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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义

（一）概述

《离四贪》，是萨迦派五位祖师大德之一的根噶宁波 12 岁时撰

写的一个修行窍诀。它不仅在萨迦派中非常著名，也受到藏传佛教

其他教派与汉传佛教的高度重视。离四贪，即远离四种贪心。其内

容浓缩了所有显宗法门的教言，与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法

王如意宝的《胜利道歌》意趣基本一致。

（二）《离四贪》与《三主要道》的差别

《离四贪》与《三主要道》有什么差别呢？宗喀巴大师的《三

主要道》是从肯定的角度来论述的，比如：出离心是什么？菩提心

是什么？什么叫空性见等等； 《离四贪》教言则是从否定的角度来

论述的，比如：什么不是出离心？什么不是菩提心？什么不是空性

见等等，二者之间的差别只是视角的转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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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离四贪》的必要性

很多人常问：修外加行、内加行或菩提心要修多长时间？什么

时候算是修完了？通过学习《离四贪》教言，就不需要问别人，自

已衡量对照，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算是修完了出离心或菩

提心，还需不需要继续修等问题，所以，学习《离四贪》很重要。

（四）《离四贪》的来历

根噶宁波是名副其实的观世音菩萨化身，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非

常了不起的修行人、瑜伽士。

在根噶宁波 11 岁的时候，父亲圆寂了。母亲告诉他：你现在还

很小，管理不了这个寺院，应该先去学习佛法。瓦日译师是你父亲

生前的好友，他不仅是翻译佛经的成就者，而且修行等各方面都非

常好，你应该先到他那里去学习。千是，他便随同母亲一起去拜见

瓦日译师。瓦日译师告诉他说：学习需要智慧，智慧本尊是文殊菩萨。

在闻思之前，要先修文殊菩萨。随后给他灌了文殊菩萨的顶，传授

了一些文殊菩萨的修法，并让他去修持。

在他修行的 6 个月中，时而看到一个白色的人，时而看到一个

很大的白色狮子来骚扰他的修行。他将此事禀告上师，上师说：这

是一个护法在干扰，是他命中的障碍，应该先暂时把文殊菩萨的修

法停一停，修一修不动佛的修法。在灌顶、传法之后，他开始修不

动佛的修法。修了一段时间以后，以前在修行过程中看到的大狮子、

白色的人等现象都消失了，修行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就这样继

续修了 6 个月后，有一天，他在禅定中真实地见到了文殊菩萨（就

像法王如意宝在五台山修行时见到文殊菩萨一样。以前的高僧大德

及修行非常好的人，都会见到自己所修的本尊，在本尊座前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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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共同和不共同的成就）。文殊菩萨给他传了《离四贪》教言，教

言文字不多，只有四句：第一、贪爱今生非教徒；第二、贪爱三界

非出离；第三、贪爱自利非菩萨；第四、若有执著非正见。他深深

地体会到，在这四句教言当中，已经包含了所有显宗部分的窍诀。

后来的很多萨迦派祖师大德，包括萨迦班智达在内，都撰写了《离

四贪》教言方面的注解和修法。从此，这四句教言就成为萨迦派法

脉中非常重要的窍诀。

（五）窍诀是提炼出的精华

所谓窍诀，是指不需要学太多知识，仅仅依靠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能找到一条解脱之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不叫窍诀；用言简

意陔的方式传讲深奥的东西，让大家轻而易举地通达、精通，才叫

做窍诀。它是从佛法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文字虽简单，但内容却深

不可测。自从阿底峡尊者进藏以后，噶当派上师们传下来的法脉当中，

就出现了很多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等方面的窍诀。比如把出离心、

菩提心与空性见从广博浩渤的佛法中提炼出来，从而形成的“三士道”

的修法，就是传自阿底峡尊者，后来由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

广论》中广为弘扬的窍诀法门。

二、正义

（一）“贪爱今生非教徒”

1．释义

“贪”或“爱”，在佛经里的意思都是指贪着。 “教徒”特指

佛教徒，即修持大乘佛教或小乘佛教的人。此句教言的意思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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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贪爱今生，不考虑后世、解脱，更不考虑成佛，就不算是佛教徒。

不仅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甚至信佛的人当中，也有相当一部

分人，是仅仅为了现世生活中能够得到健康、长寿、工作顺利等目

的而信佛的。虽然他们也相信佛的功德，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但教言中指出：他们不算是佛教徒！

我们知道，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和《菩提道次第广论》

中讲的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的修行，都不是为了今生。如果仅

仅为了今生而行持任何善法，不仅不是上士道和中士道，连下士道

都不是，所以教言里面叫做非教徒。

如果要成为大乘佛教徒，需要有不造作的菩提心；要成为小乘

佛教徒，必须要有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则无论做任

何善事，都既不是大乘法也不是小乘法，所以就叫非教徒！

2．修行的底限 不仅为今世

很多人既没有，也不愿意修出离心、菩提心，但为了现实生活

的利益一健康、长寿等等，也愿意皈依。从皈依的角度来说，这

种人也算佛教徒，但真正的皈依却达不到。因为首先皈依佛，是希

望得到佛的果位；皈依法，就是发愿修学释迦牟尼佛的法。所谓的法，

包括大乘法和小乘法，既然在三宝座前发誓皈依佛法，又没有修学

释迦牟尼佛的法，就算不上是上士道、中士道和下士道的任何一道，

也不是真正的皈依。

虽然他们做的善事有福德，但福德却很小，只能在现世中有一

些果报。但如果他在过去造了很大的业，比如说杀生，他也是在久

堕地狱之后才投胎为人的，则可能因为过去的罪业还没有清净，今

生就要继续感受恶果，所以也会出现生病，短命等障碍。而且，由

于他仅仅是为了现世而修行，与解脱和后世都无关，发什么心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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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果，所以，在今生过后，下一世他就不会再得到任何利益，这真

的非常可惜。从佛教看，发什么心得什么果，他们这样做善事在现

世会有一些果报，但今生之后没有任何利益，非常可惜。

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来世的人天福报而修行，但同时也希望现世

能健康、长寿、发财、工作顺利等等，这样的修行虽然没有错，但

只能算是下士道。

这些划分界限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很多人皈依了佛门，

自认为是佛教徒、修行人，但他们仅仅是为了现世生活的一些利益

而念咒、诵经、磕头、当义工、募捐等等，就根本不算是佛教徒。

在这个教言当中，我们要汲取的主要内容是：修行的时候，上

上的发愿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假如心力不够，不愿为一切众生

而修行，至少也要为自己的解脱而修行；实在对解脱也提不起兴趣，

也要为了来世而修。因为来世是漫长的，今生是短暂的，无论如何，

也不能鼠目寸光到来世都不考虑的地步。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将来，都会为了将来做一

些准备，比如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但世间人的眼光却没有超

过今生的区区几十年！而佛教徒同样也会为了将来做准备，但佛告

诉我们，我们的将来不仅是今生的几十年，而是未来乃至成佛之间

的漫长岁月。即使不想成佛，不想解脱，也应该考虑来世以后的境遇。

为此而修人天福报，还可以算作是下士道，这是修行人最起码的底限。

当然，在回向成佛、解脱或来世的同时，也可以回向此生的健康、

长寿、快乐，但前提至少要建立在下士道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无论在打坐修菩提心、修空性、念咒、诵经，还是

行持其他善法的时候，如果仅仅回向现世的利益，那就大错特错了，

即使相信佛有加持力，祈祷佛救度、帮助自己，也不是标准的佛教徒，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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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来世做准备

不少人认为：佛教徒不求现世，只求来世的理念是荒唐的。

其实，真正的佛教徒是既不求现世，也不求来世，而只求解脱。

当然，佛教徒中修下士道的人会追求来世的幸福。但这样的追

求究竟是错误还是正确，必须先弄清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就是要知道

来世到底存不存在。如果来世真的不存在，那佛教徒的做法就是错误、

荒谬的；但如果不但不能否定来世的存在，而且可以证明来世的存在，

那佛教徒的这种做法就是高瞻远瞩、卓识远见的表现。既然大家都

在为今生的将来存钱、买保险。农民种庄稼也是为了几个月以后的

收成。为来世做准备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4. 小结

“贪爱今生非教徒”，是从否定的角度阐明：如果仅仅为了贪

爱现世的吃喝玩乐做打算，则即使行持善法，也不算是佛教徒。我

们可以用这句教言为标尺，衡量自己是不是标准的佛教徒。

（二）“贪爱三界非出离”

1．释义

出离，就是离三界苦，证涅梁乐。修外加行的目的就是修持、

培养出离心。

很多人经常问：什么时候人身难得、寿命无常等外加行算是修

完了？

检测外加行是否达标的尺度，是观察自己是否仍然贪爱三界。

所谓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即六道轮回。对三界中欲界的

饿鬼、地狱、旁生三恶趣，应该没有人会贪爱，但还是有人会贪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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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两道的人天福报。真正的出离心是对三界六道非但没有丝毫的留

恋，甚至还有强烈的厌烦心。即使修行不是为了现世利益，但只要

还存有来世享受人天福报的心，不想成佛，不想解脱，就不是出离心。

如果贪爱之心还存在，纵然修外加行花费了两年、三年、五年，

都是徒劳，因为自己还贪爱三界轮回，哪怕尚存丝毫的贪念，就表

明没有修好出离心。没有出离心，这就是外加行没有修好的表现。

2. 常观自心修出离

修出离心，首先要了知三界六道充满了痛苦，之后自然就不想

再流转轮回了。

培养出离心的方法就是《离四贪》教言，具体修法就是外加行

的修法。

平时不观察的时候，我们会自以为是寻求解脱的人。但此时我

们要静下心来，好好检视自己：我想以后投生到哪里？有没有希望投

生到人间或天上的希望，如果发现自己真的对六道中任何一道都不

感兴趣了，就开始有出离心了，至少有了出离心的一半。至千另一半，

还要看自己有没有希求解脱的念头。如果有，就有了完整的出离心。

我们要常常观察自己，如果还贪爱六道中的任何一道，就是对

轮回痛苦思维不够，还没真正看清轮回的真相，没彻底了知轮回的

痛苦，就还需要继续修外加行。

3. 出离心的高限与低限

对轮回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一心寻求解脱，也即像米拉日巴大

师那样，放弃一切到山里修行，希望即生成佛的人，就有了高层次

的出离心。如果做不到，就从低限开始，虽然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

过得舒适一点，但最终的目的，不是享受人天福报，不是贪图物质

享受而是寻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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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美满幸福时，要想到：今生我既有舒适的生活，又有修

行的机会，这是真正的福报。但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没有太大意义，

我不能自认为高人一等而生傲慢，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走上解脱

的道路。能这样想，也算是有出离心。佛教徒也不一定要拒绝所有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一到风景区旅游，到海边度假，到欧洲自驾，

到咖啡厅喝咖啡，到茶馆喝茶，到电影院看电影等等，佛并没有要

求我们排除一切金钱与物质享受，一定要像苦行僧一样生活。但我

们不能当一个单纯的享乐主义者，不能把物质享乐作为生存目标，

在拥有优裕生活的同时，也追求解脱、珍惜机会，积极闻思修行，

这就是出离心的最低限度。

4. 小结

“贪爱三界非出离＂，把挣钱、享受作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

是严重的贪爱，这样就没有出离心。我们必须常常反观自心：自己

贪爱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最低限的出离心？如果连最低限的出离

心都没有，甚至以后都不能突破这一缺失，我们的解脱就没希望了。

（三）“贪爱自利非菩萨”

1．释义

所谓菩萨，是指发大乘利他心者。教言指出：如果贪爱自利，

不喜欢利他，随时随地都把自己的事作为头等大事的人，就没有菩

提心，当然也不是菩萨。

2．正视发心，低处着手

我们往往自认为正在修菩提心，甚至有人还自以为已经有了菩

提心。那不妨自我检视一下：自己是为了谁在修行？最贪爱、最在

乎的是自利还是利他？但目前的普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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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这一现状，不妨从低处着手：虽然不能在每一个生活细

节问题上都只考虑众生，但大的方向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把自己

的生命目标定为诚心实意地为了一切众生而求解脱，这样，就有了

最低限度的菩提心。

在没有证悟一地的无我见解之前，凡夫随时随地都会冒出贪爱

自利的念头一资粮道的时候比较严重，加行道后期会逐步淡化。

证悟一地以后，虽然没有明显的自利心，但还有自私的种子、习气。

所以，对凡夫来说，从低处入手比较切合实际，若是一下子要求太

高，总看不到希望，久而久之，就可能产生对修习大乘佛法退失信

心的危险性。所以，佛也没有这样要求初学者，而是要我们循序渐

进、次第有序地学菩萨道、行菩萨道。首先把生存的目标建立起来，

有了为一切众生而成佛的念头以后就算是菩萨了。如果连这个最低

标准都没达到，根本没有菩提心的影子，就说明自己还需要从头去

修菩提心。

3．修行的秘密 大乘发心

小乘行人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一心寻求解脱，不仅在生

活细节上，而且总的方向、目标也是为了自己，这与大乘佛法是完全

违背的。大乘佛教要求，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上都要比利己更在乎利他。

对很多人来说，做到不贪今生，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贪三界六道，

也勉强能接受。但不贪爱自利，就很难了。不过，我们也不用气俀，

通过菩提心的修法肯定能达到目标。

在修行的道路上，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人的发心有着不可思

议的力量，只要发心正确，总有一天目标可以实现。

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只要凭着一股勇气，坚

持不懈地去做一件伟大的事业，总有一天会达成目标。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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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就更有可能了，因为修行有很多方法。当内心不可思议的力量

释放出来以后，很多自己不敢相信的事情都可以完成。更不用说这

里面还有菩提心自身的力量，还有佛菩萨加持的力量以及很多其他

不可思议的力量。佛经讲了四种不可思议，发了菩提心，就有了其

中佛的力量不可思议和因果报应不可思议这两个不可思议。相信总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实现这个愿望。

4．抉择两种解脱

轮回没有长远的幸福可言，实在不值得留恋。不想继续轮回，

就必须寻求解脱。解脱有两种：大乘的解脱和小乘的解脱。小乘的

解脱只是解脱了自己，不能利益任何人，包括父母、亲友在内。如

果只顾自己，是很自私的。更何况，小乘的解脱虽然解决了自己的

生老病死，但也是暂时的解决，小乘阿罗汉最终也要发菩提心，也

要成佛，这叫做究竟一乘。在最终的时候，没有大乘、小乘，声闻、

缘觉之别，只有一乘，那就是成佛！

5．断灭见 自私自利的学说

几千年前，一个人想与自己的漂亮女儿行邪淫，遭到女儿的断

然拒绝。他为了欺骗女儿，便写了很多关千人没有前后世，也没有善

恶因果，应该及时行乐等方面的书。因为这种说法对一些人很有吸

引力，所以后来就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几千年后，仍有很多人在

大力推广这种学说。它彻底否定了轮回和因果，认为生命在死亡之

后就进入了绝对的虚无与断灭，因果报应也是佛陀捏造出来的谬论。

而实际上，人的生命并不是在死后就一了百了了，还有一个生命在

延续，那时的我们可能是人、动物，或其它生命体；那时的我们仍

然希求幸福害怕痛苦，但幸福和痛苦依然不受我们掌控，它是由因

果决定的，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只要还在轮回中，一切都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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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我们一定要清醒。

6．反观内省

我们必须常常自省，骨子里究竟追求的是什么？在一切正常的

时候，仿佛觉得自己就是菩萨，既有出离心，又有菩提心。一旦静

下来观察自己的潜意识就会发现，自己最想做的还是发财 在不

同地方，甚至不同国家买三四栋别墅，轮流去住；买几辆名车轮流

地开；衣柜里装满名牌衣服等等等等。

如今是整顿自己的时候了，发现不足之处，就相应地去修外加行，

尤其是四无量心与菩提心。

（四） “若有执著非正见“

1．释义

正见，是指证悟空性的正确见解。不能有任何执著，甚至对空

性的执著都不能有。如果存在着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执著，

就不是证悟空性的究竟见解。

2."执著空性”的深意

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讲：需要有空性的念头；

但藏传佛教早期的很多上师又主张对空性不能有执著。包括不少印

度论师在内的很多上师也认为：无论观察任何事物，当分析到空的

时候，连空的念头都不能有。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什么是对空性的执著？就是认为空性是真实的、存在的。其实，

宗喀巴大师的本意并不是这样，过去的上师们没有说错。宗喀巴大

师也认为，这样执著空性的念头是不准确、不究竟、不是实有的。

但在修行初期，宗喀巴大师说的是对的，要破除对物质的执著，

但是对空性的执著可以保留。当对物质有执著的时候，建立一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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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头、空的感受，就可以推翻我们对不空的执著。单空虽然不是

高层的空性见，但它与轮回的根源是矛盾的，所以能断除轮回的根源。

这样一来，对物质的实有执著就很容易推翻了。

在第六意识的范围当中，任何对立的价值观都有相互制约、此

消彼长的关系，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常规。

比如，如果有人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要打破这个观点，就要在

对方心里树立另一种相反的价值观－金钱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完

美，金钱有很多负面的影响。这样，才能转变他原有的观念，从而

慢慢减少对金钱的执著。

我们往往认为：一栋楼从刚刚建起到最后倒塌之间的七八十年，

一直都是静止不动、始终如一的。

要打破这个念头，就需要建立新的观念：实际上，这栋楼中每

块砖的分子、原子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生灭，一切都是无常变

迁的本质。这样就可以打破对楼房常有的执著。

我们天生就有着顽固的不空执著，如果连空的感受、观念都

没有，则即使打坐时心静下来了，感觉不到任何杂念，意识也会

落到阿赖耶识当中。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境界与大圆满里面

的论述非常接近，也看似可以同显宗佛经里面的论述对号入座。

其实，这只是心静下来而已，实则根本没有什么。意识落到阿赖

耶识之中的境界，与轮回一点都不矛盾，这种法修再长时间，都

对解脱没有丝毫助益。萨迦班智达和麦彭仁波切都批评了这种自

以为是的人。

当年很多修行人就是没有真正体悟到上师教言中的深刻内涵，

认为哪怕空性都是念头，任何念头都是杂念，都不需要，只要心静

下来就可以了，从而落入了这样的禀臼。宗喀巴大师为了让他们摆

脱这一固有程式，引渡他们走上解脱之路，就故意推翻了过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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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的观点，极力推广单空的观念。这种人在打坐的时候，他的境

界会落到空性当中，而不会落到阿赖耶识上了。我们如果能证悟这

种空性，已经很不错了。

不仅修密宗的气脉明点一定要有上师的指导，修禅也是一样。

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禅师指导，盲修瞎练似地修禅是非常危险的，

意识落到哪里都分不清楚。大手印、大圆满等密宗无相圆满次第的

修行也是如此。

3．远离一切戏论

“若有执著非正见”，若有执著，就不是正见。所以，最后对

空性的执著也要放下，空与不空，净与不净，有为法与无为法，常

与无常，幸福与痛苦，都是相对的法。任何相对的东西，其中一个

不成立，另一个也就不成立。比如说左与右，如果从来没有左的概

念，自然就不会出现右的概念。同样，如果从来都没有不空的观念，

空的观念也不会产生，空是观待不空而成立的。凡是相互观待的，

都叫做缘起；凡是缘起的，都是无常的有为法。所以常与无常、空

与不空也是凡夫境界中的概念，是释迦牟尼佛和后来的上师们为了

方便给我们讲空性，而创造的法相名词。

虽然密法中讲，一切现象都是清净的，但到了最后，清净和不

清净都要否定。虽然讲中观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切都是空性，但实

际上空性也不存在。在最后的境界中，根本没有语言能表述、意识

能思维的东西存在。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也再三提过：最后什

么都不承认。在标准的正见当中，不能有任何执著！

当然，什么都不承认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小偷明明偷了东西，

却死不认账的不承认；另一种是根本没偷东西，当然也不能承认。

同理，根本没有证悟，只是嘴上说不承认的人，就像偷了东西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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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是没底的；而真正证悟了的人说不承认，是没有什么语言可以

表达他的境界，就像没偷东西的人胸有成竹、理直气壮一样，这才

是真正的不承认。

4. 次笫修行，证悟实相

我们需要的当然是理直气壮、胸有成竹的不承认，但前提还是

要从人身难得、死亡无常开始，一步一步往前走。小学生学小学课

本，中学生学中学课本才是正经。如果小学生硬去学博士生的课本，

就注定会失败。所以，不修加行，直接修禅宗、大圆满的绝大多数人，

是注定会失败的。所以，还是要先修出离心与菩提心，然后再修空性。

空性也要分两个层次：先修中观自续派的空性——单空，这个比较

容易接受；然后再修远离一切执著的中观应成派的空性，这些全部

修完以后，再修一两年的寂止修法，这样就为以后修大圆满或大手

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后再去请一位真正的、有大圆满证悟境界

的上师传授大圆满，并孜孜不倦地修持，最后就一定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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