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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密宗的菩提心，并接受灌顶之后，就进入了密法之门。

密宗菩提心与显宗菩提心的差别在千：显宗的菩提心，是为了

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显宗法门，在经历三个无数大劫以后，才能够

成佛。密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密宗法门，一

定要即生成佛。即使不能即生成佛，也要在中阴身的时候成佛；如

果中阴身还不能成佛，就发愿下一世成佛。

密宗续部也讲过，保持清净密乘戒的密法修行人，最晚会在七

世之内成就。

在密宗菩提心的基础上接受第一次灌顶，就正式成为密乘修行

人了。从此以后，自己不仅是佛教徒，而且是修解脱道的人；不仅

是修解脱道的人，而且是修大乘解脱道的人；不仅是修大乘解脱道

的人，而且是修密法的人。

所以，对每一个想修密法的人来说，灌顶都是很重要的。没有

灌过顶的人根本不允许听闻和修学密法。进入密宗的第一步是灌顶。

想修密法首先必须灌顶。

但目前在灌顶方面，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不懂得赐授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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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灌顶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灌顶前及灌顶时应该怎么做。

如果赐授灌顶的人缺少一些灌顶上师的条件，就会导致灌顶不完美、

不圆满，甚至让得受者得不到灌顶；另一方面，虽然灌顶的上师具

各所有的条件，但得受者却不具备应有的条件，也得不到灌顶；第二，

灌了顶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得到灌顶以后没过多久，

就会犯密乘戒。本来灌顶的过程也是受密乘戒的仪轨。灌了顶以后

就要守密乘戒。但很多人接受灌顶多年，却仍然不知道上述内容，

不知道要守密乘戒，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密乘戒，更不懂得忏

悔，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连受

居士五戒都会小心翼翼、严格谨慎地抉择，而犯失密乘戒的过失更

是远远胜过了犯失居士戒的罪过，我们却反而不当一回事了。在此

提醒读者，在灌顶之后，必须学习密乘十四条根本戒或当次灌顶相

应的密乘戒，并保持誓言清净。

当然，学佛不一定要学密宗，假如自己选择的是汉传佛教的净

土宗、禅宗等等，就不需要灌顶，也没有犯密乘戒的危险了。但如

果准备学密法，了解一些灌顶的常识就是必不可少的。关于灌顶的

大致内容在“金刚上师与灌顶” （见《慧灯之光》陆）里面基本上

讲了，大家可以参考。此处再略作解释与补充。

一、灌顶的作用

灌顶的梵文发音，为“啊布肯扎”，其含义有两种：一是灌输，

本身佛性并不需要外界的灌输，因为原本就是存在的。但从表面上

看，通过灌顶还是灌输了一种力量，从而激活了如来藏本性；二是

摧毁，断除、破除、摧毁我们的贪、嗔、痴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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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活佛性

密法所讲的基、道、果三者当中的基，是每个众生自身先天具

备的。从密宗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贪、嗔、痴、慢、嫉五毒烦恼的本体，

就是五方佛的五种智慧。实际上，佛的五种智慧和五方佛是一回事。

佛的五种智慧就是五方佛的本体，五种智慧也叫做五方佛。五方佛

就是五种智慧的显现。在佛陀的境界里，是五种智慧；对菩萨来说，

其外表显现是五方佛。

五方佛或五种智慧，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本性当中。在我们还

没有学佛或没有灌顶之前，佛性虽然存在，却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

灌顶的作用就是激活佛性的功能，让佛性发挥作用。当然，从本质

上讲，佛性如来藏是无为法，不存在激活不激活，发挥不发挥的内涵，

但从现象的角度来说，激活的过程还是存在着的。

具体来讲，激活的程度有三种：

最上等的激活，是在得到灌顶的当下同时成佛，瞬间就圆满了

一切，中间的见道、修道都跃过去，根本不需要修。但这是非常罕

见的，在佛教密宗的历史上，只有一两个印度的成就者是当场成就

的。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只有当下证悟，而没有当下成佛的。

中等的得受灌顶，是在灌顶的当下证悟。在任何大圆满灌顶的

仪轨当中，都有介绍大圆满见解的程序。如果语言不通，且没人翻译，

肯定没办法证悟。但如果有人翻译，表达也比较精准，在金刚上师

具备德相，受灌人根机成熟——对密法、对上师三宝有着坚定不移

的信心，在灌顶之前，外、内加行都修得非常到位的情况下，当上

师用天然水晶来形容心的本性的时候，依靠上师的加持，受灌人就

有可能在灌顶，尤其是密宗最顶级的第四灌顶的时候证悟。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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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中也有因为某个特殊因缘而当下证悟的实例，譬如六祖惠

能大师，就是在听到五祖讲《金刚经》中的一句话的同时当即证悟的。

但这种证悟只是初步的证悟，还不是成佛。属千显宗或密宗五道当

中的加行道，连菩萨一地的见道都不是，更不是八地或十地。

最下等的激活，是既没有成佛，也没有证悟，有可能受灌者自

己都感觉不到。但因为上师的修法以及灌顶的力量，再加上受灌者

自身的观想，当这些条件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激活如来藏的功

能，赐予受灌者一种力量，从而使其快速证悟。

（二）授予权利

如果没有灌顶而学修密宗，不但不会有任何进步和成就，而且

因为自己违背了规定，所以还有盗法的罪过。

灌了顶以后，就有权阅读密宗经典，修持密宗修法，念诵本尊

心咒，宣讲密宗续部等等。当然，因为灌顶有好几种层次，在得到

有些灌顶以后，只能自己修，却没有资格宣讲；有些灌顶得到以后，

则既可以修也可以讲。

二、灌顶双方的条件

（一）赐授上师的标准

给我们灌顶的人，叫金刚上师。金刚上师的标准，在佛经，尤

其是密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参看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心

性休息》、 《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等论著。密法要求，

一定要找到具格的上师，才能得受灌顶，否则灌了也等千没有灌。

作为灌顶上师，还有一些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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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过去犯了密乘戒，密乘的戒体不清净或不存在了，

就不能赐授灌顶。

第二，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有一定的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禅

定。禅定的要求不是非常高，并非一定要达到一地菩萨、八地菩萨

的境界，有一定功夫即可。

第三，在灌顶之前，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闭关，把灌顶的主尊作

为本尊来实地修行。修行的时间不一定，但必须非常严格地按照本

尊修法要求念诵心咒。

第四，熟知从头到尾的灌顶仪式。

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而给别人灌顶，别人是根本得不到任何灌

顶的。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才可以灌顶。

现在自称是活佛、堪布、成就者、瑜伽士、空行母的人鱼龙混

杂，如果没有辨别真伪的智慧，很容易上当受骗。当年阿底峡尊者

进藏的时候，也是西藏惨遭灭佛之后，处于混乱不堪的时期（因为

在灭佛期间，西藏的出家人全部被迫还俗，所以当时的西藏基本上

看不到出家人。但很多在家修密宗的人却利用不起眼的身份，把除

了出家人戒律以外的所有密宗传承、修法延续下来，并于后弘期全

部公诸千世、广加弘扬。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藏传佛教）。

与阿底峡尊者进藏的同时，很多地方的其他所谓成就者以及各色人

等也纷纷来到西藏。因为当时的西藏黄金比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

是冲着黄金来的。仅仅骗走一些钱还没有太大关系，但因为其中一

部分人传了一些不太规范的法，所以让很多修行人受到一些不好的

影响。

阿底峡尊者最后圆寂的时候，针对这些情况，曾苦口婆心地教

诲后人： “不要到寻找黄金的人面前去听法，要以佛经为师。”释

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也告诫弟子： “以戒为师”。同样，自称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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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布的人不一定都是骗子。我们不能用带色的眼光去看待所有的出

家人或修行人，否则会造罪。如果不打算听法，就不要去观察对方，

而应该以恭敬的态度与对方相处，恭敬所有穿出家衣服的人，无论

他们有戒体还是没有戒体。这是皈依戒中的一条，凡是学佛的人都

应该遵守。但如果准备在对方那里接受灌顶或听法，就必须事先观察。

按照密宗的要求，在依止上师之前要观察 12 年。我们没有这

么多时间观察，那该怎么办呢？我个人比较推崇藏地老一辈那些公

认的上师，他们经历过很多坎珂，所以其修行境界也非常了不起。

当然，我不是说年轻人中没有好上师，我这样推荐，是在无法探知

对方深浅的情况下，保守且保险的做法。

现在有些人以密宗为借口，毫无顾忌地吃肉、喝酒、骗钱、破

坏别人的家庭，这都是末法时代的标志。不仅藏传佛教里面有这样

的人，汉传佛教当中也有一些假冒的出家人。当然在任何团体当中，

都免不了会有一些蛙虫或败类，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若有人说自

已有神通，说某某人与他前世有着什么因缘，是他的空行母，若与

他双修就一定能够解脱云云，凡是说这类话的人绝对是假的。同时

我们也要分清楚，这只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密法的问题。如果自己

轻易相信而上当受骗，那就是自己的问题。密法不但不是这样的，

而且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密宗典籍中讲过，如果以密法为借口而去

杀盗淫妄，罪过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杀盗淫妄！

所以，在没有观察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盲目接受灌顶，否则可

能会悔恨终生。密法是不能开玩笑的，一定要审视再三。

（二）得受者的条件

1. 出离心。如果学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健康长寿、升官发财，

则根本得不到灌顶。因为密乘戒是建立在菩萨戒和别解脱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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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而菩萨戒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别解脱戒又是建立在

出离心的基础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达不到预先的要求。

2. 菩提心。密法首先是大乘佛法，没有菩提心，就不能称之为

密法，更不能证悟空性。

3. 对密法坚定不移的信心。即使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但对密法

没有信心，最好暂时不要灌顶，这是有严格要求的。等到对密法产

生强烈信心以后，再去受灌顶比较安全。

4. 能够听懂所灌顶的内容，并且能观想灌顶时需要观想的本尊

及佛的坛城。

5. 灌顶以后，能够坚守密乘戒。 “密乘十四条根本戒”在《慧

灯之光》陆和其他讲述密乘戒的书上都有。在灌顶之前，先要看看

十四条根本戒的内容，并反问自己能否做到。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

接受灌顶；否则还是放弃为妙。

本来十四条根本戒里面，也没有一条是完全不能做到的。即使

是比较容易违犯的金刚道友之间的戒律——不得以严重的嗔恨心去

打骂对方，也可以通过熏习而养成习惯。偶尔师兄之间发生冲突，

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以后，立即赔礼道歉、改过忏悔，也可以将罪

过忏悔清净。佛陀制定戒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

绝不会制定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戒律。一般说来，如果对密

法有深深的信心与向往之情，基本上就能比较清净地守持十四条根

本戒。

具备上述五个条件的人，才是密宗的法器，才可以接受密乘戒

和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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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灌顶的种类

（一）基、道、果灌顶

一生当中第一次得到的标准灌顶，叫基灌顶；在第一次灌顶以

后，无论是上师赐予的灌顶，还是自己修上师瑜伽修法接受的灌顶，

都叫做道灌顶；最后在十地末尾，即将进入十一地而成佛的时候，

十方佛菩萨发光而赐予的灌顶，叫果灌顶。这种灌顶是显宗经典里

面也讲过的。

对我们而言，三种灌顶当中最主要的是基灌顶。因为要得到真

实、标准的基灌顶，必须要找到一位具德的金刚上师。道灌顶可以

自己受，所以有没有上师效果完全一样。而果灌顶，就更是不需要

我们操心的事情了。

（二）四级灌顶

唐密、东密或外密的灌顶，只有第一级灌顶。而藏传佛教的密

宗却有层次各异的四级灌顶，因为其深度更高一个级别，所以叫内

密。

外密的观点、修法、灌顶，都是介千显宗与内密的中间地带。

外密中没有出现高级别灌顶的原因，是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够成熟所

致。当显宗根机成熟以后，就可以先修学外密，再修学内密。如果

加行修法修得好，也可以让我们的根机成熟起来，从而跳过外密，

而直接修内密。平时我们经常灌的金刚萨捶灌顶、阿弥陀佛灌顶、

观音菩萨灌顶、大日如来灌顶等等，多属于外密灌顶。凡是有四级

灌顶的，都叫内密灌顶。

四个级别的灌顶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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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笫一级灌顶，叫宝瓶灌顶。

宝瓶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生起次第

有关的密宗续部和论典；第二个作用，是让气脉明点当中的脉，以

及身、口、意当中的身转化为佛身。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千灌

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生起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快速

成熟，并转化为佛的身体；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身体所造的罪业；

第四个作用，是播下佛的化身、报身、法身、自性身之四身中的化

身种子，并令化身成熟。

当然，所谓转化、清净与成熟，都是从表面上讲的，实际上并

不需要，因为其本质就是清净的。但毕竟表面上现在不清净、不成熟，

所以需要现象上的转化、成熟与播种。

2. 笫二级灌顶，叫秘密灌顶。

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只是命名而已。

秘密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初级的圆

满次第（也包括前面的生起次第）有关的密宗续部和论典；第二个

作用，是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可以借助于灌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

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法，让自己的语言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

的语言，并断除气脉明点当中气的障碍（密法认为，人体是由气脉

明点构成的，表象上是不清净的气脉明点，通过生起次第和圆满次

第的修法，可以转化为清净的气脉明点） ；第三个作用，可以清净

语言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可以播下佛报身种子，从而快速成

就报身。

3. 笫三级灌顶，叫智慧灌顶。

当然，这不是说只有这一级的灌顶才有智慧，前面的灌顶都包

含了智慧的成分，但这一级灌顶中，包含了超级的智慧，也即大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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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智慧。

智慧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后期的圆

满次第有关的密宗续部和论典。圆满次第分前后两个级别。前面的

圆满次第在第二级灌顶以后就可以修，但诸如像时轮金刚之类的高

级圆满次第，则需要在第三级灌顶以后才可以修；第二个作用，是

让气脉明点当中的明点，以及身、口、意当中的意转化为佛的智慧。

当下没有证悟的人，借助千灌顶所给予的力量，以及生起次第和圆

满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让自己的意识快速成熟，并转化为佛的智慧

第三个作用，可以断除意识所造的罪业；第四个作用，是得到法身

的种子，并令法身成熟。

4. 第四级灌顶，是最高级别的句义灌顶，也即大圆满

的灌顶。

第四级灌顶的内容，不仅包括内密最终的大圆满境界，也包括

所有密法的内容。

第四级灌顶的第一个作用，是允许受灌者听闻、修学与大圆满

法最低境界相关的部分密宗续部和论典。譬如大幻化网等等，但还

不能修所有的大圆满法。要修宁玛巴的大圆满，必须得到大圆满法

自己的灌顶才行；第二个作用，是给受灌者心里播下快速得到佛的

自性身的种子。法身和自性身，是佛的不共同功德的两个方面：其

光明的一面，叫做法身；如来藏空性的一面，叫自性身。第三个作用，

可以断除气脉明点的综合障碍，包括细微的所知障与烦恼障在内；

第四个作用，可以消除阿赖耶识上的身、口、意共同制造的罪业。

四级灌顶各自有着不同的作用，过去藏区的密宗修行人在灌顶

之前，都会仔细斟酌据量。感觉自己能接受哪一个层次的灌顶，才去

接受相应的灌顶，而不会在根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心浮气躁地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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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跟风。但现在因为密法很普遍，所以每逢灌顶，就是四级灌顶一

起灌。并没有考虑根机是否成熟等条件， 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做法。

这些灌顶上面，还有一种金刚上师的灌顶。就是在灌顶授权以后，

如果自己有能力，就可以担当金刚上师的特殊灌顶。在接受此类灌顶

之后，才可以给其他人灌顶和宣讲密宗续部。在过去，这个灌顶是不

会在大众中赐灌的。即使得受了金刚上师的灌顶，在收徒之前，也务

必要观察自己有没有赐授灌顶或宣说密法窍诀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

四、如何接受灌顶

（一）前期准备

1. 学习有关如何接受灌顶的常识。

2. 修加行。可以修人身难得、死亡无常等外四加行，以及皈依、

发菩提心等内加行。但金刚萨捶修法与上师瑜伽修法，要求修者必

须受过灌顶；曼荼罗的修法没有灌顶也应该没问题，如果有灌顶，

那当然最好。

（二）进入坛城

藏语的灌顶，现场应该有翻译，否则观想什么都不匮，就很难

得到正规标准的灌顶。除非上师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凭借成就

者不可思议、无法衡量的力量，就可以让受灌者得到灌顶。另外，

还需要注意以下环节：

第一，到了灌顶现场时，在灌顶之前，大家一起念百字明清净

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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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供曼荼罗。有曼荼罗就供曼荼罗，没有曼荼罗就观想供

曼荼罗，以及各种各样的花、水、香等供品。藏族地区一般是敬献

哈达等供品。观想哈达等供品代表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美妙供品，

以及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善根等等，并供养灌顶上师；

第三，在灌顶的程序中，包含着受皈依戒、菩萨戒与密乘戒的

内容，所以在灌顶的时候，必须在上师座前发誓，要严守皈依戒；

第四，皈依之后要受菩萨戒；

第五，受当次灌顶相应的一切密乘戒条。此时，会让大家喝一

种誓言水，凡是喝了誓言水的人，就表示发誓承诺受持密乘戒条；

第六，请求上师赐予灌顶。灌顶仪轨中会有这个程序，大家一

定要完成这个步骤。本来显宗也要求，只能给愿意接受的人传法，

而不能给不愿意听受的人传法。这个步骤就表示自己对所受的法有

信心，愿意接受的意思；

第七，请求上师开许进入坛城；

这些是所有灌顶一定要有的程序，即使没有翻译，自己也必须

完成上述程序。

第八，为了观察并认定自己的本尊，灌顶时，会给受灌者每人

发一朵花，然后让受灌者先在代表坛城的花盘前祈祷，之后把花扔

到花盘中。花落到哪位本尊的位置上面，就代表那位佛尊是自己的

本尊；

第九，认定本尊后，要观想从佛的刹土中，迎请被认定的本尊

降临受灌者心中。上述花盘放在头顶时，观想此本尊融入自心；

第十，开眼，灌顶时会用一块红布把受灌者的眼睛蒙上，过一

会儿又解开，让大家看坛城。这表示在我们没有学密宗的时候，看

到的都是不清净的显现，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一样看不到世界的

真相，所以会用一块布把眼睛蒙上。揭开布帘的同时，上师会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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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者介绍坛城。主要是坛城中的五方佛，也即佛的五种智慧的显现。

这是让受灌者知道，整个世界也是像佛的坛城一样清净无垢。虽然

从表面上看，坛城有的是彩沙做的精美模型，有的是绘制的唐卡，

有的只是一张照片，但都象征着五方佛的坛城。清净的佛刹，也即

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第十一，介绍坛城，上师会用金刚忤指着坛城的宫殿和坛城里

的佛菩萨，一一解释坛城的内容。

（三）各级灌顶的观想方法

本来对没有灌顶的人，不能随意宣说灌顶的观想方法。但如果

先不说，受灌者就不会知道；如果不知道，也就得不到灌顶，这样

就永远得不到灌顶了。当然，倘若听闻者对密法有信心，即使稍作

宣说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更何况其中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需要公开。

1. 宝瓶灌顶

绝大多数宝瓶灌顶，可以归纳为七种灌顶：

第一，不动佛的水灌顶。一般用盛着甘露水的宝瓶来赐灌。接

受灌顶时，受灌者要把宝瓶观想为五方佛的宫殿，也即内密当中所

有佛的坛城。其形状，就像喇荣佛学院的坛城。并在宝瓶当中观想

五方佛，之后五方佛像冰一样融化，变成宝瓶里面的水。灌顶的时候，

一般会要求受灌者喝下宝瓶里的水，在喝水的时候，要观想五方佛

融化而成水为自己沐浴，并将自己这个本质为五方佛，显现为不清

净凡夫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识蕴，清净为不动佛，也即阿朗如来；

地水火风空五大中的虚空，清净为金刚界自在母；五烦恼中的嗔心

得以清净，现前大圆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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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宝生如来的佛冠灌顶。佛冠观想为宝生如来，当上师将

佛冠置于弟子头顶时，弟子要观想：受蕴清净，变为宝生如来；水

大清净，转为玛玛各佛母；慢心清净，现前平等性智；

第三，无量寿如来的金刚忤灌顶。上师将金刚忤置千弟子右手

时，弟子观想想蕴清净，转为无量寿如来火大清净，变为白衣佛母；

贪心清净，现前妙观察智；

第四，不空成就如来的铃灌顶。上师将铃置于弟子左手时，弟

子观想：行蕴清净，转化为不空成就如来；风大清净，转化为誓度母；

嫉妒心清净，现前成所作智；

第五，大日如来名灌顶。上师为弟子取与本尊相应的名字时，

弟子观想：色蕴清净，转化为大日如来；地大清净，转化为佛眼母；

痴心清净，现前法界体性智；

第六，金刚禁行灌顶。上师将象征智慧和方便无二的金刚忤和

铃赐予弟子双手中，并劝告弟子修持法界与智慧无二无别之密宗修行。

以上六种灌顶，为弟子灌顶。

第七，上师灌顶。此灌顶是给具有度化众生能力的特殊人群灌

的顶。

灌了上述顶之后，就能快速成就五方佛，即五方佛与我们的五

蕴成为无二无别。无论身体的罪业，还是脉的障碍，都全部得以清净、

成熟，同时得到佛的化身种子。

虽然不同灌顶有稍许不同，但绝大多数宝瓶灌顶是这样观想的。

以后大家在接受灌顶时，即使没有翻译，也可以这样观想，否则只

是把水喝下去，什么都不懂，要得灌顶是很难的。

2．秘密灌顶

秘密灌顶一般是用盛着甘露水的天灵盖来赐灌。接受灌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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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想甘露首先充满喉间的脉轮，随后扩散到心间，再到跻间，最后

每一个脉轮以及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充满甘露，并证悟心的本

性。虽然从表面上看，天灵盖中盛装的只是各种法药勾兑的普通甘

露水，但它却象征着证悟二级灌顶的境界。所以要观想，在喝下甘

露水的同时，就能通过灌顶的力量让自己证悟空性、断除语的障碍，

并得到佛的报身种子。从此以后，就有资格听闻修持圆满次第的前

半部分，边喝边观想，就能得到第二个灌顶。

如果现场能证悟，就是非常标准的得受灌顶；倘若没有什么明

显的感觉或标志，但所有的观想都做得比较标准，那也至少也能播

下快速证悟的种子。

3. 智慧灌顶

智慧灌顶一般是用空行母的佛像来赐灌。在密法的双身像中，

男性本尊象征如来藏的光明，女性（空行母）象征着如来藏的般若

空性。灌顶的时候，要用手指接触一下空行母的像，同时观想依此

缘起令自己心中快速生起证悟般若空性的智慧，这样就能得到智慧

灌顶。

因为后期的圆满次第是最完整的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

用女性本尊的唐卡为我们赐灌，也即是让我们通过第三级灌顶与修

持空性，从而证悟空乐无二的无相圆满次第，断除意的障碍，并得

到佛的法身种子。

4. 句义灌顶

句义灌顶是最高级别的灌顶，一般是用天然水晶来赐灌。天然水

晶本身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障碍，借以象征内心的如来藏。同时，因

为在外界光线照射的时候，天然水晶可以呈现出彩虹般的光芒；而在

没有光线的情况下，虽然水晶隐藏着显现五色光的能力，但五颜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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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彩光却不会出现。这象征着，当我们还没有断除烦恼，无明还存在

的时候，虽然佛的智慧或如来藏光明一直潜藏在我们心里，但我们却

无法感知；当我们断除烦恼，证悟空性以后，如来藏的光明就会显现

出来。这是第三转法轮的《解深密经》、 《楞伽经》，以及龙树菩萨

的《赞法界颂》，弥勒菩萨的《宝性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的。

如果明白什么是如来藏，并有一点点证悟，则在灌顶的时候，

就安住在证悟的境界当中去接受灌顶。其实本来没什么可接受的，

因为在我们心中原本存在着一切智慧。如果没有证悟，则水晶搁在

我们手里和头上的程序，就只是一个象征和缘起而已。灌顶的同时

还要观想：通过灌顶，断除了自己的身口意共同的极细微障碍，播

下佛的自性身种子，这样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灌顶。

有些灌顶灌完以后，后面还有一些其它附属灌顶，会用到五方

佛、五佛冠、金刚铃、金刚忤等等，这是比较广的灌顶，但都不是

最重要的灌顶，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灌顶。

了解这些内容以后，大家再去接受灌顶时，自己都能看出来当

时灌的是哪一级灌顶。在整个灌顶过程中，务必要专心听闻，并配

合相应的观想，这非常重要，否则将得不到灌顶。

（四）灌顶最后的步骤

在灌顶的尾声还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供曼荼罗；第二个是发

誓从此严守密乘戒；第三是听从教言，精进修学。

第一，供养曼荼罗，是为了让灌顶的上师欢喜。供养上师的最

上等曼荼罗，是自己认认真真地修行，这也叫法供养。我们不能认为，

虽然自己没有修行，但却给上师供养了一些钱财，所以就圆满了供

曼荼罗这一环节。如果接了法却不修，诸佛菩萨是没有办法生起欢

喜心的，即使给上师供养再高档的供品都没有用。如果灌顶上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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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精进用功修行显现不高兴，却对我们供养的钱财兴趣盎然的话，

那肯定不是真正的金刚上师。

所有显宗、密宗的要求都是一样。譬如，在受菩萨戒的时候，

也要供花供香，这是积累自己的福报，并依靠此等福报得受菩萨戒。

同样，因为灌顶是非常殊胜的事情，需要极大的福报，所以在灌顶

之前，要供养曼荼罗；在灌顶之后，就要报答上师灌顶的恩德。报

答的最佳方式，就是认真修行，然后弘法利生。

第二，凡是灌了四级灌顶的人，至少要守持十四条根本戒，以

及一些分支的戒条，如果犯了根本戒，罪过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在灌顶之后，立即要去学密乘戒，并严守密乘戒。如果因

各种因素而让密乘戒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也可以忏悔。

密宗续部中说：忏悔的方法，就是在具备四个对治力的情况下，

念诵十万遍百字明，或四十万遍金刚萨捶心咒“嗡班杂儿萨捶吽”,

这样就能让罪业从根本上得到清净。

学密者的要求很高，风险也相当大，搞不好就会堕金刚地狱；

但如果严于律己、精进修持，也可以即身成佛。比较而言，显宗的

要求不是那么高，但成佛的速度也很慢。

但密宗也有它的优点。譬如，小乘佛教的戒律相当多，而且永

远不会有特殊的开许，一旦违犯永远都是罪过。但大乘佛教就已经

开放得多了。大乘佛教认为，只要对众生有利，且没有任何自私的

成分，则可以开许某些特殊的杀、盗、淫、妄、酒。而密宗规定：

第一次灌顶时，必须要有上师给我们灌顶。之后如果破了戒，可以

立即通过金刚萨捶的修法，念诵四十万遍金刚萨捶心咒予以忏悔。

忏悔以后，便可以按照《普贤上师言教》中上师瑜伽一章中的方法，

自己观想接受灌顶。如果观想得比较认真清楚，就和真正的金刚上

师给我们灌顶效果完全一样。通过这种办法就能恢复密乘戒。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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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佛教永远都不允许戒体恢复一说，显宗的菩萨戒也只有在实在找

不到授菩萨戒的大乘善知识的情况下，才可以开许自受菩萨戒。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顾虑重重，因为害怕堕金刚地狱而根本不敢

接受灌顶，过多的担心与恐惧也会成为修行的障碍。

密法里讲得非常清楚：若能保持清净的密乘戒，那最晚七世之内

可以成佛。我们怎能因为密乘戒的要求太严而因喳废食、讳疾忌医呢？

第三，在灌顶结束之前，受灌者必须要在上师座前表示：我从

现在起，一定会听从灌顶上师的言教。

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我们应该遵照上师教言去修出离心、

发菩提心，修生起次第、圆满次第，好好地学佛、修行，护持密乘戒。

最后回向之后，整个灌顶的过程就结束了。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密宗的四级灌顶，在懂得这些道理以后，无

论之前自己所得的灌顶是否如法，以后再有机会接受灌顶的时候，

就必须设法得到一个如理如法的标准灌顶。

五、灌顶之后的要求

进入密法以后，就要听闻并修持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密宗这

方面的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宁玛巴的《大幻化网》，就像中观的《中

论》，因明的《释量论》一样，是宁玛巴最基本的论典，我们必须

要学习。 《大幻化网》有很多注解，其中麦彭仁波切撰著的《大幻

化网总说光明藏论》，索达吉堪布已经翻译了，每个打算修学密宗

的人都应该学习，从中了解密宗从开始到最后的修行过程，以及密

宗的见解、行为、戒律等等。之后再去听闻、修持一些具体修法。

藏传佛教有着详尽、齐全且可针对不同根器的具体修法，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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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修法还没有翻译，但也没有关系，可以口传。本来按照前辈上

师的传统，修持大圆满之前，也不允许看书。仅仅看了大圆满的法

本，又不实地修持，只是把大圆满当成知识来了解，把大圆满的名

词背得滚瓜烂熟，到修的时候，反而品尝不到真正的味道了，这样

就会影响修行。所以大圆满也像禅宗一样，主张不立文字。但前辈

上师们也考虑到，虽然大圆满的境界不适合以文字表述，但如果以

后大家的观点发生混乱，连一个可以验证的标准都没有，各执一词、

莫衷一是，就麻烦了，所以最后还是留下了很多大圆满的法宝。其

中翻译成汉语的，有法王如意宝的《文殊大圆满》，以及《四心滴》

中的《上师心滴》等等。《上师心滴》是首屈一指的大圆满窍诀精华本。

修持生起次第的本尊法，能对我们的修法产生极大的帮助一

提高修行速度，遣除各种违缘，并最终协助我们得到成就。

圆满次第的修法有两种：第一，无相圆满次第；第二，有相圆

满次第。

有相圆满次第比较复杂，要修很多气脉明点的修法，但见效快。

同时因为复杂，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导，不但修不下去，还容易出偏差，

所以一般人可以不修。在藏传佛教中，气脉明点的修法非常普遍，

尤其是觉囊派，非常重视时轮金刚的修法。

无相圆满次第不一定要修气脉明点的修法，也不需要生起次第

的修法，其中最殊胜的修法就是大圆满的修法，其次是大手印的修

法。把外加行、内加行全部修完以后，就可以直接修大圆满的修法。

这是一条安全而快速的路，但必须具备对上师的信心和对大圆满的

信心，如果信心不够，终将一无所成。

宣讲大圆满法，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每次最多七个人听受。

但现在大圆满法已经在公开宣讲，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所谓“大圆满

的修行人”。不过，法王如意宝以前也说过，如果听者不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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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人也过多；如果听者够格，则一两百人也没问题。

显密的不同只是方法与工具的不同，结果都是一样。到了最后，

所有的方法都是多余的东西。就像洗手、洗澡，最后必须将香皂、

沐浴露冲洗干净一样，无论采取显宗还是密宗的任何方法，最后都

一样地要舍弃。

密宗修法非常完整而丰富，活着的时候，有活着的修法；死了

以后，有中阴身的修法；醒着的时候，有醒着的修法；睡着以后，

有睡眠的修法；做梦的时候，有梦的修法……无论是谁，都能从中

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若能打牢基础，通过密宗修法，就可以快

速成就。所以，密宗也称为方便乘。但如果一直停留在外内加行的

阶段，就把其他修法挡在外面，而没法前进了，这是我们自身存在

的最大问题。

没有灌过顶，但对密法没有成见的人，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密宗

的大概情况，之后再接受灌顶，这样才是比较如法的。现在很多人因

为不了解密法，所以对密法产生了一些偏见，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

年包括弘一大师、虚云老和尚这样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也曾对密法有

过一些看法，但后来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他们都承认密法不但是正法，

而且是一个快速成就的正法。本来也是，如果不懂得密宗某些法器和

佛像的象征意义，生起误会是很容易的。任何不同的见解与方法发生

碰撞的时候，都有一个磨合期。当年禅宗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也遭

受过类似待遇，后来都以相互融合、相互理解而走向一致。

当初密法刚刚传到西藏的时候，有些上师的本尊唐卡都不让别

人看，金刚仵金刚铃、摇鼓等法器，也锁在箱子里面。其原因有二：

一是怕别人误解；再者，修法还是越保密越好，不张扬、不炫耀是

成功的要素之一。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像过去的有些成就者一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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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肉、喝酒都已经不会影响自己的修证，但也必须保护众生的善根，

在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做出格的事情，若因自己的行为而让人对法

产生邪见，继而堕入地狱，就是对众生的不负责任。

“黑蛇总义” （见《慧灯之光》陆）中讲到，虽然最后所有的

执著都要放下，但放下也是有过程的。密宗会用比较强制性的方法

来颠覆我们心里清净和不清净的分别。显密之间的差别就像保守治

疗和动手术的差别。保守治疗虽然也可以治疗疾病，但疗愈的时间

很慢。动手术虽然见效很快，但只有身体素质好的人，才可以接受

手术治疗。同样，当我们的心很封闭，什么都不能接受的时候，就

暂时不要学密法的高境界，还是先学显宗或密法前行部分比较好。

发菩提心，修学中观这条路，虽然遥远，但却是安全的。为了做到

万无一失，还是宁肯走比较安全的路为好。只有自己的根器与承受

力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才能接受密宗的这些以毒攻毒或强行降伏

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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