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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底峡尊者，印度人，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

在西藏期间，他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窍诀与法门。其中有些是他

自己亲自撰著的论典，有些是他和弟子之间的对话问答。他创立的噶

当派法门包括父法和子法。其中的“父”是指阿底峡尊者；“子”则

是指他的学生、弟子。阿底峡尊者宣讲的法称为父法；他的弟子宣讲

的法则称为子法。《修心八颂》与《修心七要》都属于子法。虽然父

法与子法都讲述了一些理论，但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强调实修，尤其是

菩提心修法。

在《父法》的第十五品里，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本篇故事

所蕴含的道理属于显宗中观。通过分析故事内容可以了解到：世界的

真相，人生的本质真的就如中观所讲，是如梦如幻。

证悟空性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大圆满，是通过上师的加持和自己

的信心来证悟；一般密宗，是通过气脉明点的修法来证悟；中观的证

悟，则需要依靠以龙树菩萨的论典为主的各种显宗理论来推理。

空性修法非常重要。我平时最强调的是出离心与菩提心，然后在

此基础上，介绍了一些中观修法，大圆满修法基本没有涉及，但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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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与大圆满修法的有些地方是一样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中观离不开大圆满的境界，大圆满也离不开中观的修法。法王如意宝

很多著作的最后，都是讲大圆满，但在正式讲大圆满修法之前，都会

讲中观理论，因为中观修法不但能力超强，加持和功德很大，而且与

大圆满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证悟以后基本上分不开。所以，我们

一定要重视中观空性的修法。每个人都要做好安排，赶紧修完出离心

与菩提心，然后再修空性，这非常重要。

一、缘起

阿底峡尊者最重要的首座弟子，叫仲敦巴。他虽然不是出家人，

而是居士，但修行却非常了不起，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化身。

为了我们这些智慧浅薄、没有福报，见不到过去的佛菩萨化身，

虽然懂得如何赚钱、做生意，却对解脱、空性一无所知的人，仲敦巴

尊者假装糊涂地在阿底峡尊者面前请教了很多问题。就像当年释迦牟

尼佛传法的时候，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为了解答以后众生的各种疑

惑，也经常在佛面前请教问题一样。

下面是仲敦巴尊者请教阿底峡尊者的一系列问题，其中问者为仲

敦巴尊者，答者为阿底峡尊者。

问：产生贪心和嗔心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答：生起嗔心与贪心的时候，要把它看作是如幻如化的。

问：幻是什么呢？

答：幻有时候是念咒产生的幻觉，有时候是依靠药物而让人产生

的幻觉。

问：化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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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化其实是不存在的东西，虽然不存在，却可以显现为各种各

样的现象。

问：这些幻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答：根源就是执著，因为有执著，所以就会产生这些幻觉。

之后，仲敦巴尊者请阿底峡尊者讲了一个幻化的故事。

二、故事

释迦牟尼佛住世期间，古印度有六座人口大约数十万人以上的著

名大城市。舍卫城就是其中之一。

舍卫城是当年离释迦牟尼佛的居住地很近的一个城市，佛陀和弟

子经常在此出入，律经当中的很多公案也发生在这里。

当年舍卫城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师、幻术师，名叫善月。

他有一个朋友，名叫吉祥。吉祥一家有三口人——吉祥、妻子与儿子。

有一次，善月告诉吉祥：“你也学一点魔术吧，将来会有用的。”

但吉祥对魔术不感兴趣，他非常喜欢马，一直想买一匹良驹，便直言

不讳地对善月说：“学魔术干嘛呀，还不如买一匹马。”

为了打击吉祥不想学魔术的想法，善月打算幻化一个魔术来愚弄

一下好友。

一天，吉祥一家人刚吃完早餐，他妻子正在厨房清洗锅碗，吉祥

则在门外纺织毛线。

这时，善月骑了一匹非常漂亮的马过来，对他的朋友说：“你不

是想买一匹马吗？想不想买这匹马？”吉祥说：“我的存款买不起这

么漂亮的马。”

善月说：“没关系，这匹马可以换你纺的毛线。”吉祥心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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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可能不知道这个毛线不值那么多钱，居然要用好马换我的毛线，那

我不如将计就计，用毛线把他的马骗过来。于是，二人一拍即合。

善月紧接着说：“既然你想买这匹马，那就先试试这匹马跑起来

的速度快慢、感觉如何吧？”

此话正中吉祥下怀。他赶紧跨上马鞍，准备扬鞭策马、奔驰而去。

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刚刚骑上马鞍，马就不由自主地开始疯狂飞奔，

完全无法掌控。失控的马一路狂奔，带着吉祥翻过一座座他从未去过

的高山，穿越一片片他从未见过的丛林。最后太阳落山时，终于来到

一片茂密的森林当中。除了抬头可以看到天空，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

原始森林。两边是高耸的悬崖，中间有一条水势湍急的河流。不时传

来老虎、狮子等野兽的声音。

吉祥被恐怖、绝望紧紧地包围着，后悔万分：不该贪图便宜买这

匹马，更不该骑这匹马啊！

正当他伤心、害怕到无以复加之际，忽然发现森林当中在冒烟，

好像有户人家的感觉。

仿佛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他紧赶慢赶地往冒烟处走去，结果看到

一个小木屋。

吉祥仿佛绝处逢生，兴奋地拼命敲门。敲了半天，出来一个女人。

他心底深处立即冒出一个反应：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有人，会不会是

鬼呢？我今天住她家，会不会把我吃掉呢？毛骨悚然的感觉又一次生

起，但他转念一想：反正在外面也会被老虎、狮子吃掉，既然无处可去、

无路可退，只有死路一条，还不如住她家。

走进房间，看到里面还有三个女人。据介绍，她们都是开门那个

女人的女儿。

女人接着问他：“谁把你送到这个地方来的？这个地方可是任何

人都进不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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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便将事情原委一一向她道来。

讲完后，女人告诉他说：“这是个从来没有外人来过的岛屿。我

也不知道我的祖先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打我记事起，就没有见过

外人。丈夫死了以后，就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几个了。你如果想回去，

我可无法帮你，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在回去的路途当中，你就会被老

虎、狮子吃掉！还不如留下来，与我其中的一个女儿成家。”

吉祥想了半天，也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留下来与其中的一个女

儿成了家，并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这偏僻荒凉

的地方过起了简单平常的生活。

后来，三个女儿的母亲，也就是吉祥最初见到的那个老女人

死了。

时间一天天流逝，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随着三个孩子的逐渐

长大，吉祥也慢慢地感觉到自己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满

脸都是皱纹……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森林当中

度过了。

一天，他妻子到山上砍柴，三个孩子在树林里的河边玩耍。

忽然，其中的小儿子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被汹涌的浪涛席卷而去。

吉祥连忙跳到水里去救孩子。不想，大儿子为了试图去救弟弟，也慌

忙跳入水中，结果又被水冲走了。

老吉祥当即愣住了，就像《唐山大地震》中左右为难、不知所措

的母亲一样，犹豫着不知是救大儿子，还是救小儿子。迟疑了好一会，

当他决定去救后面的孩子时，已经来不及了，刹那之间，两个孩子都

被咆哮的洪流夺去了生命。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又来了一只老虎，张口衔

走了岸边的女儿。

绝望的吉祥只觉得天昏地暗、生不如死，他已经没有力气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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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任凭波涛把自己冲走。没想又被冲回了岸上。精疲力竭的吉祥趴

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嚎啕大哭。

这时，他妻子背着一堆柴禾从山上回来了。

听了吉祥的哭诉，妻子悲恸欲绝，顿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毫

不犹豫地跳河自尽了。

最后，森林中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一边没命地痛哭，一边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狂奔。结果走到了

森林边缘，并回到了他以前的家里。

到了以前的家门口一看，他过去的妻子还在厨房里，一边清洗锅

碗，一边高兴地唱着歌。

吉祥失望极了，怒气冲冲地对过去的妻子吼道：“我失踪这么久，

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你居然一点都不伤心，不但不来寻找我，居然还

在怡然自得地唱歌！”

不明就里的妻子心想：他是不是发疯了？或者产生了什么幻觉？

我明明看到他一直都在这里纺毛线，根本没有挪开过一步啊！

于是问他：“你怎么了？你怎么会说你失踪了呢？你根本哪里都

没有去，一直在这个地方啊！刚刚我们还吃了早餐，我的碗都还没洗

完呢！”

吉祥当即倒抽一口冷气：“按照你的说法，我是产生幻觉了。但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每一年的 12个月，每个月的 30天中

每一天的每个生活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妻子母亲的离世，乃

至三个孩子以及妻子的死亡，都是我亲眼目睹，而且都是那么真实，

这怎么可能是幻觉呢？不可能！ ”

妻子说：“如果你不信，可以到外面看看。你没有纺完的线还原

封不动地在那儿呢！你可能被你朋友骗了。”

他出去看了一眼，确实没有纺完的毛线还在那里。他也依稀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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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纺线的时候，朋友骑了一匹马来到他家门口，当时他妻子正在厨房

里洗碗。

他开始相信自己的确产生了幻觉。

之后，他又从森林当中那个没有牙齿、满头银发的幻觉中的生活，

回到了年轻力壮的现实生活当中，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所以他只有

慢慢适应。

适应了三、四天以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朋友的幻术骗了。

又过了几天，善月来了。

见到吉祥，善月故意问道：“好多年没看到你了，很想念你哦！

这么多年你到哪里去了？”

吉祥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股脑地讲给善月听了。

三、喻义

善月听罢告诉他：“你经历的一切，都叫做幻相，都是我变化

出来的。当时你不学幻术，只想买一匹马，我便故意让你产生幻觉，

你才有了这些经历。你一直坐在这个地方，一步都没有离开，怎么

可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呢？幻觉持续的整个过程，连一个小时都没

有，又怎么可能过了这么多年呢？所以，你生命当中的三个儿女，

以及女儿的母亲等等，都是你的幻觉。但你一定要知道，不仅是你

幻觉中的经历，包括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听到、接触到的一切，

包括舍卫城在内的印度各大城市、所有的山河大地以及生活在大地

上的生命等等，都与你在森林当中经历的生活完全没有差别，都是

虚幻的幻觉。

我的幻术仅仅欺骗了你一个人，而这个大环境的幻术，却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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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世界的所有人。除了佛菩萨的化身以外，所有凡夫都认为世界

是真实的。对我们凡夫来说，从无始以来流转到现在，轮回的现实生

活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会觉得，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很实

在。但这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与你在森林当中自认为实实在在的生活

完全一样，都是假的，都是幻觉。

轮回中的生老病死、亲朋好友、远方故乡、时日长短等等其实并

不存在；就像你在森林当中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满面皱纹的晚年并

不存在，森林当中五个亲人的死亡并不存在，森林里上有老，下有小

的一个家庭并不存在，呆了几十年的故乡—森林小岛并不存在，森

林里的日出日落、白昼夜晚并不存在一样。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

不到任何假的痕迹，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从轮回的梦中醒过

来，没有从轮回的幻觉中走出来而已。

你已经从小的幻觉中走出来了，你知道小幻觉中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想从大环境当中的幻觉中醒来，就需要闻思修。

首先，你回来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妻子告诉你：你哪里都没去，

那是你的幻觉或者是你发疯了，那些经历都是假的。这叫做听闻。就

像我们第一次从佛或者上师那里听到中观理论时的第一反应，一听说

世界不存在，因果不存在，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空性时。我们也会像你

抗拒妻子的说法一样驳斥道：现实生活这么真实，怎么可能不存在？

但是，真理不但永远真实不变，而且会越来越清晰。随着你听了

妻子的话以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实在找不到理由来回绝妻子的

说法，故而最终慢慢地说服自己：原来我真的没有在森林里生活，那

都是我的幻觉，一切都怪我的朋友，如此这般，你就明白了道理，之

后恍然大悟。这是思维。

我们常说闻思修行，其中的闻思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听闻，则即

使我们念佛、磕头、修桥、修庙、铺路、做功德、当义工……积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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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资粮，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假的。我们的一切，都建立在虚

妄之上，也不会接触到空性、光明的概念。之后，还要依靠各种推理、

思维方法去遣除疑问，这样才能彻底明白世界确实不存在。

你回家后，从你原本认为真实的森林生活，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逐步消除森林生活后遗症，彻底明白森林生活是假的幻觉，其间所经

历的四五天的适应过程，叫做修行。

听了朋友的话，吉祥也深思道：是啊！虽然我觉得森林中的生活

与现实生活没有差别，非常真实可信。我在森林中生活的时候，也没

有看到森林生活是虚幻的任何痕迹，但事实证明那的确是假的，既然

如此，我又凭什么觉得现实生活是真实的呢？我以前认为森林生活真

实的唯一证据，是眼睛看到了，亲身体会到了，但无情的现实告诉我：

这些证据都是不可靠的！事到如今，所有关于森林生活真实存在的证

据都崩溃瓦解了，那么，佛在佛经里面讲的，眼耳鼻舌身意不真实的

说法也应该是真的。以此因缘，吉祥最终证悟了空性。

阿底峡尊者在文章的最后说：吉祥的原型，是他身边一个叫做赤

诚加瓦的翻译家的前世。赤诚加瓦是当时到印度邀请阿底峡尊者来西

藏的使者之一，既是翻译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修行者、成就者、佛

教学者。

此处讲的，属于中观应成派的观点，不留任何东西，把一切都遮

破。而中观自续派却会承认现象的存在。

法王如意宝生前也多次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并一再叮咛我们务

必透过这个故事，去思维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打破实执。

四、感悟

有本书叫做《小故事大道理》，真的如此啊！通过这个短短的



慧灯之光（柒）

128

幻化故事的启发

129

故事，我们不但可以从理论上了解到世界的真相，更能体会到闻思

修的重要性。学佛的核心就是闻思修。通过听闻得到的智慧，可以

让我们产生怀疑；通过独立思考，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如果释迦牟

尼佛讲的《心经》、《金刚经》等般若波罗蜜多里面讲的是真实的，

那现实生活就应该是假的，虽然我暂时不能接受这个观念，但事实

应该是这样。

独立思考非常重要，世间的学术界也很赞叹独立思考。本来吉祥

一开始也没有立即接受妻子的话，但通过思考让他明白，妻子说的都

是对的，可见思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佛教特有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除了佛教，任何世间的其他学问都没有对世界的本源探寻到如此的高

度。即使像爱因斯坦这种公认为聪明绝顶的人，也从没想过现实生活

是假的，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个真相。全球 70多亿人乃至其他动物

都认为，世界是真实不虚的，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这个“真

实的世界”。

在没有听到空性道理，没有学习中观理论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感

受到的东西，与我们的第六意识判断的结果是一致的。五官告诉意识，

世界是存在的；第六意识就根据五官的信息分析判断，最后确定出世

界的真实性。这是第一阶段。

学习中观以后，虽然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是告诉意识，这个世界

是存在的。但此时的第六意识却有了新的观点，通过思维，它否定了

五种感官的结论，明白眼睛和耳朵的结论可能是幻觉，因为中观的推

理方法已经证明了，世界本身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二阶段。

在最后一个阶段，是经过长期的修行，不但第六意识看到世界是

幻觉，连眼耳鼻舌身也能看到世界的幻觉本相。

大圆满里讲过，证悟者在修到一定程度时，从禅定中出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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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第六意识，包括眼耳鼻舌身都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这就是闻思修

所经历的过程。五根与意识从初期的一致，走到中间阶段的分歧，最

后又走向了一致。

通过闻思修才能证悟空性。最重要的是对佛法要有信心，前面要

修加行—积累资粮、忏悔罪过，否则一开始就去听中观，虽然能了

解中观的意义，但在断除烦恼方面的力度却会很微弱，所以我们要重

视修加行，同时还要认真学习中观。先学中观自空的观点，再学他空

光明藏的观点，最后去听一听大圆满，这样循序渐进地闻思修，就有

可能证悟大圆满。

很多人误以为，除了中观以外，还有一个与中观完全不同的大圆

满。其实，麦彭仁波切在《定解宝灯论》里面讲过：在证悟空性的境

界当中，人间的所有痛苦、快乐全然消失，就像虚空当中一无所存一

样。通过修行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就叫做大圆满；通过故事或理论懂

得这些道理，就叫做中观。两者之间距离非常近，没有太大的区别。

轮回中有很多痛苦，若能把痛苦转为道用，就能促进我们的修行。

但对大多数修行人，尤其对初期的修行人来说，在有痛苦和没痛苦的

修行中，最好还是选择没有痛苦的修行，毕竟我们将痛苦转为道用的

能力还很差。所以佛经上也说，顺利的修行是对初学者最适合的。

现在的多数人虽然有精神压力等不顺利的问题，但至少丰衣足食、

不愁吃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福。在幸福的时候，要懂得珍惜和感

恩，更要利用幸福的环境努力修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如果身在福

中不知福，当有一天我们失去人身的时候，才知道一切都完了，但到

那时已经悔之晚矣。

念佛虽然对年纪大的人来说非常好，如果虔诚念佛，就有希望往

生西方极乐世界，但如果往生不了，又没有听闻中观、般若这些殊胜

的法门，那就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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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有的世间聪明并不是引领我们走向解脱的大智慧。因为缺

乏智慧，使我们一直迷失至今，永远找不到轮回的出口。通过闻思修，

我们就能确认并踏上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推广并倡导闻思

修的良好习惯。

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受着无明的操控、设计与摆布，却始终全然

不知、沉迷不醒。既然现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就一定要设法摆脱无

明的束缚，从现实生活酸甜苦辣等风暴雷电的幻觉乌云中突破出来，

穿越浓密的无明迷茫云层，开显出现实生活背后的那一片晴空万里的

光明空性之法界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