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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述

对每个人来说，死亡都是很沉重的话题。没有一个人不害怕死

亡，但仅仅害怕、逃避是没有用的，寻找一个对付死亡的办法，才

是万全之策。破瓦法，是凡夫应对死亡的最佳选择。平时我们修出

离心、菩提心、空性等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解脱，也可以说是为

死亡做准备。但如果在修行尚未成功之前死亡，唯一的补救方法，

就是破瓦法。

“破瓦”是藏文音译，意即“迁移”——把意识从我们身上迁

移到阿弥陀佛的净土。迁移的实质，就是往生。

藏传佛教的宁玛巴、格鲁巴、噶举巴等各教派，都有破瓦法的

修法。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中，也讲过破瓦法的修法。每个教派

都再三强调，破瓦法是很重要的修法。

虽说生起次第与圆满次第修法是即身成佛的法门，但真正能即

身成佛的人却很少，不是因为修法的问题，而是修行人的根机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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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破瓦法与生起次第、圆满次第等其他修法的差异，就在千破

瓦法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就能修成。

在莲花生大师的密法当中，讲了六种不修成就法，即不修也可

以成佛的法门。系解脱、闻解脱以及有些甘露丸等等，就属千不修

成就法。当然， “不修“只是相对而言，不是完全不修，只是不需

要像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花那么长的时间，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

成就。

比如说，把系解脱系在身上的作用，不是无需断除烦恼、证悟

空性就能成佛，而是使我们尽快或者比较容易地证悟空性光明，从

而断除烦恼。闻解脱也是这样，并不是说在听闻中阴解脱的法门以

后，不需要证悟空性、断除烦恼就能成佛，而是听闻解脱法能促使

我们修行进步，让我们快速地证悟空性、断除烦恼。

无论以任何法门解脱，最终还是要断除烦恼、证悟空性。要断

除烦恼，就要证悟空性；证悟了空性，就能断除烦恼。

破瓦法也属千六种不修成就法之一，但还是要修，只是无需修

很长时间——如果根机对路，也修得比较认真精进，则一两个星期

就可以修成。如果是共修破瓦法，效果会更好。

尤其是老年人最合适修破瓦法，因为年龄大的人身体的气脉明

点已经很成熟，修破瓦法就很容易让意识离开人体。书中有这样的

比喻：到秋天的时候，树上的叶子被风轻轻一吹，就能掉下来，但

春天和夏天就不是这样，即使遇到狂风暴雨，大多数叶子也会死死

地附着在树枝上，因为春夏天的叶子尚处千生长期，而秋天的叶子

已经衰老，应该凋谢了。

破瓦法修成之后，如果不继续修持，在间隔很长时间之后，要

想依靠以往修破瓦法的基础往生就很难了。所以在破瓦法修成以后，

破瓦法

167 



最好每天下午或晚上都抽点时间修一修，不用念诵破瓦法仪轨，只

需从头到尾观想一遍就行。即使偶尔间断一两天，问题也不是很大。

这样坚持下去，在大难临头的关键时刻，破瓦法才能起作用。

临终时的最佳修法，就是破瓦法。无论超度其他亡灵或希望自

已往生，破瓦法都非常管用。为了超度别人而修破瓦法的最佳时间，

是被超度者外表的呼吸即将停止或已经停止，人的脸色变得像死人

的时候。

二、具体修法

本来破瓦法有几种修法，比如法身的破瓦法，报身的破瓦法等

等，但此处介绍的，仅仅是适合普通人修的破瓦法。

无论超度别人或自己往生，都需要在此之前的训练，训练的具

体方法如下：

（一）前期观想

正式训练之前的修法，与“出坐与入坐＂ （见《慧灯之光》肆）

的修法一样，之后祈祷上师，观想上师化光融入自心，然后安住千

空性境界当中修破瓦法。

首先把自己观想为站立的金刚瑜伽母（具体观想方法及前期准

备，见本册《慧灯之光》之“浅谈生起次第”)，右手持能唤醒无

明愚痴睡眠的颅骨手鼓，左手持根除三毒之弯刀。

金刚瑜伽母观想之后，就在金刚瑜伽母身体正中，观想一根粗

细等同自己的无名指，从头顶梵净穴（发旋处）一直延伸到肚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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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处，蓝色、透明、很薄，并且像竹竿一样端直的中脉，上端开启，

下端封闭（不用观想内脏等等，只需观想中脉）。

观想清楚以后，再观想中脉心间部位有竹节般隔断的脉结，上

面观想一个浅绿色的气明点。明点上面，再把自己的意识观想为红

色藏文“舍 (~g) "字（此处的意识不是第六意识或阿赖耶识，而
是总的意识，也即精神的整体）。明点与“舍 (~g) "字都不是稳
定而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振动、颤抖着的，这样观想就很容易往生。

其后，观想在自己的上空，阿弥陀佛身红色，金刚珈跌坐，两

手结定印。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阿弥陀佛有三种不同的观想方式：一，

只观想阿弥陀佛，周围没有其他佛菩萨；二，除了阿弥陀佛以外，

还要在左右观想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三，在三尊佛菩萨周围，

还要观想破瓦法的历代传承上师。

所有生起次第的修法，都是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千观想，剩下的

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千念诵。因为观想是最关键的，如果观想不清楚，

念仪轨、念心咒都没用，所以观想时间应该比念咒时间长。

观想清楚后，开始念仪轨。

大圆满龙钦心髓破瓦仪轨

观想中脉的仪轨：

如动
谀玛伙

埃玛伙

可平乎可叮立芍妇．知
让囊伦哲达巴绕坚象

自现本来清净无边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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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订立和双．志点祜知
果巴绕作得瓦坚杰象

圆满庄严极乐刹土中

呼吱啼吾亩百一．寺·邓
让涅杰怎多杰纳久玛

自身观为金刚瑜伽母

叫~·可令可．S可可§双．气忒工．可｀q,奇百，．Q旦甲

夏吉恰尼玛萨哲托怎

一面二臂红亮持刀盖

平气妇志颈口芞枣吨豆忒次＿＿邓
晓尼多塔先森南喀叟

双足步法三目视虚空

钰酝守豆扣
得耶空维匝沃玛

体内中央之中脉

和郓平嗯可｀命如找
温叉达涅赞巴拉

粗细犹如竹箭许

赁z::.,平玉句·阿却
洞桑奥杰沃格坚

具有空净光之管

慧灯之光（捎）

170 



吐烹．一．Q可可可吓尹
雅内仓沃内色哈尔

上端开于梵净穴

可钰吓吓q·沁
玛内得奥热巴耶

下端关闭于跻下

妒．平，知宁·i:::i武啖·和
酿喀策吉嘉波当

心间阻断之节上

苛奇的节可a．气扣
隆格特利将吉威

淡绿气之明点中

年轻叮气把忘·可｀呴
热巴舍耶玛波萨

明观自心红舍（奇:)字
胪二·罗平窃·皂，和
协沃哲刚赞杰当

头顶一肘许上方

｀二气吓尺寸虹吨却
桑吉囊瓦塔义呢

明观无量光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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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产和如气志二．可呐8
灿慧作波彭波萨

具相随好圆满身

念一遍，边念边观想，念的过程中，要注意观想，并祈祷阿弥

陀佛与根本上师。

我们在所有前行、正行修法观想上师的时候，都是观想法王如

意宝。无论是否见过法王如意宝，都可以观想。观想法王如意宝与

阿弥陀佛融为一体，然后以强烈信心猛厉祈祷，祈祷阿弥陀佛加持

自己能修成破瓦法，并迎接自己和一切众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怀着强烈的信心反复祈祷，最好能出现眼泪直流、汗毛耸立等现象。

然后念诵下面的阿弥陀佛名号：

（二）念诵祈祷

上述仪轨念完后，当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力求达到汗毛竖立、

泪水横流的程度，尽力多次念诵阿弥陀佛名号：

孛·望可生气响呻吓q·气习．孛·q．平．气可．一

妥叩兹·芞尺勾．思｀．可点忘平节~1·q．电平和·

和志气于气·志页11
炯丹迪、得因夏巴、札炯巴、央达巴作波桑吉、

滚波奥华德美巴拉、香擦洛巧多嘉森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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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礼供养皈依，出有坏、善逝、阿罗汉、正等觉、估主阿

弥陀佛。

念七遍、十四遍或二十一遍阿弥陀佛圣号（至少念七遍，多则

不限）。如果还想念诵其他佛菩萨名号，也可以加进去。

祈祷的时候，一方面祈祷阿弥陀佛与上师；另一方面要始终专

注千中脉里面的红色”舍（年＂字。
念完后再念以下仪轨。

第一个仪轨：

如动
埃玛伙

埃玛伙

叩可寺·萨社可可'
内让囊敦戒奥门纳

自现究竟密严刹

气气喟唔垣~·恩欢．志1如会和
耶达吉嘉格尔丑波隆

百信彩虹幕之中

恩口｀可可呴守气志
嘉根迪匝沃喇嘛呢

皈处总集根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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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q·忒．气～·戒·守
格塔玛玛因当米利

身非庸俗清净身

气qq·…Z气吓二．略专二．气1邓
华桑吉囊提欧沃休

本体吉祥无量光

妇舒气气产气酝·可志气勹邓
耶木给洞威所瓦得

我以虔诚心祈祷

咄·a,钰·寺z::J毛·扣寺邓
蓝颇瓦炯瓦辛吉洛

加持修成往生道

可可可知亟呵气．一部扣吞邓
内奥门卓巴辛吉洛

加持趋入密严刹

寺｀和·,a．思q·吐可一和
央丘给嘉萨仁巴效

愿获法身之王位

念三遍；后四句再念三遍；最后一句再三遍。

（三）迁识仪轨

上述仪轨念完后，就修迁识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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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迁识仪轨开始时，从上颗深处依次发出五次“舍（导）”
的声音，声音不要太大。同时观想中脉里的“舍 (~g)” 字和浅
绿色的明点顺着中脉渐渐往上走。念到第五遍“舍（每）”字的
时候，观想“舍（奇g) "字也同时移到头顶的中脉上端口。之后
念三遍＂吼”。

孚导争争孚
舍舍舍舍舍

衵8 朽凸叩
吼吼吼

每次念“吼”时，都观想象征意识的“舍 (§8)” 字迅速从梵
穴射出（绿色明点则停留千头顶中脉），进入阿弥陀佛心口。之后

又重新观想另外一个“舍(§:)”字，又如前一般从迁识仪轨开始

移到头顶，再融入阿弥陀佛心口，就这样反复三遍或更多。

第二个仪轨：

念诵上述的祈祷名号之后诵此仪轨：

｀屯．包顽节可活~·5平和·面
桑吉奥华美拉香擦洛

顶礼无量光佛陀

气环铲等可可可q·可酗·z::::i·志邓
欧坚巴玛炯内拉所瓦得

祈祷郘金莲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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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蒜．g志·萨气吓扣枣芞8
珍钦匝沃喇美特吉荣

大恩根本师悲摄

吾示苛思气．气·硕硕．图寺哑
匝瓦杰波喇美蓝纳中

传承上师求引道

宝咄．Q钰寺｀．一祸扣吞邓
扫蓝颇瓦炯瓦辛吉洛

加持修成往生法

总工勾忒．孛习．妇Q.g气．毛·屯．5衬孛娼

蔑蓝颇威喀秀卓巴辛吉洛

加持往生空行刹

宝可玩虹~·司吐响·思式．叩
达所德内才普杰玛塔

吾等从此命终时

志勹芍忒尽护令扣寺难
得瓦坚德杰瓦辛吉洛

加持往生极乐刹

念三遍；后四句再念三遍；最后一句再三遍。

之后的迁识仪轨同上。

第三个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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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念诵上述的祈祷名号之后诵此仪轨：

如南
埃玛伙

误玛伙

弁可飞壬．年·百气呵沃响．气勺
辛德欧擦奥华美滚当

极其稀有无量光估主

尽可｀．趋砖5啋欢驻顽m
特杰钦波夏多特钦托

大悲观音大力金刚手

生可忘畔·哈呼书｀．可酗·可志气勹硐
达所贼吉耶吉所瓦得

我等专心致志而祈祷

柔硕·a.钰·寺·口二仓迁哮芯8
绕朗颇瓦炯瓦辛吉洛

祈请加持修成往生法

气叮蔚吓萃a可志·啦·守芽亩8
或哱吓知·酝志·压吨）
达所南耶且沃迪雄才

我等何时出现死亡时

（杰定帕若松沃才迪杰现已趣至后世之亡者， ［超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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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扣志和钰寺迁哮口硐
南希得钦颇瓦辛吉格

加持神识往生极乐刹

念三遍；最后一句再三遍，迁识仪轨同上。在念最后一个迁识

仪轨时，应在念诵三遍＂吼”之后，再念五遍＂啪喟”。

空8 召衵呻，空，安rt

啪喟啪嚼啪喟啪嚼啪喟

念“啪嚼＂的声音要强烈一点，似乎能让“舍（奇g) "字一下
子以流星般的速度进入阿弥陀佛心间。然后，观想自己的意识心与

阿弥陀佛的智慧，或佛的五身彻底融为一体，并安住于光明空性的

境界中，再也不回来。

最后起坐的时候，观想头顶上的传承上师，都化光融入阿弥陀

佛与两尊菩萨；两尊菩萨随即融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最后化光，

变成明点。并与我们平时修上师瑜伽一样，观想明点通过自己的头

顶融入心间，自己的心与阿弥陀佛的智慧又融为一体。

（四）长寿佛观修

这时，把原本观想自己所成的金刚瑜伽母，立即变为长寿佛，

身红色，一面二臂，两手结定印。定印之上，有长寿宝瓶。长寿宝瓶中，

有长寿甘露。一边观想，一边祈祷并念诵最少 108 遍长寿佛心咒：

知·可哱平呼气·11
嗡阿玛冉呢则万德耶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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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长寿佛心咒的目的，是避免因训练破瓦法而影响寿命。因“啪

喟”这个梵文咒语，有缩短人寿的能力，可让人的意识强迫性地离

开人体，所以最后必须要修长寿佛修法。修了长寿佛修法后，修破

瓦法不但对我们的寿命没有影响，而且还可以遣除寿命的障碍。

助念与最后自己往生的时候，都不需要长寿佛的修法。只有自

已训练的时候，才需要长寿佛修法。

长寿佛心咒念完以后，最后就是回向。回向的时候，最好念极

乐愿文，长的短的都行，之后就可以结束起座了。

三、验相

验证修破瓦法是否成功的标志：头顶梵穴处有很痛的感觉，甚

至流出黄水。有些修得比较好的老年人，头顶还会肿起一个大包。

这些都是成功的验相。如果持续修法，验相也往往会持续下去。

有人认为插吉祥草也是修成的证据，但因为有些人头皮很厚，即

使没有修破瓦法，吉祥草也可以插进去，所以这不一定是修成的标志。

四、修法时机

在《中阴闻解脱》、 《上师心滴》等密法典籍中，讲了很多死

亡即将来临时的一些前兆。其中有些会在出现预兆三四年以后才死，

而有些又会在预兆出现的几个月，甚至两三天之内就死了。

发现自己有死亡前兆的时候，不能立即用破瓦法往生，而要首

先想办法遣除寿障。密法里有很多遣除寿障的仪轨，如长寿佛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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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修了这些修法，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寿命的障碍。最后实在

不行了，才能用破瓦法。如果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死亡的预兆，而通

过破瓦法往生，就等千自杀，是有罪过的。即使出现死亡预兆，却

没有尽力想办法遣除寿障，而直接用破瓦法往生也是有罪过的。

死亡来临时，如果生前根本没有训练过破瓦法，这时想用也用

不上，所以必须是在生前就有一定训练与修证的人，才能在临终时

使用破瓦法。

如何判别死亡的征候呢？

在人即将死亡之际，会出现隐没次第，即身体功能慢慢停止、

消退、隐没的次第过程。

密法认为（显宗一般没有这种说法） ：隐没次第现象中，比较

明显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功能的消失。

比如说，眼识看不见东西，或即使看比较近的物体，也是模模糊糊，

包括自己熟知的父母等亲人，也认不出来了等等，就是眼识开始停

止工作的特征。如果耳识听不见声音，或虽然听得见，却像很远处

发出的声音一样模糊而不清楚，就是耳识开始停止工作，而且是在

这个身体上永远停止工作的表现。假如眼、耳、鼻、舌、身无缘无

故出现类似的“怠工“情况，就一定是快要离开人世、奔赴黄泉了。

在发现这些征候的时候，如果自己头脑还比较清醒，就竭力观

想、祈祷。即使已经不能出声，也可以在心里默念观想。

如果旁边的人发现临终者神智不是很清醒，就要立即找一位密

法戒律比较清净，又修过破瓦法的金刚道友在旁边念诵仪轨，并给

临终者复述破瓦法的整个观想过程，提醒对方提起正念，然后念诵

破瓦法。在最后观想意识从身体里面出来，进入阿弥陀佛心口时，

如果对方能安详地停止呼吸，就说明破瓦法修成功了，一定会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还没有停止呼吸，就反复观想、反复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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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个笑话一天，一个老喇嘛给侍奉他的小扎巴弟子说“我

不行了，马上要往生了，你赶快把我的法衣拿过来。”

小扎巴赶紧把法衣给他拿来，并帮助他穿上。之后，老喇嘛就

以佛陀圆寂时右侧卧位的姿势一直躺着。等了半天，实在是死不了。

最后老喇嘛只好起来说： “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了！”

这都是因为没有把握住隐没次第的火候，所以会判断失误。如

果真正的隐没次第现前，修破瓦法一定会往生的。

五、临终窍诀

《修心七要》里讲过：

第一、在死亡之前，首先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处理或放弃。该

布施的布施，该供养的供养，心里不要有任何贪着、留恋。因为任

何的贪着与留恋，都是往生的巨大障碍。若能发自内心地主动放下，

是最好的。如果来得及，尽量把所有的钱财都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

比如：慈善事业、供养三宝等等。对身外的物质不能有丝毫留恋。

第二、虽然平时我们对任何罪过都要有后悔心与恐惧心，但在

临终时，却不能对以前造过的罪过有后悔与恐惧之情。否则就会因

为担心恶果现前而手忙脚乱，后面的修法程序也会被扰乱，以致不

能往生。在临终的关键时刻，要把以往的罪业看得很轻，要安慰自己

虽然我造作了杀、盗、淫、妄之罪，但我这次的死亡与过去经历的

成千上万次死亡中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因为过去的死亡没有修行

窍诀的扶助，如今我已经有了这么殊胜的窍诀与修行的基础，依靠

佛菩萨的加持与修行的力量，我绝对能毫无阻碍地往生。

第三、祈祷佛菩萨，也是非常重要的临终窍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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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助念注意事项

超度亡人不一定非要善知识、活佛、高僧大德不可，虽然我们

不是成就者或高僧大德，但如果对破瓦法比较了解，有一点修破瓦

法的经验，若能诚心专注地念诵破瓦仪轨，也能对亡者有非常大的

帮助。但如果对破瓦法一窍不通，则给别人超度也很难有什么结果。

在人死了好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天以后，只有真正有成就的人，

才能把亡灵找回来，普通人就很难通过念诵破瓦法超度亡灵了，所

以这个时候最好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及其他有加持力的咒语，或者念

其它的佛菩萨名号和心咒。

助念超度的对象，不仅限千人类，也可以超度其他众生。

助念的时候，要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然后让亡者的意识

与我们的意识合为一体，并观想为“舍 (~g)” 字。超度时如果担
心亡者听不懂，也可以念诵汉文。

人在即将死亡的时候，虽然耳识已经逐渐失去功能，但还是可

以听到念诵仪轨。特别是在人死了以后，中阴身更能够听见。

《中阴听闻解脱》中说：在亡者或即将死亡的人身边或对面念

诵仪轨，并尽力让对方听见，助念才能起作用。如果亡者的尸体没

有在助念者身边，那就应该在人去世的地方，或者亡者的衣服等物

品旁念诵，这样也可能会有用。

如果出车祸或遇到灾难，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死亡的人太

多，就可以把其他众生的心识与自己的心识融为一体修破瓦。

如果亡者所在的场合不太适合完整地念仪轨，也可以自己清楚

地按照仪轨观想和默念超度。

另外，在平时助念的时候，要注意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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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要有慈悲心。如果只是因为参加了助念团，不念说

不过去；或亡者的家人、亲戚邀请自己去念，自已为了顾面子，只

能勉强去，在助念的时候，却无法发起菩提心与慈悲心，是不能起

作用的。哪怕是造作的慈悲心，也要强迫自己生起来。

第二，助念超度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一定要观想得清楚、有序，

要全神贯注心不能散乱。散乱或者观想不清楚，都起不了作用。

第三，一定要相信仪轨的力量。

超度的时候，不能妄自菲薄：我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

把握，怎么能超度其他人呢？我可能超度不了吧？ ! 

其实不是我们在超度亡灵，而是破瓦法在超度。如果没有破瓦

法，我们自己肯定不能超度。但依靠佛菩萨与佛法真实不虚的加持

和力量，通过我们的观想与念诵，就一定能帮助对方往生。一定要

对仪轨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

只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并在超度的最佳时间观修念诵，就绝

对能成功超度。我们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在健康之时，就要熟练掌

握破瓦法、 《西藏度亡经》以及其他的中阴窍诀，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老家有一对父子，其中儿子是出家人，父亲是牧民。他们

之间的一席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父亲对儿子说： “儿子啊，临终时该怎样去死啊？教我一个死

法吧！”

儿子说： “我又没有死过，怎么能教你什么死法呢？”

父亲说： “哎呀！太可惜了！作为一个修行人，应该像曾经死

过的人一样了解死亡才对啊！你太让人失望了！”

此话虽然是由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说出来的，但道理的确是

这样。作为修行人，必须对死亡的状况、过程、本质以及超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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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了解得清清楚楚。就像经历过很多次死亡，又死而复生的人

一样，才不但不会害怕死亡，而且会将死亡看成超越轮回的突破口。

七、最简单的破瓦法

平时感到有任何恐惧——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或飞来的横祸

时，我们的心要立即专注千头顶的梵顶穴，要经常这样串习。哪怕

遇到打雷等任何恐惧的声音，或其他恐怖的外境，都要利用起来，

让心马上专注于头顶，经过长时间的串习，就会对意料之外的横死

有一定的帮助。

以上介绍的内容，只能给灌了顶的人传讲，如果仅仅是超度助

念，则无需对方灌顶也可以超度。

破瓦法的细节内容，可以参看《普贤上师言教》的往生法一章。

慧灯之光（捎）

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