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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持上师瑜伽的意义

上师瑜伽虽然是五加行中最后的修法，但上师瑜伽却是证悟大

圆满最殊胜的途径。平时我们修任何一个法，都离不开上师瑜伽的

修法。

证悟大圆满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广泛闻思，继而修出离心、菩

提心、曼荼罗，行菩萨道积累大量资粮，当资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

时候，就能证悟空性；另外一种，是依靠具德上师的加持。

得到具德上师加持的前提，是一颗虔诚的心。虔诚的心越强烈，

就越能得到加持。如果没有诚心与信心，哪怕佛菩萨、上师们再慈悲，

对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想，禅宗虽然没有强调上师的加持，但禅宗的证悟方式也应

该需要上师的加持。

《普贤上师言教》中，引用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性休息》，

以及智悲光尊者的《功德藏》等论典中的教证，宣讲了很多密宗金

刚上师的功德、标准与条件。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里面，也讲了上师的标准。但佛经中也讲过，若能找到一位具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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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德的够格上师，那是再好不过，实在找不到，最起码也应具备

其中的世俗菩提心，这是大乘上师的最低标准。因为戒定慧的所有

功德，都必须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虽然上师既有佛的化身，也有菩萨的化身，乃至普通凡夫，也

可以担当上师的职责，所以不一定都是佛。但上师能给予我们佛一

样的功德，所以在找到具德上师之后，就应像佛一样恭敬对待。

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真的有福报见到释迦牟尼佛，

佛会不会示现神通让我们直接往生净土，或采用什么特殊方法让我

们直接证悟呢？不会。

虽然佛陀住世期间，每传一次法，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或非人发

菩提心、成就阿罗汉的果位或者成佛，但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佛的身

边，却连基本的禅定都没有修出来。佛帮助我们的唯一方法，就是

给我们指一条解脱之路，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修。正如佛经云： “吾

为汝说解脱法，解脱依己当精进！“解不解脱，还是要靠自己。

同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佛，但我们的上师却正在做着佛

的工作一无自私、无条件地给我们指一条修行解脱之路。虽然上

师传法的时候，没有佛陀传法的时候成就的人数多，但这都是因为

听闻佛陀讲法的众生在过去的多生累劫当中累积了资粮，根机成熟

了，所以能在佛转法轮的时候当下证悟，那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我们因为福报浅薄、资粮鲜少、孽障深重，所以不能证悟，这能怪

上师吗？当然不能！只能怪我们自己。既然上师做了佛的工作，所

以我们应该把上师视为佛。

佛经上也有记载：在末法时代，佛不会以佛的形象出现，而会

以善知识或其他众生的身份来度化众生。在上师或其他人当中，很

可能有佛菩萨的化身。

但如果上师既没有给我们传过法，也没有任何佛法方面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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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好说了，除非是有其他的加持让我们开悟、解脱，否则就不

能说上师是佛。这样的上师，也不一定有佛一般的恩德。能用神通

或其他方法转化、挽救弟子心里的恶念，这种上师才是真正的上师。

有些显宗与其他教派的法师，对藏传佛教十分强调对上师的绝对

信仰与恭敬十分不以为然，认为太过极端。其实，视师如佛的观点不

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在显宗的《般若摄颂》里面，也有相似说法。如云“贤

善弟子敬上师，恒依诸位智者师。因智功德源千彼，随说般若波罗蜜，

佛诸法依善知识，具胜功德如来语。”只是密宗比较强调而已。

就像学生不听老师的话，不恭敬老师，不会学到老师身上的优

点一样。对上师没有信心，就得不到证悟。

当然，不具备法相的所谓上师，不是真正的上师，而是伪上师，

我们不必把这种人当成佛来看待。即使自己号称是上师、成就者、

高僧大德，我们也要再三观察。盲目依止、崇拜人格低劣的人，是

非常危险的。

我们平时看到上师的时候，嗔恨心、贪心等各种世间的念头也

会出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信心不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上师

本身的加持、功德不够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即使看到

释迦牟尼佛也生不起信心，而且还会诽谤释迦牟尼佛，想让这种人

生信心，也是很难的。

本来上师度化众生不需要靠神通，但有些时候还是有这样的显现。

《米拉日巴传》里面就讲过一段公案：米拉日巴有个弟子想回

老家，米拉日巴不同意，但他却违背教言，不顾师父的反对回家了。

回家后有一天，弟子想干一件不如法的事情。米拉日巴以神通让弟子

的头遭到猛烈撞击，在疼痛难忍的当下，想千这件事的念头也消失了。

在我们的传承上师里面，有非常了不起的上师，把他们这样的

人当做佛，当做我们的精神支柱，一切都依靠他们，就没有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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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得到加持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福报不够，既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也没有看

到龙树菩萨、无著菩萨等了不起的上师，但有些人见过法王如意宝。

法王如意宝是真正的佛，虽然每个弟子都会说他的上师是佛，但法

王如意宝却是当之无愧的佛。包括莲花生大士的授记、释迦牟尼佛

的授记等很多经论中，都有关于法王如意宝是佛的化身的证据。

虽说要亲近、恭敬上师，但不一定要在外在身体上与上师保持

亲近。只要心中有信心和恭敬心，与上师的距离不是问题。当年米

拉日巴就是这样，他在上师那里得法以后，上师也没有让他待在自

己身边，而是让他自己去修行，所以米拉日巴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上

师。但因为他的信心非常强烈，所以也能即生成佛。倘若没有虔诚

的信心，即使一天到晚待在上师身边，也得不到加持或开悟。

二、具体修法

这个上师瑜伽修法很简单，却包含了上师瑜伽的所有内容：第

一，观想；第二，供养、祈祷；第三，接受灌顶。即使是很广的上

师瑜伽仪轨，也是这些步骤。

（一）观想

阿

轮涅诸法本净觉性中，自性不灭智慧五光界。

本体具德文殊金刚尊，行相唯一估主如意宝。

“阿”，很多仪轨的前面，都有这个“阿”字，代表空性、法

界。无论观想上师还是本尊，都离不开空性，“浅谈生起次第＂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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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慧灯之光》）里面讲的三种禅定中的第一种，也是这个意思。

万法都离不开空性，都在空性当中诞生，在空性当中存在，并在空

性当中消失。

“轮涅诸法本净觉性中”, “轮”也即轮回，我们看到的三界

六道等一切不清净现象，就叫做轮回。轮回不仅指一个生命从死亡再

到转世投生的一个生命个体的轮回，而是指包括外界的山河大地在内

的所有世俗谛的不清净现象。 “涅＂，也即涅桀，也就是指如来藏。

轮涅诸法本来清净，前面的“阿”字，也代表一切轮回和涅桀

之法的本体为平等、清净。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就像六祖慧能大师

说的“本来无一物”，本来就没有任何清净与不清净，在胜义谛当中，

一切都是清净的。

前面刚讲了清净和不清净都不存在，后面又说一切都是清净的，

这话不是矛盾吗？不矛盾。世俗人所想象的清净和不清净，是相对

的，不成立的。而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述最终剩下的法界、如来藏，

就只有用“清净”一词，因为我们的语言准确性不高、精确度不够，

所以只好如此。本来如来藏没有任何污垢，没有任何不清净的现象，

所以这样表述也没错。

当有一天我们感悟到真正的清净时，就能像禅宗说的“如人饮

水，冷暖自知”，就能切身体悟到其中的含义。

本来清净的佛智，也即“觉性”，从第三转法轮的术语来讲，

是如来藏；从密宗的术语来讲，叫做自然本智；从窍诀派的语言来

讲很简单，就是心的本性。远离所有烦恼以后，如果没有任何东西，

则是龙树菩萨的《中论》里面讲的单空，而不是觉性。

就像衣服穿脏以后，可以洗得很干净，因为污垢不是衣服的本

质，而是突然沾染到衣服上的。如果污垢是衣服的本质，则是没办

法洗掉的。同样，我们的所有烦恼，都不是我们心的本性，所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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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净、可以断除。如果烦恼是心的本性，那就无法改变了。

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还是有一点点偏千空性，

真正在“本来无一物”之后，就是光明的觉性。

在显宗经典中，释迦牟尼佛给弟子宣讲如来藏的时候，因为如

来藏不属于凡夫的境界，所以无法证明给弟子看，只有伸出舌头，

露出广长舌、法轮标记（均为佛陀特有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之一）

等不同于常人的相好，然后淳淳告诫弟子：因为我多世累劫当中没

有撒过谎，才会有如此相好庄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说完之后，

释迦牟尼佛才开始宣讲如来藏。

在密宗的经典里，没有这么麻烦。当弟子把五加行修完以后，

不但可以让弟子听闻佛的语言，而且还有很多直指心性的窍诀，让

弟子自己去体会本净觉性——本来清净，远离一切戏论、执著，空

性和光明双运的自然本智。

“自性不灭智慧五光界”, “自性”，即如来藏、自然本智。

“不灭”, 《华严经》里讲得很清楚： “纵使不可思议之宇宙

被火烧毁，然虚空不可摧毁。自然本智，亦复如是。”这段话的意

思是说，即使在我们心里有痛苦、快乐等情绪，贪嗔痴等烦恼，以

及信心、慈悲心等善念的任何时候，如来藏或自然本智却如如不动、

坚不可摧。既然《华严经》都这样说，密宗就更不用说了，故而说“自

性不灭”。

可惜的是，即使心的本性中有光明如来藏，但如果不修行，对

上师、对法没有信心，那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自然本智。

“智慧五光”，五光象征佛的五种智慧。实际上，在我们心里，

本身就具备佛的五种智慧。

之后观想法王如意宝的时候，首先应从自己的本性清净当中观想。

其实，不仅修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时应该这样，无论观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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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本尊、任何佛菩萨都应该这样——把自己心的本性如来藏观想为

佛，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佛本来就是光明如来藏的显像，光明如来

藏好比大海，佛菩萨及坛城有如大海的波浪。

“本体具德文殊金刚尊，行相唯一估主如意宝”，观想本尊形

象为我们唯一的估主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其本体，为具德文殊金

刚尊，也即文殊菩萨。法王如意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可以说也是

一切佛菩萨的化身。

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有两种观想方法：大圆满前行《普贤上

师言教》里的上师瑜伽，是本体观想为自己的根本上师，相貌观想

为本尊莲花生大师；在第二个修法中，则是本体观想为文殊菩萨，

形象为法王如意宝。上师长什么样子就观想什么样子。

对上师非常有信心的人，比较适合第二种观想，如果对自己上师

的信心不太强烈，就适合第一种观想方式。当然，如果对自己的根本

上师根本没有信心，那就没有必要修上师瑜伽了，修了也没有用。

修此上师瑜伽的时候，无需观想其他人，就观想法王如意宝。

如果对其他上师有信心，无论十个、二十个、 一百个，都可以观想

与法王如意宝为一体。这样观想的原理，佛经里面是有记载的。因

为此处修的，是传承上师，所以即使没有见过法王如意宝，也一样

能得到加持。

白明美颜班智达之饰，说法手印持执宝剑函，

二足珈跌照射无边光，一切自现观为净明然。

“白明美颜班智达之饰，说法手印持执宝剑函＂，观想上师的

面容为洁白、鲜明、美好的庄严之相，身着班智达的衣饰，手结善

知识说法时结的说法手印，并执持宝剑与经函。

（现有的法王如意宝唐卡中法王穿的衣服，是藏传佛教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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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班智达的衣服稍有不同，班智达的衣服应该是一件蓝色的短袖，

其他的袭装等等是一样的，但如果实在想不出来，依照唐卡的样子

观想也可以。）

右边的宝剑，代表慈悲心，它不是针对任何众生，而是针对烦恼，

针对无明，象征以慈悲的宝剑断除众生的无明；左边的莲花上面，是

代表智慧的一本般若经函。宝剑与经函的结合，象征智慧和方便双运。

“二足咖跌照射无边光”，两腿双盘结金刚珈跌坐，并发出无

边无量的光芒。

“一切自现观为净明然”, “自现“是指自己所感知的现相，

包括看到的物体、听到的声音等等。本来自己所感知的世界，就是

自己的世界，自现也就是自己的现象。在修此法的时候，要将自己

的现象观为清净、光明的法王如意宝。

（二）祈祷

前面是观想部分，之后就开始祈祷。祈祷的时候，要念诵法王

如意宝的祈祷文：

自大胜境五台山，文殊加持入心者，

祈祷晋美彭措足，证悟意传求加持。

“自大胜境五台山，文殊加持入心者”，法王如意宝当年朝拜

五台山时，在五台山的善财洞中闭关二十一天，在禅定境界中见到

文殊菩萨，并示现文殊菩萨的加持入于心间。

本来法王如意宝与文殊菩萨无二无别，他本身就是文殊菩萨，

并不需要文殊菩萨的加持。他这样示现，就是告诉我们：如果真心

真意地修任何本尊法，是可以得到加持的。

“祈祷晋美彭措足，证悟意传求加持“，祈祷法王如意宝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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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措之莲足，让我们通过意传加持，得到法王如意宝的证悟境界。

意传加持是可以得到的，但得到加持的方式，不像电脑拷贝那

样轻而易举，而要通过自己的修行，并结合对上师的信心，就可以

证悟到与法王无二无别的境界，这叫做意传。

观想、祈祷的同时，要对上师发起强烈的信心，最好能激动到

眼泪直流、汗毛竖立的程度。如果实在对上师生不起信心，就要去

了解上师的功德，看上师的传记，并从中获知法王如意宝弘法利生

的事业等等，这样就能生起强烈的信心。

之后，就念诵上师祈祷文，念诵的数量没有规定，当然越多

越好，但也要考虑自己的时间。念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进入第三个

阶段。

（三）受灌顶

灌顶有三种：基灌顶、道灌顶、果灌顶。

今生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灌顶，叫做基灌顶。基灌顶一定要找一

位具德上师赐予。

以后的灌顶，叫做道灌顶。道灌顶不一定需要上师赐授，自己

也可以观想灌顶，如果能清楚地观想，效果完全一样。比如说，如

果犯了密乘戒，就先需要忏悔，忏悔之后还需要重新受戒，在这个

时候，通过观想的方法也一样能得到密乘戒，这叫做道灌顶。

在十地末尾最后得到佛果时，十方诸佛会赐予灌顶，就叫做果

灌顶。

此处的灌顶，属于道灌顶。

后师巳成五光之明点，由从自顶渗入于心间，

当思诸佛智慧总集师，获得与彼同份之加持。

观想上师化为五种颜色（代表佛的五种智慧）的光或明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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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头顶发旋处进入身体，经过中脉融入心间。之后观想自己的心，

与诸佛智慧之总集一法王如意宝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获得与上

师如意宝一样的加持与功德，并安住在此境界当中。

如果已经证悟大圆满或证悟了禅宗的开悟境界，就在此时进入

大圆满或开悟的境界中安住；如果根本没有开悟，就观想自己的心

融入上师的智慧之后，什么也不想，只是安住即可。不思维任何事情，

既不迎接未来、追究过去，也不观察当下。静下来，在这个状态当中，

一切都像虚空一样是平等、清净的。这样安住的结果，就有可能证

悟——找到胜义谛的上师。

本来上师的心，就是光明如来藏，我们的心融入上师的心，也

即我们的所有念头都消失于法界光明如来藏当中，最后只剩下光明

如来藏。这实际上也是佛菩萨证悟的境界，第一次证悟大圆满的时

候，也是类似的状态。

其实，如果把上师和自己看做两个人，则两个人的心永远不可

能变成一体，但上师的心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心。我们的心的

本性不仅是上师的智慧，而且也是诸佛菩萨的坛城，包括寂静本尊

与忿怒本尊的坛城。

此处要注意的是，当心静下来以后，很多人比较容易找到一种

很舒服、很透明、很清静，没有任何杂念的感觉。我们千万不能认为

这就是证悟空性，这是阿赖耶识，与解脱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此基础上，

可以找到证悟的境界，心的本性光明如来藏，也叫做胜义谛的上师。

给我们传法灌顶的根本上师，是世俗谛的上师。胜义谛的上师，

就在我们心中。胜义谛的上师，是我们最终的、真正的上师，他从

无始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的，

但我们却看不见。通过世俗谛上师教言的引导，就能看见胜义谛的

上师。我们平时见到的所有上师，都是世俗谛的上师，实际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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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上师。同样，当年很多人看到的示现出家形象的释迦牟尼佛，

也不是真正的佛，而是佛的一种形象。真正的佛，是光明如来藏，

也即佛的法身与报身。

佛在《金刚经》里讲得很清楚：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有些人认为，看到释迦牟尼佛具有

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的庄严色身，就是见到了佛；有些人认为，佛是

具有声、香、味、触，或受、想、行、识等等的。但佛告诉我们，

如果以为色相、声音”是我”，就是在行持邪道，永远见不到佛。

但世俗谛当中的佛菩萨、善知识还是需要的，因为只有这些世

俗谛的显现，才能度化我们这些凡夫众生。譬如，要度化畜生，就要

示现畜生的形象，才能与它们沟通、对话，并引导它们修行，走解脱道。

如果示现为言语不通的人类，就只能给它们念佛号了。虽然佛菩萨已

经超越了世俗谛，不再有血肉的身体，但为了度化我们，还是会示现

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没有办法度我们，清净现

象当中的普贤王如来，佛的报身、法身虽然殊胜，但也没有办法度我

们，因为我们之间无法沟通，所以世俗谛的上师是非常重要的。

世俗谛的上师，我们已经有了，但胜义谛的上师我们究竟找到

没有，就只有问自己了。胜义谛的上师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就

往自己的心里去找。如果没有找到胜义谛的上师，就没有达到世俗

谛的上师的目标，所以我们还需努力。

如是离意法身中入定。

就这样在远离所有杂念的法身境界中入定。这样的修行，也可

以叫修大圆满、大手印、大中观或禅宗的禅定。

如果这样认认真真地修了，还是没有证悟，那就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对上师的信心不足；二是业障深重。排除这两个问题的方法，

第一要增长对上师的信心，第二是修金刚萨捶修法，这样就没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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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证悟。

当安住几秒钟或者一两分钟以后，又可能会生起杂念，这时候

就设法重新安住。

彼中起座时，观诸现有即师本性，而行平常威仪也。

之后是回向、出定。

从定中起座的时候，观修“现“器世界， “有“有情世界，也

可以说万事万物皆为上师之本性。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坐车、上班、

忙碌、清闲等任何时候，都应把所有现象观想为清净的上师本性之

显现。

万物怎么可能是上师呢？

山河大地在显现上虽然不是上师，我们的上师不可能是一条河

或一座山，但山河大地的本体是佛的清净坛城。心的本性是胜义谛

的根本上师，所有一切现象均为上师的本性。

很多还没有正式听到大圆满的人，会对大圆满很向往、很羡慕、

很期盼，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正有机会听到大圆满，大圆满的具体

修法就是寥寥的一两句话，就像《六祖坛经》所讲的核心文字也只

有几句话而已。

这么简单的语言怎么能让我们证悟呢？最重要的助缘，就是修

加行，让我们的根机成熟，然后再加上上师的加持，就万事俱备，

只欠证悟了。

上师瑜伽非常重要，以后修任何法，首先都应该修一遍上师瑜

伽，然后在与上师无二无别之境界中安住，生起杂念以后，再去修

日常的修法，之后回向。这样一定能找到胜义谛的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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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瑜伽速赐加持

（藏音） （汉意）

皈依、发心

桑吉丘当措杰巧南拉

向却瓦德达呢嘉森且

达给因所吉波所南吉

卓拉潘协桑吉哲巴效

啊

克迪秋更嘎达如波昂

让当玛格义西喔尼龙

喔吾华单加毕多吉拉

南巴加吉义新洛布尼

嘎萨则争班智达义其

（三遍）

秋恰夏吉日阿支拿瓦南木

夏尼吉中喔热莫美卓

让朗达毕坚得拉美萨

诸佛正法贤胜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

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

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

啊

轮涅诸法本净觉性中

自性不灭智慧五光界

本体具德文殊金刚尊

行相唯一估主如意宝

白明美颜班智达之饰

说法手印持执宝剑函

二足珈跌照射无边光

一切自现观为净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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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者：

涅庆日喔赛内香更思

嘉华头吉新拉义拉门

晋美彭措夏拉所瓦代布

共机多巴破瓦新吉罗

自大胜境五台山

文殊加持入心者

祈祷晋美彭措足

证悟意传求加持

随力念诵后：

塔尼喇嘛喔内头耐吉

让格协喔涅修酿为腾

嘉更义西玫地喇嘛当

嘎瓦娘波新拉托巴萨

后师已成五光之明点

由从自顶渗入千心间

当思诸佛智慧总集师

获得与彼同份之加持

如是离意法身中入定，彼中起座时观诸现有即师本性，而行平

常威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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