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 人 山 顶 坠 落 ，不 欲 亦 会 下 堕 ，

恩 师 赐 予 传 承 ，不 欲 亦 得 解 脱 。

龙 猛 菩 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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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闻法感恩录》，收录了大恩上师索达吉堪

布仁波切从 1987-2018 年在喇荣五明佛学院为汉族四

众所传之法。其中有堪布讲解的显密教言、念授传承

的佛法仪轨，也有亲自赐予的密法灌顶。

1987 年，圣者法王晋美彭措带领上万藏族僧俗朝

礼五台山，亲见文殊菩萨，发下普贤如海大愿，开启

了汉僧前往喇荣求法的篇章。此后，法王为了更好地

饶益汉族四众，特将其托付与心子索达吉堪布。

自接受这一任命后，三十多年来，堪布仁波切日

日夜夜呕心沥血，为法忘躯。为了避免汉人因语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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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而学法困难，他一边翻译一边传讲，讲法无数，著

作等身，以此培育了大量弘法人才，将佛陀正法从喇

荣传遍全球各国，犹如日月，照亮世界每个角落。

索达吉堪布仁波切对汉族四众恩德之深、之广，

无法用任何语言文字形容，若无大智、大悲、大愿、

大力、大勇，很难一肩挑起如此弘法利生事业。为了

时时感念这份法恩，个别弟子依靠记录和回忆，多方

搜集、确认，将三十多年堪布于喇荣所传的法脉传承

汇集一处。书中每部法只记录了开讲日期，但有些大

经大论有时要讲三四年，传讲圆满的日期并未收录。

其中，1987年-2001年的记录较简，2002后的比较详细。

若有遗漏，诚心忏悔并敬请斧正。

以此记录，祈愿道友们不忘堪布仁波切的传法深

恩，把自己得到的传承传给更多有缘众生，力求将此

佛法明灯一代代传递下去！

土狗年（2018 年）藏历十一月十五日

法王如意宝涅槃十五周年纪念法会



顶礼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





顶礼大恩上师索达吉堪布仁波切





早期的喇荣全貌



索达吉堪布早年住处

法王住处

甘多拉经堂

桑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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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八七

五台山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与慈诚罗珠堪布共译）

《菩提道次第摄颂》
（宗喀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与慈诚罗珠堪布共译）

1987 年法王如意宝在五台山清凉石树林为僧众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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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零至

讲解

《大圆满广大心要前行次第法》

《光明大圆满本来清净见歌·大鹏展翅飞翔》
（夏呷措周让作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1）

《光明大圆满任运自成之歌·开百门禅定之钥匙》
（夏呷措周让作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入中论》
（月称论师著 法尊法师译）

《入中论·善解密意疏》2

（宗喀巴大师著 法尊法师译）

《入菩萨行论》
（寂天菩萨著 译者不详）

《大圆满虚幻休息》
（无垢光尊者著 刘立千译）

《文殊大圆满》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1   口译，是指法王如意宝前一天用藏语给僧众传讲，索达吉堪布第二天
口译为汉语给汉僧讲解。
2   注：无传承。　

○ ○一 一九
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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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3 年，索达吉堪布在桑耶塔为最早期的汉僧传法

甘多拉经堂
法王住处

大经堂

桑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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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耶塔

1990 年的索达吉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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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使用的法本
《文殊智慧勇识灌顶》

《文殊大圆满灌顶》

《项袋金刚橛灌顶》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入中论·善解密意疏》
（宗喀巴大师著 法尊法师译）

《文殊大圆满》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杰珍大圆满·布玛心滴前行念诵仪轨》
（蒋扬钦哲旺波尊者取藏 索达吉堪布口译）

○一九
九一

灌顶

讲解



~10

《杰珍大圆满》
（蒋扬钦哲旺波尊者取藏 索达吉堪布口译）

《教诲甘露明点》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忠言心之明点》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空行心滴引导文》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

《句义宝藏论》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扎龙修法注释》
（赤罗活佛著 索达吉堪布译）

《前行修心七种讲义》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正行光明精华讲义》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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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九二

《文殊大圆满灌顶》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华智仁波切著 郭元兴译）

《椎击三要》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灌顶

1992 年索达吉堪布住处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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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法王如意宝和汉僧合影



13~

○一九
九三

《大圆满禅定休息净车疏》
（无垢光尊者著 刘立千译）

《大圆满虚幻休息妙车疏》
（无垢光尊者著 刘立千译）

《入菩萨行论》
（寂天菩萨著 如石法师译）

《大圆满心性自解脱》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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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密经堂（1993-1996），是索达吉堪布为汉僧修建的第一个经堂，

也是汉僧在藏地的第一个经堂，现位于金萨商店附近。图为索

达吉堪布带汉僧举行麦彭仁波切灯供法会

1994 年秋，显密经堂，索达吉堪布传讲《三处三善引导文》，

黑板上是堪布刚翻译的此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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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宝鬘论》
（龙猛菩萨著 仁光译）

《七十空性论》
（龙猛菩萨著 崔忠镇译）

《定解宝灯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心性休息三善三处引导文》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光明大圆满本来清净见歌·大鹏展翅飞翔》
（夏呷措周让作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光明大圆满任运自成之歌·开百门禅定之钥匙》
（夏呷措周让作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一九
九四

当年使用的法本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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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5 月， 索 达 吉 堪 布 传 讲 100 天 的《 心

性休息三处三善引导文》，要求汉僧每天除

闻 法 外， 其 余 时 间 闭 关 实 修， 一 天 数 座。 

堪布开玩笑道：“我会拿着望远镜，每天看你们，

看看谁不在房间里打坐，在外面到处游荡。” 

此次闭关，汉僧明慧比丘尼获得大圆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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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满心性休息》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澄清宝珠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心性休息三善三处引导文》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见歌·妙音乐声》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悲哀之歌》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教言·手中持佛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君规教言论》1-3 品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三十忠告论》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一九
九五

当年使用的法本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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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的索达吉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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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九六

传承

《莲师七句祈祷文》

《真实名经》

《心经》

《三十五佛忏悔文》

《普贤行愿品》

《四臂观音修法仪轨》
（仁增钦布大师取藏）

《阿弥陀佛修法仪轨·极乐捷径》
（列绕朗巴大师取藏）

《释迦牟尼佛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金刚萨埵修法仪轨·如意宝珠》
（法王晋美彭措取藏）

《上师瑜伽速赐加持》
（法王晋美彭措著）

 “供护法仪轨”与“格萨尔王护法广轨”，后收入《喇

荣课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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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苑歌舞》
（华智仁波切著 祝维翰译）

《大幻化网·光明藏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菩提道次第摄颂》
（宗喀巴大师著 侯生桢译） 

《格言宝藏论》1

（萨迦班智达著 索达吉堪布译

《胜利道歌》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八大菩萨传》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净土教言》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1    注：无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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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经堂（1996 夏 -2000

春）是索达吉堪布为汉僧修

建的第二个经堂。在此经堂

传讲的第一节课，是《澄清

宝珠论》最后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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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达吉堪布在院子里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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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仪轨甘露妙药》
（索达吉堪布著）

《文殊大圆满》
（法王晋美彭措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藏密佛教史》部分内容 2

（第二世敦珠法王著 刘锐之等译）

《普贤行愿品》
（般若译）

《大圆满直指心性注疏》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口译）

《菩萨宝鬘论》3

（阿底峡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入密明灯论》
（索达吉堪布著）

2　注：无传承。
3    注：无传承。

○一九
九七传承

当年使用的法本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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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断要诀注释》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愿词》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量理宝藏论》1-7 品
（萨迦班智达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亲友书》
（龙猛菩萨著 义净译）

《放生功德文》
（索达吉堪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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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汉僧在“大幻化网坛城”前拜愿

1998 年的喇荣五明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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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的索达吉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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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业经》
（索达吉堪布口译）

《二规教言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事师五十颂》颂词
（巴布拉尊者著 汤芗铭居士译） 

《修心八颂》
（朗日塘巴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虚幻休息》
（无垢光尊者著 刘立千译 索达吉堪布对照藏文校正）

《密宗断惑论》
（索达吉堪布著）

○一九
九八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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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菩萨行论》
（寂天菩萨著 如石法师译）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自我教言》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1999 年，大鹏徽章与法王如意宝纪念碗

○一九
九九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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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
零零

《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
（麦彭仁波切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大幻化网·总说遣除疑暗论》
（无垢光尊者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大幻化网颂词释·日月光明藏》
（嘉贡杨嘎仁波切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麦彭仁波切教言（部分内容编辑为《窍诀宝藏海》）》
（麦彭仁波切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无垢光尊者教言（部分内容编辑为《智悲精滴》）》
（无垢光尊者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厌离心道歌·花鬘论》等
（无垢光尊者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光明大圆满本来清净见歌·大鹏展翅飞翔》
（夏呷措周让作尊者著 门措上师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光明大圆满任运自成之歌·开百门禅定之钥匙》
（夏呷措周让作尊者著 门措上师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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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四百论》
（圣天菩萨著 法尊法师译）

《三主要道论》
（宗喀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极乐愿文大疏》
（喇拉曲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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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7 年，索达吉堪布在原喇嘛大经堂三楼的金刚萨埵殿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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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法王如意宝当着全体僧众面，把无上大圆满

郑重交付予索达吉堪布，可为众生翻译并传讲，而专

门赐予这尊无垢光尊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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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心滴如意宝》
（无垢光尊者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阿底深法》
（门杰华珍著 门措上师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窍诀见歌》
（莲花生大士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阿弥陀佛修法仪轨·极乐捷径》
（列绕朗巴大师取藏）

《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显宗部分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莲苑歌舞》“十加行”部分
（华智仁波切著 祝维翰译）

《金刚功德经》
（索达吉堪布译）

《金刚经》
（鸠摩罗什译）

《君规教言论》1-10 品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二零
零一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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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众课前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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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愚经》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华智仁波切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烟施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窍诀宝藏论》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净土教言》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极乐愿文》
（乔美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二零
零二

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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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山法宝鬘论》
（札嘎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顺治皇帝出家偈》4

（顺治著）

《水木格言》5

（贡塘丹毕准美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修心八颂》
（朗日塘巴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三主要道论》
（宗喀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4　注：无传承。
5    注：无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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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课后接待 巡见各班人员

金刚萨埵佛像前的供物天然水晶金刚萨埵像



~38

《二规教言论》
（麦彭仁波切著 法王晋美彭措传讲 索达吉堪布同步翻译）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印度无著菩萨著）

《全知麦彭降措之修法仪轨·珍宝库藏》
（法王晋美彭措著）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上师瑜伽速赐加持》
（法王晋美彭措著）

《文殊语狮子修法》
（乔美仁波切著） 

《精华会供》
（麦彭仁波切著）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二零
零三

传承



39~

《亲友书释·白莲鬘》
（麦彭仁波切著）

《七十空性论略释》
（先潘囊瓦尊者著）

《文殊占筮法》
（麦彭仁波切著）

《定解宝灯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前世今生论》
（慈诚罗珠堪布著 索达吉堪布译）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胜利道歌》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二规教言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40

索达吉堪布住院期间，仍不断翻译经论，笔耕不辍



41~

《赞戒论浅释》
（托嘎如意宝著 索达吉堪布译） 

《沙弥五十颂释》6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三戒论释》
（云丹嘉措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俱舍论释》
（洛德旺波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三十忠告论》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极乐愿文》
（乔美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释迦佛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修心八颂》
（朗日塘巴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开启修心门扉》
（金厄瓦罗珠加参著 索达吉堪布译）

6　注：颂词有传承，注释不确定有无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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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菩提道灯论》
（阿底峡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正士修法心语》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克珠杰尊者十大愿王》7

（克珠杰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密宗部分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事师五十颂释》
（宗喀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中论》
（龙猛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7　注：无传承。

○二零
零四

讲解



43~

《净除罪障百咒功德》
（麦彭仁波切著）

《三主要道论》
（宗喀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修心七要耳传略释》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四法宝鬘论》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中观庄严论释》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君规教言论》11-21 品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二零
零五

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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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汉僧年底背考《中观庄严论》，索达吉堪布正在看此法本

索达吉堪布在金刚萨埵殿，用法王袈裟、法王亲手写的《直指心性》

给汉族四众一一加持



45~

索达吉堪布的住处



~46

○二零
零六

《修文殊智慧勇识仪轨》
（法王晋美彭措著）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净土教言》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入行论释·善说海》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量理宝藏论》
（萨迦班智达著 索达吉堪布译）

《六中阴引导文》
（伏藏师噶玛朗巴取藏 索达吉堪布译） 

《二规教言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窍诀金钥》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远唤上师·悉地藏流》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传承

讲解



47~



~48

《教诲甘露明点》
（法王晋美彭措著）  

《无常道歌》
（法王晋美彭措著）

《怀业时语》
（法王晋美彭措著）

《金刚萨埵修法仪轨·如意宝珠》
（法王晋美彭措取藏）

《远唤上师·悉地藏流》
（法王晋美彭措著）

《中观宝鬘论广释》
（喇拉曲智仁波切著）

《文殊语狮子修法》
（麦彭仁波切著）

黄财神心咒

摧破金刚心咒 

○二零
零七

传承



49~

2007 年，索达吉堪布在甘多拉经堂一楼为汉僧传法

《解义慧剑》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50

2007年冬至2008年极乐法会，

索达吉堪布在女众教学楼一楼

传法



51~

《诸佛菩萨名号集·宝珠鬘》
（麦彭仁波切著）

《入行论释·善说海》
（无著菩萨著）

《般若摄颂》

《上师供》
（麦彭仁波切著）

《现观庄严论略义》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现观庄严论总义》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亲友书》
（龙猛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二零
零八

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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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佛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胜出天神赞》
（德雪达波论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极乐愿文大疏》
（喇拉曲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般若摄颂》
（索达吉堪布译）



53~

2008 年至 2015 年，索达吉堪布在喇嘛大经堂三楼传法



~54

《项袋金刚橛》
（法王晋美彭措取藏）

《前行备忘录》
（阿琼堪布著） 

《与七句祈祷文相属之上师瑜伽》

《与七句祈祷文相属之会供》
（麦彭仁波切著）

《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内义、密义、极密义部分 8

（麦彭仁波切著）

《助念往生仪轨》部分内容
（索达吉堪布著）

8　注：部分发心人员得到。

○二零
零九

传承



55~

【注：以下为索达吉堪布在心宝山所念传承】

《白文殊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喇荣课诵集》之“文殊礼赞” 

《文殊赞》
（麦彭仁波切著）

《大圆满愿词》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七句祈祷文释·白莲花》外义部分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56

《窍诀宝藏论》
（无垢光尊者著） 

《金刚萨埵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修心七要》
（恰卡瓦尊者著）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缘起赞》
（宗喀巴大师著） 

《大圆满心性休息》
（无垢光尊者著）

《大圆满虚幻休息妙车疏》
（无垢光尊者著）                                         

《大圆满禅定休息净车疏》
（无垢光尊者著）

○二零
一零

传承



57~

《缘起赞》
（宗喀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虚幻休息》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佛说阿弥陀经》
（鸠摩罗什译） 

《醒世歌》9

（憨山大师著）

《大圆满禅定休息》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费闲歌》10

（憨山大师著）

9　注：无传承。
10　注：无传承。

讲解



~58



59~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文殊大圆满传承祈祷文》
（法王晋美彭措著）

《文殊静修支分仪轨》
（法王晋美彭措著）

《无量寿经（《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
（菩提流志译） 

《释量论·成量品》
（法称论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观无量寿佛经》11

（畺良耶舍译）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12

（般剌密谛译）

《文殊大圆满》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幻化网·总说光明藏论》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11　注：无传承。
12    注：无传承。

○二零
一一

传承

讲解



~60

《胜利道歌》
（法王晋美彭措著）

《开显解脱道》
（麦彭仁波切著） 

《二十一度母赞》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菩提心释》颂词
（龙猛菩萨著）

《极乐愿文》
（麦彭仁波切著）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修心八颂》
（朗日塘巴尊者著）

○二零
一二

传承



61~

《普贤行愿品》
（般若译）

《二十一度母赞》
（索达吉堪布译）

《六祖坛经》13

（法海等集录）

《修心利刃轮》

（达玛绕杰达著 索达吉堪布译） 

13  注：无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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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解脱种子灌顶》

《贤劫千佛灌顶》

《依莲师像加持法灌顶》

《法称论师上师瑜伽》
（麦彭仁波切著） 

《十六罗汉礼供文》
（大班智达夏迦西日著）

《金刚萨埵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上师供》
（麦彭仁波切著）

《全知麦彭降措之修法仪轨·珍宝库藏》
（法王晋美彭措著）

○二零
一三

灌顶

传承



63~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缘起除障极略仪轨》
（列绕朗巴大师取藏）

《二十一度母赞》 

《修心七要》
（恰卡瓦格西著 ） 

《十六罗汉礼供文》
（大班智达夏迦西日著 索达吉堪布译）

《怀业祈祷文》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现观庄严论》
（弥勒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64

《莲师缘起除障灌顶》

《当日教言》
（单巴桑吉尊者著） 

《法称论师上师瑜伽》
（麦彭仁波切著）

《开显解脱道》
（麦彭仁波切著）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心经回遮》

《金刚萨埵修法仪轨·如意宝珠》
（法王晋美彭措取藏）

《金刚萨埵仪轨传承上师祈请文》
（法王晋美彭措著）

《喇荣课诵集》从“加倍咒”至“怀业祈祷文” 

○二零
一四

灌顶

传承



65~

《上师瑜伽速赐加持》
（法王晋美彭措著）

《当日教言》
（单巴桑吉尊者著）

《二十一度母赞》

《略摄极乐愿文》
（门杰多吉活佛著）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三十忠告论》
（无垢光尊者著）

《烟施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喇荣课诵集》之“供护法仪轨”与“一髻佛母广轨” 

《大圆满愿词》
（麦彭仁波切著） 

《开显解脱道》
（麦彭仁波切著） 

《喇荣课诵集》之“供护法仪轨”（包括丹哲意吾布美）

与“一髻佛母广轨” 



~66

《当日教言》
（单巴桑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心性休息》显宗部分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等性自解脱》颂词与引导文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67~

期末考试时，见到汉僧笔考、背考、讲考非常出色，

索达吉堪布深感欣慰



~68

2015 年底至今，索达吉堪布在新修的法界宫传法



69~

《莲师缘起除障灌顶》

《文殊语狮子修法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文殊语狮子修法仪轨》
（乔美仁波切著）

《文殊赞》
（麦彭仁波切著）

《修文殊智慧勇识仪轨》
（法王晋美彭措著）

《喇荣课诵集》之“文殊礼赞” 

《文殊大圆满修法传承祈祷文》
（法王晋美彭措著）  

《地藏赞》
（麦彭仁波切著）

《喇荣课诵集》之“格萨尔王护法略轨、广轨” 

○二零
一五灌顶

传承



~70

《喇荣课诵集》之“供护法仪轨”（包括丹哲意吾布美） 

《莲师祈请愿文》
（法王晋美彭措于莲花湖著） 

《亲见文殊菩萨道歌》
（法王晋美彭措著） 

《大圆满法性自解脱》颂词与引导文
（无垢光尊者著）

  

《与七句祈祷文相属之上师瑜伽》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开显解脱道》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乘经庄严论》
（弥勒菩萨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满心性自解脱》颂词与引导文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71~

《文殊大圆满灌顶》

《威猛莲师灌顶》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普贤行愿品》

《怀业祈祷文》
（麦彭仁波切著） 

《愿海精髓》
（法王晋美彭措著）

【注：以下是索达吉堪布为菩提讲考班所念传承】

《真实名经》

《马头金刚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时轮金刚归纳》
（法王晋美彭措著）

《大威德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二零
一六灌顶

传承



~72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
（义净译）

《法华经》
（鸠摩罗什译）

《四法宝鬘论》略讲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教言精髓》14

（第二世敦珠法王著 索达吉堪布译）

《大圆胜慧》
（智悲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
（施护译）

14  注：无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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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师缘起除障灌顶》

《文殊智慧勇识灌顶》 

《文殊大圆满灌顶》 

《圣大乘金子经》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随念三宝经》 

《圣大乘三归依经》 

《大乘一字经》 

《中论》
（龙猛菩萨著） 

《入中论》
（月称论师著）

○一二零
七

灌顶

传承



75~

《瑜伽欢乐道歌·吉祥如意妙音》
（法王晋美彭措著）

《中观四百论》
（圣天菩萨著）

《喇荣课诵集》之“文殊礼赞” 

《文殊赞》
（麦彭仁波切著）

《上师瑜伽速赐加持》
（法王晋美彭措著）

《缘起赞》
（宗喀巴大师著） 

【注：以下为索达吉堪布在五台山所念传承】

《佛子行》
（无著菩萨著）

《文殊大圆满》
（法王晋美彭措著）

《文殊静修支分仪轨》
（法王晋美彭措著）

《修文殊智慧勇识仪轨》
（法王晋美彭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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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臂文殊仪轨》
（麦彭仁波切著）

《文殊赞》
（麦彭仁波切著） 

《杰珍大圆满·布玛心滴前行念诵仪轨》
（蒋扬钦哲旺波尊者取藏 索达吉堪布译）

《无等大恩文殊怙主上师如意宝晋美彭措祈祷文》
（索达吉堪布著）

《祈祷上师·加持日光》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圣大乘临终智慧经》
（索达吉堪布译）

《厌世歌·杜娟妙音》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开显解脱道》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法界宝藏论》
（无垢光尊者著 索达吉堪布译）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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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阅七宝藏》
（华智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禅修法》
（麦彭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莲师修法》
（伏藏师格日秋旺取藏 索达吉堪布译）

《生生世世摄受愿文》

（法王晋美彭措著 索达吉堪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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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大圆满灌顶》

《威猛莲师灌顶》

《金刚经》 

《中观宝鬘论》
（龙猛菩萨著）

《普贤行愿品》

《开显解脱道》
（麦彭仁波切著）

《佛说阿弥陀经》

《菩提道次第摄颂》
（宗喀巴大师著）

《上师供》
（麦彭仁波切著）

○一二零
八

灌顶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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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庄严论》
（静命论师著）

《直指心性》15

（麦彭仁波切著）

《胜道宝鬘论》
（冈波巴大师著 索达吉堪布译） 

《维摩诘所说经》
（鸠摩罗什译） 

《孝经》16

《法界藏赞·稀有如意穗》
（西钦嘉檫仁波切著 索达吉堪布译）

15  注：部分发心人员得到。
16  注：无传承。

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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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达吉堪布全球百所大学巡讲

○附
（ 以 下 数 据 截 至 2 0 1 8 年 1 2 月 ）

2010年

6.24    北京大学 《佛教空性观》

6.24    北京大学 《信仰与人生》

6.25    清华大学 《藏文化的修心养生观》

2011年

3.11    复旦大学 《佛教眼中的物质世界》

3.14    南京大学 《佛法的生命科学观》

3.17    中国人民大学 《藏传佛教的思想与现实生活》

6.8     浙江大学 《大乘佛教的现代意义》

6.10    华中师范大学 《新时代需要心灵的教育》

6.11    华中师范大学 《解疑除惑 教学相长》

6.12    中山大学 《佛教消除烦恼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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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香港中文大学 《心净国土净》

7.29   香港理工大学 《怎样面对痛苦》

11.3    南阳师范学院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

11.7    青海师范大学 《佛教文化的价值观》

11.9    陕西师范大学 《藏密的特点及思想精髓》

11.10   西北大学 《来世生命与往生净土》

11.12   西安交通大学 《科学怎样成为幸福的阶梯》

11.16   山东大学 《佛教的利他性》

11.18   湖南师范大学 《佛教慈悲观与道德教育》

11.20   华中科技大学 《佛教的真理观》

11.23   香港教育学院 《逐梦人生——开启心灵教育》

11.24   香港科技大学 《科技发达时代的佛法教育》

11.27   香港大学 《自心宝藏的探索》

11.30   北京师范大学 《佛教的人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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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23   厦门大学 《问佛陀情为何物》

2.24   厦门大学 《“如来藏”思想》

2.27   广西大学 《佛教的低贪生活》

3.2    汕头大学 《幸福的根本是心》

7.3    兰州商学院 《心底无私天地宽》

7.14   北京大学 《禅与财富管理》

7.17   清华大学 《扎根内心的财富》

8.6    香港理工大学 《怎样修学密宗》

10.21  成都中医药大学 《当代藏医药学者的历史使命》

10.24  上海交通大学 《自他快乐的八个秘诀》

10.24  上海交通大学 《幸福的根本是心》

10.27  山东理工大学 《慧悟人生：荷担科学未来》

11.2    广西师范大学 《减轻压力的智慧》

12.20  中国社会科学院 《探索内心科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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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中国文化书院 《大圆满前行的重要性》

12.26  苏州科技学院 《心灵绿化与幸福人生》

12.26  苏州科技学院 《禅宗与心灵救助》

12.27  苏州大学 《藏传佛学把握意识的方法和途径》

2013年

1.4    东北财经大学 《博学与济世》

3.5    中央财经大学 《佛教的经济观》

4.4    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 《藏地幸福密码》

4.5    美国 乔治城大学 《展望藏传佛教 21 世纪在全球

的传播》

4.6    美国 乔治城大学 《坐禅的正确方法》

4.11   德国 马普研究所 《藏传佛教在中国的现代表述》

4.12   德国 哥廷根大学《宗教与现代生活》

4.15   美国 哈佛大学《如何观修自他交换的菩提心》

4.19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藏传佛教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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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伏藏授记的密意与缘起》

4.23   美国 科罗拉多大学《藏文化与环境》

4.27   四川大学 《信仰、科技与法律》

9.28   广东金融学院 《智慧人生 和谐社会》

9.29   华南农业大学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10.4   华东师范大学 《滋心养智》

10.29 四川大学 《大学生如何面对心理压力》

11.2   江西财经大学 《戒定慧与人生幸福》

11.6   北京大学 《生命的成长与完善》

11.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佛法与当代社会》

11.12  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 《解读轮回密码》

11.13  泰国 国立玛希隆大学 《信仰与时代》

11.20  柬埔寨 金边端华学校 《如何寻找人生坐标》

11.23  新加坡 国立大学 《领悟人生》

11.25  台湾大学 《神秘的修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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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台湾师范大学 《藏文化的特色》

11.28  台湾华梵大学 《佛教的辩论方法》

11.29  台北大学 《生命科学与价值观》

11.30  湖南大学 《佛教关于人性的探索和教育》

12.4   浙江大学 《认知科学与佛学》

12.6   南京林业大学 《佛学之生态思想》

12.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生与人心》

2014年

3.14   华东师范大学 《怎样变成有福报的人》

6.13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与人沟通的智慧》

6.16   天津大学 《微时代 微道德》

6.18   中国科技大学 《喧嚣中的宁静之道》

6.21   青岛大学 《人类面对灾难的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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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清华大学 《“盗梦空间”的佛学实相》

6.27   河北医科大学 《医者之心》

7.3     云南大学 《寻找生命的意义》

8.6    香港中文大学 《残酷才是青春》

9.11   美国 南加州大学 《苦才是人生》

10.3   新西兰 梅西大学 《信仰在佛教中的意义》

10.4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当帝遇到佛陀》

10.11  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红尘中的净土——

喇荣》

10.15  澳大利亚 悉尼科技大学 《动中禅》

10.16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 《佛教的物质世界观》

10.19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藏传佛教的慈悲幸福观》

10.24  加拿大 约克大学 《禅定——心性休息》

10.29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藏密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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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前世今生——佛教人生观》

11.5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当代藏传佛教女性》

11.12   美国 耶鲁大学 《现代社会的专注与禅修》

11.13   美国 耶鲁大学 《佛陀的生平》

11.14  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 《当代菩萨道——现今社会菩

萨的修与行》

11.15  美国 天普大学 《佛教空性的禅修》

11.17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汉地的当代藏传佛教》

11.19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禅宗和大圆满的关系》

11.20  美国 斯坦福大学 《藏传佛教在汉地的流行》

2015年

3.1    中国人民大学《商之大者，自利利他》

3.2    中国人民大学《贫非佛教——大富长者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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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国中医科学院 《药师佛与中医》

6.6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社会》

6.6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艺术》

6.6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管理》

6.6    北京大学 《密宗文化与现代教育》

6.7    中国传媒大学 《知识与文化的差异》

6.9    澳门大学 《佛教如何面对灾难》

6.12   华南理工大学 《佛教视野中的物质》

6.16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幸福人生，从心开始》

6.20   上海外国语大学 《探寻生活的另一种价值》

6.21   中国政法大学 《当代的公平与正义》

6.22   海南大学 《做才是得到》

6.28   南京农业大学 《心灵的绿色家园》

6.29   南京大学 《佛法智慧与智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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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泰国 摩诃朱拉隆功大学清迈校区 《藏传佛教的

本来面目》

9.28   荷兰 莱顿大学 《佛教与社会德行》

9.28   荷兰 莱顿大学《藏传佛教对都市青年的吸引力》

10.2   法国 多芬尼综合大学 《幸福人生》

10.9   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 《藏传金刚乘的特点》

10.13  英国 牛津大学 《跨文化译传藏传佛教之人生

感悟》

10.16  英国 剑桥大学 《修持佛道——为修而修还是通

向更美好的世界？》

10.20  英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佛教如何看待幸福》

10.22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 《佛教对进化论与造物论的

看法》

11.2   莱索托 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 《信仰与科技》

11.2   莱索托 国立大学 《有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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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纳米比亚 理工大学、国际管理大学、纳米比亚大

学 《现代社会的正念与禅修》

11.11  日本 东京大学 《藏传佛教思想》

11.13  日本 早稻田大学 《快乐人生——佛法可以改变

世界》

2016年

7.16   泰国 清迈大学 《感谢我的世界》

7.19   新加坡 国立大学 《佛教与信仰——梦幻的人生》

11.6   北京大学 《走出人际关系的雾霾》

11.8  中国人民大学 《浅谈佛教艺术——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关系》

11.19  南京农业大学 《财富与人生价值》

11.20  苏州大学 《问佛陀法为何物——戒律与法律异同》

11.22  上海交通大学 《修行与精神健康》

11.23  上海交通大学 《大学生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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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10   北京中医药大学 《佛学与医学》

8.3    泰国 皇家大学 《碎片时代的彷徨》

9.12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 《爱的智慧》

10.30 美国 芝加哥大学 《现代藏传佛教大德——法王

晋美彭措的生平和著作》

10.31  美国 西北大学 《藏传佛教的现代性》

11.1    美国 芝加哥大学 《动荡时代的心态》

11.6   美国 哈佛大学 《向内看，向外走——如何在现

代生活中保持内心平静》

11.9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 《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

11.15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女性在藏传佛教群体中的

角色》

11.16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体悟无常》

11.24  瑞典 斯德哥尔摩大学 《藏传佛教在当今中西方

国家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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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  瑞典 隆德大学 《佛教思想对于主观幸福感心理

学研究的启示》

11.30  挪威 奥斯陆大学 《藏传佛教的修行和学习》

12.14  西班牙 康普斯顿大学 《佛教如何理解自我慈悲》

12.16  西班牙 康普斯顿大学 《动中禅：与生活共舞》

12.18  以色列 希伯来大学 《业因果定律下的生命流转》

2018年

9.20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大学 《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

9.23   南非 圣奥古斯汀学院 《觉悟在当下》

9.25   马拉维 多马西教育学院 《你的快乐，从何而来》

9.28   南非 开普敦大学 《藏传佛教的日常修行和仪式》

10.2   博茨瓦纳 博茨瓦纳大学 《物质主义时代的佛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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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历六月初四，是佛陀初转法轮日，也是索达吉堪

布的生日。在这一天来到人间，堪布以弘法利生为“家

务”，似乎成了最自然的缘起。

从 1987 年藏历六月受法王如意宝嘱托，开始教导

汉僧学修，到2017年的今天，整好30年。时间一晃而过，

此间的经历却无法一笔带过。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堪布

做了什么？

这份清单，略而又略，也足够我们去回味，堪布陪

我们走过的路……

大 恩 上 师 索 达 吉 堪 布

30 年弘法足迹一瞥
（ 以 下 数 据 截 至 2 0 1 7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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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讲辩著译，传承教法
1 9 8 7 年 - 2 0 1 7 年

堪布发愿：

“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法，我也会尽心尽力用佛法饶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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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翻 译

将大量藏文经论翻译成汉文，现保存的有 800 多万

字，其内容涵摄人格教言、修心法门、五部大论、弥勒五论、

无上密法、传记佛教史、修法仪轨等，36册收集于《显

密宝库》中。代表作有：

1）人格教言

《格言宝藏论》《二规教言论》《君规教言论》《水

木格言》《亲友书》《世间规之忠言》《智慧百论》等。

2）修心法门

《不忘》《大圆满前行》《前行备忘录》《开启修

心门扉》《山法宝鬘论》《入行论释·善说海》《智者

入门论》《极乐愿文大疏》《百业经》《事师五十颂释》

《佛子行》《修心七要》《修心八颂》《当日教言》《金

刚功德经》《修心利刃轮》《菩萨宝鬘论》《菩提道灯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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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鬘论》《教诲天人甘露》《离四贪教言》《瀑布妙音》

《厌世歌》《欢乐歌》等。

3）五部大论

《赞戒论释》《沙弥五十颂释》《戒律三百颂》《三

戒论释》《俱舍论释》《解义慧剑释》《量理宝藏论释》

《释量论·成量品释》《中论释》《中观庄严论释》《中

观宝鬘论释》《大乘二十颂》《入二谛论》《现观庄严论释》

《现观庄严论疏》《般若摄颂释》等。

4）弥勒五论

《现观庄严论释》《大乘经庄严论释》等。

5）传记佛教史

《释迦牟尼佛广传》《八大菩萨传》《藏密佛教史》

《密宗大成就奇传》《莲师刹土云游记》《全知无垢光

尊者略传》《钦则益西多吉密传》《全知麦彭仁波切略传》

《圣者龙树菩萨略传》《世亲菩萨略传》《无著菩萨传》

《敦珠法王自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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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上密法

《大幻化网·光明藏论》《大圆满心性休息》《大

圆满禅定休息》《大圆满虚幻休息》《大圆满心性休息实

修法》《大圆满三自解脱》《窍诀宝藏论》《实相宝藏论》

《法界宝藏论》《上师心滴》《大圆胜慧》《文殊大圆满》《窍

诀宝藏海》《定解宝灯论》《直指心性注疏》《直断要诀释》

《七句祈祷文释》《六中阴引导文》等。

7）修法仪轨

《开显解脱道》《二十一度母赞》《项袋金刚橛》《威

猛莲师修法仪轨》《莲师缘起除障修法》《妙音天女之

修法》《净除罪障百咒功德》《诸佛菩萨名号集宝珠鬘》

《文殊占筮法》《观音占卜法明镜论》等。

8）其他

将汉传佛教经典和国学经典翻译成藏文，如《佛说

观无量寿佛经》《弟子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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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讲 法

30 年来不断为大众传法。在一万多天里，汉语讲法

9300 多课，2003 年后有影音记录的有 2600 多课，根

据这些资料整理的讲记有2000多万字，57册收集于《智

悲宝库》中。

1）传讲五部大论

历时 11 年（2003-2014），用汉语圆满传讲，史

无前例，总计 826课。

2）传讲修心法要

20课以上的大论有《大圆满前行》（2遍：188课，

145课）、《入行论》（2遍：102课，201课）、《大

圆满心性休息（显宗部分）》（2遍：146课，57课）、《格

言宝藏论》（40课）、《君规教言论》（影音记录不全）、

《开启修心门扉》（54课）、《山法宝鬘论》（49课）、

《藏密佛教史》（24课）、《亲友书》（20课）、《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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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愿文大疏》（2遍：36课，104课）、《般若摄颂》（55

课）、《修心利刃轮》（20课）等，总计 1241课。

3）传讲无上密法

《大幻化网·光明藏论》（52课）、《六中阴引导

文》（27 课）、《大圆满三大休息》（93+15+7=115

课）、《大圆满心性休息实修法》（影音记录不全）、《大

圆满三自解脱》（15课）、《窍诀宝藏论》（43课）、

《上师心滴》（影音记录不全）、《大圆胜慧》（19课）、

《文殊大圆满》（9课）、《窍诀宝藏海》（影音记录不

全）、《定解宝灯论》（61课）、《直指心性注疏》（影

音记录不全）、《大圆满愿文》（5课），总计346课。

4）传讲汉传佛法和国学典籍

传讲《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普贤行愿品》《大

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等净土五经：共52课；《金刚经》

《六祖坛经》《心经》《药师七佛功德经》《妙法莲华经》：

已传讲 120课；《弟子规》：20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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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导修行

提倡闻思佛法的同时，非常重视修行，多次亲自指

导并带修。在其大力倡导和要求下，至今完成五加行修

持的弟子超过一万人。

6）其他

经常到藏区为寺院僧众和广大信众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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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辩 论

造有多部辩论书，廓清世人对佛教、藏密的种种误解。

代表作有：《佛教科学论》《密宗断惑论》《藏密

问答录》《略说佛教各派互不相违》《破除邪说论》等。

4 造 论 及 随 笔

30 年来利用空闲之余撰写经论注疏、随笔 600 多

万字，31册收集于《妙法宝库》中。

代表作有：《四百论广释》《金刚经开示录》《俱

舍问答》《法王晋美彭措传》《放生功德文》《密宗虹

身成就略记》《藏密素食观》《旅途脚印》《智海浪花》

《博士访谈录》《泰国游记》《顺治皇帝出家偈浅释》《仅

有借鉴与研究是不够的》《红尘中的佛光》《儿童佛教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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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 学 演 讲 系 列 丛 书

前往全球 100 多所高等学府交流，其演讲内容汇集

成文，现已整理出来的部分内容有 24册，200多万字：

《NO.1心灵的诺亚方舟》《NO.2佛教眼中的神秘》

《NO.3心病还须心药医》《NO.4红尘中的净土》《NO.5

必须面对的真相》《NO.6 寻觅爱的足迹》《NO.7 冲

破迷暗的曙光》《NO.8 打开心扉的密钥》《NO.9 一

切从心开始》《NO.10 无私带来的喜乐》《NO.11 发

掘永远的财富》《NO.12 探寻藏地瑰宝》《NO.13 拯

救“压力山大”》《NO.14只为一颗“心”》《NO.15

唤醒深藏的善》《NO.16 点亮一盏心灯》《NO.17 寻

觅失落的文明》《NO.18 智慧比金子还贵》《NO.19

走近藏传佛教》《NO.20年轻人也需要佛教》《NO.21

困惑时代的幸福》《NO.22 一切并不神秘》《NO.23

回归心灵的故乡》《NO.24 别让生命睡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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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法雨普润，全球弘法
2 0 0 6 年 - 2 0 1 7 年

对于外界种种赞誉，堪布说：

“我只是一名老师，教传佛法的老师。”

1 网 络 弘 法

2006 年开始，借助光盘、网络等现代科技弘法，为

红尘中的佛子提供系统、次第闻思修行的机缘。

此外，2006 年 9 月 24 日 -2017 年 7 月 19 日，

通过网络传法 690余次：

| 网络开示 138 次：汉语开示 119 次、全球开示

13次、藏语开示 6次；

|传讲并同步直播显宗法要 490课；

|传讲并同步直播密宗法要 63课（闻法者须修完五

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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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 球 演 讲

2010 年开始，发愿用佛法利益社会各阶层众生。截

至 2017年 7月：

1）大学演讲：前往 108所大学（国内 65所，国外

43所），做 145场演讲（国内102场，国外 43场）；

跨越全球 16 个国家的 30 个城市，走遍国内 25 省（直

辖市）的 30个城市。

|第一场：清华大学，2010年 6月 14日；

|最近一场：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年 6月10日；

|在哈佛、耶鲁、斯坦福、牛津、剑桥、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多伦多、伦敦、

伦敦政经、哥廷根、科罗拉多、华盛顿、乔治城、南加

州、天普、弗吉尼亚、莱顿、清迈、维也纳、马普研究所、

新加坡国大、泰国玛希隆、柬埔寨端华、莱索托、早稻田、

东京、纳米比亚、纳米比亚理工、开普敦、奥克兰、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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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悉尼科大、墨尔本、约克、麦吉尔、泰国摩诃朱拉

隆功，以及清华、北大、港科大、港大、台大、浙大、复旦、

社科院、中科大、中央财经、中国政法、中国传媒、中国

青年政治、中医科学院、上海交大、人大、南大、川大、澳大、

上外、海大、山大、华中科大、北师大、青大、台湾华梵、

台北、台湾师大、汕大、厦大、港中文、港理工、首经贸、

湖大、云大、苏大、西北、广西、华中师大、河北医大、

陕西师大、华东师大、南阳师范、青海师大、西安交大、

南京农大、东北财经、苏州科大、山东理工、广西师大、

成都中医药、湖南师大、华南理工、西南财经、广东金融、

天大、南京林业、西安电子、华南农大、北京中医药等

国内外 100多所高校的讲台上留下身影。

2）社会演讲：前往各类社会团体做76场演讲；其中，

企业 40场，医院 2场，监狱 10场，戒毒所 2场，禅修

道场 14场，论坛 8场。

|第一场：西安法门寺，201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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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场：甘孜州人民医院，2017年 5月。

3）访谈：接受学者和媒体访谈32场（学者17场、

媒体 15场）。

2013年，被《人物》杂志评选为“年度宗教面孔”，

理由是：“因为在宗教市场日益勃兴而鱼龙混杂的年代，

这个最高求学经历仅为中专的川西牧民后代塑造了可信

赖的个人品牌，慰藉了其信众的心灵。”

2014 年 5 月，成为《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人物。

杂志上架后很快脱销。

4）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从 2011 年开始，连续举

办 7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历届大会分别探讨了前生

后世、佛教与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终极关怀、

和平之路、幸福之路等主题，累计有海内外 300 多所高

校的教授、学者、师生，共计 4000余人参加。

5）度母法会：2016 年 1 月 2日 -3 日，在香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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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博览馆举办度母法会，祈祷以度母为主的诸佛菩萨，化

解世间种种苦难。参会者10561人，分别来自中国、美国、

加拿大、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瑞典、马来西亚、

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两天共计发愿念

诵绿度母心咒 7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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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 版 书 籍

截至 2017年 7月，已出版中文简体书籍 27本： 

《苦才是人生》《做才是得到》《残酷才是青春》《能

断：金刚经给你强大》《不离》《有求》《你在忙什么》《幸

好有烦恼》《漫谈弟子规》《有什么舍不得》《没什么放

不下》《大圆满前行》《般若摄颂释》《释迦牟尼佛广传·白

莲花论》《百业经》《藏传净土论》《中观宝鬘论广释》

《藏密佛教史》《入行论释·善说海》《中观庄严论释》

（上、下）《量理宝藏论释》（上、下）《中论密钥》等。 

其中多本畅销书已有中文繁体、藏文、蒙文、英文、

韩文等多个版本，并在全球各地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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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媒 体

截至 2017年 7月：

|堪布官方网站“智悲佛网”， 开通于 2006 年，

累积点击量超过 2亿。

| 堪布新浪微博“索达吉堪布”，开通于 2010 年

10月 29日（藏历铁虎年天降日），粉丝 224万余人。

|堪布藏语微博“索达吉藏文化”，开通于 2011 年

4月 14日，粉丝 12.6 万余人。

| 微信公众号“索达吉堪布”，开通于 2014 年 7

月 31日（藏历六月初四），粉丝 37.6 万余人，总阅读

量 167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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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大爱无疆，救护生命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 2 0 1 7 年

在《启动爱心》一文中，堪布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佛教徒应该做些善事。光是口头上说要度化

天边无际的众生，白天晚上念念不忘，但在实际行动中，

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除了为家人付出外，从来

也没有想过众生，这的的确确不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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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弘 扬 素 食

在佛学院和佛学会中倡导吃素，著有《藏密素食观》，

间接救护了无数众生。

2 放 生

1）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倡导放生，著《放生功德文》

《放生功德甘露妙雨》《劝友放生书》《最可贵的是什

么》《悲惨世界》和《放生仪轨甘露妙药》《再谈放生》，

引导国内外无数人参与科学、合理、规范化的放生，救

护数亿众生；

2）2012 年开始倡导百日放生，到 2017 年已举办

5年，救护了无量动物的生命。

3 临 终 关 怀

开示《为临终者献爱心》《用佛法利益亡者》，编

集《助念往生仪轨》，在各地发起并组建“助念小组”，

引导大量临终者正确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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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 悲 学 校

2007 年开始，修建 2所小学和 1所中学。为数千

没有条件上学的藏族孩子提供免费食宿，以圆满 9年制

义务教育。

5 西 部 助 学

2011 年开始，为没有能力支付学费的藏族高中生和

大学生资助学费。截至 2016年，共资助 6117 人次。

6 扶 弱 济 困

为帮助藏族弱势群体，创办养老院、居士林等，并

为防治艾滋病、包虫病、妇科病、肝炎、肺结核等出资出力。

……

 









 

唯有一事，能报佛恩。

何谓为一？

常以慈心，以其所解，一切善法，展转开化，乃至

一人，令其信心成就智慧，展转教化，无有穷尽。

譬如一灯燃无量灯。

如是行者，乃名为报师徒重恩。

《佛说未曾有因缘经》





护法三怙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