吃海鲜，还要吃虫子等小生命。仅在一餐之中，仅仅为了填饱一人

的肚子，很多人的餐盘里，有着数不清的被杀生命。要知道，哪怕

再微小的虫儿鱼虾，对它们来说，生命也同样珍贵。为了自己的口

腹之欲，而伤害那么多生命，浪费那么多生命，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所以一定要吃素。

密宗《时轮金刚》里也讲过，很多人吃一个众生的肉当然有罪，

一人去吃很多生命的肉，罪过更大，为什么？请好好想一想，为了

你的一餐，浪费数十条甚至数百条生命，值不值得？我们不愿意接

受一点痛苦，它们也不愿意；我们希望获得快乐，它们也一样。我

们与它们只有语言能否表达的差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一

定要吃素。汉地吃素的条件那么成熟，居士为什么不吃素呢？

如前所讲，居士若连不杀生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根本谈不上学

佛。若一边故意吃海鲜杀生，一边自称是学佛的人，而且是学大乘

菩萨道的，这是根本上的严重矛盾。如果不想学佛，只为求世间福报，

遣除一些现世灾难而信佛，也不应该伤害众生生命，而应该吃素。

以前不吃素，造业也不会太严重，现代社会中若不吃素，会造

更多的业，其原因在有关素食的开示中讲得很清楚。大家要注意：

没有一个佛教教派是允许杀生的，凡是学佛的人，无论修净土、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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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或密宗，都应该吃素。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西藏很多佛教徒是吃肉的，那密宗是不

是开许吃肉呢？这是误会，实际上不是这样。西藏学佛的人当中，

确实有很多人吃肉，但这不是因为藏传佛教允许肉食，而是受限于

环境的因素。以前西藏很多地方极为封闭，且在青藏高原的大片土

地上不长任何蔬菜，若不吃肉，尤其是一些牧区，就没有别的食物

可吃，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小乘戒律中所开许的三净肉，但是，即使

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是有很多人吃素。现在藏地蔬菜、水果逐渐

多起来，他们也在改变之中。所以，凡是学大乘佛法——无论学密

宗也好，学显宗也罢，都要坚持素食。要记住，吃肉与杀生有着非

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邪见也是很严重的罪业。如果有邪见，觉得没有前世、

后世、因果报应等都没有，那就不会学佛，不但不学佛，而且杀、盗、

淫、妄等无恶不作，现在社会上很多犯罪分子正因为持有这样的邪见，

才敢以身试法、为所欲为，做出危害社会及他人的滔天罪行。

但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任何一种逻辑或实验，真正能够证

明不存在前后世、不存在因果、不存在轮回。有人因为自身智慧浅

薄，别人说没有，他就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气，

在这样的环境里就很容易产生邪见。

本来，这十种不善业都很严重，但是这两条更厉害，今后一定

要注意：第一，不能杀生，第二，不能有邪见，其他的也有很严重

的果报，还是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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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种果报

行十不善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每一种罪业都有四种果报，即

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士用果。

（1）异熟果。如杀生要堕地狱，偷盗要堕饿鬼等，这在书上讲

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书。

（2）等流果。因果相似的这种果报叫等流果，它也有两种：一

是感受等流果，一是同行等流果。

什么是同行等流果？若这一世经常杀生，那么来世刚刚懂事

时就喜欢杀生；这一世喜欢喝酒，来生也会喜欢，老改不了，生

生世世都是这样。上一世和下一世是相似的，这叫同行等流。佛

在很早以前就讲过，现在发现的能够回忆前世的那些人中，也有

很多是这样：前世喜欢吸烟，后世也喜欢；前世喜欢什么东西，

后世也是这样，这是因为留有前世浓厚习气的缘故。

另外是感受等流果。例如，这世杀生，下世从地狱里出来后，

若有机会做人，寿命就会很短。有些小孩子刚刚出生，或者一二岁时，

或者还未生下就死了，还有些人一生都疾病缠身，无法治愈，这是

什么原因呢？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前世或前世的前世造了

杀生之业，杀生的果报不只短命这一点，而是肯定会下地狱，从地

狱出来后，大多数罪业已经减轻，但还残留了一些，所以再做人时，

生命就会这么短暂，这叫感受等流果。

（3）增上果。增上果一般成熟在环境上。我们平时看到，在环

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如不毛之地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的地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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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居住。他们为什么会住在那儿？这与其前世所造之业有

关。如果上辈子经常杀生，来世做人时，就会投生到有很多怨仇、

杀戮的地方去；如果经常偷盗，来世若做农民，便会投生到庄稼

不能成熟，或即使能够成熟却有很多自然灾害令其无法获得丰收

的地方，增上果就是这样。

（4）士用果。比如，现在造的罪业，如果不忏悔，它时时刻刻

都会增长，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这叫士用果。

行善同样也有这四种果报。

此外，还要谈谈造共业的果报。比如大家一起商量或共同杀死

了一个生命，这样每个参与的人都有杀死一个生命的罪业，此罪业

是不能分的；行善也是这样，如大家共同放一个生命，此善业也不

能分，每人都有放一个生命的善根。

因果关系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在即使做一件小小的恶事，以

后所受的果报也很严重；行善也是同样的，现在做一件小小的善事，

将来也会有很大的善果。但是这些善业若与解脱无关，结果会怎样

呢？我们在轮回中虽然可以因此而得到一些短暂的幸福快乐，但这

些毕竟要过去，福报享完后，还是随业而转，若以前造了罪业仍要

感受痛苦，这些乐果都是临时性的，所以也不能过于强调世间善法。

当然不能造罪，不但不造罪，世间善事也要适当地做，并且不能执著。

可是，现在我们怎么去修无漏呢？因为是凡夫，没有办法行无

漏法。如果有漏善业也不能做，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在有漏善业

里也有一些是解脱法。在出离心和世俗菩提心的前提下做出来的虽

是有漏法，却可以让人得解脱，所以也是解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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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善

十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从没杀过生，也没偷

过东西，这是不是善业？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如果他曾经这

样发誓：我从今以后不杀生、不偷盗，这才是善业；如果他虽未造恶，

也未发愿，那么只是没有造罪而已，这不叫善业。所以，发誓相当重要。

有些人会想，反正我不杀生就对了。这是不对的。不杀生只是没有

造业，如果在此基础上发誓：我今后再也不杀生了！则自从有了发

誓以后，此不杀生才成为善业。这非常重要。

还有一种特殊的善业，就是不但不杀生而且放生，不但不偷盗

而且布施，不但不邪淫而且持戒……这些就是特殊的不共同十善；

若你仅发誓从今以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这叫普通的共同

十善；如果你今后虽然不造这些恶业，但是也没有发誓，这就根本

不是善业，仅仅是不造罪而已。共同和不共同的善业，它们的果报

是不一样的。

特殊的善业，如不杀生而且放生，也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对

境，即所放的生命；第二，要有放生的动机；第三，要有行动；第四，

结果——把生命从命难中解救出来并给它自由。如果这四个条件都

具备，就是非常圆满的善业。

每一善业也有刚才讲的四种果报：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

士用果。以放生为例，如果此放生和解脱无关，是在没有出离心和

菩提心的前提下做的，那么其异熟果是下一世可以做人或天人；等

流果是健康长寿；增上果是转世的环境里没有任何生命的障碍，而

且有很多生存顺缘；士用果是一次放生以后，此善根会时时刻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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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地增长。细节的内容主要是看《普贤上师言教》，其中描述得

很清楚，或是参考《大藏经》中其他有关因果的记载也可以。

最后我们要知道，人在一生当中主要的痛苦或快乐，与前世的

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一生当中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百分

之百都是前世业因的果呢？也不是，有一种外道就是这样讲的：

一切都已经命中注定了，既然命中注定，就没有办法改变。但这

只是外道的一种观点。

《俱舍论》里讲过，人一生中主要的苦乐与前世的业因有关，

另外一些，如你喝这杯水时，喝一口也可以，喝两口也可以，不喝

也可以，并没有一定的安排，这些不一定是前因之果。但有很多情况，

如一个人生病，去了很多医院总是治不好，而这种病通过放生等其

他方法是完全可以痊愈的，除此以外，再怎么打针吃药也无法治愈，

这些大多是与前世因果有关。可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前因

所定。因果关系比较细微复杂，很多人对此有误解和疑问，具体解答，

在以前的《关于因果的开示》中已经收录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因果是非常厉害的，即使是阿罗汉，也要受因果的限制。例如，

目犍连尊者在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神变第一，最后还是被外道打死

的，为什么会这样？在平常，他神通广大，外道根本不可能伤及他，

但是在那一刻，神变第一的目犍连也只有束手就擒，再大的神通也

超不过因果的作用，因为他已经造了这样的因，就要受这样的果。

另外一位阿罗汉是饿死的。什么原因呢？那时的印度没有饥荒，

出家人天天托钵化缘，可以化到很多吃的。他化缘时，食物在别人

手上还好好的，但是一放入其钵内就变成了污水。那时目犍连、舍

利子都在世，他们将世界上很多最有营养、最美味的食物以神变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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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钵内，然而钵中始终只有污水。最后佛也没有办法，那个阿罗

汉只有饿死了。佛住世时，有很多这样的公案。既然阿罗汉都要受

因果的影响，那么凡夫就更不可能躲过因果规律的作用。所以，

千万不能小看因果，它是非常厉害的。

无论修什么，一定要重视因果。对佛教徒最低最低的要求，是

一定要取舍因果，若连这一点都不做，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怎么谈得上学佛呢？根本不是学佛，根本不是修行人。所以修行

人一定要认真地看待因果。

有人还说：不能执著因果取舍。这简直是乱说，凡夫怎么可以

不取舍因果呢？

学佛的也好、不学佛的也好，按理来说，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对

待因果，因为无论学不学佛，因果都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但

是很多人听不进去，觉得他的眼睛看不见就没有因果，他是不是敢

确定呢？他也不敢确定，也不相信眼睛看不见的就不存在，那他为

什么要排斥因果呢？完全没有理由！

这就是邪见的同行等流果。如果这一世某人有邪见，其同行等

流果，是下一世还会有这样的邪见。生生世世习惯于保持邪见的人，

尽管在现世并未真正看到没有因果，也未找到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依然喜欢保持这样的邪见，这是前世的因缘。这种人如果这一生

不改变，则以后的生生世世都是这样，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作为一

名佛教徒，在因果取舍上一定要认真对待。

另外，假如现在发誓不杀一种生命，即使这种生命是你一生当

中想杀都杀不了的，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因为，你以前肯定杀

过这种动物，现在就可以清净这些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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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今天发誓不杀恐龙，其实，即使不发誓，现在想去

杀它也办不到，但是这样发誓有没有用呢？有用！因为恐龙是以

前地球上存在过的一种生命，而且它存在时我们也存在，那时我

们肯定杀过它，这个业因种子至今还留在心里，它的士用果时时

刻刻都在增长，现在若发誓不杀，从此以后它就不再增长，就被

控制下来了。

所以，即使今生没有可能去做的罪业，也要发誓不做，这样可

以使往昔所造的罪业从此变成善业，若不发誓而仅是不造恶也不是

善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造过很多业，现在该怎么对治呢？最好的办

法，是金刚萨埵修法，它是专门忏悔、对治这些罪业的。

这时具体的修法是什么呢？

首先了解内容，何为恶，何为善，它们的果报是什么，善恶与

轮回有何关系，其次在身、口、意的要点做完后便静下来，一一思

维——杀生曾经做了多少，偷盗做了多少，邪淫做了多少……全部

反省反省。有些已经记不清了，能记起的都要回忆。回忆这些做什

么呢？因为必须要对以前所造的罪业生起强烈的后悔心。在此后悔

心的基础上，还要发誓：我以前有意无意做错了，现在已经很清楚

地认识到这是不该做的，那么，以后我就不再做了。如果今后不能

保证完全停止，就只有发誓要尽量减少。具体的修法就是这样。

以上四个修法叫四个外加行，其共同目标是让人建立圆满的出

离心。现在我们仅仅是闻思，还没有来得及修，你们也许不会有很

强的出离心，这也没有问题，还可以修，可以培养。世上所有的观点，

都是可以培养起来的。不修就是问题，能修就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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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为只有念经才是做功课，功课不一定都是这样。最关键

的功课，是内心去思维、去感受，这才叫修行。有些修禅宗的人总

有这样的概念：修行就是什么都不要想，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认；

修净土的有一种习气，认为修行只是念佛，拼命地念，这才是做功课，

其他的也都不认。

这些都不对。念佛当然好，但是若没有这些基础——出离心和

菩提心，仅是嘴巴念，也不是没有功德，却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参禅当然好，但是若基础的出离心、菩提心都没有，只是什么也不想，

这又有什么用呢？很多动物都要冬眠，在漫长的冬眠时间里，也没

有粗大的念头，却还是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这些基础修法，无论

是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都需要的。

前面讲过三个阶段，第一出离心，第二菩提心，第三空性。在

前两个阶段，所有的教派是没有区别的，没有一个教派会排斥菩提

心、出离心。只有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修空性的时候，才有所不同，

那时各个教派的方法都不完全一样。所以，不能以为什么都不想才

是做功课，不能以为只有念佛才是做功课。外四加行是所有教派都

要修习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念佛、参禅不是更圆满、更圆融吗？我

们不能流于片面，在片面基础上做出来的结果也是片面的，意义不大。

外加行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去修。

在修完这四个修法后，也许出离心真正地培养出来了，那当然好；

也许出离心还不够坚定，那也没有问题，还有时间继续修，这样出

离心肯定会修起来，然后再修皈依发心。

外加行讲完了，现在就轮到你们去思维、去观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