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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喇荣极乐小组 撰

益西彭措堪布 译

您在未阅读此传记前，敬请先行浏览前言，于此对正文中不确定的

部分内容，通过以下六项来说明：

一、此传记的内容：纯粹是往昔大恩导师释迦佛经典中所宣说直至

今时，印、汉、藏三地为主的传记等中所述，一百二十位大德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传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

这本传记中所收录往生极乐世界的大德数目有多少呢？导师释迦佛

在经典中所说，以及印度的大德有十四位；汉土的大德十一位；藏地各

法脉中，宁玛派的大德十四位、旧噶当派的大德五位、萨迦派的大德三

十六位、噶举派的大德二十四位、觉囊派的大德九位、格鲁派的大德七

位，如此共有一百二十位。诸大德往生极乐世界的原因，一些是被授记

往生极乐世界；有些是自己亲口承认将往生极乐世界；大多数是在临圆

寂时，有往生极乐世界的无错谬稀有之征象；少数则是传记的作者所断

言，即由以上不同的四类而成立。

这些也只是例举，如果延长时间慢慢搜寻，一定有更多的素材，然

而此次由于时间短促等的原因，只汇集了这些，但是若未来因缘会聚，

仍将继续进行汇编。

二、搜集的情况：这些传记并非是新撰著的，而是要过去已有文字

记载的各位大德的传记，所以不得不新作搜集和编排。因此我们极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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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层面来说，做了内部的分工，安排专人对于印、汉、藏三地各个法脉

诸大德的传记、法源、历史、遗教、教言等所需的书籍做了搜集。其中

为了避免一些与法脉和大德相关的贪嗔争论等，以及确定诸位大德往生

极乐世界的来源清净，我们对于素材的搜集，基于以下几项来进行：

1、需要收集的这些传记，每一个在过去便已有能作为依据的文

字；

2、这些大德中任何一位，都没有与各自的法及上师相违背的恶

名；

3、不是单单从自身的角度，以清净观和偏袒之心来理解，而是词

句上要有已经往生极乐净土的明确阐述；

4、印、汉、藏三地的这些大德，每一位各自是何法脉，都要有确

切记载，并且至少也是那个法脉中著称的大德；

5、在具足以上这几项的前提下，无论是僧俗、男女任何身份，都

可以收集在内而汇编完成。

这些传记中，除了明确是错别字的之外，我们手中得到的原稿如

何，便如实做了摘录。此外，没有跟随自己的想法，而对句义做任何加

减和更改，个别传记中特有的一些古藏文，为了读者易懂，我们单独备

注了现代文，一些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词，便照旧做了摘录。

三、编辑的情况：我们手中得到的这些大德传记，如何编辑的情

形：若从《佛说无量寿经》等中所说来推断，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大

德，不一定只有印、汉、藏三地，然而从饶益此全球人类的角度，分为

印、汉、藏三个部分进行了编辑。

现在的一些人，仅仅是由于各自法脉和大德们编排的次第，也会心

中不悦，并且可能与此相关而积累谤法的罪业。我等极惧致使此类情况

的发生，故不能仅凭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照原书籍的编排，总体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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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起初兴盛的次第，首先是印度，其次汉地，复次是藏地各个法脉。

其中，藏地各个支分法脉的次第，也是结合各自源流先后的历史而编

辑。特别是藏地各大法脉有不同的分类，此处则是分为六大法脉——宁

玛派、旧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来进行分类编辑，

各法脉诸位大德的排列次第，也是源于各自诞生或圆寂先后的顺序而编

排。

不仅仅是这些大德往生极乐世界的传记，若知晓他们总的弘法利生

之伟大事业等，那么将积累与他们直接结缘的殊胜善根。为此我们根据

彼等自身的传记，除了未寻得的之外，每一位大德都按照：1、名称；2

、诞生地；3、诞生年份；4、身份；5、法脉；6、圆寂年份；7、传

记正文，这七项内容进行了编辑。前六项均纯粹是从其各自的传记中收

集，第七项传记的正文，则是依照以下几点来编辑：

1、若是把这些大德的传记完整摘录，文字极多，且有可能会障蔽

重点所需的内容，因此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主要单独摘录了往生极乐

世界的部分后做了编辑，此外没有收录其整部传记；

2、为了读者明了重点，我们把各位大德传记正文中所说往生极乐

世界的一些主要原因等，用简明扼要的方式简单归纳，放在了正文的前

面；

3、我们特意安排画师，绘制了着重每位大德的稀有事业——往生

极乐世界验相的白描唐卡后，以插图的方式，放入此传记当中；

4、诸位大德的传记中，先后与往生相关的文句，此书中以节选的

方式进行了摘录，为了文句段落清晰，并防止意义不连贯而中断，其间

用省略号做了分隔和连接；

5、为了令读者求得往生极乐世界诸位大德的加被，以及积累自身

往生极乐净土的信愿之资粮，在每位大德传记的末尾处，都增添了“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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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某某尊，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的祈祷句；

6、有些大德的传记，我们还收录了个别不同的版本，这是由于每

个传记中所说的着重点不同，所以对于读者的心相续也有不同的利益，

因此，如是做了编辑。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本书当中汉土诸位大德往生极乐世界的

传记部分。由于汉地从古至今，存在文字记载且无有争议的大德往生传

有许多，比如著名作家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等。然而，我们

只是以此为例，将各个宗派中从智者至愚者之间普皆共称的十一位大德

的传记翻译成藏文后，汇编于此。（译者注：“印度经典篇”中，直接

引用了汉文《大藏经》中收录的经典原文，其次“汉土篇”中大德往生

的传记，则是对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等进行了白话解说。）

四、编辑的目的：编辑本部传记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们知道印、

汉、藏诸位大德的稀有殊胜性吗？又或是为了遣除心想他们有没有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怀疑吗？并非如此。那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1、为了我等这般的后代追随者为主，也能同这些大德一样，欣求

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净土中对于一切功德海获得大自在后，成办广大

的伟大弘法利生事业。

编辑本部传记和达成此目的有什么关联呢？（1）世尊释迦狮子等

以授记赞叹的大德；（2）到达地道高位的菩萨和菩萨母；（3）对于经

续海的教典，学习至于究竟的大智者；（4）具足清净别解脱戒、菩萨

戒、密乘戒的至尊；（5）证得黄金与粪土平等的瑜伽士；（6）对于实

相真实之义获得自在的成就者等，无有法脉和宗派的分别，每一位都没

有去其他任何刹土，而是一个接一个地唯独要去往西方极乐净土，对于

其中缘由，不得不深思。那么如是如理思惟之时，他们是被极乐世界圆

满的妙欲吸引后，为了享受妙欲而去的吗？又或是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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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些大德见黄金与粪土平等，见有情与如来平等，完全到了了达一

切轮涅道用为法身的密意高度，因此怎么会有这样自私自利的欲求呢？

而是正如《华严经·行愿品》中所说：“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

无尽，定慧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如是为了自身对于方便、

智慧、禅定、解脱等功德海的圆满获得自在；或者又如彼经中所说：“

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如是为了迅速现前成就《普贤行

愿品》中所说的无量普贤大愿海，而往生极乐净土。

2、为让读者们通达《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经》、

《观世音二十一部显经密续》、《如幻三摩地经》、《现在佛安住

经》、《悲华经》、《发觉净心经》、《三摩地王经》、《长寿经》

《清净恶趣密续》，以及莲师伏藏法类等众多了义显经密续的密意，

而编辑了本部传记。其中有些讲了果刹的功德，有些讲了成就彼刹之

因的情状，有些讲了往生彼刹之众因，有些则是讲了往生彼刹的无量

功德和殊胜利益等。因此，正如《父子相会经》中所说的释迦种姓

众，以及《无量寿经》中所说的七十二亿菩萨等一样，大悲导师的

诸眷属中，往生极乐世界者最多，一些显密教典中均有明确记载。

3、为了让读者们明了各自法脉和宗派的诸位祖师大德主要和究竟

的理想是什么，而编辑了此部传记。无论是印、汉、藏三地哪个法脉和

宗派的大德，即便是以愿力定要去往其他刹土，首先也需要往生极乐世

界，如是于经、续、教典在内，各自的传记和历史等中均有讲述，阅读

这些的话，正如所说“先圣出世之行传，来学随行之修持”，总的各自

有缘的本尊，特别是名号极难言说，然为此义言其名，乃大恩根本上师

圣者法王如意宝，凡是法王上师的传承弟子，最终心要欲求哪个刹土，

以这些传记便有证明。因此，大家不要认为这些仅仅是历史，像是神话

故事一样，而是要将其当作指示自己人生方向的一盏明灯，为此我们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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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了本部传记。

总之，凡是大恩导师释迦佛的弟子，以及这些各位大德的随行者，

心要欲求哪个刹土，由诸位大德最后圆寂的事业已然清楚明示，为令读

者了知而编辑了此传记。

4、有些人认为极乐净土法门，只是一些什么也无能为力的将死老

人才修的，所以学者和具有修行的智者、成就者们不需要修此净土法

门，或者没有什么修的价值。我们也是为了断除这样不合实际的想法，

而编辑了本部传记。如作为雪域藏地诸智者、成就者之顶饰的法王华智

仁波切说道：“从地域来说，在印度，世尊佛的主要眷属，多数的菩萨

和声闻缘觉，二胜六庄严和八十位大成就者等中的大多数，以及藏地萨

迦派的三位大祖师、旧噶当派和格鲁派的上师、噶举派先后的成就者、

宁玛派的噶陀当巴德协、藏顿巴、强巴崩等多数都安住在极乐世界。”

如是住于高地的诸位印度班智达和成就者，以及藏地各个法脉的无数智

者、成就者，也唯是欲求极乐净土后逝去彼刹。因此，连这些大德都适

合修、值得修净土法门的话，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不能修呢？当然可以

修。

若再向大家呈上一个值得修净土法门的其他原因，那么《无量寿

经》中云：“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

悉到彼国，自致不退转。”另外，按照导师佛的密意，智尊成就自在

王——多竹丹毕尼玛也说过：“宣扬弥陀名号者，对于诸有情，有赐予

天王国政也无法相比的利益；作为成办无量诸佛事业的助伴；应当心想

是为怙主阿弥陀佛献上了所化的上品礼物，而以一切精进修学。然有人

说：‘那些是老爷爷、老奶奶们才需要的，像我们这样的瑜伽士或智

者，不希求那些。’如是自己对于如来调化众生的究竟密意一窍不通而

发誓，对此稀有殊胜之法不做修习，这样的行为，在诸位大德面前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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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之处，故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等等。仅仅是听闻、持念怙主阿弥

陀佛的圣号，便将获得广大的功德利益等，这些在唯一宣说谛实的圆满

正等觉佛的诸了义显经密续中再再讲述，为了对此生起深忍信，我们编

辑了本部传记。

5、若以显教作为根据，怙主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是成佛的速

道，此以《无量寿经》中所说的四十八大愿来证成。也是正如导师佛和

舍利子尊者问答的《无量寿经》中所说，相应寿命与修法违缘像风一样

席卷的当今五浊恶世众生的根机等，所赐的应时甚深妙法。为了依靠这

些传记，在某个时刻，令许多人知晓此重要之义，我们编辑了本部传

记。

6、为了向全球的人，依靠宣讲总的内道导师佛和法的殊胜，特别

是怙主阿弥陀佛的发心和愿海大法门的殊胜，邬金莲师的化身、阿弥陀

佛的再化身——大恩根本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在《同归西方·法王如意

宝言教》中云：“我也希望能不能上等把全球的有情，中等大约中国百

姓的数量，不这样的话，就把所有藏地雪域的人民，下至也是凡与我结

缘的一切有情带到极乐世界，我想绝大多数能够带去。”如此不可思议

的广大发心和发愿般，大家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怙主阿弥陀佛的莲足

前，我们按照这些大德已有的往生极乐世界传，为了将来翻译成世界上

流通广泛、久远兴盛的中文和英文等，而编辑了此传记。

总而言之，为了让读者了解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就等于往生一切

净土，而且极乐世界是较其他佛刹更为殊胜的第一佛土，我们编辑了本

部传记。恰美仁波切所著《选择刹土文·商主取宝》中云：“生极乐世

界跟生一切净土没有差别。也就是弥陀愿海实现了殊胜方便，一生到极

乐国土马上充实了力量，智悲力圆成，之后任运自在。过去不能去的五

方佛土现在都能去，不能见到的空行净土、持明净土、神山圣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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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自在地趣入。所以，这的确是一成一切成的法门。”又恰美仁波

切所著《天法成就极乐刹土灌顶次第排列》中云：“极乐世界较其他佛

刹为殊胜的缘由何在呢？第一、寻常烦恼众生也可往生的缘故，殊胜优

越；第二、若得往生彼土，随意所愿皆得随念而成；第三、仅仅微细烦

恼障也无所染；第四、任何其他佛土可随意到达故，优越殊胜；第五、

较其他佛土成佛快速，因而殊胜。总之，由于圆具此等不可思议功德，

以及无有较极乐世界更近可持的净土，因此，于往生极乐的切愿上精勤

极为重要。”

五、顾问：基于对以上这些原因的重视，2019年12月18日，极

乐小组的众人汇聚一堂，商议决定需要搜集汇编印、汉、藏诸位大德往

生极乐世界的传记，以及普通平凡人往生极乐世界的故事。依此，从我

们极乐小组的层面，在一定的时间里，一一拜访了至尊门措上师如意宝

珠、至尊龙多活佛、至尊丹增嘉措活佛、堪钦慈诚罗珠、堪钦索达吉、

堪钦齐美仁增、堪钦希阿荣博、堪钦丹增诺吾、堪钦日卓、堪钦达旺、

堪钦益西顿多、堪钦秋陀、堪钦慈诚、堪钦旺秀泽嘉等，对于编辑传记

的事情做了汇报，并请求指导等等。以上诸位都无比欢喜地给予了赞

叹，并说到编辑此类往生传记和往生故事利益广大、有极大必要，方便

僧俗大众学习，并且这也是根本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的究竟心愿等，所

以要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如是赐予了切中要点的深广教授指导。

不仅如此，我们还不辞辛劳，通过直接、间接一切尽可能的办法，

联络了各个法脉的活佛、格西、堪布等，1、询问是否可以将其法脉的

诸位大德上师往生极乐世界的传记，编辑到本部传记中；2、询问各自

法脉有哪些大德往生了极乐世界，他们的传记哪里可以搜集得到；3、

询问我们之前得到的那些传记，是否可以编辑到本部传记中；4、询问

本部传记从头到尾的编排情况等是否合理；5、通过以上几项，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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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有利传记编辑的教授指导等，他们也随喜赞叹，并赐予了有益的教

授和指导。尤其是个别大德还将自己相关法脉当中大德往生极乐世界的

传记交给了我们，给予了很多支持与帮助。

六、感恩：最后，我们极乐小组代表各个法脉和宗派，以及成为本

部传记所化的一切有情，对于所有在本传记整个编辑过程中，给予过支

持与帮助的人，表示由衷的感恩。与此同时，愿身寿坚固、事业兴盛、

一切心愿悉皆成就，吉祥如意！

为了我等佛弟子内部学修等，喇荣极乐小组二零二一年藏历六月初十吉日撰写

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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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荣极乐小组 编辑

益西彭措堪布    译

    敬礼无量光佛！

一亿年中闻佛刹海德，

五劫思惟修习发大愿1，

二资圆满成就极乐国，

怙主无量光佛护群生。

以彼大心大愿劝动心，

尤其悲悯浊世之众生，

演说往生极乐之速道，

娑婆殊胜导师我敬礼！

以大悲心摄受诸有情，

以大势力降伏诸魔众，

佛子观世音与大势至，

殊胜事业行者我敬礼！

1 《无量寿如来会》（唐译）中云：“尔时世尊，为其广说二十一亿清净佛土具足庄严，说是法时经于亿

岁。阿难，法处比丘，于彼二十一亿诸佛土中，所有严净之事悉皆摄受，既摄受已，满足五劫思惟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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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于娑婆世界众生心，

依于妙观察智神变力，

凡结缘者接引极乐刹，

法王如意宝尊我敬礼！

由大悲心大愿威神力，

降临所化不净众生界，

然为某时自身圆熟净，

不欲长久安住此刹土。

彼刹利生较此更具义，

劝常执者精进修善行，

经虹光道空行众迎接，

往生极乐传记作编辑。

佛告马胜比丘赐授记，

释迦族众由此命终时，

往生极乐净土弥陀前，

父子合集经中云此传。

经云七十二亿大菩萨，

五百女子六十位比丘，

老妇月上无边光天女，

无量众人皆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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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佛正法事业无伦比，

龙树帝洛巴等智成就，

欣喜极乐净土之庄严，

逝彼刹中化生乃共称。

临终之时尊面朝西方，

悦耳音调唱诵弥陀名，

修学三经一论之速道，

往生极乐汉土大德多。

显经密续妙法处处盛，

二规繁荣登世之顶峰，

圣洁雪域高原藏土中，

往生极乐传记亦众多。

持高深见殊胜之禁行，

速道成就持明宁玛派，

五部智慧空行做接引，

往生极乐大德亦众多。

主修出离心脱轮回城，

少欲之行常住寂静谷，

妙宝菩提心之噶当派，

往生极乐高僧亦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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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密集胜乐喜金刚，

特别临终瑜伽萨迦派，

勇士空行欢喜迎接中，

往生极乐圣贤事迹盛。

主修决定死心舍此生，

胜菩提心承担利众生，

大手印之近道噶举派，

往生极乐圣士亦众多。

主修时轮金刚六加行，

了义如来藏法觉囊派，

遍知父子传承弟子众，

极乐净土莲中化生多。

主修三门持戒圣者行，

善说数百圣教格鲁派，

乐空双融不二定中起，

幻化之身往生极乐刹。

如是清净佛国彼世界，

印汉藏之大士圣者众，

具足万千稀有之庄严，

往生极乐圣传当阅读。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经典印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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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世音与大势至菩萨

1、名称：观世音、大势至；2、身份：大菩萨；1、名称：观世音、大势至；2、身份：大菩萨；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有云，此二尊大菩萨由此娑婆世界往生极乐净土。导师释迦佛有云，此二尊大菩萨由此娑婆世界往生极乐净土。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佛说无量寿经》2中云：“阿难白佛言：‘世尊，彼二菩萨名为何

等。’佛告阿难：‘汝今谛听，彼二菩萨，一名观自在，二名大势至。

阿难，此二菩萨从娑婆世界舍寿量已往生彼国3’。”

祈祷观音势至大菩萨，祈祷观音势至大菩萨，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2　《佛说无量寿经》，大唐三藏菩提流志译。

3　 结合上下经文，“彼国”即指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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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方无量亿菩萨

1、身份：大菩萨；1、身份：大菩萨；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无量菩萨由各佛刹土往生极乐世界。导师释迦佛授记曰，无量菩萨由各佛刹土往生极乐世界。

2、传记正文：2、传记正文：

《佛说无量寿经》4中云：“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世界，

有几所不退菩萨，生彼佛国？’佛告弥勒：‘于此世界，六十七亿不退

菩萨，往生彼国。一一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次如弥勒者也。诸小

行菩萨，及修习少功德者，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佛告弥勒：‘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

4　 《佛说无量寿经》，曹魏康僧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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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第一佛，名曰远照，彼有百八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二佛，

名曰宝藏，彼有九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佛，名曰无量音，彼有

二百二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四佛，名曰甘露味，彼有二百五十亿

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五佛，名曰龙胜，彼有十四亿菩萨，皆当往生。

其第六佛，名曰胜力，彼有万四千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七佛，名曰狮

子，彼有五百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八佛，名曰离垢光，彼有八十亿菩

萨，皆当往生。其第九佛，名曰德首，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

第十佛，名曰妙德山，彼有六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一佛，名曰

人王，彼有十亿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二佛，名曰无上华，彼有无数

不可称计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七日

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之法。斯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

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

可称计，皆当往生。’

佛语弥勒：‘不但此十四佛国中诸菩萨等，当往生也。十方世界无

量佛国，其往生者，亦复如是，甚多无数。我但说十方诸佛名号，及菩

萨、比丘生彼国者，昼夜一劫，尚未能尽。我今为汝略说之耳’。”

祈祷十方无量亿菩萨，祈祷十方无量亿菩萨，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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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祁婆迦比丘

1、名称：祁婆迦；2、身份：出家比丘；1、名称：祁婆迦；2、身份：出家比丘；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祁婆迦未来于此世界成办广大教众义利导师释迦佛授记曰，祁婆迦未来于此世界成办广大教众义利

后，终往生极乐世界，成佛时名为无垢光佛。后，终往生极乐世界，成佛时名为无垢光佛。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大悲经》中云：“阿难，我灭度后于未来世北天竺国，当有比

丘名祁婆迦出兴于世，曾于过去无量百佛殖诸善根，供养恭敬深信具足

安住大乘，为欲怜愍利益安乐诸众生故，发如是心多闻持菩萨藏，称扬

大乘显发大乘。是比丘，见我舍利形像塔庙有破坏者装校修治，以金庄

严竖立幢幡，宝盖铃网出微妙音，兴造如来无量形像及诸塔庙，其诸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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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皆以半月师子庄严，能令诸天人众心生信乐。为欲满足菩提善根故，

怜愍众生故，护持养育故，摄受我法故，为不敬信者令敬信增修故，亦

令多众种善根故，作般遮跋瑟迦会。阿难，当于尔时多有比丘，不持禁

戒多作非法，不乐闲林舍离禅乐，破戒违道共相言讼，贪惜积聚独占一

房，与诸俗人互相往来舍离佛法，于诸梵行不生敬重形似沙门。当于尔

时有少比丘，发勤精进远离愦闹，系念现前定慧一心，安住善法少欲知

足乐修乞食，安住圣种多闻无畏，持修多罗，持毗尼，持摩多罗迦。当

于尔时祁婆迦比丘，令诸比丘着袈裟者，其心柔软诸根无缺，具足深信

第一敬重，于彼所有着袈裟者，起持戒想，作福田想，而行布施修诸善

根。彼祁婆迦比丘，修集无量种种最胜菩提善根已，而取命终，生于西

方过亿百千诸佛世界无量寿国，于彼佛所种诸善根，复经八十亿诸如来

所修诸梵行，以此善根于未来世过九十九亿劫而成正觉，佛号无垢光，

世界名一切功德庄严。阿难，彼祁婆迦比丘，令我正法于诸天人广行流

布。”

祈祷殊胜比丘祁婆迦，祈祷殊胜比丘祁婆迦，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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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韦提希等五百女子

1、名称：韦提希等；2、身份：俗家；1、名称：韦提希等；2、身份：俗家；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为韦提希等五百女子显示极乐刹土庄严，并授记导师释迦佛为韦提希等五百女子显示极乐刹土庄严，并授记

彼等此生命终悉皆往生极乐世界。彼等此生命终悉皆往生极乐世界。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佛说观无量寿经》中云：“佛告韦提希：‘汝是凡夫心想羸劣，

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异方便，令汝得见。’时韦提希白佛

言：‘世尊，如我今者以佛力故见彼国土，若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

善五苦所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佛告韦提：‘汝及众生，

应当专心，系念一处，想于西方……’尔时世尊说是语时，韦提希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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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

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得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记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

昧。”

祈祷韦提希等女子众，祈祷韦提希等女子众，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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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净饭王等七万释迦族人

1、名称：净饭王等；2、身份：僧俗二众；1、名称：净饭王等；2、身份：僧俗二众；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释迦族七万人此生命终后往生极乐世界。：导师释迦佛授记曰，释迦族七万人此生命终后往生极乐世界。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父子合集经》中云：“尔时，世尊为马胜比丘说伽陀曰：‘马

胜当谛听。今放净光明，为利乐释种，令见真实智，彼等善了达。诸法

不可得，于我正法中，寂静心安住，释种大名称，了法无所依，得离彼

疑心，未来当作佛。从此最后身，得生极乐国，于莲华化生，奉觐无量

寿，安住彼佛刹。精进无现转，游化于十方，承事俱胝佛。于一一世

界，兴种种供养，为利诸有情，勤求无上道。经一一佛刹，建立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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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如来所加持，勇悍心坚固。于无量亿劫，严持妙香花，奉献诸世

尊，后当成正觉’。”

祈祷七万释迦族众人，祈祷七万释迦族众人，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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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十比丘

1、名称：精进光等；2、身份：出家比丘；1、名称：精进光等；2、身份：出家比丘；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六十比丘历经多世，终在末世五百岁时：导师释迦佛授记曰，六十比丘历经多世，终在末世五百岁时

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发觉净心经》5中云：“尔时彼六十菩萨，偏袒右肩，右膝着地，

向佛合掌，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业障愿分别说，令我等辈自

清净心勿复更造。’

时彼菩萨作是语已，佛告彼菩萨言：‘诸善男子！汝等过去，于

5　《大宝积经·发胜志乐会》的不同译本，《大正藏》第12册《发觉净心经》，隋北印度健陀罗国三藏

阇那崛多隋言志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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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孙如来教中出家学道，既出家已，住于禁戒于戒放逸，住于多闻于

多闻放逸，于头陀功德皆悉损减。于时有二法师比丘，汝于彼所诽谤淫

欲；为多利养、名闻因缘，于彼亲友施主之家嫉妒悭贪；于二法师所亲

友檀越，汝复破坏离散，两舌毁辱令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

说非善事。时二法师所有众生，心生敬信随顺之者，令彼等辈断诸善

根作诸障碍。汝等以此业障缘故，遂于六十二百千岁，堕于阿鼻大地

狱中；复于四万岁，堕于活地狱中；复于二万岁中，堕黑绳地狱；复于

八百千岁，堕热地狱；复于彼处舍命已后还得人身，于五百世中生盲无

目。以业障故，所生之处一切闇钝，忘失本心，善根闭塞，少于威力，

众皆弃舍，恒被欺陵。为人憎恶，毁呰诽谤。常生边地贫贱之处下种姓

家，少利养、少名闻，不为他人恭敬供养，亦不尊重，人所不喜，众所

厌恶。汝等从此舍身命已，于后五百岁中正法灭时，还生于恶国恶人之

处下种姓家，贫穷下贱，被他诽谤，忘失本心，不欲善根，常有障碍，

虽暂遇明，还被翳闇。汝等于彼五百岁后，一切业障尔乃灭尽，于后得

生阿弥陀国极乐世界，时彼如来方授汝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祈祷六十菩萨比丘众，祈祷六十菩萨比丘众，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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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离车童子一切世间乐见

1、名称：离车童子一切世间乐见、持佛比丘；2、身份：出家比1、名称：离车童子一切世间乐见、持佛比丘；2、身份：出家比

丘；丘；

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离车童子一切世间乐见或持佛比丘未来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离车童子一切世间乐见或持佛比丘未来

将往生极乐世界。将往生极乐世界。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大法鼓经》中云：“佛告迦叶：‘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大劫时，

有佛名鸡罗婆，出兴于世，广说法教。尔时城中有离车童子，名一切世

间乐见，作转轮圣王正法治化，王与百千大眷属俱，往诣佛所……佛告

大王……当有如来出兴于世，名曰灯光如来应供等正觉，时有国王，名

地自在，灯光如来为王授记当得作佛。汝于尔时，当为彼王第一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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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俱授记……当来有佛，名释迦牟尼，世界名忍，汝童子，名一切世间

乐见离车童子，佛涅槃后正法欲灭，余八十年，作比丘持佛名宣扬此

经，不顾身命，百年寿终，生安乐国，得大神力，住第八地，一身住兜

率天，一身住安乐国’。”

祈祷乐见离车童子尊，祈祷乐见离车童子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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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上女

1、名称：月上女；2、身份：后出家；1、名称：月上女；2、身份：后出家；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月上女历经多世，最终往生极乐世界后导师释迦佛授记曰，月上女历经多世，最终往生极乐世界后

成佛，名为月上。成佛，名为月上。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佛说月上女经》中云：“尔时世尊即以偈句，报阿难言：‘阿难

汝观此童女，合十指掌在我前，彼见诸佛妙神通，即发无上菩提意，过

去曾见三百佛，生生世世所见者，恒生恭敬而尊重，常愿云何证菩提，

愿不生于恶道里，唯愿生天及人中，生处不忘菩提心，命终已后知宿

命。昔见如来名迦叶，在于楼上坠下身，供养彼尊迦叶故，现得无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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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忍。复有佛号钩娄村，奉施一具妙衣服，是故现得金色体，清净显赫

如月天。有佛迦尼迦牟尼，香华涂末供养彼，以是口出妙香气，犹如栴

檀优钵罗。佛名尸弃两足尊，瞻仰彼尊满七日，是故两目青莲色，诸类

看者不知厌，厌离诸欲五百世，常行清净诸梵行，若人起欲来观者，乃

得清净无欲心，是故三十三天生。从彼来生离车种，一切生处知宿缘，

巧说诸偈微妙句，教化父母及诸亲，利益无量众生等，为欲教化发菩

提，故生豪贵大离车，童女男夫妇人等，教化令入佛乘中，二万三千诸

人类，成熟无量菩提道，其女转此女人身，不久出家在我法，广行清净

大梵行，此处命终还生天，从天命终复生此，于后恶世护我法，与此众

类作利益，舍命还生兜率陀。当来弥勒下生时，儴佉轮王家作子，其于

彼众多才艺，可喜端正备诸德，供养彼尊三月日，及诸左右众围绕，于

彼佛边得出家，六千三百众随逐，受持彼佛正法已，然后往生安乐土，

既得往见阿弥陀，礼拜尊重而供养，当于贤劫诸佛刹，十方所有诸世

界，及以恒河沙如来，悉为彼众作利益，精进智慧禅定力，供养如是诸

世尊，劫数诸佛供养已，教化无量千万众，于后八万俱致劫，当得作佛

名月上。”

祈祷清净梵行月上女，祈祷清净梵行月上女，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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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老女人

1、名称：老女人、老母；2、身份：俗家；1、名称：老女人、老母；2、身份：俗家；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言此老女人在五百世中做过佛的母亲等事迹，授：导师释迦佛言此老女人在五百世中做过佛的母亲等事迹，授

记其最终往生极乐世界后成佛。记其最终往生极乐世界后成佛。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佛说老女人经》中云：“闻如是，一时佛在堕舍罗，所止处名乐音，

时有八百比丘菩萨万人俱。时有贫穷老女人来到佛所，以头面着地为佛作

礼，白佛言：‘愿欲有所问。’佛言：‘善哉当问。’老女人言：‘生从何

所来去至何所？老从何所来去至何所？病从何所来去至何所？死从何所来去

至何所？色痛痒思想生死识，从何所来去至何所？眼耳鼻口身心，从何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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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至何所？地水火风空，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佛言：‘善哉，问是大快。

生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老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病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

死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色痛痒思想生死识，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眼耳鼻

口身心，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地水火风空，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诸法皆

如是。譬如两木相揩火出还烧木，木尽火便灭。’佛问老女人：‘是火从何

所来去至何所？’老女人言：‘因缘合便得火，因缘离散火便灭。’佛言：

‘诸法亦如是，因缘合乃成，因缘离散即灭，法亦无所从来去亦无所

至，目见色即是意，意即是色，二者俱空，无所有成，灭亦如是。譬如鼓不

用一事成有皮有有人持桴打鼓，鼓便有声，是声亦空，当来声亦空，过去声

亦空，是声亦不从皮，亦不从，亦不从桴从人手出，合会诸物乃成鼓声，声

从空尽空，万物亦尔，本净无所有因作法，法亦无所有。譬如云起阴雾便

雨，不从龙身出，亦不从龙心出，皆龙因缘所作乃致此雨。诸法亦无所从

来，去亦无所至。譬如画师先治壁板素，便和调诸彩自在所作，是画不从壁

板素出，亦不从人手出，随意所作各各悉成。生死亦如是，各自随所作行。

譬祸生泥犁，天上人间亦尔，有余是者不着着便有。’老女人闻之大欢喜

言：‘蒙佛恩得法眼，虽身羸老今得开解。’

阿难政衣服，长跪白佛言：‘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尔？闻佛言即开

解。’佛告阿难：‘是老女人者，是我前世发意学道时母也。’阿难问佛

言：‘是母何以贫穷困苦乃尔？’佛言：‘往昔拘留秦佛时我欲作沙门，是

母慈爱不肯听我去，我忧愁不食一日，因是故五百世，来生世间辄贫穷。今

寿尽当生阿弥陀佛国供养诸佛，却后六十八亿劫，当作佛号波犍，其国名化

华，作佛时人所有被服饮食，如忉利天上，其国中人民皆寿一劫。’佛说经

已，老女人及阿难，诸菩萨比丘僧，诸鬼神龙天人阿须伦，皆大欢喜，前为

佛作礼而去。”

祈祷曾作佛母老女人，祈祷曾作佛母老女人，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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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无边光

1、名称：无边光天女；2、身份：女菩萨1、名称：无边光天女；2、身份：女菩萨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授记曰，无边光天女历经几世后往生极乐世界。：导师释迦佛授记曰，无边光天女历经几世后往生极乐世界。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大方等大云经》中云：“尔时大云密藏菩萨复从座起，整衣服合掌

恭敬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放是光明？’佛言：‘善男子，汝向所疑

我今欲答，是故放是瑞相光明。善男子，于此西方有一世界名曰安乐，其

土有佛号无量寿，今现在世常为众生讲宣正法告一菩萨：“汝善男子，娑

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为诸少福钝根众生说大云经，汝可往彼至心听受。”

是彼菩萨，欲来至此故先现瑞，善男子，汝观彼土诸菩萨身，满足五万六

千由旬。’‘世尊，彼来菩萨字号何等？复以何缘而来此土？’‘将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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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众生故来，惟愿如来，为诸众生分别解说。善男子，彼土菩萨欲闻净

光授记别事，并欲供养如是三昧是故而来。善男子，是菩萨名无边光，通

达方便善能教导。’‘世尊，惟愿如来说是天女，在何佛所发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心？何时当得转此女身？’‘善男子，汝今不应问转女身，是

天女者，常于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当知乃是方便之身非实

女身。’‘云何当言何时当得转此女身？’‘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住是三

昧，其身自在能作种种随宜方便，虽受女像心无贪着欲结不污。’‘世

尊，惟愿如来，为诸众生，说是天女未来之事。’‘善男子，汝今谛听我

当说之。以方便故我涅槃已，七百年后是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曰无明，彼

国有河名曰黑闇，南岸有城名曰熟谷，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产育

一女，名曰增长，其形端严人所爱敬，护持禁戒精进不惓，其王国土以生

此女故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成

就具足一切吉事，邻比诸王咸来归属。有为之法无常迁代，其王未免忽

然崩亡，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

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为欲供养佛舍利故，遍阎

浮提起七宝塔，赍持杂彩上妙幡盖，栴檀妙香周遍供养，见有护法持净戒

者，供养恭敬，见有破戒毁正法者，呵责毁辱令灭无余，具足修习十波罗

蜜，受持五戒拯济贫穷，教导无量一切众生。说大云经以调其心，若闻大

乘方等经者，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满二十年受持读诵书写解说是大云经。

然后寿尽，是时乃当转此女身，为众生故示大神通，为欲供养无量寿佛

故，故生彼界。’‘世尊，是女王者，未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耶？’‘善男子，如是女王，未来之世过无量劫当得作佛，号净实增长如

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祈祷天女无边光菩萨，祈祷天女无边光菩萨，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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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具德怙主圣者龙树

1、名称：龙树阿阇梨、龙树藏、大德比丘；2、诞生地：南方毗达1、名称：龙树阿阇梨、龙树藏、大德比丘；2、诞生地：南方毗达

婆国；3、诞生年份：释迦佛圆寂后四百年公元前482年；4、身份：出婆国；3、诞生年份：释迦佛圆寂后四百年公元前482年；4、身份：出

家比丘；5、圆寂年份：住世600年后公元199年；家比丘；5、圆寂年份：住世600年后公元199年；

简要简要：导师释迦佛在《楞伽经》和《文殊根本续》等当中授记至尊：导师释迦佛在《楞伽经》和《文殊根本续》等当中授记至尊

阿阇黎将往生极乐世界。阿阇黎将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楞伽经》中云：“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未来世当有，持于

我法者。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世间中
显我，无上大乘法，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6”

《文殊根本续》中云：“如来灭度后，四百年之时，出世龙比丘，

6　藏译《楞伽经》中云：“善逝涅槃后，四百年之时，南方毗达国，名大德比丘，厥号为龙树，能破有

无见，世间说我法，无上大乘法，证得欢喜地，往生安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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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弘如来教，证得欢喜地，住世六百年，孔雀大佛母，彼尊亦成就，精

通诸教典，证悟空性义，此生命终时，往生极乐国，未来决定得，究竟

之佛果。”

同样，多罗那他所著《七流教法师承传·稀有如意宝源论》也讲

到：“乐行王末子斯夏达，又称大力王子或具力王子，由于他贪爱王

位，母亲告诉他：‘你的父亲得到加持，寿量与龙树阿阇梨等同，阿

阇梨是金刚之身，所以不会死，之前的王子们没有得到王位就死了，而

且儿子和侄儿也都已经死了。’王子心中极为不悦，母亲又说：‘倒是

有个办法。龙树阿阇梨是大菩萨，所以你向他索求头颅的话，他一定会

给你。阿阇梨死时，你的父亲也会死，这样的话，你将得到王位。’

于是王子去到吉祥山，向龙树菩萨索要头颅，但以兵刃无法砍断。阿

阇梨观照到往昔用青草把含生斩首之业后，以吉祥草斩断自己的头颅

赐与王子。有声音说道：‘我由此去极乐国，未来亦将入此身’。”

祈祷具德怙主龙树尊，祈祷具德怙主龙树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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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阿阇阇梨罗睺睺罗贤

1、名称：阿阇梨罗睺罗贤；2、诞生年份：与阿阇梨圣天同时1、名称：阿阇梨罗睺罗贤；2、诞生年份：与阿阇梨圣天同时

期；3、身份：出家比丘；期；3、身份：出家比丘；

简要：简要：有云，阿阇梨临终时亲见阿弥陀佛，面朝西方，往生极乐世界。有云，阿阇梨临终时亲见阿弥陀佛，面朝西方，往生极乐世界。

4、传记正文：4、传记正文：

《印度佛教史》中云：“那烂陀寺的阿阇梨罗睺罗贤，种姓乃戍

陀罗，然色相、受用、威德圆满，于那烂陀出家，成为持三藏比丘，依

止阿阇梨圣天，并证悟诸法实相。住那烂陀期间，仅以大容器向天空

承接，则膳食充满，以此奉养诸多僧众。终在毗迦瞿陀罗亲见阿弥陀佛

后，面朝极乐世界而逝。”

祈祷罗睺罗贤阿阇梨，祈祷罗睺罗贤阿阇梨，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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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大成就者帝洛巴

1、名称：帝洛巴、帝东巴（打油者）、希绕桑波；2、诞生地：1、名称：帝洛巴、帝东巴（打油者）、希绕桑波；2、诞生地：

南方匝果（萨地加屋）；3、诞生年份：公元988年；4、身份：不定；    南方匝果（萨地加屋）；3、诞生年份：公元988年；4、身份：不定；    

5、圆寂年份：公元1069年；5、圆寂年份：公元1069年；

简要简要：尊者本人临终前对众眷属亲口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尊者本人临终前对众眷属亲口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那塘比丘南喀扎所著《帝洛巴传》中云：“如是化身帝洛巴，有时

独自出行；有时与众多眷属一同出行；有时自身幻化百千位帝洛巴而出

行；有时以比丘相出行；有时以赤裸、佩戴六种古饰的瑜伽士相出行；

有时以瑜伽士乞讨者之相出行。其中以乞讨者之相出行时，与那洛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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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那洛巴在十二年间依止帝洛巴为师，并得加持。阿阇梨帝洛巴在往

生极乐世界之时，对那洛巴说道：‘我乃瑜伽帝洛巴，以百俱胝幻化

身，龙树圣天阿阇梨，及世尊佛作交谈，我亦现见谛实性，获得不忘陀

罗尼。那洛依我十二年，我心所证彼亦有，未来后代诸人等，欲证当依

那洛巴，我将去往极乐国。’如是讲完后，至尊帝洛巴无迹而逝。”

祈祷大成就者帝洛巴，祈祷大成就者帝洛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稀有宝聚论

31

十四、优婆塞婆呼部折

1、名称：优婆塞婆呼部折；2、身份：优婆塞；1、名称：优婆塞婆呼部折；2、身份：优婆塞；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临终不舍肉身往生极乐世界。：有云，尊者临终不舍肉身往生极乐世界。

3、传记正文3、传记正文：

《印度佛教史》中云：“婆罗门摩诺摩底所作《华鬘》中如是讲

到：‘优婆塞婆呼部折于十五年间，为所有四方乞讨者布施谷物、衣食、

金、马、牛等，终亦舍弃仆人、婢女、妻、子、家宅，在一处树林中修习

故，得无生法忍，为众弟子开演正法，以此身去往极乐世界’。”

祈祷婆呼部折优婆塞，祈祷婆呼部折优婆塞，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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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慧远大师

1、朝代：晋朝；2、诞生地：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3、诞生1、朝代：晋朝；2、诞生地：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3、诞生

年份：公元334年；4、名称：慧远大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年份：公元334年；4、名称：慧远大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

脉：净土宗初祖；7、圆寂年份：公元416年；脉：净土宗初祖；7、圆寂年份：公元416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晋朝慧远大师（莲宗初祖），雁门楼烦人，小时候非常好学，对

儒家六经都有广博的通达，尤其擅长《庄子》《老子》。当时的高僧道

安法师在太行恒山建立宝刹，慧远就去归投他。当他听到道安法师讲述   

《般若经》时，豁然开悟。因此出家依止道安法师学习。求学时，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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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非常精心地思维讽诵，从早到晚不间断。道安法师感叹地说：“使道

法流传东土的人就在慧远了！”

晋朝太元六年，慧远大师经过九江，见庐山空旷安闲，可以安居，

就在那里建立精舍，称为“龙泉寺”。

当时慧远大师的同门师弟慧永已经在庐山建立西林寺，想邀慧远大

师一起共住。但慧远大师学生很多，西林寺地方小，刺史桓伊就为大师

在庐山东边再建一座寺院，称为“东林寺”。

慧远大师于是率领大众行道，开凿水池，种上莲花，水上立了十二

叶莲花，随水波旋转，分刻昼夜，作为行道的时节。后来四方的清信之

士闻风而来，共有123人。慧远大师说：“诸君来此地，能对净土不用

心吗？”因此造立西方三圣像，建立净业社，让刘遗民写发愿文，刻在

石碑上。

……

慧远大师住在庐山30年，从未入过世俗红尘。居山时，专心净土，

静心观想，曾三次见到西方圣相，但他沉默不说。

义熙十二年七月底的夜晚，在般若台东龛，正从定中起来，见阿

弥陀佛的色身遍满虚空，佛身所放的圆光中有无数化佛，观音、势至菩

萨侍立在佛的左右；又见到净土水流光明，分成十四支，净土的水是旋

转流注，水能往上、往下流，水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法音。佛

对慧远说：“我以本愿力的缘故，来安慰你。你七天之后，当生我的国

土。”

又见到莲社中以前往生的人，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刘遗民等诸

贤，都在佛身边。见到慧远大师，都向前作揖说：“师父早就发心，怎

么来得这么晚呢？”

慧远对弟子法净、惠宝说：“我从住山之后，十一年中，三次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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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相，今天是再次见到，我决定往生净土。”之后留下遗嘱。到八月初

六，端坐入于涅槃，时年83岁。

祈祷净土宗慧远大师，祈祷净土宗慧远大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汉土篇

38

二、法盛法师

1、朝代：刘宋；2、诞生地：清河（今江苏淮阴县）；3、诞生年1、朝代：刘宋；2、诞生地：清河（今江苏淮阴县）；3、诞生年

份：公元367年；4、名称：法盛法师；5、身份：出家比丘尼；6、法份：公元367年；4、名称：法盛法师；5、身份：出家比丘尼；6、法

脉：净土宗；7、圆寂年份：公元439年；脉：净土宗；7、圆寂年份：公元439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刘宋法盛法师，清河人。元嘉十四年，已经70来岁，在金陵建福寺

出家。她虽然年纪很大，但很聪明。对同修昙敬、昙爱说：“我立身行

道，志在西方。”

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她在塔下拜佛。到晚上，身体不舒服，病情

日益加重。月底的晚上，梦见佛从空中下来，和观音、势至二大士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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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法。当时光明晃耀，寺院的人都被惊动。法盛给她们详细讲述自己

梦中的见闻，讲完就圆寂了。当时72岁。

祈祷净土宗法盛法师，祈祷净土宗法盛法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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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昙鸾大师

1、朝代：北魏；2、诞生地：山西雁门；3、诞生年份：公元4761、朝代：北魏；2、诞生地：山西雁门；3、诞生年份：公元476

年；4、名称：昙鸾大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脉：净土宗；     年；4、名称：昙鸾大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脉：净土宗；     

7、圆寂年份：公元542年；7、圆寂年份：公元542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唐朝释迦大比丘道宣所作《续高僧传》中记载：

魏朝昙鸾大师，山西雁门人。少年出家，童贞入道。后来读《大集

论》，发心为经作注解，写到一半得了气病，不得不停笔治疗。由这次

生病经历，他感叹人命脆危，旦夕无常，想先求得长生不死的法门，再

来弘扬佛法。

这样他就到江南拜访陶弘景，请求仙术。陶弘景传授他十卷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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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了之后，非常高兴，动身返回北方。途经洛阳时，遇到印度三藏菩

提留支，他问留支三藏：“佛门中有没有长生法门可以超过仙经？”三

藏说：“此方哪有长生不死的法？即使能长寿，不过暂时不死，终究要

生死流转，不值一提。真正长生之法，佛家才有。”

三藏把《十六观经》授给他，说：“学此法门，就不再流转六道，

不再有祸福成败、荣辱得失，寿命以恒沙劫数也无法计量，这是我金仙

释迦佛的长生法门。”

昙鸾大师听了大喜，当即烧毁仙经。从此专修净土观。他自行化

他，广弘净土法门，教化了无数众生。东魏皇帝对他极为推崇，敕予“

神鸾”的称号。南朝梁武帝也对他推崇备至，天天向他所在的方向遥

拜，尊为“北方肉身菩萨”。

一天晚上，昙鸾大师屋中出现一位梵僧，对他说：“我是龙树，

久居净土，因为你勤修净业，特来相见。”大师知道自己往生的时日已

到，就集合徒众，教诫说：“地狱诸苦，不可不惧。九品净业，不可不

修。”弟子们高声唱佛。大师自己向西念佛，顶礼往生。当时，数百位

弟子都见空中有幡花幢盖从西而来，天乐盈空，久久才息。

祈祷净土宗昙鸾大师，祈祷净土宗昙鸾大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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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者大师

1、朝代：隋朝；2、诞生地：颍川（今河南禹州）；3、诞生年1、朝代：隋朝；2、诞生地：颍川（今河南禹州）；3、诞生年

份：公元538年；4、名称：智者大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份：公元538年；4、名称：智者大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

脉：天台宗第三祖；7、圆寂年份：公元597年；脉：天台宗第三祖；7、圆寂年份：公元597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隋朝智顗大师（智者大师），他是颍川人。母亲怀孕时梦到五彩烟

云萦绕在怀抱里。等到他诞生时，整个房间光明洞然，生下来眼睛有双

重瞳孔。他躺下时一定合掌，坐时一定面向西方。稍微大一点，见到佛

像就礼拜，遇到僧人就敬礼。

18岁，依湘州果愿寺法绪师出家，读诵《法华经》，并精通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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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情喜爱禅定，就到光州大苏山参礼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一见到

就说：“往日灵山会上，我们一同听《法华经》。由于宿缘的牵引，你

又来了。”就给他指示普贤道场，为他宣说四安乐行。

智顗在山上修法华三昧，才经过三个晚上，诵到《药王品》“是真

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时，身心豁然，入了寂止的定，照了法华玄

义，通达诸法实相。

陈朝光大元年，最初到了金陵（南京），住在瓦官寺，在这期间开

创弘扬禅法。太建七年，又去了临海天台山，在天台北峰上结茅居住。

不久又奉皇帝诏命来到金陵。陈朝灭亡后，去了庐山。又周游于荆州、

扬州一带。

隋朝开皇十四年，回到天台。前后造寺院三十六所、佛像八十万

尊，亲自度人出家一万四千，又买了许多地方做放生池，朝廷也下令严

禁捕猎。所以当时道德所感，龙天尊敬，出家在家都受大师的教化。佛

法圣教于此时大盛于天下。

当时隋炀帝还没有做皇帝，叫晋王杨广。由于晋王依止大师受菩萨

戒，尊敬地称呼大师为“智者”，以后就称为“智者大师”。

……

大师在化缘已毕时，来到剡东石城寺，对弟子说：“我要在这里命

终。”他叫人靠着东面墙壁安放他的床榻，面向西方，专心念阿弥陀佛

名号、摩诃般若波罗蜜及观音圣号，又让大家多燃香火。

在念完《无量寿经》和《观经》后，大师赞叹说：“四十八愿，庄

严净土，花池宝树，易往无人。（法藏菩萨发四十八愿以无量功德庄严

极乐净土。极乐世界花池宝树很容易往生，却没有人去。）火车相现，

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况戒慧熏修，圣行道力，功不唐捐。（连罪人

临终地狱的烈火都现出来了，这时一念忏悔改过还能往生，何况平时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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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戒定慧，以行持圣道的功力，绝对没有虚弃。）”

这时弟子请问：“不知大师证入何位？在此命终之后生在何

处？”智者大师说：“我不领众，必证六根清净，因我损己利人，

只得到五品位（就是圆教“观行即佛”的果位）。我的诸位师友现

在随观音、势至来接我了。”说完端坐，如入三昧。时年67岁。

当时天乡寺有位僧人慧延，听说大师已经圆寂，感慨悲泪不已。他

想知道大师的生处，就写《法华经》，求冥冥中得个指示。夜晚梦见大

师随观音菩萨从西而来，看着他说：“你的疑心消除了吗？”此外还有

很多灵异示现，大概都是如此。

祈祷天台宗智者大师，祈祷天台宗智者大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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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持法师

1、朝代：唐朝；2、诞生地：润州江宁（今江苏南京）；3、诞生1、朝代：唐朝；2、诞生地：润州江宁（今江苏南京）；3、诞生

年份：公元635年；4、名称：法持法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年份：公元635年；4、名称：法持法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

脉：禅宗；7、圆寂年份：公元702年；脉：禅宗；7、圆寂年份：公元702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唐朝法持法师，润州江宁人，小时候出家，13岁拜谒黄梅弘忍禅

师，蒙禅师开示法要，领解了佛法的深妙之处。后来又承事方禅师，成

为入室弟子。以后就专修净业。

长安二年九月初五，在金陵延祚寺往生。临终时留下遗嘱：“我去

世后，把遗体放在松树林里，布施鸟类、虫蚁，让这些小动物吃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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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都结下净土因缘。”说完闭上眼睛就往生了。

当时寺院的僧人见到很多幢幡从西方过来，幢幡发出奇异的光明，

照亮他的屋子。当时68岁。

祈祷禅宗法持大法师，祈祷禅宗法持大法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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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少康大师

1、朝代：唐朝；2、诞生地：缙云仙都山（今属浙江）；3、诞生1、朝代：唐朝；2、诞生地：缙云仙都山（今属浙江）；3、诞生

年份：公元736年；4、名称：少康法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年份：公元736年；4、名称：少康法师；5、身份：出家比丘；6、法

脉：净土宗五祖；7、圆寂年份：公元805年；脉：净土宗五祖；7、圆寂年份：公元805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唐朝少康大师（莲宗五祖），缙云仙都山人。他生下来后一直没

有声音。到了7岁，进灵山寺拜佛。母亲问：“认得吗？”忽然开口说

话：“释迦牟尼佛！”因此父母就舍他出家，15岁能通五部经。

贞元初年，他来到洛阳白马寺，见佛殿里文字放光，就去查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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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看到是善导和尚的《西方化导文》。少康就在法本前祝愿：“如果我

与净土有缘，就让此书再现光明。”说完，光明重现，光中隐约有化现

的菩萨。此时少康说：“劫石可磨7，我愿无易！”于是他就到长安光

明寺，在善导和尚影堂里瞻礼。忽然见到善导大师的真像升在虚空中，

说道：“你按我的教导广泛化导有情，他日功德成就，一定往生极乐世

界。”

这样他就往南来到江陵，遇到一位法师告诉他：“你想教化众生，

要去新定这个地方，你的因缘在那里。”说完就不见了。

少康大师又到了新定。他乞讨到钱，就诱导小孩念佛，让小孩念

一声佛就给一钱。这样经过一年多教化，整个地方男女老少见到少康都

说“阿弥陀佛”，使得当时念佛的声音充满了道路。于是就在乌龙山建

立净土道场，筑坛三级。每当遇到斋日，善信都来聚会，所化有三千多

人。

少康大师每次升座高声念佛，大家就在下面跟着唱佛。少康唱一声

佛就有一尊佛从口中飞出，唱十声佛就有十尊佛飞出，像贯珠那样，一

串一串地出来。少康对大家说：“见到佛的人必定往生。”大家都很欢

欣鼓舞。

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少康大师对僧俗大众说：“当于净土起增进

心，于阎浮提起厌离心，你们此时见我的光明，真是我的弟子。”因此

就放出几道光明，安祥而逝。后来在台岩建塔，称少康大师为“台岩法

师”。

祈祷净土宗少康大师，祈祷净土宗少康大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7　劫石可磨：“劫石”出自《大智度论》。一劫到底有多长呢？用比喻来说，长、宽、高各一由旬的石

头，天人三年下来用天衣轻拂一次，直到把这块巨石拂尽，就是一劫的时间。意思是劫石都可以磨尽，

我的愿永无改变，这是发起了求生西方的决定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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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玄大师（悟达国师）

1、朝代：唐朝；2、诞生地：眉州洪雅（今四川眉山）；3、名1、朝代：唐朝；2、诞生地：眉州洪雅（今四川眉山）；3、名

称：知玄大师；4、身份：出家比丘；5、诞生年份：公元809年；6、称：知玄大师；4、身份：出家比丘；5、诞生年份：公元809年；6、

圆寂年份：公元881年；圆寂年份：公元881年；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唐朝知玄大师（悟达国师），他是眉州洪雅人。7岁在宁夷寺听

《涅槃经》，就像过去曾经学过一样。这天晚上，梦到佛用手摸他的

顶。11岁出家，传授的经书都能通达深奥之处。13岁就升堂讲论，僧俗

大众都来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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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年间，皇帝诏令他入京城，赐予紫袈裟。知玄法师上奏恢复

天下废弃的寺院（当时经过唐武宗灭佛，全国的寺院都被废除，这时知

玄法师就上奏恢复全国废弃的寺院）。不久请求回到自己原来的山上。

到了唐僖宗时代，皇帝赐号为“悟达国师”，赐给他沉香宝座。一

下子膝盖上生了人面疮。他为这事特意到四川彭州的九龙山，寻访以前

在京师遇到的一位得了迦摩罗病的僧人，求他治疗。这位僧人叫童子带

他到一口清泉旁边，用那里的泉水洗人面疮。

疮忽然说话：“你知不知道袁盎杀晁错的事？你是袁盎，我是晁

错。我累世想报复你，但你连续十世做高僧，持戒精严，我得不到机

会。现在你受皇帝的赏赐，享受过于奢侈，所以我才能害你。现在蒙迦

诺迦尊者用三昧水洗我，我就离开你，不再给你做怨害了。”这样洗了

之后，疮果然好了。从此，知玄少欲知足，过午不食，六时精进修道，

有很多明显的感应。

有一天，忽然听到空中说：“必生净土！”他就问：“是谁在说

话？”空中说：“是佛！”又见一尊菩萨降在庭院中，对他叮咛、赞

叹、告诫，忽然隐没不见。临终时，他嘱咐说：“我往生后，尸体施舍

给鱼鸟。”又说：“我早就知道何时往生净土，现在正是时候。”说

完，右胁而卧，脸朝西方就往生了。当时73岁。

祈祷悟达国师释知玄，祈祷悟达国师释知玄，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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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常大师

1、朝代：宋朝；2、诞生地：钱塘（今浙江杭州）；3、身份：出1、朝代：宋朝；2、诞生地：钱塘（今浙江杭州）；3、身份：出

家比丘；4、名称：省常大师；5、诞生年份：公元959年；6、法脉：家比丘；4、名称：省常大师；5、诞生年份：公元959年；6、法脉：

净土宗七祖；7、圆寂年份：公元1020年；净土宗七祖；7、圆寂年份：公元1020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宋朝省常大师（莲宗七祖），钱塘人。7岁出家，17岁受具足戒。

淳化年间，住在昭庆寺。因为仰慕庐山慧远大师的道风，就计划结集莲

社。当时刻了阿弥陀佛像，刺血写《华严经·净行品》，因此把莲社的

名字改为“净行社”。一时士大夫参与法会的有120人，都称为“净行

弟子”，王文正公作为首领。与会的比丘也达到上千人。



汉土篇

52

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省常大师坐着念佛。一会儿，大声说：“佛

来了！”就这样往生了。大家都见到地面现出金色。过了一段时间，金

色才隐没。大师往生时62岁。

祈祷净土宗省常大师，祈祷净土宗省常大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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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遵式大师

1、朝代：宋朝；2、身份：出家比丘；3、诞生地：台州宁海（今1、朝代：宋朝；2、身份：出家比丘；3、诞生地：台州宁海（今

浙江台州）；4、名称：遵式大师（慈云）；5、诞生年份：公元969年； 浙江台州）；4、名称：遵式大师（慈云）；5、诞生年份：公元969年； 

6、法脉：天台宗；7、圆寂年份：公元1032年；6、法脉：天台宗；7、圆寂年份：公元1032年；

8、传记正文8、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宋朝遵式大师，台州宁海叶家的子弟。母亲梦见吞下明珠而生了

他。稍长大时，就去东掖山，依义全法师出家，刻苦勤奋。最初学律

部。以后进了国清寺，在普贤菩萨像前燃指，发誓传持天台教法。雍熙

初年，去四明宝云寺承事义通大师。

他曾经行般舟三昧（90天不坐不卧地持续修行），由于劳累过度，

以致吐血、两只脚皮肤开裂，这时发誓宁死也要修下去。忽然见观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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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垂手指着他的口，引出好几条虫。又从指端流出甘露，灌进他口中。

顿时觉得身心清凉，身上的病苦一下子消失了。不久，顶上高出一寸

多，声如洪钟，辩才无碍。

义通大师圆寂后，遵式返回天台。淳化元年，住在宝云。至道二

年，集合僧俗专修净业，作《誓生西方记》。咸平年间，回到东掖建立

精舍，领众修持念佛三昧。祥符七年，应杭州人士迎请，主持昭庆寺。

不久又去苏州，在开元寺讲经。然后返回杭州主持灵山寺。

当时王钦若在杭州主政，上奏恢复天竺寺的旧名，皇帝赐予遵式法

号“慈云”（后称“慈云忏主”）。遵式曾以智者大师放生的事告诉王

钦若。王奏请皇帝以西湖为放生池，得到了批准。

遵式依据经典撰集各种忏法，圆融三观，以净土为归。又因为知府

马亮问道，撰写了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两门。

……

天圣年间，特别在寺院东边建立日观庵，一心忆想西方，作为往生

行业。不久讲演《维摩诘经》完毕，跟大众告辞，把讲席交付给弟子祖

韶，写了谢缘诗预示自己即将圆寂。

到第二年（明道元年）十月初八，大师示现有病，谢绝医药，仍

为大众略说法要，让人请阿弥陀佛圣像。有人请来观音圣像，遵式就对

圣像礼拜烧香，祝愿说：“我观观世音，前际不来，后际不去，十方诸

佛，同住实际。愿受我一炷之香，诸佛证明，往生安养。”有人问：“

大师生处如何？”回答：“寂光净土。”

当天夜晚，大师坐脱而去。当时69岁。人们见到大星陨落于灵鹫

峰，红光显赫。

祈祷天台宗遵式大师，祈祷天台宗遵式大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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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净真法师

1、朝代：唐朝；2、名称：净真法师；3、身份：出家比丘尼；     1、朝代：唐朝；2、名称：净真法师；3、身份：出家比丘尼；     

4、法脉：净土宗； 4、法脉：净土宗； 

5、传记正文5、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唐朝净真法师，住在长安积善寺。平时穿衲衣乞食。曾诵《金刚

经》达到十万遍。专志念佛，求生净土。有一天，她对弟子说：“我五

个月中十次见佛，两次见宝莲花上童子游戏。我已经得到上品往生。”

说完结跏趺坐化去。当时祥光普照庙宇。

祈祷净土宗净真法师，祈祷净土宗净真法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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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能奉法师

1、朝代：宋朝；2、诞生地：钱塘（今浙江杭州）；3、名称：能1、朝代：宋朝；2、诞生地：钱塘（今浙江杭州）；3、名称：能

奉法师；4、身份：出家比丘尼；5、法脉：净土宗；奉法师；4、身份：出家比丘尼；5、法脉：净土宗；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彭希涑所编辑的《净土圣贤录》中记载：

宋朝能奉法师，钱塘人。专修净业，常见到佛光照着身体。有一天

身体没病，告诉徒弟说：“我往生的时间已经到了。”一会儿，大家听

到她大声念佛，去看她时，已经合掌面西，端坐而化。当时异香满屋，

有音乐声隐隐西去。

祈祷净土宗能奉法师，祈祷净土宗能奉法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藏地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前译宁玛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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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王色纳勒劲云8

1、名称：色纳勒劲云、木迪赞普、赤德松赞；2、诞生地：雅隆1、名称：色纳勒劲云、木迪赞普、赤德松赞；2、诞生地：雅隆99；；

3、诞生年份：公元823年（藏历水兔年）；4、身份：吐蕃王朝第四十3、诞生年份：公元823年（藏历水兔年）；4、身份：吐蕃王朝第四十

王；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877年（藏历火鸡年）；王；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877年（藏历火鸡年）；

简要简要：《极密授记》中讲到，尊者此生命终后往生极乐世界，于彼：《极密授记》中讲到，尊者此生命终后往生极乐世界，于彼

净土中成佛。净土中成佛。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上师密集·极密授记》

中在授记色纳勒的历代转世时，

云：“莲师亲言：‘为利众生菩

萨临，仍持国王之血统，以彼净

愿值遇我，执持正法后裔者，未

来五浊恶世中，亦多转世释迦

刹，种种化身数数现，最后抚育

家眷众，善巧方便度众生，往生

西方极乐刹，成就无上正等觉，

大悲救度无量众’。”

祈祷藏王色纳勒劲云，祈祷藏王色纳勒劲云，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8   བོད་རྒྱལ་སད་ན་ལེགས་མཇིང་ཡོན།  od rgyal sad na legs mjing yon

9   ཡར་ཀླུང་།  yar k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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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赤松德赞的大臣尼玛10

1、名称：尼玛；2、诞生年份：赤松德赞时期（公元742年左右）；  1、名称：尼玛；2、诞生年份：赤松德赞时期（公元742年左右）；  

3、身份：俗家大臣；4、法脉：宁玛派；5、圆寂年份：公元797年左右；3、身份：俗家大臣；4、法脉：宁玛派；5、圆寂年份：公元797年左右；

简要：简要：邬金莲花生大师为尊者传授《往生窍诀》后，授记其往生极邬金莲花生大师为尊者传授《往生窍诀》后，授记其往生极

乐世界。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大宝伏藏·深道往生教授——插入吉祥草之源流窍诀引导文》

中云：“敬礼邬金莲花生！大悲邬金上师接引众多浊世有情至极乐世界

的殊胜窍诀——往生插入吉祥草之源流者，往昔国王赤松德赞时期，阿

10   ཁི་སོང་ལེ་བཙན་གི་བཀའ་བོན་ཉི་མ།  khri srong lde btsan gyi bka' blon nyi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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阇梨莲花生住于桑耶青普红岩石窟之时，国王的一位大臣名叫尼玛，他

有上下两间房屋，其中下方房屋失火，房子和众多资具被焚烧，他本人

的部分身体也被烧伤，因此出现了剧烈难忍的苦受。这时，国王于心不

忍，来到了石窟中大阿阇梨的面前，献上众多财物后，祈求道：‘嗟！

大阿阇梨！我的大臣承受如此之苦，我心不忍，故请您开示从此苦痛中

速得救度的方法。’大阿阇梨没有明说而默许后，刹那间到了西方极乐

世界阿弥陀佛的面前，求得此往生的窍诀法。之后国王赤松德赞请问

道：‘大臣尼玛如何才能具有从此剧烈苦受中脱离的福分？’大阿阇梨

圣言道：‘现在把大臣尼玛带到此处，其事即可成办。’国王派人去请

大臣，因大臣自身不能前往，于是国王命令用轿子来抬，将其送到了阿

阇梨面前。大臣献上了一个犹如日光般闪耀的纯金，以及一个犹如明月

的纯银曼扎。之后，大阿阇梨命其他人回避，为大臣尼玛一人，赐予了

此甚深的往生之教授。大臣修持七天故，从苦中解脱，而往生到了极乐

世界。之后，邬金上师用左手食指之血，将此窍诀写于多罗树的叶片之

上，以措嘉的头发拴系，用蓝色绸布封卷后放入宝箧，伏藏于贡巴达尔

的山岩之中，交付给伏藏主龙王。为利有情，大臣从极乐世界转生成取

此伏藏之人——大伏藏师尼达桑吉（日月佛），此名乃因大臣尼玛供献

犹如日光般闪耀的纯金和犹如明月的纯银曼扎之缘起。”

祈祷尼达桑吉伏藏师，祈祷尼达桑吉伏藏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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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尊宿尔波切释迦琼乃11

1、名称：宿尔波切释迦琼、至尊乌巴隆巴、释迦琼乃、宿尔波切1、名称：宿尔波切释迦琼、至尊乌巴隆巴、释迦琼乃、宿尔波切

（大宿尔）；2、诞生地：多康雅宗亚木（大宿尔）；2、诞生地：多康雅宗亚木1212；3、诞生年份：公元1002年；3、诞生年份：公元1002年

（藏历第一胜生前水虎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宁玛（藏历第一胜生前水虎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宁玛

派；6、圆寂年份：公元1062年（藏历第一胜生水虎年）；派；6、圆寂年份：公元1062年（藏历第一胜生水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前：尊者临终前

将所有宿喀派教法交托将所有宿喀派教法交托

给宿尔迥（小宿尔·喜给宿尔迥（小宿尔·喜

绕扎巴）后，晨起穿戴整绕扎巴）后，晨起穿戴整

齐，弟子请问：“您去何齐，弟子请问：“您去何

处？”尊者本人亲口承认处？”尊者本人亲口承认

道：“我去极乐世界。”道：“我去极乐世界。”

而后往生极乐净土。而后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密集续灌顶传承

上师传·稀有信心鬘》

中云：“尊者的父亲梦

境中出现了这样一番景

象：一枚千辐金轮从空

中 降 下 ， 落 入 母 亲 之

11   ལྷ་རེ་ཟུར་བོ་ཆེ་ཤཱཀྱ་འབྱུང་གནས། ha rje zur bo che shakya 'byung gnas

12   མདོ་ཁམས་ཡར་རོང་གཡར་མོ།  mdo khams yar rdzong gyar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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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圣者观世音菩萨融入母亲。梦醒后，一个声音自然响起：‘太阳已

升起，瞻部洲的太阳在藏地升起了，化身已经降临。’母亲的梦境中，

有一个白色的人，赐予两颗说是圣物的丸子，以及一部经函。醒后告知

父亲，父亲说：‘我昨夜也做了个好梦，会是一位化身要临世，为了他

平安降生，需要做一些佛事，不出违缘很重要，所以当小心谨慎。’接

着在九个月零十天后诞生时，请大祖父仁钦降措观察时，说道：‘将成

对佛法有大利益之人。’而取名为释迦琼乃。

……

至尊宿尔波切问自己的四大弟子：‘修道何为重要？’四位弟子

讲述了各自的主张和修行感悟。于是大宿尔上师欢喜而唱诵如下教诫之

道歌：‘四子谛听我忠言，若欲修持圣妙法，道为见修行三者。取名谓

见之彼者，若有所见即非见，若见无见之真义，无诠法性为道用。取名

谓修之彼者，若有所修即非修，若修无修之真义，心无散逸为道用。取

名谓行之彼者，若有所行即非行，若行无行之真义，无造自然为道用。

瑜伽我之修持道，此乃道中之近道，欲入法道即行此，由他道至绕远

途。’由此，四人心生敬信。

……

总之，上师宿尔波切对于众弟子，作了无偏的前译讲闻修行之故，

成为共称的‘宿喀派’。尔时，上师宿尔波切迎请了住在札嘉沃的宿尔

迥，上师说道：‘请宿尔迥喜绕扎巴住持我的这个道场。’如是将道场

托付给了宿尔迥。然后留下遗教说：‘为弟子们传讲相合彼等根机意乐

之法，养育护持我的追随者。’等等。又对弟子们说：‘这位宿尔迥已

获得大吉祥佛身语意的悉地故，比我更为超胜，将他委任为你们的上

师，因此勿起邪念、勿违其教，勿跨越其身影、卧榻、鞋靴、足迹，我

如何养护你们，他也如是养护你们，因此当生起圆满的敬信。’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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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施主等也做了详尽的吩咐。把道场托付给宿尔迥后，说道：‘现

在我不住这里了，要去占巴的闭关房。’然后去往闭关房中闭关实修。

如是上师宿尔波切此生的诸所化已圆满，色身庄严收摄法界而示现圆

寂之时，某个清晨，上师对侍者说：‘今天早上稍迟一些用早饭。’

侍者一边做些善行，一边等待，直到太阳升起，他想：现在太阳都升起

了，所以该吃早饭了吧。于是来到上师面前，上师已从卧榻起身，侍者

问到：‘现在穿戴的这么整齐，去哪里啊？’上师回答道：‘我去极乐

世界。我与大吉祥佛无别故，你要祈祷本尊，生起胜解啊！’而后，亲

见上师手持小鼓和金刚铃杵，一边摇动铃鼓，色身成为具有五色光的自

性，在本尊大吉祥佛色身的心间放收三次后融入。”

祈祷宿尔波切释迦琼，祈祷宿尔波切释迦琼，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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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噶陀当巴德协13

1、名称：噶陀当巴德协、希绕森格、夏巴上师、布巴塔耶；2、诞生1、名称：噶陀当巴德协、希绕森格、夏巴上师、布巴塔耶；2、诞生

地：美秀白莫地：美秀白莫1414；3、诞生年份：公元1122年（藏历第二胜生水虎年）；  ；3、诞生年份：公元1122年（藏历第二胜生水虎年）；  

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192年（藏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192年（藏

历第三胜生水鼠年）；历第三胜生水鼠年）；

简要：简要：（1）五方（1）五方

佛对尊者授记曰：往生佛对尊者授记曰：往生

极乐世界，名为智慧藏极乐世界，名为智慧藏

菩萨，终将成佛，名为菩萨，终将成佛，名为

无量寿。（2）尊者临无量寿。（2）尊者临

终时，为众眷属留下遗终时，为众眷属留下遗

言，自己将往生极乐世言，自己将往生极乐世

界。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夏 扎 桑 吉 多 杰

汇集的《吉祥噶陀法

源·珍宝鬘》中，引

用了当波巴所著《当

巴 德 协 略 传 · 随 念

殊 胜 成 就 者 》 中 所

13   ཀཿཐོག་པ་དམ་པ་བདེ་གཤེགས།  kathog pa dam pa bde gshegs   

14   རེ་ཤོད་འབལ་མོ།  rme shod 'bal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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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创建噶陀金刚座道场后住持时，常住有三千人，以他们作助缘，

建造了内殿、走廊、阁楼，以及大殿的能依所依，开光时降下五瓣花

雨，亲见释迦佛、阿弥陀佛及其刹土庄严。

……

尊者到了四十四岁时，净相中现见塔波仁波切，彼身大如山，并说

道：‘孩子，你要利益众生，我们会在极乐世界相见。’因此，了知上

师已经去他方净土，亦设立涅槃纪念法会。

……

总之，这位大圣士夫与文殊菩萨没有分离，而一切时中犹如人与人

交谈一般安住，并指示一切所作事业；常见不动佛刹土、极乐世界、药

师佛刹等；对于寂静、忿怒幻变圣尊、六十二胜乐圣尊、吉祥赫噜噶诸

尊众，何时想见即可见；于五方佛处闻法，与诸菩萨讨论佛法，并且得

到授记：‘下一世在极乐世界，名智慧藏菩萨，未来在如星璀璨劫中成

佛，名无量寿佛。’

……

尊者临终示现圆寂之前，将大氅和班智达帽赐予藏顿巴，讲闻院由

益希坚赞堪布护持，修行院由幺子朵丹巴护持，多杰坚赞需要给两院讲

法，如是授权其作为自己的补处。并在临近圆寂前留下如是遗教：‘我

今事业圆满即逝去，极乐刹土阿弥陀佛前。诸位道友汝等应当作，甚深

大圆满道诚心子。时常安住无死之瑜伽，无常无有实义现相中，众当心

生厌患乃吾教。无作大乐自然光明界，无见虚空瑜伽空行中，逝去即所

谓死岂非耶？汝等亦当于我生敬信，仅见吾面定从娑婆中，舍弃幻化身

躯相聚在，无量光佛刹土无后悔。祈愿导师圣教久住世，祈愿九乘顶法

极兴盛，祈愿损坏佛教皆消尽，祈愿群生同证菩提果。’之后，尊者七

十一岁，公元1192年藏历水鼠年九月十五日上午，面朝西方，在心性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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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坐势中，往生极乐世界。彼时出现如是稀有相兆：大地震动，西方

响起九次巨响，天空晴明、无风，从西边朵年山顶，有一五色彩虹照射

在法体面前，空中无云之界降下四瓣花雨，山脚下久久响起琵琶、长笛

所奏悦耳之音。”

在阿弥陀佛赐予至尊噶陀当巴德协的修法中，也如是讲到：“极乐

刹中菩萨智慧藏，雪域藏地法王噶陀巴，未来成佛名为无量寿，根本传

承上师我祈祷，大悲摄受往生极乐国。”

恰美仁波切所著《噶陀三师本生传》中也说：“后世极乐刹土中，

成为菩萨智慧藏，未来如星璀璨劫，成佛名为无量寿。”

祈祷噶陀当巴德协尊，祈祷噶陀当巴德协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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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处至尊藏顿巴15

1、名称：至尊藏顿巴、藏顿多杰坚赞；2、诞生地：多康绷波冈1、名称：至尊藏顿巴、藏顿多杰坚赞；2、诞生地：多康绷波冈1616； ； 

3、诞生年份：公元1137年（藏历第二胜生火蛇年）；4、身份：出家3、诞生年份：公元1137年（藏历第二胜生火蛇年）；4、身份：出家

比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226年（藏历第四胜生比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226年（藏历第四胜生

火狗年）；火狗年）；

简 要简 要 ： 导 师 不 动： 导 师 不 动

佛对尊者授记曰：此生佛对尊者授记曰：此生

命终往生极乐世界，名命终往生极乐世界，名

为宝藏菩萨，终成正等为宝藏菩萨，终成正等

觉，名为光烁佛。 觉，名为光烁佛。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怙主夏扎桑吉多杰

所作《吉祥噶陀法源·

珍宝鬘》中云：“至尊

藏顿巴说道：‘游僧多

杰坚赞我，出生多康绷

波 冈 ， 依 师 当 巴 德 协

尊，饮用甘露之教授，

修行乃具大精进，以善

道友作饶益，舍离维护

15   རྒྱལ་ཚབ་དམ་པ་རེ་གཙང་སོན་པ།  rgyal tshab dam pa rje gtsang ston pa  

16   མདོ་ཁམས་བུ་འབོར་སྒང་།  mdo khams bu 'bor s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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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颜面，寂静地中至年老。’

……

尊者十七岁时，遇到了德协上师，于彼处闻法，师徒一起前往木

雅地方，在那里受赐一切窍诀。二十一岁时，去了遮德拉多的寺庙后住

下。二十三岁时，到了噶陀修行。由此，在另一个时间，德协上师的净

相中，见到一个很大的山谷被水充满，其中有强烈耀眼的光，问道：‘

这是什么？’回答说：‘是大士夫您的弟子安住十一普光地的坐垫。’

上师说：‘那就是你。’于彼期间，面见吉祥赫噜噶，以及四十二寂静

圣尊众，也常见到摩诃迦罗和吉祥天女。

……

说道：‘安住大圆满定之时，犹如虚空一般何亦不现，三夜中出现

了面见无量寂静、忿怒圣尊众等不可思议之净相。’布札巴心相续的诸

功德，皆以藏顿巴之加持唤醒，布札巴现见噶陀巴三密之殊胜功德故，

其师徒清净密行之深邃，以分别心怎能衡量。一次，现见不动佛刹时，

诸眷属菩萨称呼这位法王为宝藏菩萨之声轰轰作响，说道：‘此生命终

后，于极乐世界中，将成宝藏菩萨。’又一次现见现喜净土时，听闻导

师不动佛亲口授记：‘善男子，宝藏汝于未来成佛时，名为光烁佛。’

如是在三十四年间，善为护持吉祥噶陀的道场、讲修、事业。终在九十

岁，藏历火狗年，示现圆寂。”

恰美仁波切所著《噶陀三师本生传》中也说：“事业广大而后世，

极乐世界名宝藏，如星璀璨劫中期，当巴德协成佛故，十劫之后彼成

佛，此时名为光烁佛。”

祈祷至尊补处藏顿巴，祈祷至尊补处藏顿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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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巴崩17

1、名称：强巴崩（香巴贲）；2、诞生地：色莫岗1、名称：强巴崩（香巴贲）；2、诞生地：色莫岗1818；3、诞生；3、诞生

年份：公元1179年（藏历第三胜生土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          年份：公元1179年（藏历第三胜生土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          

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252年（藏历第四胜生水鼠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252年（藏历第四胜生水鼠

年）；年）；

简要简要：尊者得授记：尊者得授记

曰：此生命终往生极乐曰：此生命终往生极乐

世界，名为月藏菩萨，世界，名为月藏菩萨，

后终成正等觉，名为狮后终成正等觉，名为狮

童子佛。童子佛。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怙主夏扎桑吉多杰

所作《吉祥噶陀法源·

珍宝鬘》中云：“于当

巴仁波切和法王藏顿巴

二尊面前，闻思修行如

海显密法理，究竟师从

法王藏顿巴，从而当巴

仁波切说道：‘孩子，

由 你 培 养 出 来 的 强 巴

17    བྱམས་པ་འབུམ།  byams pa 'bum    

18    འབི་ཟླ་ཟལ་མོ་སྒང་།  'bri zla zal mo s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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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

法王藏顿巴离世以后，至尊强巴崩在四十八岁时主持道场，弘扬幻

变网和大圆满为主的如海显密法理之喜筵。

……

护持噶陀道场二十六年，行如是等弘法利生之事业后，于七十四

岁藏历水鼠年十月初十，色身庄严收摄而示现圆寂。此后，在极乐世界

中，以名为月藏或普贤菩萨之相，于后边际之间安住，利益无量所化。

之后在吉祥遮邦，成为噶玛拉室拉而利益众生。未来成佛，名为狮童

子。得如是之授记。”

恰美仁波切所著《噶陀三师本生传》中也说：“此生依止上师藏

顿巴，智者成就美誉遍各地，噶玛拔希于彼处出家，求得大圆满法灌传

承，此外事业广大等虚空，后世往生极乐世界中。复又转生吉祥遮邦

地，名为噶玛拉室净相见。”（当巴德协上师净相中所见。）

蒋扬坚赞所作《噶陀简史》中也讲道：“法王父子三尊（噶陀当巴

德协、至尊藏顿巴、补处强巴崩）现今在极乐世界中，分别持名号为智

藏菩萨、宝藏菩萨、月藏菩萨，菩萨行海究竟圆满后，终将于星灿劫刹

中成佛，名为无量寿、光烁、狮童子。得如此真实授记。”

石渠华智仁波切的亲传弟子——新龙上师仁增噶吉旺修，依照自己

上师口传所记录的《极乐愿文广释·经教花鬘》中也说到：“宁玛派噶

陀三师——当巴德协、藏顿巴、强巴崩等多数都安住极乐世界。”如是

所说。

祈祷噶陀至尊强巴崩，祈祷噶陀至尊强巴崩，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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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伏藏大师酿拉尼玛奥色19

1、名称：酿拉尼玛奥色、君主酿拉瓦坚；2、诞生地：南岩丹榭1、名称：酿拉尼玛奥色、君主酿拉瓦坚；2、诞生地：南岩丹榭2020；  ；  

3、诞生年份：公元1124年（藏历第二胜生木龙年）；4、身份：在家3、诞生年份：公元1124年（藏历第二胜生木龙年）；4、身份：在家

密咒士；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192年（藏历第三胜密咒士；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192年（藏历第三胜

生水鼠年）；生水鼠年）；

简要简要：（1）阿阇梨莲花生对法王赤松德赞授记曰：“你第十三：（1）阿阇梨莲花生对法王赤松德赞授记曰：“你第十三

世之末，转生为酿拉巴，彼时遇到吾之意伏藏，终往生极乐世界。”     世之末，转生为酿拉巴，彼时遇到吾之意伏藏，终往生极乐世界。”     

（2）尊者不仅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还言道所有与其有缘的眷属（2）尊者不仅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还言道所有与其有缘的眷属

也都将往生极乐净土。也都将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甚深伏藏与伏藏师成就者如何出世之记事摄略·珍宝琉璃鬘》中

19   གཏེར་སོན་ཉང་རལ་ཉི་མ་འོད་ཟེར། gter ston nyang ral nyi ma 'od zer   

20    ལྷོ་བག་གཏམ་ཤུལ།  lho brag gtam sh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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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大阿阇梨授记：‘五位伏藏师王，以百仆围绕。’的所谓五位

伏藏师王，以及‘殊胜三化身’的第一个法王赤松德赞，后世特意转生

为酿拉尼玛奥色。藏历第二胜生木龙年，诞生于所属南岩丹榭的久萨瑟

静处，父亲酿敦秋杰库罗，母亲班玛德瓦匝。自小具足无量稀有之相，

八岁时出现面见导师释迦佛、大悲观世音菩萨、莲花生上师等众多净

相，并且一个月之中觉受炽盛。尤其是一天夜晚，见到莲花生上师身骑

白马，四部空行高举马蹄，以宝瓶之甘露，赐其四灌顶故，出现犹如天

崩、地动、山摇的三种觉受。依此，做种种行为，以致被众人认为是疯

子。从父亲那里得到马头明王灌顶，并在久普雪山修行故现见本尊马头

金刚，铜橛发出马鸣之声，山岩上留下手印、足印。按照空行授记，抵

达玛沃久的岩山脚下，智慧空行为其赐名尼玛奥色，至此之后，便如此

称呼。

……

伏藏大师以修行和传法二者结合而持续一生，后来已是事业等同虚

空，对圣教做出了不可思议的贡献。六十九岁藏历水鼠年，示现广大稀

有之相兆，尤其是从心间出现一个白色“舍”字，逝去极乐世界，色身

庄严收摄而圆寂。”

《酿活佛尼玛奥色传·明镜》中也说到：“弟子们心想，上师仁

波切似乎欲利他方刹土的众生，于是众弟子祈请道：‘上师，您是最后

生之圣者菩萨，所以有能力延续身寿，请以大悲不舍我等诸众生而住

世。’由此，上师回答：‘我圆寂的授记，很久以前便有，往昔赤松德

赞时期，阿阇梨莲花生亲言：“国王您十三次转世的最后一世，将成为

酿尼玛拉巴，那时会遇到我的意伏藏，到六十九岁之间利益众生。”因

此，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离开，没有延续身寿的方法。’

又讲道：‘去往极乐莲花庄严净土故，对我有信心的眷属众，由于善业



前译宁玛派篇

74

和大愿的连接，也将速成菩萨。实际上没有离去，因此若诚祈祷，乃具

相上师之故，会数数面见。’如是赐予诸眷属众多遗教。特别是圆满赐

予其子卓沃贡布窍诀书库后，说道：‘儿汝当护佛圣教，精勤利益诸有

情，吾舍四大所成身，实则无有离与逝，此世利生已圆满，故今去往极

乐刹，然以化身度众生。随从吾之诸眷属，皆以吾之大愿力，定将往生

极乐国。’

……

又言：‘你们也不可未观察法器而传甚深之法，当知寻求诸窍诀

之要义。’而后为其子南喀奥色、南喀华等眷属众显示无常之喻——彩

虹、阳焰、草人、幻化等。然后说道：‘我从雪域藏地去往怙主阿弥陀

佛的净土，有我的诸多子嗣会在藏地护持佛之圣教’。

……

又道：‘我将逝去西方极乐世界，在轮回未空之间，以报、化两

种色身利益众生。尤其是在西方，会出现一个具顶髻、持明镜的吾之化

身，故应当认识。’而后示现圆寂。”

祈祷酿拉尼玛奥色尊，祈祷酿拉尼玛奥色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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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卓钦桑珠多杰21

1、名称：卓玛巴佐敦桑珠多杰、秋札森格桑珠贲；2、诞生地：达1、名称：卓玛巴佐敦桑珠多杰、秋札森格桑珠贲；2、诞生地：达

那热卓那热卓2222；3、诞生年份：公元1234年（藏历第四胜生木马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234年（藏历第四胜生木马年）；4、身

份：在家密咒士；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315年（藏份：在家密咒士；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315年（藏

历第五胜生木兔年）；历第五胜生木兔年）；

简要：简要：（1）本尊授（1）本尊授

记曰，尊者此生命终无间记曰，尊者此生命终无间

往生极乐世界；（2）尊往生极乐世界；（2）尊

者本人在临终前，对自己者本人在临终前，对自己

的孩子等说：“我将去往的孩子等说：“我将去往

西方极乐世界，你们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们也到

那里去。”伴随稀有之相那里去。”伴随稀有之相

兆往生极乐净土。兆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密集续灌顶传承上

师传·稀有信心之鬘》中

云：“尊者在梦光明中，

现见瑜伽自在米拉日巴尊

者和成就者吉贡仁波切，

从此，获得了能不脱离修

21   སྒོལ་ཆེན་བསམ་འགྲུབ་རོ་རེ།  sgrol chen bsam 'grub rdo rje   

22    རྟ་ནག་རིགས་འབོག  rta nag rigs 'b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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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妙用。此外，生起了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及把诸有情从轮回牢狱

中救拔等众多觉受。四十岁时，在达那地方创建法界寺，两年中闭关修

行，由此，获得了命终无间往生极乐世界之授记。

……

尊者的弟子中，亦会聚了众多尊贵之士，如：宿上师帝斯德森格

华、宿释迦琼乃叔侄和妹妹、宿释迦坚赞、释迦多杰、吉祥萨迦氏族尊

主蒋扬札巴坚赞、其子桑吉仁钦坚赞等。

……

尊者从二十四岁至圆寂之间，心一向专注于每日传讲密续亦从未间

断等圣教和众生之义利。最终此刹所化圆满后，为劝诸具常执者修法，

于八十二岁木兔年，示现稍有病痛，对众弟子说道：‘我要去极乐世

界，因此，你们也应当发愿往生极乐净土。法王上师香巴森格也来了，

所以摆设供品，大家要祈祷发愿。’藏历一月二十七日，日初暖之时，

伴随空中虹光遍满等稀有之相兆，示现圆寂。

圆寂后第七日，从俄巴山谷请来宿杭仁波切释迦琼乃，住持荼毗

法体仪式，由此，遍布虹光和花雨等稀有之相，并且出现无数灵骨和舍

利。”

《敦珠佛教史》中亦有记载：“尊者八十二岁木兔年，临终前对孩

子说道：‘我将去极乐世界，你也与我同寿，之后来极乐净土。’而后

示现圆寂。”

祈祷佐敦桑珠多杰尊，祈祷佐敦桑珠多杰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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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卓玛巴桑吉仁钦坚赞吉祥贤23

1、名称：卓玛巴桑吉仁钦吉祥贤、多杰特却扎；2、诞生地：达那1、名称：卓玛巴桑吉仁钦吉祥贤、多杰特却扎；2、诞生地：达那

尼萨尼萨2424；3、诞生年份：藏历第四胜生末铁虎年；4、身份：后半生出家；3、诞生年份：藏历第四胜生末铁虎年；4、身份：后半生出家

为僧；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藏历第六胜生铁猪年；为僧；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藏历第六胜生铁猪年；

简要简要：（1）无量：（1）无量

寿佛亲自授记尊者往生寿佛亲自授记尊者往生

极乐世界；（2）尊者本极乐世界；（2）尊者本

人临终前，亲口说道： 人临终前，亲口说道： 

“父亲蒋扬桑珠多杰来“父亲蒋扬桑珠多杰来

了，说：‘孩子，现在了，说：‘孩子，现在

到了去往极乐世界的时到了去往极乐世界的时

候。’因此，老人我也候。’因此，老人我也

将去极乐净土。”将去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大圆满源流》中

记载：“达那卓玛桑珠

多杰之子桑吉仁钦坚赞

吉祥贤，六岁时就通达

了《秘密藏根本续》，

八 岁 时 精 通 了 《 秘 密

23   སྒོལ་མ་བ་སངས་རྒྱས་རིན་ཆེན་རྒྱ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  sgrol ma ba sangs rgyas rin chen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 

24   རྟ་ནག་གནས་གསར།  rta nag gnas g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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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印度注释《巴喀》。总之，经、幻、心三续，普巴、阎魔敌、甘

露等父亲拥有的一切法，皆以宝瓶倾注之式获得。特别是经之四流的

灌顶、续部传讲、窍诀、实行在内，悉皆听受圆满，取密名为多杰特

却扎。十八岁时，在无著菩萨处受圆分居士戒和修心。此外，在宿汗坚

章、根噶拉巴、大成就者衮波华、萨迦大钦根噶扎西、至尊宗喀巴大师

等众多智者、成就者的上师处，获得了新旧的灌顶、传承，听闻了传

讲、窍诀引导等而通达。年少时期，想出家去佛学院研学，因家中没有

其他孩子，父亲并未应允。二十六岁时，迎娶妻子蒋华贲，诞下子女。

五十七岁时，舍俗出家。在秋括冈地方，于大译师嘉秋面前受具圆戒，

详细听闻《毗奈耶》及《律经根本律》，通达了开遮等的学处。尊者修

行的情形：三十五岁时，在德钦卓玛闭关，一年后的某个清晨，卧室被

光网充满，光的中央无量寿佛亲现，授记其来世将往生极乐世界。此

外，还现见诸多本尊之面，成就文殊手印威震，从而势力无碍，使役衮

波拉丹护法神成办事业，获得如是等无量功德。撰著《秘密藏续释》和

《密咒道次第大疏》等论典，恒常不间断地传讲妙法和引导修行等。

……

藏历铁猪年八十二岁时，尊者亲口说道：‘父亲蒋扬桑珠多杰来

了，说：“孩子，现在到了去往极乐世界的时候。”因此，老人我也将

去极乐净土。’之后示现圆寂。”

祈祷至尊多杰特却扎，祈祷至尊多杰特却扎，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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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智成就者益西坚赞25

1、名称：智成就者益西坚赞；2、诞生地：金沙江绷波冈1、名称：智成就者益西坚赞；2、诞生地：金沙江绷波冈2626；          ；          

3、诞生年份：公元1395年（藏历第七胜生木猪年）；4、身份：出家3、诞生年份：公元1395年（藏历第七胜生木猪年）；4、身份：出家

比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475年（藏历第八胜生木比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475年（藏历第八胜生木

羊年）；羊年）；

简要简要：空行母事业自在授记尊者往生极乐世界，名为乐芽菩萨，最：空行母事业自在授记尊者往生极乐世界，名为乐芽菩萨，最

终成佛。终成佛。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怙主夏扎桑吉多杰所作《吉祥噶陀法源·珍宝鬘》中云：“正如热

那当拉的授记中所说：‘金沙江水左方处，益西坚赞肩有痣，复兴当巴

25   མཁས་གྲུབ་ཡེ་ཤེས་རྒྱལ་མཚན།  mkhas grub ye shes rgyal mtshan  

26   ཆུ་བོ་འབི་ཀླུང་བུ་འབོར་སྒང་།  chu bo 'bri klung bu 'bor s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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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陀当巴德协）圣教时。’涅嘉那格玛拉之化身，彼于公元1395年，

藏历第七胜生木猪年，诞生于绷波冈。依止香却坚赞等众多智者、成就

者的上师后，对于总的显密一切道次第极为精通。后半生中，在帕措寂

静地唯做实修而安住。利益了绷波冈、喀瓦尕波、绛地区以上的无量所

化。获得空行母事业自在授记曰：‘你六十四岁时，命终离世，于北方

杨柳宫广利众生。其次于极乐世界中，成为乐芽菩萨后净修佛刹，之后

在名功德庄严之清净劫中成佛，名为乐藏如来’。”

祈祷益西坚赞智成就，祈祷益西坚赞智成就，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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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噶陀司徒秋吉降措27

1、名称：司徒秋吉降措、邬金丹增秋吉坚赞；2、诞生地：德隆顶1、名称：司徒秋吉降措、邬金丹增秋吉坚赞；2、诞生地：德隆顶

果果2828；3、诞生年份：公元1880年（藏历铁龙年）；4、身份：出家比；3、诞生年份：公元1880年（藏历铁龙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925年（藏历第十五胜生木丘；5、法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1925年（藏历第十五胜生木

牛年）；牛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面朝西方，对众眷属说道：“我的一切显现境：尊者临终时面朝西方，对众眷属说道：“我的一切显现境

界，唯是极乐净土庄严。”于彼无间，示现圆寂。界，唯是极乐净土庄严。”于彼无间，示现圆寂。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司徒秋吉降措略传·稀有如意妙树》中云：“第二佛海生金刚

在诸多新旧伏藏中，以金刚句无谬明显赞叹其为持、护、弘扬佛教之作

27   ཀཿཐོག་སི་ཏུ་ཆོས་ཀྱི་རྒྱ་མཚོ།  kathog si tu chos kyi rgya mtsho  

28   གཏེར་ཀླུང་དེའུ་མགོ  gter klung de'u m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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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体情形如下：扎贡秋吉多杰所取的伏藏授记中云：‘至尊涅氏大

译师，彼之化身龙年诞，甚深文殊六面法，噶陀金刚座处兴。’如是诸

新旧伏藏中说明了至尊上师自身，即密咒四流教之祖师涅氏的化身，并

且直接说明其属相为龙，新创建了文殊阎魔敌寂静、忿怒的大修，特别

是续部六面修供，以及手中新得了古代经续等。十地自在持明登灯多

杰所取的伏藏授记中云：‘东方噶陀圣教衰隐时，能显彼教名达摩尊

生。’由此，明示了复兴噶陀圣教余烬之事业，以及梵语的名称。第一

世多竹钦晋美陈利奥色所取伏藏《秘密授记》中云：‘噶陀圣教中，观

世音化身，名法海（秋吉降措）者生，彼时释迦教，显明照十方。’以

此赞叹至尊上师为圣尊大悲观世音的化身，总的光显释迦佛教，特别是

在噶陀新建讲修大道场，依此成为多康上部下部地区以及诸方兴起创办

讲修佛学院之增上缘的缘起，以及大愿力所生事业之功绩成就明显，如

是对其做了广大赞叹。秋朗所取伏藏《甚深义授记法之多香》中云：‘

吉狮化身名具达摩尊，彼圣士夫将生噶陀方。’如是明示了名字和地

方。班玛奥色多阿朗巴（第一世蒋扬钦哲旺波）所取甚深伏藏《意修如

意宝之不共龙香·心之明镜》中云：‘涅氏译师应化身，传授甚深诸密

续。’以及彼之记事《水晶鬘》中云：‘涅氏嘉那证悟脱系缚，燃起显

密双运讲著灯。’如此所说般，依于诸宁玛续部、伏藏法的成熟、解脱、

讲弘，延续教授之命根。尤其是经的注释《黑暗铠甲》、续的注释《青普

教集》、心的《大圆满》等，一些往昔教典的法脉和原稿中断，除了名

称之外不存于世。以尊者不可思议的愿力和智慧力，通过空行授印传交

到他的手中，有些是依靠自力和劝他，无勤获得众多密续和窍诀，以及

通过讲、修、作业三者，弘法事业无与伦比，正如以下所说那般，成为

甚深续部海的大祖师故，前译金刚乘圣教初始落于涅氏益西云讷，彼之

发心力在此浊世时再现，也明示了如是授记的真实义。桑阿朗巴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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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授记》中云：‘噶陀之地持教者，嘉那格玛化身生。’如是前者说明

了事业，后者说明了地方。（如是等此类授记众多。）

……

言道：‘另外，此生之事无完结故，现今若此大修完成，一切事

业即圆满。’给与了如是等现前和究竟学处的教诫，显示出决定不住世

的心意。之后，道场的上师、活佛、僧人等所有常住和暂住，佐钦寺的

第五世活佛、八邦寺的司徒仁波切、白玉寺的巴诺及活佛们为主，德格

地区大寺庙的上师、僧人主眷为多数，另外还有果洛、嘉绒、新龙、

巴勒、日科、藏西、果绒、绛区、南北杂卓在内远处寺院的僧众近三

千人，有上师活佛名号者三百余人会聚。首先，在十天当中，修持具

足加行、正行、结行的莲师尝解脱宝瓶大修，圆满之时献上喜宴，有深

广的初十金刚舞，以及学习续部的学生们起座研讨的法供养。卓旺巴德

格的王臣眷属和扬萨的主君等三万多群众会聚一起，发放尝解脱等期

间，犹如孔雀脖颈的彩虹遍满虚空，并且白光像是长矛直入般数数射入

寺院的‘吉祥山刹土庄严殿’，出现了如此等诸多稀有相兆。护持不可

思议令凡结缘者皆具利益的伟大发心之事业，亲身所化圆满。此后，在

七天当中，修持大悲观世音共修相关的尝解脱丸，前后上师和本尊的心

咒数超过百亿，解脱丸增长、共修处及经堂中虹光旋绕等稀有加持之相

兆非常显著。为巴邦寺、协庆寺、佐钦寺、噶陀寺、白玉寺等大寺院的

诸位怙主圣尊，相应彼等各自的身份地位，献上了百供等丰厚的承侍和

供品。在先后两次大修期间，为所有僧众，献上了饮食等圆满的物质承

供，先后两次中，给每人供奉五银钱，道场的千供恒常不断，各个共修

之处，每天献上百供，开启了如是等无尽供云之门。由此，两大资粮平

等圆满。当时，由于从各地会聚之人众多，贤劣弟子、施主的接见等仪

式繁多，所以日夜不间断，然而尊者根本无有疲厌，比之前更令大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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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由此缘故，引领大悲观世音宝瓶修法到了两天的时候，复次示现生

病。寺院所有的上师和僧人学众共修长寿法，以及遮止迎接相关的修

法，安排替身财物，祈请长久住世，并做了广大的佛事，祈请接受医治

等。为了暂且满足大家的心愿，尊者表示可以接纳，然而根本不见成

效，显现逐渐严重之相。正如弥勒菩萨所说：‘菩萨如实知佛性，解脱

生老病死等，离生等贫由证因，悲悯众生示生死。’不以生死自相所

染，然所化境前，按照异熟相示现。到了四十六岁，藏历木牛年八月二

十五日，众人都明显看到，约百只乌鸦常时聚在房屋上方，空中秃鹫恒

常飞翔等。至尊其本人的净相中，见到天龙八部、勇士空行的会聚日益

增多，显示出从妙拂尘洲一切迎接者已经来迎请的前兆。比供献其他的

佛事相比，会供和酬补之类的更令尊者心悦，因此，整个道场，以及各

方的寺院所修日夜无有散逸，对于祈请长久住世之法，自他圣尊、上师

密意观察之类悉皆不遗余力。因此，在修持期间，也先后多次降下白色

花雨，零星大地震动。藏历九月五日晚，对于现出迷乱、倍迷乱的中有

诸众生，以无缘大悲摄持，以许多殊胜尝解脱做了焦烟回向、净处解

说、引导清净刹土等广大摄受。六日，安排阿琼堪布仁波切等在阁楼上

修十万空行会供。七日午后，让侍者把自己的床榻转向西方，摆放阿弥

陀佛极乐世界庄严的唐卡以及供品，然后说道：‘你们看到了什么？我

的一切显现境界，唯是极乐净土庄严。’这时，一个聪慧的使者旺轩拉

丹悲呼祈请长久住世，最后赐予了照见未来的遗教，以及将出世化身的

允诺，太阳翻越房屋时，融入光明大明点无戏法界中而示现圆寂。”

祈祷司徒秋吉降措尊，祈祷司徒秋吉降措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稀有宝聚论

85

十二、空行母仁增秋涅桑姆之母丹巴卓玛29

1、名称：丹巴卓玛；2、诞生年份：公元1830年左右（藏历第十1、名称：丹巴卓玛；2、诞生年份：公元1830年左右（藏历第十

四胜生）；3、身份：在家空行母；4、法脉：宁玛派；5、圆寂年份：四胜生）；3、身份：在家空行母；4、法脉：宁玛派；5、圆寂年份：

公元1929年左右（藏历第十五胜生）；公元1929年左右（藏历第十五胜生）；

简要简要：空行母丹巴卓玛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空行母丹巴卓玛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 空 行 母 仁 增 秋

涅桑姆传》中云：“大

恩母亲较普通女子更为

超 胜 ， 并 且 念 了 数 亿

阿弥陀佛心咒，年寿九

十九岁时，色身变得越

来越小。说道：‘现在

不会久住，数数出现了

从极乐世界前来迎接的

现 相 ， 留 在 西 色 寺 的

话，玷污了圣地。’于

是去到了寺庙下面的山

洞。空行母的弟弟桑吉

为 主 的 一 些 人 去 南 方

朝 圣 ， 说 是 让 他 们 速

29   རིག་འཛིན་ཆོས་ཉིད་བཟང་མོའི་མ་ཡུམ་དམ་པ་སྒོལ་མ།  rig 'dzin chos nyid bzang mo'i ma yum dam pa sgrol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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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速回，没同意太久。他们耽延了几日，但空行母也没有圆寂，而是住

世等待。他们到了卓波那喀时，空行母派信使告知他们立刻回来，刚刚

到的当下，空行母便说：‘到阿妈身边来。该走了。’接着，给每个人

念了发愿文：‘今生来世中阴一切时，心生出离净观菩提心，殊胜三宝

证德至究竟，上师弥陀无别诚祈愿。’留下遗言说道：‘你们不需要依

止其他上师，依止我的女儿即可。女儿你自己的话，康巴上师（达玛桑

格）修行坚固，而且是一个隐秘瑜伽士，所以你在他身边更好。’四月

初八那天说：‘你们也面朝西方，双手合十。’另外又说道：‘树上鸟

儿的啼鸣声悦耳，女儿的声音也悦耳。’又唱道：‘嗡阿弥得哇舍！祈

祷上师阿弥陀佛尊，愿诸众生往生极乐国。阿妈临终寿命穷尽时，贪著

之境悉皆供福田，鸟儿悦耳之音如唢呐，女儿唱诵妙音闻解脱，心中现

出净土即欢喜，了达世间为幻即欢喜。西方极乐清净刹土中，怙主弥陀

佛子观世音，秘密之主大势至菩萨，无量诸佛菩萨围绕住，无不净名不

闻苦之音，犹如鸟王鹰鹫横空飞，无有任何阻碍通彻行。愿尔长寿无病

心愿成，修法究竟修行至命终，积资净障明见心自性，无勤利众摧毁轮

回城，某时犹如相识净土中，相聚一处共同证佛果，成就引导众生之尊

者。’之后面朝西方，密意融于法界而示现圆寂。”

祈祷丹巴卓玛空行母，祈祷丹巴卓玛空行母，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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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法王如意宝之胞妹至尊美珠30

1、名称：至尊美珠；2、诞生地：色达1、名称：至尊美珠；2、诞生地：色达3131；3、诞生年份：公元；3、诞生年份：公元

1939年（藏历第十六胜生土兔年）；4、身份：后出家为尼；5、法1939年（藏历第十六胜生土兔年）；4、身份：后出家为尼；5、法

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2003年（藏历第十七胜生水羊年）；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2003年（藏历第十七胜生水羊年）；

简要简要：（1）至尊美珠临终时，具有往生极乐世界的稀有殊胜验相；：（1）至尊美珠临终时，具有往生极乐世界的稀有殊胜验相；

（2）一些圣者授记至尊美珠已往生极乐净土。（2）一些圣者授记至尊美珠已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法王如意宝的《圣言备忘录》中云：“怙主圣者法王如意宝或法王

晋美彭措炯尼的妹妹至尊美珠本人圆寂时，法王上师亲言：‘对于我的

老妹妹，无需作赞颂，如同你们明知的那样，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尼姑。

30    ཆོས་རེ་དམ་པ་ཡིད་བཞིན་ནོར་བུའི་སིང་མོ་རེ་བཙུན་མ་མེ་སྒོན།  chos rje dam pa yid bzhin nor bu'i sring mo rje btsun 

ma me sgron  

31   གསེར་རྟ།  gser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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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从年幼孩童时期开始，直到现在之间，洛若乡的多数老年人

都清楚，她年少时是一个普通的牧民，除此之外，连小虫在内的旁生都

没有故意杀害过，也不是一个造了各种罪业的人。

……

她是一个修善上等之人，一个寻常老妇所修的善行无法比她更为超

胜，她祈祷阿弥陀佛念弥陀圣号、观音心咒、莲师心咒等，每个都念完

了数亿遍，感觉她还有一些大圆满的修行。我以教理推测的话，认为她

已经往生极乐世界。后来向众多授记准确的上师和还魂者询问时，也说

她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祈祷至尊美珠空行母，祈祷至尊美珠空行母，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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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圣者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炯尼吉祥贤32

1、名称：嘎让南杰、晋美彭措炯尼吉祥贤、阿旺洛珠聪美、班1、名称：嘎让南杰、晋美彭措炯尼吉祥贤、阿旺洛珠聪美、班

玛旺钦吉毕多杰；2、诞生年份：公元1933年（藏历第十六胜生水鸡玛旺钦吉毕多杰；2、诞生年份：公元1933年（藏历第十六胜生水鸡

年）；3、诞生地：多康多科紫媚曲列年）；3、诞生地：多康多科紫媚曲列3333；4、身份：出家比丘；5、法；4、身份：出家比丘；5、法

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2004年（藏历第十七胜生水羊年）；脉：宁玛派；6、圆寂年份：公元2004年（藏历第十七胜生水羊年）；

简要：简要：（1）诸圣者授记法王如意宝乃将凡结缘者接引至极乐世界（1）诸圣者授记法王如意宝乃将凡结缘者接引至极乐世界

之商主；（2）法王上师接近圆寂前，亲口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之商主；（2）法王上师接近圆寂前，亲口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真实光显圣教者圣者法王如意宝广传·善法堂天鼓妙音》中

32   ཆོས་རེ་དམ་པ་ཡིད་བཞིན་ནོར་བུ་འཇིགས་མེད་ཕུན་ཚོགས་འབྱུང་གན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chos rje dam pa yid bzhin nor bu 'jigs 

med phun tshogs 'byung gnas dpal bzang po 

33   མདོ་ཁམས་རོ་ཁོག་རྫུ་མེད་ཆོས་ལྷས།  mdo khams rdo khog rdzu med chos l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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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在这段时间前后，得到了第一世多竹钦根荣延盼（亦名香秋多

吉）所写未来授记的金刚句片段：‘色达阿单天之喇荣沟，吉祥邬金

化身名晋美，彼于菩萨四众眷属中，光显犹如明日显密法，利生事业触

及须弥顶，所化清净眷属遍十方，凡结缘者皆置极乐刹。’据说，这篇

授记文起初是由鱼托寺的蒋色堪布供献给法王，他是从秋帕上师手中得

来，秋帕上师则是从竹钦寺银朵上师的日常诵经文中获得。无论如何，

一次蒋色堪布来喇荣，将此授记文经由堪布秋巴，供献给至尊法王上

师。第二日，法王上师在大众中讲道：‘请鱼托寺的蒋色堪布到我这里

来一下。’如是唤他到身前之后，询问了授记相关的情况。他详细汇报

了这篇授记来源纯净的原因和记事，并且堪布将他经夹里那张古旧的授

记文亲手供献到法王手中时，上师非常欢喜地说：‘你做的很好’。次

日，法王在大众中赐予圣言：‘今天，缘起非常相合，鱼托寺的蒋色堪

布给了我一篇来源纯净的授记文，文中以五圆满的途径对我们诸师徒明

显作了授记。多竹钦的授记无有错谬。因此，从今往后四众眷属的聚集

增盛，并且开启将凡结缘者接引至极乐世界的事业之门，故以修行净土

之门径，将能利益广大众生。’后来仔细观察时，像这样明确讲述了

处、法、导师、眷属等的授记极为稀有。进一步解释的话，即是在属于

多康的色达地方，地祗阿拉达泽和单坚二者的中间，知青香格拉姆（木

天女）的住处——名为‘喇荣’的山沟中；将出现一位具有晋美之名的

邬金莲花生之化身；对于优婆塞、优婆夷二众，比丘、比丘尼二众，如

是具有菩提萨埵种性的四众眷属；将显密双融的圣法，犹如明日升起一

般光显；利生的周遍之量触及须弥山顶，也就是跨越了人间的山、河、

地域，而到达须弥山王之巅；所化眷属遍布一切十方之域；凡是与至尊

法王上师本人结缘者，都将被安置到极乐净土，等等。如是有明确记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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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授记的内容，法王上师自身曾亲口说道：‘我不是邬金莲师

的化身，然彼授记中说是莲师的化身，指的是名义上的化身，即从加持

化身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有少许邬金莲师的加持入于心相续，仅仅以此

作为原因后说是莲师的化身，应当如是理解。当今藏地没有四众眷属中

的比丘尼戒传承，然而我的弟子里有很多汉族比丘尼，所以授记中的“

四众眷属”，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或者按照《时轮续摄略》中所说，

无上密咒乘的四部眷属之一——持明内之比丘尼的角度而言。’法王上

师又讲道：‘授记中“凡结缘者皆置极乐刹”所说的结缘标准，不是与

我个人在财物和饮食方面结个缘，以及在我面前结一些法缘，而是不离

往生极乐世界四因的观缘，以信心念一百万遍弥陀圣号。’等等，如是

做了详细的解说。并且倡导持念弥陀圣号之事业，较从前范围更广，即

将迈入往生极乐净土事业的一个新时期。

此授记先后的一些解说中，有一种说法，所谓‘若持念弥陀圣号，

将往生极乐世界’，就如同‘巴莫佑科’心咒的殊胜利益那样，乃所说

之‘别时意趣’。对此，法王上师郑重地作了遮破，并且说道：‘所谓

每人若能持念一百万遍弥陀圣号，将往生极乐世界，这不是具有密意

的权巧方便说法，而纯粹是按照字面所说来可以认定的了义之句。’

等等。如是带有诸多教理的依据而赐予了详细的解说。法王上师还说

道：‘从今往后，大家要一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精勤积资净障，以不

离往生四因观缘之门径，持念阿弥陀佛名号达到一百万遍，在胜解上师

与本尊无二的面前祈祷的话，决定无欺。如果我连这么一点把握都没有

的话，绝对不会做那么多大众的师长。’从那以后，各地立誓念修金刚

萨埵心咒、百字明咒、阿弥陀佛圣号之人的名单信件，犹如下雪一般递

送而来，将无数众生接引到极乐净土的伟大事业悉皆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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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上师抵达色达喇荣道场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广开将具业缘

的无量所化接引到极乐世界的事业之门，在迎送班禅大师草原，开始举

行第一次极乐大法会。在藏历萨迦月初一至十五日期间，法王上师为大

众赐予了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的《极乐净土灌顶》，并讲授引导了《大弥

陀经》（《无量寿经》）和文殊怙主麦彭仁波切的往生四因解说——       

《仙人善说之明日》。极乐大法会的第一日，法王上师亲自对全体参会

大众赐予了如下教言：‘这次极乐大法会期间，聚集了非常多的眷属

众，都是由业和愿力会聚于此，所以缘分善妙。需要举行像这样一个极

乐大法会的原因是什么呢？总的来说，阿弥陀佛和导师释迦牟尼佛在往

昔因地时，彼此的发心和愿力有很大关系，以此缘起，释迦佛的随行者

们发愿的话，容易往生极乐世界。特别来说，教主世尊佛在《楞伽经》

中以金刚语明确授记：“南方碑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

有无边，于世弘吾教，善说无上乘，证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刹。”如是

数数赞叹的吉祥怙主圣者龙树，凡是见闻忆触的诸有情，都能接引至极

乐世界的净土大祖师，其来到印度圣地之后，曾把无数有情接引到极乐

世界。在这之后，于此清凉雪域，出现过一位大商主恰美仁波切，凡是

与他结缘的众生，下至门口的狗和家畜在内，都接引到了极乐世界，他

还曾把无数有情接引至极乐世界。这些都是过去的历史，现今五浊炽盛

期的底端，众多由业愿力结善恶之缘的有情，在此生命终的无间，能够

被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足下的重担就落到了我们肩上。我本人

从小时候四五岁起，就这么想：凡是与我结缘的有情，我能不能把他们

都接引到极乐世界呢？后来，去往汉地五台山期间，和一万余藏人共同

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修了大量《普贤行愿品》。在这期间，有一

天，当大众念诵《普贤行愿品》时，我前去讲法，左脚踏上法座的梯子

时，恰逢念到‘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在我到了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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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刚好碰上念‘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由此，在

这个浊世当中，将凡结缘的众生接引至西方极乐世界的利生事业，犹如

日月不住虚空那般无碍成就的圆满缘起，自此相合。后来，我得到第一

世多竹钦仁波切香秋多吉（菩提金刚，亦名根荣延盼）在两百年前写的

授记书：“色达阿单天之喇荣沟”等，里面讲到了我的名字、喇荣的地

点、眷属弟子的种类、兴盛佛法和利益众生的情况，以及凡结缘的众生

都往生极乐世界的情况等。像这样即便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也无法写得

更具体的一篇授记文，拿到我的手中后，我生起了胜过以往百倍的勇

气，在各地大力倡导持念阿弥陀佛圣号。然而除了这次之外，不曾开过

极乐大法会，总共将举行三次极乐大法会，其中这次是首次举行的吉

日，你们也是在此聚会的首座眷属，很多人发愿将来成为首座眷属，所

说即是如此。

法会的举行方式，过去的时候，有的按照蒋扬钦哲旺波的传统，结

合《普贤行愿品》来举行极乐法会的修持；有的按华智仁波切的传统，

结合恰美仁波切的《极乐愿文》来举行极乐法会的修持。我的上师当

中，有些是按蒋扬钦哲旺波的传统实行，有些是按华智仁波切的传统实

行。这次，我们按照两位大德的传统，上午按蒋扬钦哲旺波的传统，在

《普贤行愿品》的基础上，共同修持净土，我们喇荣道场平时也是如此

实行。下午两点钟开始，按照华智仁波切的传统，在念修恰美仁波切的

《极乐愿文》的基础上，引导净土修法和讲解《无量寿经》。所有人都

要记在心里，除了这三次极乐大法会之外，不是随时都会举行，所以大

家要有稀有之想，尤其是你们成了法会的首座眷属，缘分善妙。因此这

些天当中，不要说很多绮语和散乱，绝对不要经商牟利、东走西逛等。

大家应该对阿弥陀佛生起一缘的信心，猛利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完

成一百万阿弥陀佛圣号的念修。这样做了的话，此生命终的无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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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不能往生，就算我欺骗了你们，不仅如此，也算是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欺骗了你们。然而他们永无欺诳之故，对于世尊

的善说，应当有深忍信，极乐世界的殊胜功德等，在《无量寿经》中有

详细宣说，法会这十五天，我每天下午都会讲这部经，因此你们会从中

理解的。这部经里也讲到‘唯除毁谤正法和造五无间罪’，因此今后不

要造这类严重的罪业，否则没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以前自己曾造

过这样的罪业，那么要忏悔清净。不管在显教波罗蜜多乘当中，有没有

宣说清净谤法和五无间罪的方法，而密教金刚乘方法众多故，明确说到

若能念修十万遍金刚萨埵六字心咒（嗡班杂萨埵吽），失坏根本誓言也

能得以清净。因此，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的教典中所说极为严重

的罪堕也能清净，如续部中云：‘圆劫时所说，诤世念四倍。’按照这

个观点，如果能够如法念修四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那么造了以上谤法

和五无间罪，也能得以清净。持念一百万遍阿弥陀佛圣号，也是托嘎如

意宝、嘛呢喇嘛班玛斯德等的传统。因此，不离信愿而念修一百万遍阿

弥陀佛圣号和四十万遍金刚萨埵心咒，而且今后不造严重罪业的话，决

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此我有信解。’等等。

此次极乐大法会期间，粗算的话，估计集聚的僧众有三万人左右，

十五日的时间里，先后有俗家信众大约二十万人，其中，每人承诺念修

一百万遍弥陀圣号，总数算起来有大约两千亿。”

《法王如意宝教言笔记》中也讲到：“怙主法王住世的最后一年，

在极乐法会期间对在家信众作了最后遗教：‘你们要好好发愿往生极乐

世界，平时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个内容；你们不要伤害有情的性命，对

此要认真、谨慎、勤勉，这是第二个内容；看看能否对于高低胜劣、上

等或中等的任何人，都生起善心，这是第三个内容。没有一个法不含摄

在这三点当中。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多半是最后的聚会，但愿不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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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们还会相见，此生还能再再相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的这一

生即将结束，如果我死了，你们说有转世活佛，然后可能还没满七七四

十九天，或者在母胎中还没住满九个月零十天，就去认定转世。我此生

命终的无间，自己有自在的话，绝对不会来这里，我想：从这里死亡的

无间，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在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听闻佛语，

佛以莲花般柔软的右手放在我头顶上后，获得菩提授记，自在获得慧

眼、神通等。需要利益有情的话，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弱小无力，而是会

获得广大功德，那时就像《普贤行愿品》中所说：‘我于一切诸有中，

所修福智恒无尽，定慧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在三有轮回之

中，对于方便、智慧、精进、禅定、神变等获得自在，这时总的来说全

世界，特别来说整个雪域藏地，尤其是下多康我自己所住的这个色达地

区，我也会以大悲不舍弃。除非我转生在三恶趣的话，对此没有自由，

否则无论往生到任何清净刹土，我心里永远也不会忘记而舍弃道场的所

有弟子。”

祈祷法王晋美彭措尊，祈祷法王晋美彭措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藏地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旧噶当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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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里古格王天王喇嘛益西沃（智慧光）34

1、名称：科沃拉赞、松尼、赤德松泽赞、拉喇嘛益西沃（天王1、名称：科沃拉赞、松尼、赤德松泽赞、拉喇嘛益西沃（天王

喇嘛也协畏）；2、诞生地：阿里喇嘛也协畏）；2、诞生地：阿里3535；3、诞生年份：公元921年（藏；3、诞生年份：公元921年（藏

历木牛年，亦有记载为公元965年）；4、身份：后出家为僧；5、法历木牛年，亦有记载为公元965年）；4、身份：后出家为僧；5、法

脉：旧噶当派；6、圆寂年份：公元1019年（藏历木羊年，亦有记载脉：旧噶当派；6、圆寂年份：公元1019年（藏历木羊年，亦有记载

为公元1036年）；为公元1036年）；

简要简要：尊者为正法而于：尊者为正法而于

迦罗牢狱中圆寂，印度阿底迦罗牢狱中圆寂，印度阿底

峡尊者云其往生极乐世界。峡尊者云其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天王喇嘛益西沃传》

中云：“后来，尊者因阅读

祖辈的书籍，心生厌患而出

家，取名为益西沃。天王

喇嘛益西沃在公元996年藏

历火猴年，修建了阿里托林

寺，之后派出仁钦桑波等二

十一位聪慧的年轻人，携带

众多黄金前往印度求学佛

法，其中十九位在印度因热

病去世，译师仁钦桑波（宝
34    མངའ་རིས་གུ་གེའི་རྒྱལ་པོ་ལྷ་བ་མ་ཡེ་ཤེས་འོད།  mnga' ris gu ge'i rgyal po lha bla ma ye shes 'od   

35    མངའ་རིས།  mnga' 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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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和拉毕希绕（具慧）对于众多显密之法，翻译、校对、善为抉择。

天王喇嘛还从印度迎请了一些班智达，对于部分藏地本有的经、续、注

释、解说进行校阅，有些重新翻译，对于已经翻译的作修订，以讲闻善

为抉择，等等，为兴盛佛圣教宝极力精勤。

特别是在天王喇嘛的后半生当中，将阿底峡尊者迎请到藏地的意

愿强烈，因此让嘉宗澈森格译师携带了众多黄金，十一个藏族人随行，

带着迎请阿底峡尊者的信件和黄金的供品，作为使者前往印度。然而阿

底峡尊者并未应允，由此当时没能将尊者迎请至藏地。依此缘故，一心

向往再第二次迎请阿底峡尊者，于是将王位禅让给弟弟，亲自去寻找黄

金。这期间，因为作了与迦罗战斗的军队首领，战败后被系闭牢狱之

中。弟弟派人去赎回伯父时，迦罗人逼迫说：‘如果能支付等同他身体

重量的黄金，就可以放他回去。’等等。依此，侄子们四处搜集黄金，

得到了大约等身之量的黄金，但仍缺少头部的份量，由此耽延许久。在

牢狱门口探望伯父时，伯父说道：‘现在我年事已高，身体的诸要害处

都已经被迦罗人焚烧，所以即便从牢房中出去，也很难行持圣教与众

生的义利，你们以寻集的诸多黄金作为助缘，一定要迎请到阿底峡尊

者！’过了不久，在牢狱之中，以此伟大发心连接，于藏历木羊年十二

月十七日示现圆寂，享年九十八岁（另有说法是七十岁左右）。后来，

阿底峡尊者言道天王喇嘛已经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天王喇嘛益西沃，祈祷天王喇嘛益西沃，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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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译师仁钦桑波（宝贤）36

1、名称：大译师仁钦桑波；2、诞生地：阿里古格1、名称：大译师仁钦桑波；2、诞生地：阿里古格3737；3、诞生年；3、诞生年

份：公元958年（藏历土马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旧噶份：公元958年（藏历土马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旧噶

当派；6、圆寂年份：公元1055年（藏历第一胜生木羊年）；当派；6、圆寂年份：公元1055年（藏历第一胜生木羊年）；

简要简要：印度阿底峡尊者言道大译师已往生极乐世界。：印度阿底峡尊者言道大译师已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大译师仁钦桑波历代行传·难行宝灯》中云：“第十一、如何逝

去空行净土者，有些人说，尊者是在拉米切木拉宗修行后，于彼处逝去

空行净土。尊者在那里修行了一年，此外，并非在那里逝去空行净土。

36   ལོ་ཆེན་རིན་ཆེན་བཟང་པོ།  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  

37   མངའ་རིས་གུ་གེ  mnga' ris gu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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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在何处？是藏历羊年在喀伽日旺果地方，年寿九十八岁，十二

月一日逝去空行净土。尊者在布尚部落伽耶格山洞、希旺杨格的山洞、

喀伽果咔的日旺果三个地方，示现逝去空行净土。

……

尊者年寿九八岁时逝去空行净土。之后，犹如四柱八梁般的十二位

大弟子共同摆设供品，僧众弟子们荼毗法体，由此遗骨的实质芥子许也

没有出现，然而仅是随顺世间，出现三颗犹如桑葚果的舍利，空中种种

乐器之音犹如雷声响动，而逝去空行净土。之后一个月当中，大译师曾

降伏后立誓护持白方的众非人，每个夜晚恸哭悲号。藏历十五日那天，

虚空彩虹遍满，降大花雨，从此以后，再无悲号之声。向阿底峡尊者呈

禀后，尊者说道：‘大译师菩提萨埵慈悲垂念众非人，为诸鬼魅传讲无

常之法，将诸非人安置于正法故，以此遣除忧苦。如今大译师受金光空

行母迎请，住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下。’言毕尊者合掌。”

祈祷仁钦桑波大译师，祈祷仁钦桑波大译师，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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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菩萨恰卡瓦38

1、名称：恰卡瓦、益西多杰；2、诞生地：酿罗若1、名称：恰卡瓦、益西多杰；2、诞生地：酿罗若3939；3、诞生年；3、诞生年

份：公元1101年（藏历第二胜生铁蛇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份：公元1101年（藏历第二胜生铁蛇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

脉：旧噶当派；6、圆寂年份：公元1175年（藏历第三胜生木羊年）；脉：旧噶当派；6、圆寂年份：公元1175年（藏历第三胜生木羊年）；

简要简要：尊者为利益众生立誓转生地狱，然临终时唯现极乐净土功德：尊者为利益众生立誓转生地狱，然临终时唯现极乐净土功德

庄严而往生极乐世界。庄严而往生极乐世界。

。。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云增益西坚赞所著《道次第师师相承传》中云：“密乘大菩萨恰卡

瓦于藏历铁蛇年，诞生在罗若地方，其父帕巴嘉、母索南吉，足底有法

轮相等圣者大德之标志。

38   བྱང་ཆུབ་ཐུགས་ཀྱི་བཀའ་བབ་འཆད་ཁ་བ།  byang chub thugs kyi bka' bab 'chad kha ba   

39   གཉལ་ལོ་རོ།  gnyal lo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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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说道：‘老僧寿命已至末尾。’而后去了塔普尔，撰著了《三

究竟之教授》等。

……

尊者说：‘看破放下一切后，受持伤兽之禁行，轻视自身之欲求，

依师如教已奉行，如今死亦无后悔。’之后，在临终时听闻世间中唯一

悦耳的声音，也只有修心的教言之音，于是说道：‘你在我耳边念一些

修心之法。’又说：‘如今我的愿望仍没有得到满足，原本为利众生唯

求转生地狱，然而现今纯粹是现出了极乐世界的庄严相。’弟弟呈禀

道：‘您身体虚弱，请安住禅定。’之后，尊者又说了零星的修心句。

……

接着，尊者在塔普尔住了八个月，年寿七十五岁（亦有其他说法）

，藏历木羊年十一月五日黄昏，于彼处示现圆寂。荼毗法体故，遗留了

心、舌、眼未被火焚烧，以及出现了花雨等众多稀有之相。”

祈祷菩提萨埵恰卡瓦，祈祷菩提萨埵恰卡瓦，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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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堪布泽德瓦40

1、名称：大堪布泽德瓦、特吉香却；2、诞生地：嘉杰玄仓秋东1、名称：大堪布泽德瓦、特吉香却；2、诞生地：嘉杰玄仓秋东4141；  ；  

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旧噶当派；5、住世年份：大约公元1200-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旧噶当派；5、住世年份：大约公元1200-

1300年；1300年；

简要简要：尊者已获得圣者观世音之成就，临终时承认自己将往生极：尊者已获得圣者观世音之成就，临终时承认自己将往生极

乐世界。乐世界。

。。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禁食斋传承上师传》中云：“尊者自小对有情极具悲心故，下

至身体的虱子掉落在地也会说：‘我的父母真可怜。’到了十岁时，阅

40   མཁན་ཆེན་རི་འདུལ་བ།  mkhan chen rtsi 'dul ba  

41   འཇད་ཀྱི་བྱ་ཚང་ཆོས་སིངས་སུ།  'jad kyi bya tshang chos sdings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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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后研学，由此见到五欲的过患后流泪，从五欲中退心，对轮回生

起大怖畏之心，唯发愿出家为僧。尊者看到格西讲法时，心中极喜而发

愿道：‘愿我何时也能如此为众生宣讲佛法。’如是对居家极为厌离，

一直发愿出家。然而在二十岁之前，由于父母不允等其他缘故，没能出

家。到了二十一岁，无友伴独自逃离后出家。精勤闻思学习故，通达三

藏法，所受戒律极为清净，心相续中生起的菩提心极为增盛故，得到

了‘智尊贤’之称誉。之后，按照梦境中出现的空行母所授记，在多洛

地方修建寺庙，组建僧团故，聚集僧众千余人。主行戒律之实行，主修

药师佛和度母故，一天夜里，梦中出现一位肤色湛蓝的女子，说道：‘

善男子，三世一切佛之本体乃圣尊观世音故，次日清晨带沃仁钦为伴，

活佛扬敦扎杰会宣讲菩提心、传授菩萨戒，因此去他面前听闻接受，众

生利益将得以增长。’说完便消失不见。梦醒后立刻唤来沃仁钦，准备

起程。

……

对于十一面观音的灌顶、传承、窍诀、修法，以及心咒之量悉皆圆

满求得，由此扬敦活佛甚是欢喜，言道：‘此圣尊观世音之法，乃一生

一身成佛之法故，对于他众，当作广大利益。’而后赐予了所有修法、

窍诀。此时以妙法令尊者心满意足故，欢喜而离去。尊者立誓作一千次

禁食的大斋，并在受持了三百次时，萨迦月十六日，亲见带有圆光的大

悲观世音尊容，为其说法并赐授记。之后，数数见面、传法，总之获得

观音之成就故，将诸多有情安置成熟与解脱，广弘观世音之事业。如是

行圣教众生之义利后，于年寿八十二岁时，对众眷属说道：‘现在首先

去兜率内院弥勒怙主面前，之后去往极乐世界。’而后示现圆寂。”

 

祈祷至尊堪钦泽德瓦，祈祷至尊堪钦泽德瓦，

加持我等往生极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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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堪布南喀嘉波42

1、名称：南喀嘉波；2、诞生地：洛扎西普1、名称：南喀嘉波；2、诞生地：洛扎西普4343；3、身份：出家比；3、身份：出家比

丘；4、法脉：旧噶当派；5、住世年份：大约公元1300-1400年；丘；4、法脉：旧噶当派；5、住世年份：大约公元1300-1400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依照至尊度母授记往生极乐世界。：尊者临终时，依照至尊度母授记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云增益西坚赞所著《道次第师师相承传》中云：“大堪布南喀嘉波诞

生于西普种姓，是大堪布南喀森格弟弟之子。年幼时期便不贪世族与家中

受用，而在叔父大堪布南喀森格面前出家。善学一切毗奈耶戒行，依止大

堪布措那巴、门扎巴等众多善知识，对于《毗奈耶》、《俱舍》、弥勒论

著，以及中观诸教典，学至究竟。依止桑吉文敦，殷重如法地听闻了噶

42   མཁན་ཆེན་ནམ་མཁའ་རྒྱལ་པོ།  mkhan chen nam mkha' rgyal po  

43   ལྷོ་བག་ཤུད་ཕུ།  lho brag shud p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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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授的《菩提道次第引导》，而且了达于心。

……

对于大堪布南喀嘉波，本尊三誓庄严、至尊度母、不动佛、胜乐等

众多圣尊现身并赐教授，为了利益后代诸所化，亦著众多教典。如是广

行圣教与众生之义利后，依照至尊度母授记，色身庄严收摄而示现圆寂

后，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南喀嘉波大堪布，祈祷南喀嘉波大堪布，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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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萨迦祖师贡噶宁波44

1、名称：吉祥泽瓦钦波、喇嘛萨迦巴钦波、萨迦祖师贡噶宁波；  1、名称：吉祥泽瓦钦波、喇嘛萨迦巴钦波、萨迦祖师贡噶宁波；  

2、诞生地：澈玛伏魔塔2、诞生地：澈玛伏魔塔4545；3、诞生年份：公元1092年（藏历第二胜生；3、诞生年份：公元1092年（藏历第二胜生

水猴年）；4、身份：在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水猴年）；4、身份：在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

公元1158年（藏历第三胜生土虎年）；公元1158年（藏历第三胜生土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示现圆寂时，在场的众弟子皆见到尊者伴随稀有相兆往尊者示现圆寂时，在场的众弟子皆见到尊者伴随稀有相兆往

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 萨 迦 世 系 · 稀 有

宝库》中云：“尊者首先

只是在父亲贡却杰布面前

求得喜金刚灌顶，相应地

听闻了诸多其父所通达之

诸 法 。 之 后 到 了 十 一 岁

时 ， 父 亲 圆 寂 ， 占 星 相

者算后说道：‘在一天之

中，完成了丧葬佛事、纪

念塔奠基、确定住持寺院

之人，那么继承之事将会

圆满。’以此缘故，母亲

说：‘你的父亲与译师关

44   ས་ཆེན་ཀུན་དགའ་སིང་པོ།  sa chen kun dga' snying po   

45   ཕྲུ་མའི་བདུད་འདུལ་མཆོད་རྟེན་དུ།  phru ma'i bdud 'dul mchod rten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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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紧密，并且说此法少有虚妄而于彼欢喜，译师也是父亲的阿阇黎，所

以你也要在译师那里学法，而且你年纪尚小，护持不了我们的寺院，道

场也托付给译师，这样好一些。’之后便从耶喀莫将瓦日译师迎请过

来，在悬崖积红二岩传法而举行法会，一天之内完成了纪念塔奠基，以

及把寺院托付给译师之事，将除了扬莫切之外的所有受用资财，交给了

上师瓦日译师。上师说道：‘你的父亲乃为佛子，作为他的孩子，你也

应当学修佛法，如此便需拥有智慧，智慧圣尊是文殊菩萨，所以要修文

殊心咒（嗡阿热巴扎那德）。’如是修行故，有时出现螺形巨人，有时

出现大狮子，向上师禀明后，上师说：‘贝噶魔鬼想作障碍，所以于此

中间，应当念修忿怒不动佛。’之后圆满赐予了开许灌顶，以及水护的

完整修法。如是实行故，障碍得以息灭。六个月后修行成就，亲见文殊

尊容，尊者修行的房屋被称作‘文殊山洞’，位于夏拉章的中央。如是

文殊亲现，赐予了《离四耽著》的教授，并且显现从文殊的心间放射出

七联宝剑，融入上师心间之相。据说，这就是萨迦世系全都是文殊化

身，尤其是降临文殊世系的缘起。如是以本尊直接加持之故，多数所知

法悉皆无勤通达，然而示现随顺前辈之行，以及针对后代人们的心，而

作听闻等。

……

藏历土虎年九月十四日，勇士和瑜伽母众迎接，尊者于耶热嘉沃卡

冬示现圆寂。彼时所有人共同听到乐音、闻到香气、到彩虹之光遍满。

另外，尊者示现四种身庄严，也就是一、去往极乐世界；二、去往观音

刹土；三、去往邬金刹土；四、去往北方金色世界，如是当时多数在场

之人皆明了。”

祈祷萨迦贡噶宁波尊，祈祷萨迦贡噶宁波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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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索南孜摩46

1、名称：大宝阿阇黎索南孜摩、萨迦索南孜摩；  2、诞生地：萨1、名称：大宝阿阇黎索南孜摩、萨迦索南孜摩；  2、诞生地：萨

迦迦4747；3、诞生年份：公元1142年（藏历第二胜生水狗年）；4、身份：；3、诞生年份：公元1142年（藏历第二胜生水狗年）；4、身份：

在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182年（藏历第在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182年（藏历第

三胜生水虎年）；三胜生水虎年）；

简要：简要：（1）尊者承认自己将去往极乐世界；（2）尊者将逝时，业（1）尊者承认自己将去往极乐世界；（2）尊者将逝时，业

清净者见其不舍肉身无碍逝去极乐净土。清净者见其不舍肉身无碍逝去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萨迦世系·稀有宝库》中云：“此后，贡噶宁波迎娶沃尊空行

母为妻，生育三子，其中长子阿阇黎索南孜摩仁波切是父亲五十一岁

46   བསོད་ནམས་རེ་མོ།  bsod nams rtse mo  

47   ས་སྐྱ།  sa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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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就是藏历水狗年在吉祥萨迦诞生。彼时，空行母在金刚座的门楣

之上，写下：‘文殊的化身怙主索南孜摩，所有金刚乘自在圣者之王，

已降生于萨迦。’据称，经由果扇跋地方的班智达提婆摩底于诸方宣

布，由此传到藏地。阿阇黎索南孜摩降生时，立刻讲出梵语，并连说两

次：‘我已超越凡夫之行。’一切时中，金刚跏趺而坐故，众人皆叹稀

有。三岁时，亲见至尊文殊、吉祥喜金刚、至尊度母、至尊不动佛之尊

容，无需书本而自然宣讲三续（因、果、方便）、《胜乐根本续》、《

总集》此五类。据说，还忆念起曾在印度转生为米特达瓦等十一位班智

达后，利益众生之宿世。

……

阿阇黎索南孜摩四十一岁时，藏历水虎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现两

种身庄严后，亲身逝去极乐世界。至尊扎巴坚赞所作《祈祷悲歌注解》

中记载：‘个别智者的善说中讲到，初十傍晚，至尊兄弟等行初十供

养。黎明至尊去时，发现兄长只留下中空的大氅，不舍肉身，逝去空行

净土，因以悲声猛利祈祷，从中空的衣服里，出现了犹如蜜蜂声音的殊

胜授记。’同样，据说在一个萨迦老妇的净相中，亲眼看到阿阇黎本人

带着一只母狗，一起从曲木宗喀的悬崖上腾空后越飞越高。在那个山岩

上，也明显现出阿阇黎索南孜摩的足印，以及狗的爪印，作为众生积福

之田而存在。

又有一些传记中，说是阿阇黎索南孜摩在曲木宗喀逝去净土，也有

说是从郭仁书屋逝去净土，等等。不仅如此，还有法体荼毗所组建的灵

塔等。阿阇黎逝去净土时，至尊扎巴坚赞所作祈祷文中也讲道：‘如是

广利诸众生，虎年十一月初十，寿四十一大师尊，金刚持佛已无别，身

语所依法库中，双手交叉持铃杵，断贪供养师三宝，言己从乐逝极乐。

复又卧垫跏趺坐，定印修习等持力，空中妙声光遍满，殊胜妙香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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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空行聚众喜相迎，然由净道逝极乐。汝乐吾悲作何思？念尔所作所

行时，故而吾心极悲痛，怙主请言息灭法。’

……

总之，在业清净者面前，至尊不舍肉身而逝，在诸共同所化面前，

示现圆寂的途径是无碍而逝去极乐世界。”

《至尊索南孜摩赞颂文》中云：“水狗年生殊胜处，唯是于此利众

生，虎年十一月十一，往生极乐我敬礼。一切世间唯一目，师尊少许赞

颂文，居士扎巴坚赞我，写于吉祥萨迦处。”至尊多罗那他也说道：“

昔日广积福德智慧故，今至一切金刚上师顶，往生西方极乐清净刹，索

南孜摩足下诚祈祷。”智成就者恰美仁波切的《选择刹土文》中也讲

道：“从此瞻洲逝极乐，吉祥龙树塔波尊，至尊琼波索南孜。”

祈祷索南孜摩阿阇黎，祈祷索南孜摩阿阇黎，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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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尊扎巴坚赞48

1、名称：至尊仁波切扎巴坚赞、洛珠钦波；2、诞生地：萨迦1、名称：至尊仁波切扎巴坚赞、洛珠钦波；2、诞生地：萨迦4949； ； 

3、诞生年份：公元1147年（藏历第三胜生火兔年）；4、身份：在家密3、诞生年份：公元1147年（藏历第三胜生火兔年）；4、身份：在家密

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216年（藏历第四胜生火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216年（藏历第四胜生火

鼠年）；鼠年）；

简要简要：尊者多次拒绝了其他净土前来的迎接者，临终时现见极乐净：尊者多次拒绝了其他净土前来的迎接者，临终时现见极乐净

土功德庄严，为面前所在的法王萨迦班智达遣除疑惑，说道：“首先去土功德庄严，为面前所在的法王萨迦班智达遣除疑惑，说道：“首先去

往极乐世界。”之后便示现圆寂。往极乐世界。”之后便示现圆寂。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萨迦世系·稀有宝库》中云：“索南孜摩之弟至尊扎巴坚赞，

48   རེ་བཙུན་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rje btsun grags pa rgyal mtshan  

49   ས་སྐྱ།  sa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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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父五十六岁藏历火兔年时在吉祥萨迦诞生。至尊受生时，在母亲梦

境中显示为龙王之相，伴随吉祥之兆而降生，并且自会说话起，便喜寂

静，精勤修持无贪之功德，已超越凡夫之行。

……

至尊六十八岁时，出现了众多从极乐世界前来迎接的净土使者，对

此，至尊进行了回遮。六十九岁时，诸多净土使者一起，通过讲述赞颂

极乐、不赞娑婆之门径迎请时，至尊说道：‘我对净土无喜，对秽土亦

无不喜，庄严佛刹而言，下劣刹土更为超胜，并且还有一些依赖我的无

怙之人，因此不去。’如是做了回遮。之后，至尊说是七十岁时无论如

何都会去净土，还现见了极乐净土功德庄严，共同所见面前，出现了大

地震动、声音响彻、光蕴放射等相。

据说，至尊七十岁的一天傍晚，身在外面的一些人也看到前来迎

接的净土天众，并且法王萨迦班智达在至尊仁波切的身边，因此也见到

了。黎明时分，法王萨迦班智达蹲坐祈祷的缘故，稍有小憩，梦到说是

极乐世界来的天众身体遍布虚空，珍宝之网环绕，他们带来了诸多饰品

庄严的狮子法座，以及众多供品，祈祷说：‘请至尊前往极乐世界。’

由此，至尊一时不语而住。看到经由他们祈祷，至尊欢喜前去，说

道：‘你也看一看极乐净土的功德庄严。’说完用手指示，以此得见琉

璃地基和珍宝如意树等悦意庄严。这时问道：‘您最初说要去往金色净

土，如今不相违吗？’至尊回答说：‘曾发愿转生上师父子面前，因此

首先去往极乐世界。’法王萨迦班智达说，之后还讲了一些行传，醒来

时忘记了。这时，至尊先行七支供后，正行修主尊曼荼罗等，然后对法

王萨迦班智达说：‘我首先去极乐世界，不会在那里住留很久，会按照

之前所说去到金色净土，以转轮王的身份庄严佛刹，之后希求依靠第三

世之身，不舍肉身而获得殊胜大手印之成就。’说完便专注于密咒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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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缘起。

……

最终，至尊年寿七十，藏历火鼠年二月十二日，往生极乐世界。”

《法精轮护本尊圣法源流之善说·光显胜乐诸法之日》中亦云：“

其次至尊说，七十岁时无论如何都会去净土。极乐净土功德庄严，至尊

本人在法王萨迦班智达面前故，二位均现见。至尊说道：‘我等主眷首

先去极乐世界，不会在那里久住，将来去到金色净土，以转轮王身份庄

严佛刹，之后希求在第三世不舍彼身获得殊胜大手印之成就。’而后便

往生极乐净土。”

祈祷萨迦扎巴坚赞尊，祈祷萨迦扎巴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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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贤弟仁钦坚赞50

1、名称：第八任座主八思巴大师之弟仁钦坚赞、巴切仁钦（大宝帝1、名称：第八任座主八思巴大师之弟仁钦坚赞、巴切仁钦（大宝帝

师）；师）；2、诞生地：萨迦2、诞生地：萨迦5151；3、诞生年份：公元1238年（藏历土狗年）；  ；3、诞生年份：公元1238年（藏历土狗年）；  

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279年（藏历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279年（藏历

土兔年）；土兔年）；

简要简要：尊者伴随诸多稀有相兆，逝去已往生极乐世界的几位萨迦祖：尊者伴随诸多稀有相兆，逝去已往生极乐世界的几位萨迦祖

师座前。师座前。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萨迦历任座主传》中云：“尊者年幼时期，自是拥有圣者之功

德，在叔父萨迦班智达和兄长法王八思巴等面前，听闻显、密、明处

50   གཅུང་རིན་ཆེན་རྒྱལ་མཚན།  gcung rin chen rgyal mtshan  

51   ས་སྐྱ།  sa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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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为僧侣中的佼佼者，以及成了总的显密二者，特别是一切金刚乘

续部窍诀之主，撰写了众多密咒曼荼罗修法仪轨，以及主要金刚乘所需

的著作，建立讲闻和修行之胜幢，由此智成就者的称誉愈发增胜。使役

金刚大黑天、姐妹护法主眷，怀摄藏地卫藏、康巴、安多三区一切胜劣

所化，犹如莲花苑中蜜蜂会聚一般。法王八思巴前往蒙古时，尊者主持

金刚座吉祥萨迦道场，以讲、辩、著之门径护持伟大事业，令诸金刚持

不二的萨迦祖师之事业相续增长。承事供养整个尼泊尔到多康以上的诸

多僧众诵《甘珠尔》，从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处，将圣者迦玛勒祖师三兄

弟之一迎请到萨迦道场，新建色林伦珠顶寺。最终，依护法大国王的祈

请前去，作为国王的供养处，彼时被尊称为‘大宝帝师’，在国王宫殿

毗邻之地，新建比丘僧团。护持如是等众多伟大事业，终在四十二岁藏

历土兔年，公元1279年，于汉土吉祥萨迦道场美朵热瓦（花苑寺），此

刹土所化暂且圆满，被无量天众迎请至极乐世界诸萨迦祖师面前，伴随

着乐器妙音、妙香、花雨而往生极乐净土。”

祈祷帝师仁钦坚赞尊，祈祷帝师仁钦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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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师措贡仁波切52

1、名称：上师措贡仁波切、措贡根噶华巴；2、诞生年份：公元1、名称：上师措贡仁波切、措贡根噶华巴；2、诞生年份：公元

1210年（藏历第四胜生铁马年）；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1210年（藏历第四胜生铁马年）；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

迦派；5、圆寂年份：公元1307年（藏历第五胜生火羊年）；迦派；5、圆寂年份：公元1307年（藏历第五胜生火羊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前的净相中，法王萨迦班智达说道：“萨迦的诸事：尊者临终前的净相中，法王萨迦班智达说道：“萨迦的诸事

业，他们懂得操持，我们去极乐世界。”之后往生极乐净土。业，他们懂得操持，我们去极乐世界。”之后往生极乐净土。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道果密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因诸所化之福德浅薄，上师

措贡仁波切示现生病。此时，上师的净相中见到了法王萨迦班智达、至

尊扎巴坚赞，此外还有诸本尊。法王亲言道：‘安住您之前的禅定修习

中，萨迦的诸事业，他们懂得操持，我们去极乐世界。’之后，为了具

52   བ་མ་ཚོགས་སྒོམ་རིན་པོ་ཆེ།  bla ma tshogs sgom rin po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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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执者对世间生起厌患，上师于藏历火羊年三月九日周一上午，马夫星

运行之时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上师措贡仁波切，祈祷上师措贡仁波切，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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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那匝扎普巴53

1、名称：大成就者那匝扎普巴；2、诞生年份：公元1277年（藏1、名称：大成就者那匝扎普巴；2、诞生年份：公元1277年（藏

历第五胜生火牛年）；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迦派；5、圆历第五胜生火牛年）；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迦派；5、圆

寂年份：公元1350年（藏历第六胜生铁虎年）；寂年份：公元1350年（藏历第六胜生铁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前，在虹光与乐声界中，尊胜佛母九圣尊等持明的：尊者临终前，在虹光与乐声界中，尊胜佛母九圣尊等持明的

迎请众现量降临，说道：“现在你的寿量和所化之量，仅是如此，因此迎请众现量降临，说道：“现在你的寿量和所化之量，仅是如此，因此

到了去极乐世界的时候。”如是在勇士和空行的迎请中，伴随着稀有之到了去极乐世界的时候。”如是在勇士和空行的迎请中，伴随着稀有之

相兆，往生极乐世界。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尊者临终前，也出现了虹、

53   ན་བཟའ་བག་ཕུག་པ།  na bza' brag phug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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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乐声等，众持明者迎请的境相。某个下午，尊胜佛母九圣尊降临

后，说道：‘现在，你的寿量和所化之量，仅是如此，因此到了去极乐

世界的时候。’尊者的梦境中，也见到了极为广阔的极乐净土功德庄严

相，并且从格巴山顶的西方，各种珍宝装饰的清净天道左右两侧，无量

天众捧着不可思议的供养资具，说是迎请至尊本人去往极乐世界。法王

自身也认为到了逝去的时间，而后仅仅留下三法衣，以及持金刚乘者不

离之誓言物，此外所有的三宝所依、衣服、财物等，全部无有执著而做

了施舍。年寿七十四岁，藏历铁虎年五月二十八日傍晚，伴随着虹光花

雨、乐器之声、妙香遍布等诸多殊胜之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祈祷法王那匝扎普巴，祈祷法王那匝扎普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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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亚隆巴森格坚赞54

1、名称：森格坚赞；2、诞生地：亚隆1、名称：森格坚赞；2、诞生地：亚隆5555；3、诞生年份：公元；3、诞生年份：公元

1332年（藏历第六胜生火猴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1332年（藏历第六胜生火猴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

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400年（藏历第七胜生铁龙年）；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400年（藏历第七胜生铁龙年）；

简要简要：尊者的根本上师洛扎利吉多杰（大成就者南喀坚赞）授记其：尊者的根本上师洛扎利吉多杰（大成就者南喀坚赞）授记其

此生命终后往生极乐世界。此生命终后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藏地历史传记汇

编》中云：“夏阿扎巴

坚赞为尊者取名为森格坚

赞，终得本尊赐予悉地。

按照洛扎利吉多杰之授

记：‘此生命终后将往生

极乐世界。’在寂静地禅

定洲，临终时亦着重修持

无量光佛睡前修要及极乐

愿文。年寿六十九岁，藏

历铁龙年二月三十日示现

圆寂。”

祈祷亚隆森格坚赞尊，祈祷亚隆森格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54   ཡར་ཀླུང་པ་སེང་གེ་རྒྱལ་མཚན།  yar klung pa seng ge rgyal mtshan  

55   ཡར་ཀླུང་།  yar k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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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师南喀秋桑56

1、名称：上师南秋巴、南喀秋桑；2、身份：出家比丘；3、诞生年1、名称：上师南秋巴、南喀秋桑；2、身份：出家比丘；3、诞生年

份：1350年左右；4、法脉：萨迦派；5、圆寂年份：公元1427年左右；份：1350年左右；4、法脉：萨迦派；5、圆寂年份：公元1427年左右；

简要：简要：（1）尊者每日不间断念修《普贤行愿品》，某日念到“既（1）尊者每日不间断念修《普贤行愿品》，某日念到“既

得往生安乐刹”时示现圆寂；（2）至尊贡秋坚赞现见极乐净土功德庄得往生安乐刹”时示现圆寂；（2）至尊贡秋坚赞现见极乐净土功德庄

严时，见到上师南秋巴已安住极乐世界。严时，见到上师南秋巴已安住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引用了桑吉仁钦桑波的传记，说

道：“上师南秋巴是秀格察之座主，大菩萨至尊贡秋坚赞求得《时轮金

刚》灌顶等的上师，他对于《普贤行愿品》不是口中空念偈颂，而是每

56   བ་མ་ནམ་མཁའ་ཆོས་བཟང་།  bla ma nam mkha' chos b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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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间断随文入观地念修一遍，某日在念到《普贤行愿品》中的‘既得

往生安乐刹’时示现圆寂。大菩萨至尊贡秋坚赞在南喀纳觉面前安住

时，于秋达寺上方的虚空中，明见阿弥陀佛之净土，还传来声响：‘自

此些许年后，你也将来到这里。’见到以前的上师南喀秋桑已安住在彼

净土。若能每日不间断地念修《普贤行愿品》，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以

上大菩萨至尊贡秋坚赞亲口宣说。”

果然巴索南森格所作《米钦贡秋坚赞传》中云：“上师南喀秋巴在

秀格察安详圆寂当晚，至尊贡秋坚赞的梦境中，上师南秋巴已往生极乐

世界，并说道：‘自此四十二年后，你也将去极乐世界’。”

祈祷至尊上师南秋巴，祈祷至尊上师南秋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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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米钦南喀纳觉57

1、名称：米钦南喀纳觉、南喀坚赞；2、身份：出家比丘；               1、名称：米钦南喀纳觉、南喀坚赞；2、身份：出家比丘；               

3、诞生年份：公元1351年左右；4、法脉：萨迦派、噶举派；5、圆寂3、诞生年份：公元1351年左右；4、法脉：萨迦派、噶举派；5、圆寂

年份：公元1444年左右（藏历鼠年二月）；年份：公元1444年左右（藏历鼠年二月）；

简要简要：尊者圆寂时，众眷属见其逝去极乐世界，伴随稀有相兆往生：尊者圆寂时，众眷属见其逝去极乐世界，伴随稀有相兆往生

极乐净土。极乐净土。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雪域历史传记汇编》中记载：“此外，尊者于诸多圣者上师面前

听受不可思议教授，除了闻法之时，唯独在寂静处一心修行故，生起了

无伪的出离心和无偏的大悲心，获得了大手印的证悟，以观世音等诸多

57   མུས་ཆེན་ནམ་མཁའི་རྣལ་འབྱོར།  mus chen nam mkha'i rnal 'b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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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尊摄受，拥有许多禅定之门和广大神通，以及使役护法神等不可思议

的功德，悉皆自在之故，将无量所化安置于成熟解脱，并且其中噶昂巴

华觉希拉、荣敦希轩根热、菩萨云讷嘉秋、米钦贡秋坚赞、大成就者唐

东嘉波、智成就者格拉华桑等，在智、尊方面具足成就之觉受，并且事

业无边的弟子众多。令总的佛教，特别是吉祥香巴噶举的教法宝如日中

天。之后在九十三岁，藏历鼠年二月二十六日，密意融于大寂法界而示

现圆寂之时，伴随彩虹、光、妙音、妙香弥漫，天降大花雨之相兆。一

些业清净者见尊者去往邬金刹土和极乐世界等，荼毗法体故，增生无数

舍利。由此为例，以不可思议稀有之相，将随学众安置信心之地。

祈祷米钦南喀纳觉尊，祈祷米钦南喀纳觉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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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哦巴金刚持根噶桑波58

1、名称：哦巴金刚持根噶桑波；2、诞生地：萨迦1、名称：哦巴金刚持根噶桑波；2、诞生地：萨迦5959；3、诞生；3、诞生

年份：公元1382年（藏历第六胜生水狗年）；4、身份：出家比丘；          年份：公元1382年（藏历第六胜生水狗年）；4、身份：出家比丘；          

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456年（藏历第八胜生火鼠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456年（藏历第八胜生火鼠

年）；年）；

简要简要：诸圣者有言尊者往生极乐世界，如是伴随稀有相兆往生极乐：诸圣者有言尊者往生极乐世界，如是伴随稀有相兆往生极乐

净土。净土。

58   ངོར་པ་རོ་རེ་འཆང་ཀུན་དགའ་བཟང་པོ།  ngor pa rdo rje 'chang kun dga' bzang po  

59   ས་སྐྱ།  sa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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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全知果然巴极乐愿文注释·去往净土之阶梯》中云：“藏历萨迦

月二十五日上午，至尊金刚持根噶桑波说道：‘今天是二十五日吧？’

侍者回答：‘是的’。至尊说：‘现在身体很好，烧一壶好茶，现在迎

请者来了的话，那就走。’之后说让其他人出去。这样做了后，此刹土

亲身所化之诸义利暂且圆满，为劝诸常执者行善等，安住密续中所说临

终甚深禅定，伴随众多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恰美仁波切的《选择刹土文·商主取宝》中也讲道：“从此瞻洲逝

极乐，吉祥龙树塔波尊，至尊琼波索南孜，卡秀南喀坚赞及，哦巴金刚

持尊等。”如是说到哦巴金刚持根噶桑波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哦巴根噶桑波尊，祈祷哦巴根噶桑波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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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法王慈诚坚赞60

1、名称：法王慈诚坚赞；2、诞生地：卫藏1、名称：法王慈诚坚赞；2、诞生地：卫藏6161；3、诞生年份：大；3、诞生年份：大

约公元1390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约公元1390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

份：大约公元1460年；份：大约公元1460年；

简要简要：尊者圆寂时伴随诸多稀有神变之庄严，往生极乐世界。：尊者圆寂时伴随诸多稀有神变之庄严，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萨迦派智者所作《藏地历史传记汇编》中云：“如是法王慈诚坚赞

尊者为了度化诸具实执之所化，在和合大乐身中不动的同时，藏历猴年

四月十一日黎明，诸勇士、空行众迎接，而天降花雨、响起种种乐音、

一切处馥郁妙香遍布，以诸多神变之庄严，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法王慈诚坚赞尊，祈祷法王慈诚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60   ཆོས་རེ་ཚུལ་ཁིམས་རྒྱལ་མཚན།  chos rje tshul khrims rgyal mtshan  

61   དབུས་གཙང་།  dbus g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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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米钦贡秋坚赞62

1、名称：贡秋达、米钦贡秋坚赞、至尊上师米巴钦波；2、诞生1、名称：贡秋达、米钦贡秋坚赞、至尊上师米巴钦波；2、诞生

地：米多达莫朗迦地：米多达莫朗迦6363；3、诞生年份：公元1388年（藏历第七胜生土龙；3、诞生年份：公元1388年（藏历第七胜生土龙

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噶举派；6、圆寂年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噶举派；6、圆寂年

份：公元1469年（藏历第八胜生土牛年）；份：公元1469年（藏历第八胜生土牛年）；

简要简要：（1）尊者梦境中，上师南秋巴已往生极乐世界，授记道： ：（1）尊者梦境中，上师南秋巴已往生极乐世界，授记道： 

“自此四十二年后，你也将“自此四十二年后，你也将

去极乐世界。”；（2）尊去极乐世界。”；（2）尊

者临命终时说道：“在三宝者临命终时说道：“在三宝

面前摆放广大供品。”而后面前摆放广大供品。”而后

安住甚深密意之中，伴随稀安住甚深密意之中，伴随稀

有相兆往生极乐净土。有相兆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

承史》中云：“尊者临命

终时示现稀有事业之相者，

如是六波罗蜜多与生圆二次

第之证已至究竟。尊者到了

八十二岁那年，九月二十六

日以后，以四摄法利益无量

众生，直到十月三日之间，

62   མུས་ཆེན་དཀོན་མཆོག་རྒྱལ་མཚན།  mus chen dkon mchog rgyal mtshan  

63   མུས་སོད་སག་མོ་གིང་སྐྱ།  mus stod stag mo gling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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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天当中，亲自为来自南北方的求戒者，传授相应的沙弥戒和比丘

戒，其他所有没讲完之法，亦悉皆圆满讲授。十月三日，尊者说道：‘

现在要到禅定洞中闭关。’而后前去。这天，有很多人来供养黄金，摆放

在尊者面前时，尊者说道：‘我并不是所谓有“黄金与牛粪等同”境界

的瑜伽士，然而黄金与灶灰没有差别。’当时在旁的人禀报说：‘现在

已过晌午，所以到午座的时间了。’回答道：‘现在不必非要入座，已

经是日夜不断行善的状态。起初想要在一个无人无狗的空谷中死去的心

愿已经完成，现在死了的话，心中没有任何惦念，也没有想着这件事过

去还没有完成，现在需要去做，以及安排别人如何做等，也不是我一个

八十二岁老人该做的。’之后，便只留下贡桑一人在身边，把其他所有

人都安排去了寺院后，断除了世俗琐事，唯一安住修行之中。在十月八

日之间，体力充沛，座间还做了许多转绕。八日之后，体力忽然衰弱，

九日、十日、十一日中，大众弟子极力为尊者做了佛事，并请示说：‘

已经做了这些佛事，现在请一个医生来医治的话，会不会好一些？’回

答道：‘做佛事对你们来说是有利的，所以做了也没问题，对我来说，

即便是卫藏的所有僧众会集做佛事，所有医生会诊治疗，今年也不会住

世。’之后直到月末，日夜不断而专注在修行之中。在七天的时间里，

出现了非常口渴，需要喝很多茶的一个情况，侍者问：‘为什么会这么

口渴呢？’回答道：‘是水大融入火大之兆，前段时间夏天讲课等的时

候，所有现相中，一切山谷常常现为薄雾的自性，那是地大融入水大之

兆。’

之后闰十月的五日、六日、七日等当中，尊者的身体与之前不同，

回到了十六岁的形象，肌肤娇嫩，耳鼻唇等带有白里透红的光泽，容光

焕发，眼睛也不再是过去年迈浑浊的样子，那时眼睛变得黑白分明，极

细小的字也能看到，身体成了如是状况，并且没有讲很多教诲，而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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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住在禅定中。有时眼睛凝视虚空，面带微笑；有时做诸幻轮之相；

有时身体做舞蹈之相，有时口说梵语等等，唯是处于如是境相和觉受

中。之后十月八日上午，出现了虹光、花雨，以及过去从未闻过的特殊

香味等无量稀有相兆。中午在太阳下小坐，傍晚回到卧室后，对侍者贡

桑说：‘在三宝面前摆设广大供品。’自身念修瑜伽誓言恢复仪轨，

专注密咒甚深缘起，于此境界中，勇士、空行众迎接后，往生极乐世

界。”

《道果米钦传》中也讲到：“上师南秋巴在秀格察安详圆寂的

晚上，至尊贡秋坚赞的梦境中，上师南秋巴已往生极乐世界，并授记

道：‘自此四十二年后，你也将去极乐世界’。”

祈祷米钦贡秋坚赞尊，祈祷米钦贡秋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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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夏勒巴桑吉华桑64

1、名称：桑吉华桑；2、诞生地：吉祥萨迦巴南1、名称：桑吉华桑；2、诞生地：吉祥萨迦巴南6565；3、诞生年；3、诞生年

份：1400左右（藏历火蛇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份：1400左右（藏历火蛇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

派；6、圆寂年份：1470年左右（藏历铁狗年）；派；6、圆寂年份：1470年左右（藏历铁狗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自己上师所在的极乐世：尊者临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自己上师所在的极乐世

界。界。

。。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阿米全集》中云：“总之，尊者从九岁出家到六十四岁之间，

唯一修学、广弘圣教之事业。藏历土猪年十二月三十日，于吉祥昂仁地

区，伴随众多稀有之相兆，示现圆寂。之后，在神变月八日之间，尊面

64   ཞྭ་ལུ་བ་སངས་རྒྱས་དཔལ་བཟང་།  zhwa lu ba sangs rgyas dpal bzang  

65   དཔལ་ས་སྐྱ་པ་སྣམ།  dpal sa skya pa s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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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光焕发，上、下昂仁整个地区温暖遍满，连供水和食子也不冻结。

此后，八日黎明唤醒禅定，往生极乐世界大菩萨——上师贡秋坚赞座

前。”

祈祷夏勒桑吉华桑尊，祈祷夏勒桑吉华桑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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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无等至尊华丹多杰6666

1、名称：无等华丹多杰；2、诞生地：萨迦1、名称：无等华丹多杰；2、诞生地：萨迦6767；3、诞生年份：公；3、诞生年份：公

元1411年（藏历铁兔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   元1411年（藏历铁兔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   

6、圆寂年份：公元1483年（藏历水虎年四月十五日）；6、圆寂年份：公元1483年（藏历水虎年四月十五日）；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出现了与自己的上师父子去往极乐世界时相同：尊者临终时，出现了与自己的上师父子去往极乐世界时相同

的诸稀有相兆等，以此往生极乐净土。的诸稀有相兆等，以此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又有一日，至尊说道：‘天

空中有无量彩虹帐幔，见到了吗？’在身边的一些人回禀说：‘没有见

到。’至尊又说道：‘西边那里，一条彩虹作为根本，分成种种光端，

66   མཚུངས་མེད་དཔལ་ལན་རོ་རེ་མཆོག  mtshungs med dpal ldan rdo rje mchog  

67   ས་སྐྱ།  sa skya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稀有宝聚论

139

见到了吗？还响起了无量悦耳的声音，听到了吗？’我等回禀说：‘没

有啊。’又有一天，至尊说：‘面前这里有一个大月轮。’外面降下大

花雨，侍者们捡起后，至尊问道：‘是什么？’回禀说：‘天空正降下

大花雨。’至尊说道：‘至尊哦巴金刚持和法王大菩萨父子二人逝去极

乐世界的时候，就是这样降下大花雨，阿阇黎格日巴圆寂时，也是如

此，现在是给我等降下的吧。’十四日这天，至尊问道：‘明天是十五

日吗？’回禀说：‘是的。’由此至尊说道：‘我等也去。’

……

至尊年寿七十二岁，藏历水虎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妙声、虹光、花

雨等稀有相兆广布大地，化现之色身坛城收摄法界而示现圆寂。吾之殊

胜导师尊，寿七十二水虎年，往生西方极乐国。”

祈祷无等华丹多杰尊，祈祷无等华丹多杰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萨迦派篇

140

十五、根噶旺修吉祥贤68

1、名称：根噶旺修、根噶敦珠；2、诞生年份：公元1424年（藏1、名称：根噶旺修、根噶敦珠；2、诞生年份：公元1424年（藏

历木龙年）；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迦派；历木龙年）；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迦派；

简要简要：尊者接近圆寂前说道：“不可面朝东方，圣者上师们安住在：尊者接近圆寂前说道：“不可面朝东方，圣者上师们安住在

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定要面朝西方。”而后安住在临终窍诀之中，伴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定要面朝西方。”而后安住在临终窍诀之中，伴

随诸多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随诸多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5、传记正文：5、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洛沃堪钦索南伦珠独自在身

边时，上师的身体做了许多姿态和举止，由此堪钦心想：这是什么情

68   ཀུན་དགའ་དབང་ཕྱུག  kun dga' dbang phy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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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便问道：‘是否移动这个坐垫，让您面朝东方好一些？’好像上师

如是回答说：‘这样做不行，需要面朝西方，诸位圣者上师在西方极乐

世界，希望去到那里。’堪钦心想：是不是我刚才禀告的不对。于是稍

有些慌张，因为心中对上师所说的内容没有确定，所以又问道：‘是去

极乐世界的意思吗？’上师欢喜地说：‘嗯嗯。’依照上师所说那般做

了后，于面朝西方的坐垫上安坐。此刻多数平庸的分别念隐没，唯是安

住在净相之中，忽然间手握其身体，或者在耳边说话等，除了只是回复

一两句之外，没有说一句平常的话语。中夜时，心相续中现出无漏大乐

故，不断地数数说道：‘喜、乐、不变、无垢。’而做了许多手势，

间歇性地说：‘佛无迁变、无漏大乐、佛之智慧。’如此相关的异名。

黎明时，顿然注视着南方的虚空，过了一会后，说：‘有金刚宫殿和赫

噜噶。’此外又说梵语：‘扎格呢，扎格呢。’说了如是等不可思议的

话，由此似乎出现了超越分别心的净相。这以上身体做舒适的行为，手

做各种手势，口中讲诸多话语。然而二十一日太阳初升山顶之时，双足

菩萨坐势、手结定印、沉默不语，安住禅定。傍晚时，堪钦担心自己

没有祈请住世，禀明些许原因后，上师没有讲很多其他的话，只是说

道：‘还不知道会不会死，死了的话，心也没有尘许缠缚和贪著，修迁

识法，发起清净的愿。’如是所说，饮食完毕后，在修持临终窍诀和清

净发愿中往生极乐世界，这毫无疑问。彼时，普通人的面前也显现出天

花、妙香、种种乐音，事先逝去利益他众的相兆——大地震动、响声、

种种鸟舍弃自声转变其他种种妙音、他人梦中出现种种稀有梦兆悉皆显

现。”

祈祷根噶旺修吉祥贤，祈祷根噶旺修吉祥贤，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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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遍知果然巴索南森格69

1、名称：索南森格、果沃然坚、果然巴；2、诞生地：多康苯上部1、名称：索南森格、果沃然坚、果然巴；2、诞生地：多康苯上部

波隆达波隆达7070；3、诞生年份：公元1429年（藏历第七胜生土鸡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429年（藏历第七胜生土鸡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489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489年（藏历

第八胜生土鸡年）；第八胜生土鸡年）；

简要简要：尊者圆寂前两年，撰著了《极乐净土发愿文》，亦令诸弟子：尊者圆寂前两年，撰著了《极乐净土发愿文》，亦令诸弟子

修持。心住于临终甚深法定中，而往生极乐世界。修持。心住于临终甚深法定中，而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至尊果然巴在公元1487年藏

历火羊年，撰著了《极乐净土发愿文》，亦令诸弟子修持，通过数数发

愿的门径，牵引至极乐世界。这期间身体愈发不好，二十一日黎明，至

69   ཀུན་མཁེན་གོ་རམས་པ་བསོད་ནམས་སེང་གེ   kun mkhyen go rams pa bsod nams seng ge  

70   མདོ་ཁམས་འབུམ་ལ་སེང་འབོམ་ལུང་མདའ།  mdo khams 'bum la steng 'bom lung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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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说道：‘今天是二十一号吗？’身边的一些人禀明说：‘是的。’由

此，至尊又说道：‘我希望和法王根噶旺修一样，所以现在需要去圣教

胜利洲。’在路途上便示现圆寂，圆满修持生圆等持后念诵咒语时，至

尊头靠在枕头上，心住于临终甚深法定中，而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遍知索南森格尊，祈祷遍知索南森格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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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朗塘巴洛珠坚赞71

1、名称：朗塘巴洛珠坚赞吉祥贤；2、诞生地：畔地朗塘1、名称：朗塘巴洛珠坚赞吉祥贤；2、诞生地：畔地朗塘7272；3、；3、

诞生年份：公元1453年左右（藏历木龙年）；4、身份：出家比丘；    诞生年份：公元1453年左右（藏历木龙年）；4、身份：出家比丘；    

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10年左右（藏历土蛇年）；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10年左右（藏历土蛇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伴随勇士、勇母众迎接等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尊者临终时伴随勇士、勇母众迎接等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

世界。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朗日塘巴洛珠坚赞吉祥贤略传·引生敬信妙力》中云：“恒常中

欢喜依止善知识，阅读诸菩萨之法藏，并对熟悉通达法义精进不懈，不

损恼他人，不以嫉妒和傲慢之毒所染，精勤供奉三宝，善施内外一切财

71   གང་ཐང་པ་བོ་གྲོས་རྒྱལ་མཚན།  glang thang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72   འཕན་ཡུལ་གང་ཐང་།  'phan yul glang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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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广闻而不餍足，不厌利益有情。这些代表了大菩萨中善之法，也是

至尊所拥有之功德。

一切成就的根本——金刚持恩师以一切门径作欢喜，并且不散逸四

座殊胜修行之外，一切座间欢喜宣说正法，对于法行之次第，以及甚深

咒语之念修精进不懈，欢喜远远超越两种低劣处之寂静，不离四摄之事

业，拥有不厌以自身所住之三昧耶与戒聚摄受所化之事业。这些代表了

大菩萨后善之法，一切拥有上述功德之大菩萨，定是佛菩萨的继承者。

所有这些至尊圣者也都具足。如是亲身感受故，以现量所成之智慧思

择，合成信赖之处，对于后代持法脉者，做上师乃量士夫之讲述。

如是对佛圣教宝做贡献，以及利益无量众生之事业究竟圆满后，身

寿五十七岁，藏历土蛇年十一月初一，在之前朗日塘巴最初长时间修习

菩提心之处——热吉玛波，后来去了之前想去的寂静地——有‘善增’

之名的修行处，几日里示现疾病。上半月初十，自己净相中，勇士和勇

母众会聚之殊胜日的日出时，安住深道上师瑜伽之境界中，往生极乐世

界。”

祈祷朗塘洛珠坚赞尊，祈祷朗塘洛珠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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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殊胜导师秋吉嘉波73

1、名称：殊胜导师秋吉嘉波、阿仁培、贡秋拉波培；2、诞生地：1、名称：殊胜导师秋吉嘉波、阿仁培、贡秋拉波培；2、诞生地：

吉祥萨迦吉祥萨迦7474；3、诞生年份：公元1445年（藏历木牛年）；4、身份：；3、诞生年份：公元1445年（藏历木牛年）；4、身份：

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14年（藏历土狗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14年（藏历土狗

年）；年）；

简要简要：（1）大修行者南喀华桑回复尊者道：“上师父子都住于极：（1）大修行者南喀华桑回复尊者道：“上师父子都住于极

乐世界，想见的话，可以在极乐世界相见。”；（2）尊者自己的梦境乐世界，想见的话，可以在极乐世界相见。”；（2）尊者自己的梦境

中也出现了极乐世界天女迎请之相。中也出现了极乐世界天女迎请之相。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尊者想到此刹事业暂时圆满，

他方刹土所化广大，于是闭关修行，五天后的上午，外内空行聚会的殊

73   བ་མ་འདེན་མཆོག་ཆོས་ཀྱི་རྒྱལ་པོ།  bla ma 'dren mchog chos kyi rgyal po  

74   དཔལ་ལན་ས་སྐྱ།  dpal ldan sa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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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日，明观诸续部宝中之临终甚深瑜伽，在共同所化前，色身庄严摄

入法界而示现圆寂。从那时起至二十三日之间，身体出现了一种与过

去不同的特殊光泽，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之间，容光忽然消失，看起

来与之前没有大的变化。如是在半个月中，一切相现前为殊胜空性和

殊胜不变大乐一味交融的甚深三摩地后，在戏论聚近乎寂灭，远离一

切中边的光明大手印定中，最终从光明中生起双运之色身，伴随着诸

多勇士空行众迎接的境况，逝去极乐世界，这毫无疑问。尊者也在教

导之余，讲道：‘过去大菩萨贡秋坚赞示现圆寂期间，我去瞻礼法体

时，欲求拜见大修行者南喀华桑，他回复说：“曾立誓进入闭关后，不

见任何人，上师父子都住于极乐世界，想见的话，可以在极乐世界相

见，要如是发愿。”因此，我也这样发了愿，死了也不后悔。’又有说

道：‘接近圆寂前的一段时间，在遍知洛沃堪钦身边，安住极寂静的闭

关时，有一个天女自称从极乐世界而来，说是法王哦巴根噶桑波去往极

乐世界的迎请者，并且还清楚地见到了陈设迎请的境况。因此，普皆

赞叹道：“此生浩瀚事业海之终，伴随无量勇士空行众，现前逝去西

方极乐刹，净相究竟您前敬顶礼。”我也明显见到了如此之相’。”

祈祷胜导秋吉嘉波尊，祈祷胜导秋吉嘉波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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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蒋扬桑吉仁钦75

1、名称：蒋扬桑吉仁钦；2、诞生地：米多朗加1、名称：蒋扬桑吉仁钦；2、诞生地：米多朗加7676；3、诞生年；3、诞生年

份：公元1453年（藏历水鸡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份：公元1453年（藏历水鸡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

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24年（藏历木猴年）；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24年（藏历木猴年）；

简要简要：尊者念修《普贤行愿品》后，对众弟子说自己将去往极乐世：尊者念修《普贤行愿品》后，对众弟子说自己将去往极乐世

界，之后伴随诸多稀有之相兆，逝去安住在极乐世界的至尊上师父子座界，之后伴随诸多稀有之相兆，逝去安住在极乐世界的至尊上师父子座

前。前。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彼时，对于身边零星之弟子，

展示三幅极乐世界庄严图，并念修普贤行愿后，亦说：‘我将去极乐世

75   འཇམ་དབྱངས་སངས་རྒྱས་རིན་ཆེན།  'jam dbyangs sangs rgyas rin chen  

76   མུས་སོད་གིང་སྐྱ།  mus stod gling sk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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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于如此至尊您，我恭敬顶礼。在这一年的七月，尊者示现患病

之时，众弟子祈请尊者仍需住世，尊者言道：‘我虽没有获得生死自

在，然而众生共业福薄。’对于如此至尊您，我恭敬顶礼。藏历八月十

日黎明时，尊者身体端直，双足跏趺坐，双手结虚空藏之手印，色身收

摄法界而示现圆寂，对于如此至尊您，我恭敬顶礼。天子菩萨众迎请，

在西方极乐世界中，主尊无量光佛莲足下，莲花藏中化生，对于如此至

尊您，我恭敬顶礼。空中五色彩虹的帐幔笼罩，天空降下纷纷花雨，

一切诸方遍满妙香，示现无量稀有之相，对于如此至尊您，我恭敬顶

礼。”

祈祷蒋扬桑吉仁钦尊，祈祷蒋扬桑吉仁钦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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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罗沃堪钦索南伦珠77

1、名称：罗沃堪钦索南伦珠；2、诞生地：罗沃门塘1、名称：罗沃堪钦索南伦珠；2、诞生地：罗沃门塘7878；3、诞生；3、诞生

年份：公元1456年（藏历第八胜生火鼠年）；4、身份：出家比丘；    年份：公元1456年（藏历第八胜生火鼠年）；4、身份：出家比丘；    

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32年（藏历第九胜生水龙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32年（藏历第九胜生水龙

年）；年）；

简要简要：尊者获得往生极乐世界之授记，最终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尊者获得往生极乐世界之授记，最终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净

土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阿米全集》第二十三册中云：“尤其是至尊堪钦未得往生极乐

世界授记之前，专注发愿，不久后的一个夜晚，至尊得到了心愿即将成
办的授记话音，立刻在酥油灯光下，亲笔记录了授记的词句。因得偿所

77   གོ་བོ་མཁན་ཆེན་བསོད་ནམས་ལྷུན་གྲུབ།  glo bo mkhan chen bsod nams lhun grub  

78   གོ་བོ་སོན་ཐང་གི་རྒྱལ་ཁབ།  glo bo smon thang gi rgyal k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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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心中非常欢喜，当时还对蒋扬索南根噶扎巴译师说道：‘在色衮护

法面前，嘱托成办所愿的事业。’之后去到贡塘，广讲了《深法宝训道

果》等，以此妙法甘露遍满君臣百姓在内的弟子心续之宝瓶。在那里还

兼具质量和数量而专门念修了金刚橛法门。复次回到家乡门塘地区，以

四种布施令众多胜劣众生得以满足。

于此期间，堪钦多次现见众多本尊，以及《金刚幔续》衮波护法神

的诸变化相，特别是现出了忿怒相、口食肠子的摩诃伽罗尊容，至尊将

此净相如实绘制成了唐卡。六十八岁时，至尊拉秋森格来到罗沃，堪钦

以许多甚深要诀满其所愿，为沃钦地方众多应当护养的所化，赐予了许

多显密法之喜筵。

罗沃堪钦与蒋扬索南根噶扎巴师徒二人等作为阿阇黎和羯磨师等，

为上千人传授了居士戒、沙弥戒、比丘戒，堪钦先后无数次作为阿阇黎

或者羯磨师，为他人传授居士戒、沙弥戒、比丘戒等。在这期间，沃钦

根噶桑波再此来到俄旺地区，在数月中闭关修行，复次弘传《深法宝训

道果》时，至尊贡秋伦珠来到面前，堪钦为其赐予了许多续部窍诀之甚

深要义。如是一切传法等的情形中，在他人面前，刹那也不逾越四座修

行的状态中，不间断续部相关的修持，分配了昼夜的各个时间，常行菩

萨之伟大事业故，诸位亲传上师和众多本尊善现尊容，尊者交付的息增

怀诛四种事业，由诸护法神皆如是无碍成办。较此更为殊胜的是，拥有

将一切显现见为佛之曼荼罗的无二智慧，因此，无余现证尽所有、如所

有之义。如是讲修圣教宝，或者讲辩著之伟大事业难以衡量。年寿七十

七岁，藏历一月二十九日黎明，在桑珠朗大寺示现圆寂，往生西方极乐

世界。”

祈祷罗沃索南伦珠尊，祈祷罗沃索南伦珠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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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至尊贡秋伦珠79

1、名称：沃钦遍知尊、贡秋伦珠；2、诞生地：吉祥萨迦年杰拉1、名称：沃钦遍知尊、贡秋伦珠；2、诞生地：吉祥萨迦年杰拉

章章8080；3、诞生年份：公元1497年（藏历火蛇年）；4、身份：出家比；3、诞生年份：公元1497年（藏历火蛇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57年（藏历火蛇年）；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57年（藏历火蛇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伴随现见极乐净土功德庄严等稀有相兆，往生：尊者临终时，伴随现见极乐净土功德庄严等稀有相兆，往生

极乐世界。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

传承史》中云：“至尊说

道：‘凡夫修上师瑜伽，

不见与现而无自性之本尊

无别，而是见此骨肉身

躯。’认为至尊身力虚

弱，呼吸困难，文波贡秋

华丹仁波切将至尊的头从

床榻上抬起，由此至尊

以稍不清晰的方式说道： 

‘这里有至尊果然巴。’

如是不清楚地说了两次。

文波问道：‘是在极乐世

79   རེ་བཙུན་དཀོན་མཆོག་ལྷུན་གྲུབ།  rje btsun dkon mchog lhun grub  

80    དཔལ་ས་སྐྱའི་གཉན་གི་བ་བང་།  dpal sa skya'i gnyan gyi bla b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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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吗？’回答说：‘噢！是在极乐世界，至尊果然巴在这里安住。’

……

之后，至尊于诸多净相中度日，到了二十一日半夜时，身体端直，

双足跏趺坐，双手分别持伏地印和定印，安住临终的甚深修行中，密意

收摄于法界而示现圆寂。之后，在二十三日晚，至尊文波贡秋华丹稍作

休息，梦境中在俄旺寺的经堂里，如海僧众的中央，有一个由珍宝自然

组成的法座上，至尊贡秋伦珠身穿一件崭新的黄色大氅，身体稍向左侧

倾斜，说道：‘你把神女拿过来。’文波将神女献上后，至尊说：‘不

是这个。’文波回答说：‘萨迦班智达就是这样讲的。’至尊说：‘那

就这样。’就在这个时候，‘嗒’的一声，文波从梦中醒来。去查看至

尊的法体时，发现从法体的梵净穴中流出白菩提，外面天降花雨，浓郁

的香气遍布各处，至尊贡秋伦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祈祷沃钦贡秋伦珠尊，祈祷沃钦贡秋伦珠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萨迦派篇

154

二十二、具德桑吉森格81

1、名称：桑吉森格；2、诞生地：吉祥萨迦地区格拉德丹1、名称：桑吉森格；2、诞生地：吉祥萨迦地区格拉德丹8282；3、诞；3、诞

生年份：公元1504年（藏历第八胜生木鼠年）；4、身份：出家比丘； 生年份：公元1504年（藏历第八胜生木鼠年）；4、身份：出家比丘； 

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69年（藏历土蛇年）；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69年（藏历土蛇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尊者临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想到此刹土之事业暂时圆满，

他方刹土有广大所化后，为了诸常执者生起出离心，劝诸懈怠者精进，

导师法王圣尊本人年寿六十六岁，藏历土蛇年，萨迦月二十七日傍晚，

如云：‘如佛涅槃之卧姿，所欲何方而安睡。’与导师释迦佛一样，身

81   དཔལ་ལན་སངས་རྒྱས་སེང་གེ  dpal ldan sangs rgyas seng ge  

82   དཔལ་ལན་ས་སྐྱའི་ཆར་གུ་ར་བདེ་ལན་སེང་།  dpal ldan sa skya'i char gu ra bde ldan s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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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稍微向右倾斜，日月之风摄于中脉，安住在具一切相空性和殊胜不变

大乐一味之光明大手印定中，色身之庄严收摄而示现圆寂。四月廿七三

世佛尊彼，天人空行聚众作迎请，未来无怙我等寄于谁，语狮子尊往生

极乐刹。”

祈祷具德桑吉森格尊，祈祷具德桑吉森格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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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圣者法王上师希绕坚赞83

1、名称：法王希绕坚赞、智成就者希绕坚赞；2、诞生地：多康格1、名称：法王希绕坚赞、智成就者希绕坚赞；2、诞生地：多康格

察地区察地区8484；3、诞生年份：公元1505年（藏历第八胜生木牛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505年（藏历第八胜生木牛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73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573年（藏历

第十胜生水鸡年）；第十胜生水鸡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伴随天降大花雨等稀有相兆，天子天女众作随尊者临终时，伴随天降大花雨等稀有相兆，天子天女众作随

行而往生极乐世界。行而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想到此世界之事业暂时圆满，

他方刹土有广大所化后，为了诸常执者生起出离心，劝诸懈怠者精进，

83   བ་མ་དམ་པ་ཆོས་ཀྱི་རེ་ཤེས་རབ་རྒྱལ་མཚན།  bla ma dam pa chos kyi rje shes rab rgyal mtshan  

84   མདོ་ཁམས་ཀྱི་ས་ཆ་གུ་ཚ།  mdo khams kyi sa cha gu t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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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之怙主、三世间之眼目、三有之归怙——圣者法王本人双足跏趺

坐、双手结定印、身穿三法衣，安住密续所说临终甚深之窍诀。四日傍

晚左右，身体稍微向右倾斜，日月之风摄于中脉，安住在具一切相空性

和殊胜不变大乐一味之光明大手印定中，色身之庄严收摄而示现圆寂。

之后，身边的侍者巴桑伦珠等人，犹如迷失方向的游人一般，变得不知

所措，所有人处于难以遮止的忧苦烈火逼迫之中。过了一会，夜晚时

分，伴随‘嗒’的一声巨响，头顶髻稍微凸出的地方，出现了少许菩提

甘露水。于此无间，过去谁也未曾闻到过的圣物香薰之特殊妙香，遍布

房间各处，各色彩虹所庄严的天空中，降下大花雨，伴随此等稀有之相

兆，天子天女们所陈设的种种珍宝装饰之法座上，勇士和瑜伽母众作随

行，天之乐音等诸多相迎，逝去西方极乐世界。”

祈祷法王希绕坚赞尊，祈祷法王希绕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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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南喀华桑波85

1、名称：秋炯华觉、南喀华桑、章德大班智达；2、诞生地：吉1、名称：秋炯华觉、南喀华桑、章德大班智达；2、诞生地：吉

祥萨迦多觉扎西朗祥萨迦多觉扎西朗8686；3、诞生年份：公元1535年（藏历第九胜生木羊；3、诞生年份：公元1535年（藏历第九胜生木羊

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

1602年（藏历第十胜生水虎年）；1602年（藏历第十胜生水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伴随诸多勇士空行众迎接之不可思议庄严相，去往至尊：尊者伴随诸多勇士空行众迎接之不可思议庄严相，去往至尊

萨迦父子所在处——极乐世界。萨迦父子所在处——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想到此世界之事业暂时圆满，

他方刹土有广大所化后，为了诸常执者生起出离心，劝诸懈怠者精进，

85   ནམ་མཁའ་དཔལ་བཟང་པོ།  nam mkha' dpal bzang po  

86   དཔལ་ལན་ས་སྐྱའི་ཆར་མདོ་བརོད་བཀྲ་ཤིས་གིང་།  dpal ldan sa skya'i char mdo brjod bkra shis 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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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之眼目、护持佛教之大祖师——至尊法王在通称为六十八岁，律藏

算法作为六十九岁之时，藏历水虎年十一月，临近法王萨迦班智达涅槃

法会的十三日破晓之前，每日修持的次第全部完成后，黎明曙光初现

时，双足跏趺坐，双手持金刚拳放于大腿之上，身体笔直端正，没有丝

毫动摇，双目数数视虚空。如是直到十四日拂晓，明观诸密续宝中所说

临终甚深瑜伽后，在共同所化前色身庄严收摄法界而示现圆寂。从那时

开始到三十日之间，面色较从前更为润泽，藏历十二月初一有重日，从

第一个初一到初三之间，与过去不同，面色变得更加滋润有光泽。十二

月初三太阳微暖之后，这样的面色忽然消失，与从前无有大的不同。如

是二十天之间，安住具一切相空性和殊胜不变大乐一味之光明甚深禅

定，在戏论聚寂灭，远离一切中边的光明大手印定中，最终从光明中起

双融之色身，伴随诸多勇士、空行众迎接之不可思议庄严相，去往至尊

萨迦父子等前辈上师们所在之处——极乐净土，这毫无疑问。”

祈祷至尊南喀华桑波，祈祷至尊南喀华桑波，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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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米钦坚赞华桑87

1、名称：米钦坚赞华桑；2、诞生地：绰普噶丹1、名称：米钦坚赞华桑；2、诞生地：绰普噶丹8888；3、身份：出家；3、身份：出家

比丘； 4、法脉：萨迦派；5、圆寂年份：藏历火猪年七月二十六日；比丘； 4、法脉：萨迦派；5、圆寂年份：藏历火猪年七月二十六日；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尊者临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藏地历史传记汇编》中云：“米钦坚赞华桑，诞生于成就者涅之

种性中，父亲是阿阇黎多吉酿波，母亲是贡秋的女儿——一位圣者观世

音的化现，伴随着入胎的稀有相兆，在绰普噶丹圣地，大地震动、天降

花雨之中诞生。

……

87   མུས་ཆེན་རྒྱ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  mus chen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88   ཁོ་ཕུ་དགའ་ལན།  khro phu dga' l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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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复次回到藏地后，在珍切巴圣地受持苦行而修习故，生起不可

思议觉证。某个时期，听闻香东钦波的称誉，便前去拜会，由此，护法

智慧衮波对上师说：‘要来一个必定持您法脉的弟子，所以一切窍诀当

无余传授。’如授记所说般，一切窍诀均欢喜地圆满赐予，以不可思议

之恭敬谛听，纯熟梦幻变的修行，相续中生起光明，现证大手印之智慧

后，一心修行期间，受到霍尔的甘巴国王殷重迎请，如是前往，利益霍

尔、蒙古、裕固、木雅等地的无量众生。再次回到藏地后，广弘正法、

财物之喜筵，于米钦塔贡吉祥寂静处等做传讲圣法、引导修行。最终在

藏历火猪年七月二十六日，伴随大地震动、妙声、虹光、花雨之相逝去

极乐世界。”

祈祷米钦坚赞华桑尊，祈祷米钦坚赞华桑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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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堪钦香巴南喀齐美89

1、名称：扎德、香巴南喀齐美；2、诞生地：藏酿玛泽那嘉措    1、名称：扎德、香巴南喀齐美；2、诞生地：藏酿玛泽那嘉措    

朗朗9090；3、诞生年份：公元1765年（藏历第十三胜生木鸡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765年（藏历第十三胜生木鸡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820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820年（藏历

第十四胜生铁龙年）；第十四胜生铁龙年）；

简要简要：尊者为众弟子示现逝去极乐世界之相兆后往生净土。：尊者为众弟子示现逝去极乐世界之相兆后往生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之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堪

钦对在身边的文波等少许亲传弟子说道：‘早的话，我今晚就会死，迟

的话三天左右后将会死。’过了一会，三宝所依前，燃着一盏酥油灯，

89  མཁན་ཆེན་བྱམས་པ་ནམ་མཁའ་འཆི་མེད།  mkhan chen byams pa nam mkha' 'chi med  

90  གཙང་ཉང་སད་རེ་ན་རྒྱ་མཚོའི་གིང་།  gtsang nyang smad rtse na rgya mtsho'i 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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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钦说道：‘把它拿到面前来。’然后用手指示了一下酥油灯，于彼无

间，风和菩提心一切入于中脉，安住在具一切相空性和殊胜不变大乐二

者双融之光明大手印定中，色身庄严收摄而示现圆寂。彼时，天空极为

晴朗，种种颜色的彩虹美丽环绕，出现了此等诸多稀有之相兆。之后过

了八天，藏历铁龙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晚，文波南觉蒋华桑波的梦境中，

至尊堪钦亲临，并说道：‘我现在出定了。’于是复次从光明中起双融

之色身，不可思议的勇士和瑜伽母在前方迎接，诸世间护法足下抬举，

佛菩萨众一同去往极乐世界。因在一些亲传弟子和信众的清净相中，亲

见至尊堪钦骑着一只白狮，说着些许金刚句而逝去西方极乐世界。”

祈祷香巴南喀齐美尊，祈祷香巴南喀齐美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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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扎西扎巴坚赞吉祥贤91

1、名称：蒋华桑波、堪钦金刚持南觉蒋华桑波、扎西扎巴坚赞吉1、名称：蒋华桑波、堪钦金刚持南觉蒋华桑波、扎西扎巴坚赞吉

祥贤；2、诞生地：泽那嘉措朗祥贤；2、诞生地：泽那嘉措朗9292；3、诞生年份：公元1789年（藏历第；3、诞生年份：公元1789年（藏历第

十三胜生土鸡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十三胜生土鸡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

年份：公元1864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鼠年）；年份：公元1864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鼠年）；

简要：简要：（1）尊者圆寂后，弟子梦境中上师去往极乐世界；（2）尊（1）尊者圆寂后，弟子梦境中上师去往极乐世界；（2）尊

者伴随稀有殊胜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土。者伴随稀有殊胜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桑阿仁波切道果》中云：“上师年寿七十六岁，藏历木鼠年四

91   བཀྲ་ཤིས་གྲགས་པའི་རྒྱ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  bkra shis grags pa'i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  

92    རེ་ན་རྒྱ་མཚོའི་གིང་།  rtse na rgya mtsho'i 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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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十，太阳微暖之时，风与菩提心一切入于中脉，基中安住的光明与

修力觉受的光明二者母子一味融合后，入‘义光明’——死即成就法身

之等持。彼时虚空边界处，有些许像供品形象的云，中间的天空清澈明

朗，太阳极暖的中间，犹如雪一般，我们亲眼所见即是降下花雨。

……

当月十三日夜晚，洛德旺波我心中出现一个念头：现在上师还没

有出定吧。于是去拜见法体，看到和之前一样，数数观看天空，见到出

现了许多大部分为白色的五色彩云。当晚，实修者根索尊者的梦境中，

也出现天子和天女持不可思议供品，从俄旺拉章宫殿的后面转绕去了西

方，问道：‘这是怎么了？’说是堪钦金刚持南觉蒋华桑波去了极乐世

界，于是心想：那么我也去拜见上师。然后前去，到了俄旺拉章西门附

近时，一个黑色可怕的人（实际是衮波护法神）正在那里行走，回头看

了根索一眼，说：‘你现在想见上师，今早已经去了空行净土，也就是

沃钦金刚持在极乐世界，所以先去了他面前，我也是去送行。’说完便

直接进了俄旺拉章的西门。醒来后亦于悲喜交加之下，泪流满面。十四

日上午黎明左右，天空犹如蓝色液体一般湛蓝且极为清澈，大家交谈

说，寺院正对面的西方，白云犹如伸展的两条飘带。之后中午左右，大

家说出现三条长短不一的五色彩虹。由此，心想：毫无疑问，上师现在

已经出定了。于是去到法体面前，像是有一只蜜蜂和我一起进来，它也

在法体周围转绕，看起来法体的面色稍有衰退。因此，复次从光明中起

双融之色身，与诸佛菩萨一起，勇士、空行母、护法众迎接，伴随此等

超越凡夫之行境，往生极乐净土等。”

祈祷南觉蒋华桑波尊，祈祷南觉蒋华桑波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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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塔钦扎西仁钦93

1、名称：第三十五任座主塔钦扎西仁钦；2、诞生地：日喀则格1、名称：第三十五任座主塔钦扎西仁钦；2、诞生地：日喀则格

拉降措炯尼宫殿拉降措炯尼宫殿9494；3、诞生年份：公元1824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猴；3、诞生年份：公元1824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猴

年）；4、身份：俗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年）；4、身份：俗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

1865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牛年）；1865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牛年）；

简要：尊者临终前，净相中见到在极乐世界安住的父尊金刚持，简要：尊者临终前，净相中见到在极乐世界安住的父尊金刚持，

说道：“大座主您来了这里，非常好。”伴随获得如是授记等稀有之相说道：“大座主您来了这里，非常好。”伴随获得如是授记等稀有之相

兆，往生极乐世界。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吉祥萨迦历任座主传》中云：“公元1846年到公元1865年，

93   ཐེག་ཆེན་བཀྲ་ཤིས་རིན་ཆེན།  theg chen bkra shis rin chen  

94   དགེ་ལེགས་རྒྱ་མཚོའི་འབྱུང་གནས་ཕོ་བང་།  dge legs rgya mtsho'i 'byung gnas pho b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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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藏历火马年至藏历木牛年之间，尊者作为吉祥萨迦的教主，于此期间

出现的心子，有咒师根噶索南兄弟，金刚持根噶酿波家族后裔的诸至尊

母，以及蒋贡钦哲旺波、贡噶秋智仁波切、两个道场的诸位堪布和上

师、大国王的国师章嘉仁波切、扎雅的诺米汗、德格嘉哲上师，以此等

为例的智者、成就者之亲传弟子及传承弟子，犹如遍满整个大地一般。

最终年寿四十一岁，公元1865年藏历木牛年，净相中见到在极乐世界

的父尊金刚持，说道：‘噢！大座主也来了，非常好，现今就在这里住

下。’按照如此之授记，明观临终甚深之瑜伽，而日月之风收摄中脉，

安住在具一切相空性和殊胜不变大乐二者双融之光明大手印定中，共同

色身之庄严收摄法界而示现圆寂。”

祈祷塔钦扎西仁钦尊，祈祷塔钦扎西仁钦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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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无等至尊扎巴坚赞95

1、名称：无等至尊扎巴坚赞；2、诞生地：耶勒仓迪1、名称：无等至尊扎巴坚赞；2、诞生地：耶勒仓迪9696；3、身；3、身

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迦派；5、圆寂年份：藏历猪年；份：出家比丘；4、法脉：萨迦派；5、圆寂年份：藏历猪年；

简要简要：尊者的弟子一位老喇嘛说：“昨晚，上师无等至尊去了西方：尊者的弟子一位老喇嘛说：“昨晚，上师无等至尊去了西方

极乐世界，我也要作随行者。”之后，无有任何病痛而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也要作随行者。”之后，无有任何病痛而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桑波坚赞所著传记中云：“年寿到了八十五岁，藏历猪年一月初

八、初九时，至尊说道：‘需要迎接上师蒋巴的涅槃法会。’之后，对

于僧众做诸多恭敬承事、供养，当月十五日傍晚，在章莫切宫殿中，安

详而逝，此生之事业悉皆行持圆满。十六日黎明，老喇嘛玛衮巴说：‘

95   མཉམ་མེད་ཆེན་པོ་གྲགས་པ་རྒྱལ་མཚན།  mnyam med chen po grags pa rgyal mtshan  

96   ཞ་ལུ་ཚོང་འདུས།  zha lu tshong '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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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无等至尊上师去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也要作随行者。’之后，无有

任何病痛而逝。”

祈祷无等扎巴坚赞尊，祈祷无等扎巴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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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蒋扬秋吉华97

1、名称：蒋扬秋吉华；2、诞生地：酿朵嘉恰噶1、名称：蒋扬秋吉华；2、诞生地：酿朵嘉恰噶9898；3、诞生年；3、诞生年

份：藏历火龙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藏历火龙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

份：藏历火牛年；份：藏历火牛年；

简要简要：此世界之所化临近圆满时，尊者见到一尊高大的阿弥陀佛从：此世界之所化临近圆满时，尊者见到一尊高大的阿弥陀佛从

天空降临后，说道：“善男子，从此处去往极乐世界后成佛。”获得了天空降临后，说道：“善男子，从此处去往极乐世界后成佛。”获得了

如是之授记。如是之授记。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洛萨丹炯所著之传记中云：“一次，一尊高大的阿弥陀佛从空中降

临后，对尊者说道：‘善男子，你若对此世界厌患，则生尼泊尔地方，

97   འཇམ་དབྱངས་ཆོས་ཀྱི་དཔལ།  'jam dbyangs chos kyi dpal  

98   ཉང་སོད་སྐྱལ་ཆད་དཀར།  nyang stod skyal chad d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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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阿弥陀佛面前现证成佛。’亲身之所化事业圆满后，藏历火鼠年

十二月中上旬，尊者示现稍有疾病，之后神变月即次年藏历火牛年一月

三日晚，在无上殊胜大乐寂静地，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至尊蒋扬秋吉华，祈祷至尊蒋扬秋吉华，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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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蒋萨巴希绕奥色99

1、名称：蒋萨巴希绕奥色；2、诞生地：拉朵1、名称：蒋萨巴希绕奥色；2、诞生地：拉朵100100；3、法脉：萨迦；3、法脉：萨迦

派派；；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说道：“我从这里去一次极乐世界后，庄严佛：尊者临终时说道：“我从这里去一次极乐世界后，庄严佛

土，成熟有情。”而后往生极乐净土。土，成熟有情。”而后往生极乐净土。

4、传记正文：4、传记正文：

达仓译师所著传记中云：“法王蒋萨巴在上师南喀坚赞面前获得了

时轮金刚的灌顶，并听受了传承等，对于显教五部大论极为精通，著有

现观与因明的大疏，广行讲闻圣教之事业。亲见文殊时问道：‘何处有

摄受我的上师、教授、住处等。’文殊授记：‘在卓琼成就者南喀坚赞

99     འཇམ་གསར་པ་ཤེས་རབ་འོད་ཟེར།  'jam gsar pa shes rab 'od zer   

100   ལ་སོད།  la s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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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处，求吉祥时轮金刚法，以此速行正道。’向格西琼询问了些问题

后，春天欲去往某个地方，那天午夜，黑方非人的军队聚集，展示出不

可思议扰乱的幻化相。法王蒋萨巴唱起道歌：‘赐予悉地之本尊，欲行

损害之魔鬼，于我一味无差别。’等等。如是证悟一切法多即一味之义

故，一切扰乱的幻化相当即息灭。去耶热卓琼之时，到了宗波扬，见到

佛菩萨遍满整个天空，拜见成就者南喀坚赞上师的无间，将上师见为金

刚手，生起了转变境之敬信。求得时轮金刚的灌顶，做了时轮金刚圆满

次第六支瑜伽的引导后修行故，两天当中，前两支的修行相悉皆圆满，

现前具三深信之义。其次，对于善修时轮金刚持命获得自在，具足无量

功德。在为弟子遍知秋格奥色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时，亲见金刚力，问后

遍知秋格奥色回答亦如是见到，由此法王蒋萨巴说道：‘出现了和我一

样的境相，魔无法障碍我们师徒。’等等。若需详细了知，其传记中有

所记载，可作阅读。法王示现圆寂时说道：‘我从这里去一次极乐世

界，庄严佛土，成熟有情。’而后在酿朵绛德地方往生极乐净土。”

祈祷法王希绕奥色尊，祈祷法王希绕奥色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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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法王仁波切益西吉祥贤101

1、名称：法王仁波切益西吉祥贤；2、诞生地：涅玛恰宗1、名称：法王仁波切益西吉祥贤；2、诞生地：涅玛恰宗102102；       ；       

3、诞生年份：藏历火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   3、诞生年份：藏历火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   

6、圆寂年份：藏历木狗年；6、圆寂年份：藏历木狗年；

简要：简要：尊者于此刹中，行持圣教与众生之广大义利圆满后，往生西尊者于此刹中，行持圣教与众生之广大义利圆满后，往生西

方极乐世界。方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恰译师仁钦秋嘉所著传记中云：“对于拉章巴索南华觉赐予密集

金刚五次第之引导时，亲自显示密集金刚。在色须贲巴面前，对于朗班

智达、卓噶堪钦秋华嘉瓦等众多持三藏者赐予吉祥时轮金刚灌顶之时，

101   ཆོས་རེ་རིན་པོ་ཆེ་ཡེ་ཤེས་དཔལ་བཟང་པོ།  chos rje rin po che ye shes dpal bzang po  

102   གཉའ་སད་ཆག་གྲོང་།  gnya' smad chag 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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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卓噶见到尊者足不触地。对于法王秋扎巴赐予密续行部十二曼荼罗

之灌顶时，六方世间之诸天来到面前，承诺保护至尊法王的诸弟子。对

于钦波秋嘉仁钦赐予引导之时，出现障碍，法王本人作身体的幻轮，以

此遣除。对于法王拉顿和堪钦南喀华觉讲述许多他心通的情形故，令彼

等生起殊胜敬信。对于昂嘉巴仁钦洛珠赐予忿怒灌顶之时，变化成大鹏

鸟遣除了障碍之相。对于众弟子宣讲时轮金刚、密集金刚、胜乐金刚、

喜金刚等密续，赐予金刚鬘等的灌顶，传授五次第、六加行等众多引导

次第之法，以此令众弟子心满意足。年寿八十八岁，藏历木狗年三月六

日，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法王益西吉祥贤，祈祷法王益西吉祥贤，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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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至尊上师金刚持噶顿阿旺根噶勒巴103

1、名称：阿旺勒巴、噶顿阿旺根噶勒巴；2、诞生地：噶玛泽达1、名称：阿旺勒巴、噶顿阿旺根噶勒巴；2、诞生地：噶玛泽达

热热104104；3、诞生年份：公元1867年（藏历第十五胜生火兔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867年（藏历第十五胜生火兔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941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941年（藏历

第十六胜生铁蛇年）；第十六胜生铁蛇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前，告知众眷属自己将不住世，说到令弟子反复：尊者临终前，告知众眷属自己将不住世，说到令弟子反复

多念修此偈：“我亦某日命终时，遍知正法文殊师，引至西方极乐国，多念修此偈：“我亦某日命终时，遍知正法文殊师，引至西方极乐国，

面见彼佛阿弥陀”。又说：“上等修行者，径直上行，罪恶重者径直下面见彼佛阿弥陀”。又说：“上等修行者，径直上行，罪恶重者径直下

行，此外无有中阴，因此我也无有中阴而去往极乐世界。”而后面朝西行，此外无有中阴，因此我也无有中阴而去往极乐世界。”而后面朝西

方，念了一百零几遍观音心咒，伴随此等稀有相兆而示现圆寂。方，念了一百零几遍观音心咒，伴随此等稀有相兆而示现圆寂。

。。

103   རེ་བ་མ་རོ་རེ་འཆང་སྒ་སོན་ངག་དབང་ཀུན་དགའ་ལེགས་པ།  rje bla ma rdo rje 'chang sga ston ngag dbang kun dga' 

legs pa  

104   སྒ་སད་འཛི་མདའ་རུ།  sga smad 'dzi mda'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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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道果法历代上师传承史》中云：“公元1941年，藏历蛇年二月，

至尊上师示现身体稍有抱恙，三月一日，如之前所说，用轿子将上师迎

请到了上方的塔兰寺。在那里，寺庙的上师、弟子、施主等信众祈请长

久住世，至尊上师也对他们数数说道：‘你们不要说愚痴的话，往昔印

度、藏地曾有正等觉佛为主的智者、成就者犹如空中群星一般，他们都

已示现涅槃。尤其是从萨迦派自宗方面思惟的话，法王上师蒋扬钦哲旺

波、哦巴金刚持根噶桑波等，如第二佛的诸位上师，也算是寿量圆满

了，我的寿命已经比他们还长了，现在我怎么可能独留于世。’弟子禀

报说：‘需要做佛事。’之时，上师起初说道：‘弟子为上师做佛事的

话，将圆满大资粮。’显现欢喜。之后，过了两三天，又说道：‘全体

僧众结束佛事，现在只需要反复多念修这个偈颂：“我亦某日命终时，

遍知正法文殊师，引至西方极乐国，面见彼佛阿弥陀”。’噶多桑珠寺

的一位弟子供养了一幅长寿三尊的唐卡，他们寺庙还建造了一座哦巴金

刚持的塑像，因此他祈请说：‘请您在藏历四月二十五日去寺庙做开

光。’至尊上师说道：‘哈哈！我那时已经去了此世界之彼岸。’对于

从各地来拜见的弟子们，唯是讲了无常和劝善，也将他们献上的哈达各

自归还，然后对每个人都以‘师徒不离同相伴’等的偈颂来作发愿。特

别是临近圆寂之前，说：‘凡是来拜见的人，都放行过来。’而后对他

们一一作了发愿和加持等。侍者根噶秋达在上师示现生病期间，不辞劳

苦无微不至地照顾，由此至尊上师亲口说道：‘与供一百万曼扎相比，

以今年为我侍疾而圆满资粮决定更好。’并且还说：‘你不要造严重的

罪，这样的话，死的时候我来接你，可以去极乐世界。’当时，康萨堪

钦、扎额的文波上师等来祈请长久住世，然而仅仅表示缘起之外，并没

有如是应允。尤其是与施主商量，把一些财物之类全部做了安排，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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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部分给扎额贝诃上师丹增坚赞兄弟，一部分在萨迦寺和俄旺寺涅槃

法会时作供养物，为塔兰寺建造三宝所依留了一些，还有一部分给了侄

儿根桑丹增，等等。纯粹是做了此等不住世的言谈。

……

在此期间，多次大地震动，出现种种颜色的彩虹，许多秃鹫在空

中飞行，一些飞落在至尊上师的屋顶上，等等。其次，弟子信众们断定

上师不会住世后，祈请说：‘上师您去哪个净土，请您加持我等也转生

那里。’至尊数数说道：‘你们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我决定在那

里安住。’之后，藏历三月二十九日，早晨稍早一些的时候，上师去到

外面庭院里稍坐，过了一会，食用了少许加持物和葡萄汁揉合的食团，

多次喜笑颜开，说：‘让我的侍者勒增到身边来。’将侍者叫来后说

道：‘你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我死前却不在，这是为什么？’勒增哭

着顶礼，祈请说：‘请您生生世世摄受我。’上师说：‘你不需要难

过，上等修行者，径直上行，罪恶重者径直下行，此外无有中阴，因此

我也无有中阴而去往极乐世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之后至尊上

师面朝西方，双足金刚跏趺坐，身体笔直端正，眼睛凝视前方，清了清

鼻涕等，挠了挠头，一切身语意之作行皆如平时，此外根本没有想着现

在就圆寂一样。之后，手中执持串珠，念了一百零几遍观音心咒时，身

体根本没有老态的皱纹等，而是变得容光焕发，入定稍许后，大声念了

一句‘贺’，接着又小声念了两次后，心安住于法界而示现圆寂。”

祈祷阿旺根噶勒巴尊，祈祷阿旺根噶勒巴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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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德扬活佛蒋扬根噶坚赞105

1、名称：根噶坚赞活佛、阿蒋仁波切、蒋华坚赞；2、诞生地：康1、名称：根噶坚赞活佛、阿蒋仁波切、蒋华坚赞；2、诞生地：康

区德扬玛区德扬玛106106；3、诞生年份：公元1885年（藏历第十五胜生木鸡年）； ；3、诞生年份：公元1885年（藏历第十五胜生木鸡年）； 

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952年  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952年  

（藏历第十六胜生水龙年）；（藏历第十六胜生水龙年）；

简要简要：（1）尊者的上师噶顿阿旺勒巴保证其能够往生极乐世界；：（1）尊者的上师噶顿阿旺勒巴保证其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2）尊者本人也积累了往生极乐的殊胜善因故，其一位弟子的梦境（2）尊者本人也积累了往生极乐的殊胜善因故，其一位弟子的梦境

中，梦到上师已往生极乐净土。中，梦到上师已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德扬活佛仁波切蒋扬根噶坚赞吉祥贤的著作全集里，其弟子根噶

105   སེ་སྤྲུལ་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  sde sprul 'jam dbyangs kun dga' rgyal mtsha   

106   ཁམས་སེ་གཞུང་མ།  khams sde gzhung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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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修所著传记中云：“至尊上师向金刚持洛德旺波请问说：‘能否不舍

此身去往空行刹土？’金刚持回答道：‘我没有神通，所以占个卦。’

占卦后说道：‘卦相不太理想，或是比较困难。’又问道：‘那么兜率

内院怎么样呢？’金刚持答复说：‘我保证你去兜率内院没问题。’听

活佛的侄儿耶噶说，后来活佛为畔耶地方的弟子希阿秋却传讲荣顿仁波

切所作《现观庄严论释》圆满之时，撰著了《弥勒修法仪轨》的那天夜

里，他的梦境中，出现了两只鸟，说去兜率内院，然后往高空飞去，将

此情形向至尊活佛汇报后，活佛说：‘那两只鸟像是我们二人。’又观

察圆光镜，说是去往北方香巴拉刹土。活佛心想：除了圆光镜中所显示

之外，之前我本人对时轮金刚法的讲闻和修行没有什么成果，所以我不

会去到那里。后来思惟的时候，据说金刚持洛德旺波在香巴拉刹土，因

为我本人时常发愿不离上师，所以这样的话，也不一定不会去往香巴拉

刹土。

……

又向金刚持洛德旺波请问说：‘上师仁波切阿旺勒巴数数说去往

极乐世界，我等都去那里。我能不能去那里呢？’回复说：‘为什么不

能？我保证你能去。’因此，活佛说：‘有自由的话，好像能去极乐世

界。’我（根噶旺修）问：‘至尊上师去哪个净土？我也发愿去那里，

所以现在就请告知我。’至尊活佛回答，去前面所说的这些刹土，好像

有诸多不定的刹土，去哪个都可以，说了已得自在之类的话语。

那么这些净土当中，上师去了哪里呢？我认为决定是去了极乐世

界。原因如下：一、总的正如成就者琼波南觉所说：‘今去究竟之刹

土，西方极乐净土中。’乃最殊胜之刹土。二、至尊活佛的主要种性

主，是噶顿文殊怙主仁波切（阿旺勒巴），怙主现今真实安住在极乐世

界，正如前面所说一般。三、至尊活佛还为了所有结缘者为主的一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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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往生极乐世界，供养了数量众多的酥油灯，大众先后共修了几十万遍

《普贤行愿品》，如是发了殊胜的愿和回向。四、先前在文殊怙主仁

波切的法体前共修十万遍《普贤行愿品》时，至尊活佛的一个弟子的梦

境中，想是在他自己的住处——扎噶山谷背后的山顶上，一个人说去极

乐世界，以此来劝请，然后一刹那间到了一个房子里，那里有一个高高

的法座，至尊上师安坐其上，面前眷属周匝围绕，认为是德扬玛的老和

尚们，但又并不认识，如是会聚了许多人，他自己也在其中的前排，至

尊活佛亲自传授了有加行、正行、结行的窍诀，每一个结束后大家都会

在定中安住一下。他说，其中加行的偈颂忘了，正行上师说道：‘吾之

胜导法王尊，现今安住极乐刹，上师意及己之心，不以我执所染污，从

本心意即无别。’结行说道：‘无论如何当发起，定生极乐净土愿。’

他们也安住在此义定中。在这期间，生起了由衷的敬信故，猛烈大哭，

忽然醒来，由此枕头被泪水浸湿。所出现的这个梦境，向至尊上师禀告

时，上师说：‘那也是我自己正发愿的验相。’然后让其写成文字，对

大众做了宣布。我并不认为禀告的人说谎，也不认为是他自己有那样的

功德，因此不仅是至尊上师，就连所有以上师作为依怙的人，都决定往

生极乐世界的象征。现今至尊上师已经在极乐世界，与文殊怙主上师父

子相聚，这毫无疑问。因此，我等通过对如此情形的深信，发愿往生极

乐世界的话，愿的结果必将成熟，永远无有欺诳。”

祈祷蒋扬根噶坚赞尊，祈祷蒋扬根噶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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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耶那土登秋培绕吉107

1、名称：耶那秋培绕吉、秋达上师；2、诞生地：德格折杰耶那      1、名称：耶那秋培绕吉、秋达上师；2、诞生地：德格折杰耶那      

寺寺108108；3、诞生年份：公元1888年（藏历第十五胜生土鼠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888年（藏历第十五胜生土鼠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962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1962年（藏历

第十六胜生水虎年）；第十六胜生水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常修净土之业，临终前走到监狱的院子里，高声唱念了尊者常修净土之业，临终前走到监狱的院子里，高声唱念了

悦耳的观音心咒后，往生极乐世界。悦耳的观音心咒后，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尊者脱口而出的道歌中云：“红玛瑙色极乐世界之怙主，翻越众

多山谷西方处安住，然而大悲观照一切众生界，立下誓愿往生彼方弥陀

107   ཡེ་ན་ཐུབ་བསན་ཆོས་འཕེལ་རབ་རྒྱས།  ye na thub bstan chos 'phel rab rgyas   

108   སེ་དགེ་འབི་རྒྱུད་ཡེ་ན་དགོན།  sde dge 'bri rgyud ye na dgon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稀有宝聚论

183

刹，虽无极为广大身语之善行，奇哉以彼阿弥陀佛大愿力，无需怀疑定

能往生彼净土，祈愿六道群生皆生极乐刹。”

《土登秋培绕吉略传·善缘欢喜项饰》中亦云：“最终，尊者年寿

七十五岁，公元1962年，藏历第十六胜生水虎年的一个早晨，说是稍

有不适，于是太阳升起之前卧床休息，太阳升起后起身来到庭院里，在

一张凳子上，作弥勒坐势，高声唱念了一遍悦耳的观音心咒，这时准备

吃早饭的狱友们惊起，生起极大的怖畏，然而至尊上师已经逝去他方净

土。之后，狱友们将其法体藏在一处田埂的附近，又有对上师熟知的两

个当地女子，悄悄地将法体放在山顶高处。因此，在那之后，当地生长

出过去没有的许多树木和鲜花。以上皆是当时与上师在一起的狱友们所

说。后来，上师的侄儿喇噶活佛为了探寻上师的法体，去了新都桥，当

时将法体迎请到山顶的老妇人所说与此亦相吻合，所以应该可信。如是

此刹土所化暂且圆满，安住于大密金刚乘的修持中，犹如换衣般舍弃业

报幻化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乃极其稀有之行传。”

祈祷土登秋培绕吉尊，祈祷土登秋培绕吉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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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钦哲秋吉洛珠109

1、名称：蒋扬钦哲秋吉洛珠吉祥贤、白玛耶喜多吉；2、诞生地：1、名称：蒋扬钦哲秋吉洛珠吉祥贤、白玛耶喜多吉；2、诞生地：

多康日喀阿轩多康日喀阿轩110110；3、诞生年份：公元1893年（藏历第十五胜生水蛇；3、诞生年份：公元1893年（藏历第十五胜生水蛇

年）；4、身份：俗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年）；4、身份：俗家密咒士；5、法脉：萨迦派；6、圆寂年份：公元

1959年（藏历第十六胜生土猪年）；1959年（藏历第十六胜生土猪年）；

简要简要：尊者说他亦如萨迦其他上师们一样，从此娑婆去往极乐世：尊者说他亦如萨迦其他上师们一样，从此娑婆去往极乐世

界，如是承认后往生极乐净土。界，如是承认后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德扬龙热活佛贤巴根噶丹毕涅玛的传记中云：“不久，去贡多地方

的时候，从塔哲堪布蒋扬根噶丹毕坚赞处听闻，至尊钦哲秋吉洛珠圆寂

109   མཁེན་བརེ་ཆོས་ཀྱི་བོ་གྲོས།  mkhyen brtse chos kyi blo gros   

110   མདོ་ཁམས་རེ་ཁ་ཨ་བྱམས།  mdo khams re kha a by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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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说的遗教中说：‘蒋扬钦哲旺波、洛德旺波、噶多阿旺尊者、萨钦

等安住在极乐世界，我也会去那里’。”

又有，主要的亲传弟子之一——至尊贝洼活佛仁波切蒋扬索南

旺波，在德格大寺举行极乐大法会期间，为许多信众讲述众多无偏圣

者大德往生极乐世界的记事时说：“上师金刚持钦哲秋吉洛珠曾亲口

讲道：‘我也想从这里去极乐世界，你们自己也应当数数发愿往生极

乐。’因此，上师金刚持蒋扬钦哲秋吉洛珠决定安住于极乐世界。”

祈祷钦哲秋吉洛珠尊，祈祷钦哲秋吉洛珠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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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等塔波仁波切111

1、名称：无等塔波仁波切、至尊冈波巴、塔波达奥云努、达玛1、名称：无等塔波仁波切、至尊冈波巴、塔波达奥云努、达玛

扎、索南仁钦、根噶酿波；2、诞生地：卫藏南方聂境扎、索南仁钦、根噶酿波；2、诞生地：卫藏南方聂境112112；3、诞生年；3、诞生年

份：公元1079年（藏历第一胜生土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份：公元1079年（藏历第一胜生土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

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153年（藏历第三胜生水鸡年）；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153年（藏历第三胜生水鸡年）；

简要：简要：《三摩地王经》和《悲华经》等中，授记尊者此生命终后往《三摩地王经》和《悲华经》等中，授记尊者此生命终后往

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冈波巴传·摩尼珍宝》中云：“如是大仙人无等塔波尊不具生

111   མཉམ་མེད་དྭགས་པོ་ལྷ་རེ།  mnyam med dwags po lha rje   

112   དབུས་ལྷོའི་གཉལ་ཡུལ།  dbus lho'i gnyal y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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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之怖畏，然为劝诸懈怠所化者行菩提道，示现少许抱恙，无有病痛，

不多饮食，体力稍弱，对此，贡巴喇吉心中不安，问道：‘身体安好

否？’至尊如是回答道：‘听闻圣者上师名，吾心放下今生后，世间八

法皆舍弃，无有贪著瑜伽乐。无正念魔所不欺，超思之见离边际。无念

迟钝所不染，修习乐空无耽著。不堕落于二取边，自然生行无定准。未

来心愿无剩余，果之心性大光明。超越分别之法性，远离是非句故乐，

超越有无边故乐，由内而现故稀有，亲身体会稀奇哉！’为了示现有为

法无常，以及劝诸常执所化者行菩提道，在示现圆寂的半个月之前，说

道：‘我要去他方刹土，所以如果需要剩余的教授和询问，那么可以

问。’

……

之后，在藏历十三日之间，常常面带笑容，身体也变得很好，当

时，至尊的弟子贡巴阿阇黎请求道：‘如果上师仁波切您要示现圆寂的

话，对于后世诸所化可以念修的一个遗言教授，请放在心上。’由此，

至尊说道：‘我是最后有的菩萨，所以和我结缘便足矣。’并且还说

道：‘我过去已经没有隐藏而为大家做了传授，除了那些，没有另外可

传讲的了。然而你要牢记于心，从现在开始到死之前，应当忆念我，以

此便足够了，我已经积累了将有情从恶趣中救拔的深厚大善业，所以仅

是闻我之名，亦能被救拔。我口中留下的遗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

未来会出现“塔波聂贡如是说”，“这个法是谁讲的？是聂贡讲的”

。’弟子又殷重祈请，至尊如是说道：‘照见三世一切佛之体性的诸位

圣者上师与菩提心无二时，即是与我不分离。常住寂静处之时，即是与

我不分离。心中放下世间时，即是与我不分离。证得生死无二时，即是

与我不分离。知足远离私欲时，即是与我不分离。待众如子慈爱时，即

是与我不分离。如师之教奉行时，即是与我不分离。护持清净誓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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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与我不分离。我逝去不二法界时，不要认为上师已不在，圣者上师

三世诸佛与我之心无二无别，周遍一切器情而安住，因此请如是了知并

证得。请修习一切法之究竟义——空性与慈悲无别；请修习诸道中之最

胜——深道那若六法；凡所生功德，请勿执取为胜，而是辗转增长堆

积；出现修过及疑时，请阅读遣除障碍的诸教典；自己若欲求寂灭乐，

请行持知足少欲；若欲成就圆满正等觉，请去寂静之处。请忆念轮回之

苦，放下今生。上师即是自心故，不必他处寻找。请证得无分别明知之

诸法缘起；如何发愿那般成就故，请发甚深广大之愿；未来所有认为没

有遇到我之人，阅读我所造《胜道宝鬘论》和《解脱庄严论》等，与遇

到我无差别，因此无需有少许不悦’。”

又《噶举金鬘》中，至尊承认其本人即最后有之菩萨。《三摩地王

经》中云：“修习成就无上智，未来于此世界中，成佛名号无垢光，我

为汝授此记莂，月光童子闻欢喜。”《悲华经》中云：“由此至西方，

超越十万亿佛刹，有阿弥陀佛之极乐世界，菩萨积累种种广大善根，死

后无间往生彼刹，在名为一切功德庄严世界中成佛，佛号无垢光。”

夏扎桑吉多杰汇集的《吉祥噶陀法源·珍宝鬘》中，引用了当波巴

所著《当巴德协略传·随念殊胜成就者》中所说：“当巴德协到了四十

四岁时，净相中现见塔波仁波切，彼身大如山，并说道：‘孩子，你要

利益众生，我们会在极乐世界相见’。”（如是所说故，以此成立彼亦

安住极乐世界。）

恰美仁波切的《选择刹土文·商主取宝》中也讲道：“从此瞻洲逝

极乐，吉祥龙树塔波尊，至尊琼波索南孜，卡秀南喀坚赞及，哦巴金刚

持尊等。”如是讲到塔波达奥云努（月光童子）等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无等塔波仁波切，祈祷无等塔波仁波切，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噶举派篇

192

二、智成就者琼波南觉113

1、名称：慈诚贡波、智成就者琼波南觉；2、诞生地：聂盟贡嘎1、名称：慈诚贡波、智成就者琼波南觉；2、诞生地：聂盟贡嘎

达达114114；3、诞生年份：公元987年（藏历土虎年）；4、身份：出家比；3、诞生年份：公元987年（藏历土虎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127年（藏历第二胜生火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127年（藏历第二胜生火

羊年）；羊年）；

简要简要：按照本尊和上师授记，尊者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按照本尊和上师授记，尊者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上师琼波南觉自传》中云：“上师本尊空行护法众，鄙人琼波

113   མཁས་གྲུབ་ཁྱུང་པོ་རྣལ་འབྱོར།  mkhas grub khyung po rnal 'byor   

114   གཉེ་མོང་གངས་དཀར་མདའ།  gnye mong gangs dkar 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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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觉敬顶礼！为利后代护持法脉者，宣说少许传记请谛听！小僧诞生之

地贡嘎达，聂盟拉芒琼波之家族，父亲乃为琼嘉达吉尊，母亲乃为郭匝

扎西吉，本人进入母亲腹胎时，父母百姓普皆具喜乐，藏历虎年母胎诞

生时，印度大成就者阿莫尕，授记此乃化身往印度，摄诸智成就者之心

法，能令众生成熟与解脱，种种化身调伏诸所化，宣扬大乘精髓离边

法，究竟密咒乐空不二之，师子吼声传遍十方域。

……

寿命长达一百五十岁，彼之最终事业收摄时，示现种种相兆及神

变，其次将于诸佛所称叹，清净极乐世界中成佛，其次转动大乘妙法

轮。后世一切具信诸所化，无疑定生彼佛之国土。大成就者上师言毕

后，如鸟空中逝去印度境。五岁父母告知此授记，十岁精通文字及历

算，十二岁由父辈之习气，心趣习苯大圆大手印，无吝携带珍宝与金

粉，不顾珍爱性命历苦行，七次去往印度尼泊尔，依百五十印度大智

者，尤其五十智者成就者，四位超胜根本之上师，报身第六金刚持面

前，亲闻妙法两位智空行，令喜而求究竟之窍诀，断除增益专注而修

行，获得殊胜共同二悉地，宣说如是略传请谛听。

……

其次，上师仁波切在摩罗耶山顶期间，初十荟供时，献上了十三蕃

两黄金，黎明时分，空中花瓣如雨下，勇士空行满虚空，声光彩虹遍密

布，天人献上供养时，金刚座尊如是云，善男子汝去藏土，能度众多之

所化，雪域藏土诸有情。未来一位瑜伽士，继承汝之法脉者，将能弘扬

此诸法。

……

与我相同汝得证，我已获得佛授记，汝亦由此娑婆界，去往极乐弥

陀刹，具诤难化诸有情，勿厌当修菩提心，胜乐自现坛城处，将有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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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化。获得如是之授记。

……

又黎明时，阿底峡尊者亲口对我如是说道：‘汝乃往昔北方地，具

大神变之声闻，往昔剩余业苏醒，苦行去往印度境，现今法性已现前，

成熟雪域所化矣，将会逝去极乐刹。’如是授记。

……

又春季第一个月的十三日黎明，阿弥陀佛降临，示看极乐刹土种种

庄严，说道：‘汝最后事业，降服诸魔军，证觉转法轮，何人随学汝，

仅闻弥陀名，亦于极乐刹，由神变往生，持汝法三人，由现喜极乐，清

净刹前往，彼刹中成佛。’赐予如是等授记。

……

又彼月十三日，印度西方的上师和怙主阿弥陀佛降临，七天中赐

予灌顶，智慧尊者融入后，说道：‘此处所化之人不多故，当去极乐世

界，若现在去，将不舍此身而虹身成佛。’对此，回禀说：‘我吝惜诸

法而未圆满赐予，故今需会聚诸弟子，圆满赐一切法。’阿弥陀佛和诸

上师亲口说道：‘若现在来，是不舍此身而成佛，现在业报身留此世

界，将在极乐世界成佛。若荼毗此身，永阳寺将成第二金刚座。持你法

脉之人亦如水流一般。’如是说了三遍后消失不现。

……

又初八上午，四大天王、无热龙王、五髻乾达婆王等众多非人会

聚，献上诸多金银等受用，说道：‘请您勿念趣涅槃，将此浊世诸有

情，安置清净殊胜道。乃至您住此世间，所说受用我等献。’对此，我

如是回复道：‘上师本尊之授记，三究竟时今已到，今去究竟之刹土，

西方极乐净土中，清净受用无有量，无需世间金银等，汝等于我起信

心，祈祷往生极乐国，无疑定生彼净土，一尘之中尘数刹，不可思议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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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现，清净刹土胜导师，眷属正法皆无量，弥陀清净极乐刹，是故心中

勿生疑，发愿往生彼刹土。’宣说如是等法后，又说：‘我决定逝去极

乐世界。’之后，会聚彼处之一切天人、空行、鬼神悲伤哀号，并降下

花雨后消失不现。之后十四日，去到大众当中，说道：‘这是我所讲最

后之法，因此，法方面有什么不清楚和要询问的地方，都可以问。现在

到了断除疑惑的时候。’尔时，所有人嚎啕痛哭。”

蒋贡洛珠塔耶也讲到：“弥陀示看极乐刹庄严，您乃最后有生大

菩萨，极乐世界现证正等觉，若是何人能够随学您，仅闻阿弥陀佛名号

者，亦以大神变生极乐国，三位持法现喜刹等中，获得成佛授记我祈

祷。伴随稀有相兆逝极乐，身与舍利吉祥环绕等，为度具信现无量灵

骨，具四解脱您前诚祈祷’。”

祈祷琼巴南觉智成就，祈祷琼巴南觉智成就，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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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成就者朗日巴115

1、名称：那普巴、朗钦日巴、白玛多吉；2、诞生地：酿多阳的隆1、名称：那普巴、朗钦日巴、白玛多吉；2、诞生地：酿多阳的隆

布那布那116116；3、诞生年份：公元1128年（藏历第二胜生土猴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128年（藏历第二胜生土猴年）；4、身

份：俗家密咒士；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188年（藏份：俗家密咒士；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188年（藏

历第三胜生土猴年）；历第三胜生土猴年）；

简要简要：尊者承认自己即《发觉净心经》中所说六十比丘之一的精进：尊者承认自己即《发觉净心经》中所说六十比丘之一的精进

光，以教证成立其往生极乐世界。光，以教证成立其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朗钦日巴传》中云：“敬礼归依诸圣者上师！至尊仁波切那普

115   གྲུབ་ཆེན་གིང་རས་པ།  grub chen gling ras pa   

116   ཉང་སོད་བཞེངས་ཀྱི་གང་པོ་སྣར།  nyang stod bzhengs kyi glang po s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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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彼者，此贤劫往昔过去时拘留孙佛之教法中，一时，六十比丘所在之

地，来了两位功德卓越的比丘，六十比丘以嫉妒心到处宣扬两位比丘失

坏戒律，因此亦断其二人之功德。六十比丘死后，以彼之异熟，感受有

情地狱之无尽痛苦，从地狱中解脱后，以发愿力转生释迦佛前。承认六

十比丘中的精进光菩萨即是那普巴尊者自己。

……

之后，导师亲自授记道：‘……汝等于彼五百岁后，一切业障尔乃

灭尽，于后得生阿弥陀国极乐世界，时彼如来方授汝等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记。’

……

某段时间里，空行母示现脚痛，对此至尊说道：‘如果我死了，

你的脚就会好起来。’空行母认为这是表示圆寂的话语而哭泣，由此至

尊说：‘我死了离开，和不死待着，这两者没有差别，是你的显现不清

净。’说完便唱了《明镜八相》的道歌。最后，写成文字的遗言如是讲

到：‘祈愿上师佛法僧三宝，本尊以及空行护法众，依我心愿如是而成

就，祈愿加持众生得胜利。有为身灭分别神识迁，对此安立为死凡夫苦，

瑜伽心性实乃无为法，逝于法界实乃大安乐。我之心性乃佛意金刚，一切

有情心中无别住，莫想去往何方观自心，若见心之自性即见我。我之身体

乃佛身金刚，一切有情身中无别住，莫想逝去不在观自身，若证本生自性

即见我。我之语言乃佛语金刚，无余一切音声无别住，莫想无有话语听诸

声，若证无诠自性即见我。我与无余一切有情众，刹那亦不分离周遍住，

谁诚祈祷彼即得加持，谁积福德于彼赐安乐，谁住本性彼人见真如，谁护

誓言彼即得悉地，谁具利他于彼佛欢喜，谁观清净彼人见净土，二资极圆

彼人二利成，获得上师证悟如理行，不离而住彼人依上师，放任自身三门

无敬信，常依上师仍然别别住。往昔拘留孙佛教法中，我因头陀功德生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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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诽谤二位法师行淫欲，是故往后无量世之中，感受地狱等苦此教中，

由昔愿力转生佛座前，宣说我等具德二十种，听闻如是称誉眼泪流，忏悔

罪业并受无余戒，彼时我名菩萨精进光，五百末岁一切业障尽，生弥陀刹

我得此授记。阅读发觉净心经中说，心中忆起前世泪水流，从彼时始直至

今生间，何时亦未转生三恶趣，转生低劣屠夫之种姓，恶劣境中受苦习正

法，具足功德并且成智者，然无精进何时亦不名，于法具信值遇殊胜法，

获得法之慧眼知法义，然而极少成为法师身，时而获得圣士夫摄受，今亦

法王仁钦之恩德，虽然无余了知诸经教，为护他众之心未讲法，撰写些许

著作后放置，是故您亦应当护他心。往昔所积业障今生尽，一切善行回向

利众生，为利众生已发广大愿，一切精进回向利众生。从今乃至轮回未尽

间，随机调化等空之众生，种种化身乃为力中生，希欲无余如愿而满足。

我之心与一切诸佛意，无漏法界无别相融合，出现周遍恒常不间断，任运

圆满自成之事业。一切于我情深胜解者，当断一切自私谄诳心，时常祈祷

汝等善缘者，希欲如意成办我自知。’如是遗言收录于亲笔著作之中。藏

历猴年夏季第一个月的二十八日，见了两个彻底破坏誓言戒之人，以此缘

由，吃饭饮茶结束后，说道：‘入金刚密乘之门后，不失坏誓言戒极为重

要。因此你们不要失坏誓言戒，这非常重要，希望你们要守护清净的誓言

戒。我每天都有向圣尊顶礼三次。’接着，说了金刚六句后话语终断，色

身的显现融入法界而示现圆寂。即将法体荼毗时，放入了许多干、湿的木

头，但仍旧没有一点烟，而是散发出药香，火中出现种种影像的花纹，

天空白云中出现彩虹的帐幕，还有众多吉祥的相兆，之后迎请法体的过程

中，彩虹环绕。后来每年二十八日的涅槃纪念大法会，常常会出现彩虹环

绕的情况。”

祈祷大成就者朗日巴，祈祷大成就者朗日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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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世噶玛巴·杜松钦巴117

1、名称：噶玛杜松钦巴、格佩、却吉扎巴、；2、诞生地：康区1、名称：噶玛杜松钦巴、格佩、却吉扎巴、；2、诞生地：康区

哲雪哲雪118118（今四川甘孜）；3、诞生年份：公元1110年（藏历第二胜生铁（今四川甘孜）；3、诞生年份：公元1110年（藏历第二胜生铁

虎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虎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

1193年（藏历第三胜生水牛年）；1193年（藏历第三胜生水牛年）；

简要：简要：有云，至尊的一个色身庄严安住在极乐世界。有云，至尊的一个色身庄严安住在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噶举珍宝法源·开

眼千光》中云：“首先，

采巴噶举吉祥杜松钦巴的

降生之地是康区哲雪，诞

生于沃家族，父亲是名为

贡巴多吉衮的吉祥阎魔敌

瑜伽士，母亲是名为拉妥

萨冈江明珍s的自性瑜伽

母，为至尊取名格佩。后

来，至尊获得吉祥天女自

然佛母等的成就，示现稀

有神变，在岩石上留下了

明显的手印和足印；至尊

117   ཀར་པ་དུས་གསུམ་མཁེན་པ།  kakarma pa dus gsum mkhyen pa   

118   ཁམས་ཏེ་ཤོད།  khkhams tre s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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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撞击自身之怨敌，而将其超度，由此具足护法神力究竟的称誉，获

得了如是等的成就。十六岁时，在噶查寺，以沃译师的弟子秋格上师作

为大阿阇黎，恰桑格扎作为羯磨师而出家为僧，取名为吉祥却吉扎巴。

……

尤其是遇见了至尊冈波巴叔侄，听闻了大手印实修引导、那若六法

等，在夏俄达果、哲格仁波切等地修行而获得成就，忆念起过去世，预

知未来事，也悉知现在所化根机、意乐、随眠，化现众多化身，以及在

印度与恩扎布德、黑行者等一同做荟供后，又刹那到达藏地，拥有如是

等不可思议之功德。现在噶玛大多数修行处，都是当时至尊通过直接或

化身的方式做了加持，特别是在下部建了冈波尼囊寺，在上部建了楚布

寺，将一切有情安置于成熟和解脱。至尊年寿八十四岁，藏历水牛年示

现圆寂，一个色身庄严安住极乐世界。”

祈祷噶玛巴杜松钦巴，祈祷噶玛巴杜松钦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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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工觉巴杰丁贡布119

1、名称：华瓦塔、尊巴嘉、多吉华、觉巴杰丁孙贡、仁钦华、法1、名称：华瓦塔、尊巴嘉、多吉华、觉巴杰丁孙贡、仁钦华、法

王杰丁贡布、罗那师利；2、诞生地：下多康丹多王杰丁贡布、罗那师利；2、诞生地：下多康丹多120120；3、诞生年份：公；3、诞生年份：公

元1143年（藏历第二胜生水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元1143年（藏历第二胜生水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

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217年（藏历第四胜生火牛年）；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217年（藏历第四胜生火牛年）；

简要：诸多大德授记尊者往生极乐世界。简要：诸多大德授记尊者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直工觉巴杰丁贡布传·金刚宝炽然》中云：“尊者在喀曲美惹之

时，梦境中也出现授记：‘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主要眷属——

智慧王大菩萨就是你’。”

119   འབི་གུང་སྐྱོབ་པ་འཇིག་རྟེན་མགོན་པོ།  'bri gung skyob pa 'jig rten mgon po   

120   མདོ་སད་ལན་སོད།  mdo smad ldan s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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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十方三世行传文》中云：“密严不住涅槃法界中，逝去普及

现喜极乐刹，杨柳宫等不同之净土，元成不可思议您前礼。”如是讲到

逝去极乐世界等。

此外，丹增白玛坚赞所著《直工历代座主金鬘》中云：“另外，在

极乐世界和杨柳宫等中，一一化身安住。”以及直工觉衮贡秋丹增根桑

陈利楞珠所著《讲述留足印传统之历史与必要原因》中也讲到：“足印

洒金唐卡的左右是不动佛和阿弥陀佛二尊为主，这样做的必要，是直工

觉巴法体荼毗之时，烟飘往不同的方向，一缕飘向东方，去往东方现喜

世界——不动佛净土，另一缕烟飘向西方，因此去往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净土。”

祈祷觉巴杰丁贡布尊，祈祷觉巴杰丁贡布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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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桑吉酿顿巴121

1、名称：桑吉酿顿巴、宗珠桑格、日贡巴；2、诞生地：杰拉地  1、名称：桑吉酿顿巴、宗珠桑格、日贡巴；2、诞生地：杰拉地  

方方122122；3、诞生年份：公元1175年（藏历第三胜生木羊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175年（藏历第三胜生木羊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247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247年（藏历

第四胜生火龙年）；第四胜生火龙年）；

简要简要：尊者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并于某时伴随五部空行的迎：尊者承认自己将往生极乐世界，并于某时伴随五部空行的迎

接而往生极乐净土。接而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日贡巴传》中云：“至尊上师说道：‘我们二人现在这一生没有

121  སངས་རྒྱས་གཉན་སོན་པ།  sangs rgyas gnyan ston pa   

122  ཡུལ་ཀྱུ་ལ།  yul ky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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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的所化，在下一世中，所化的刹土、眷属、寿量、事业悉皆任运成

就圆满，连续不断，难以衡量，并且能令不可言说之无量有情成熟与解

脱，因此当一心无疑。

无需说，今生中所有对你见、闻之人，也将不堕落三恶趣中，凡结

法缘者，以及一切有敬信者，来世将在极乐净土中成为首座眷属，畅饮

妙法甘露，生起觉证。’如是秘密宣说了悉皆往生极乐净土的授记。

……

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出现了身紫色、以骨饰装扮的五位智慧空行

母，将至尊上师安放在紫色花朵和说是天界的五色布之上，说道：‘相

比这里，他方净土更能利益无量众生，所以请您前往，我们是来迎接您

的。’上师说：‘我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由此，她们异口同声地

说道：‘三世诸佛上师您，他方广大利群生，然于后来信徒众，大悲观

照住些年，对您见闻及忆念，不堕三恶趣之中，上等敬信将成佛，但凡

结缘一切众，将于极乐净土中，成为首座大乘眷。我们过些年再来迎请

您，后来的弟子们，也会生起殊胜的觉证。’说完撒下大花雨后消失不

现。

后来，至尊上师说道：‘我至今仍待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你

们后来的诸弟子有所饶益。我于临终死之时，五部空行作迎接，伴随胜

幢妙音声，能去清净极乐刹，自己一心无怀疑，成就瑜伽大自在’。”

祈祷至尊桑吉酿顿巴，祈祷至尊桑吉酿顿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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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众生怙主罗日巴123

1、名称：罗日巴；2、诞生地：耶布阳1、名称：罗日巴；2、诞生地：耶布阳124124；3、诞生年份：公元；3、诞生年份：公元

1199年（藏历土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1199年（藏历土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

圆寂年份：公元1265年（藏历水狗年）；圆寂年份：公元1265年（藏历水狗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对众眷属说自己将去极乐世界，如是承认自己将：尊者临终时对众眷属说自己将去极乐世界，如是承认自己将

往生彼刹，之后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土。往生彼刹，之后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噶举金鬘》中云：“另外，由于我们不敢直接询问师尊下一世去

往哪个刹土，从而侧面问道：‘有说至尊大成就者朗日巴已经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法王珠巴已经往生东方现喜刹土，我们未来要发愿去哪个刹

123  འགྲོ་མགོན་ལོ་རས་པ།  'gro mgon lo ras pa   

124  གཡེར་པོ་གཞུང་།  gyer po gz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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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呢？’由此，师尊回答道：‘把圣尊大悲观世音作为本尊而修持，大

多数都往生极乐世界。’又问：‘往生极乐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呢？’师

尊回答道：‘总的来说，修习《无量寿经》中所说的往生之因，并且多

念修《普贤行愿品》，以及自己的身语意修持为大悲观世音的身语意，

将上师观为阿弥陀佛后祈祷的话，即会往生极乐世界。’以上所说一切

事业，也同样都是阿弥陀佛所现大悲之神变。

对于请教要点极为精通的比丘索南华也问道：‘上师在何处，便发

愿转生何处，那么我等应当发愿去哪里呢？’师尊亲口回答道：‘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与此等一致，师尊圆寂之时，诸人亲眼目睹，一

个带有声音的红光，从东方去了西方，也就是红光是莲花种性的颜色，

以及逝去西方等如实现前，即知唯独是逝去极乐净土。”

祈祷众生怙主罗日巴，祈祷众生怙主罗日巴，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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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二世噶玛巴·拔希125

1、名称：秋增、秋吉喇嘛、噶玛巴拔希；2、诞生地：萨多吉梨杂    1、名称：秋增、秋吉喇嘛、噶玛巴拔希；2、诞生地：萨多吉梨杂    

朵朵126126；；3、诞生年份：公元1204年（藏历第三胜生木鼠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204年（藏历第三胜生木鼠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283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283年（藏历

第五胜生水羊年）；第五胜生水羊年）；

简要简要：供养尊者法体时，一些清净弟子见到尊者伴随稀有相兆往生：供养尊者法体时，一些清净弟子见到尊者伴随稀有相兆往生

极乐世界。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噶举金鬘》中云：“尊者在崩扎巴上师面前出家，取名为秋吉喇

嘛，之后在崩扎寺，以灌顶、发心甚深引导等无量圣法来摄受，并且犹

125 ཀར་པ་པཀི།  karma pa pakshi   

126  ས་སོད་དཀྱིལ་ལེའི་ཙག་ཏོ།  sa stod dkyil le'i tsa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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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子相遇一般，上师对其格外用心。尊者心想：这是我生生世世的上

师，所以哪里都不去，就待在这里。之后心中修持一切法而如教奉行。

在上师为其解说萨乐诃的道歌和塔波仁波切的大手印实修引导文之时，

证悟轮涅一切法皆是自明浩瀚智慧，向上师禀报后，上师回答：‘确实

是证悟了，然而因为从无始以来错乱许久，所以还是需要在无修之界中

获得风心自在，对你来说，以此便足够了。但是从利益种种所化来说，

还需要噶举的诸些教授。从你的弟子方面来说，你还需要懂得无偏的直

指、遣除障碍、增上修行。’说完便赐予了噶举传承的所有教授。

……

特别是一天夜里，尊者的梦境中出现了如是情形：有一尊遍满虚空

界的十一面观音圣尊，从其面部犹如日轮出现一般，光芒遍布一切方，

并且从圣尊观音的鼻子中发出声音，说道：‘你当无偏弘扬六字大明

咒。’四位空行母说：‘为大众宣演此法，以此调化的时机已到。’

……

之后，在藏历水羊年九月初三，侍者们认为大成就者（噶玛巴拔

希）虽没有病痛，但比过去虚弱，体力衰退，这时去到尊者面前，请求

为其做佛事，由此尊者回答道：‘山王动摇，以棍子不可倚仗。你们都

不必说了，应当去修行。’又说：‘乞丐已从今生逝，验相出现虚空

中，遗体生佛骨舍利，住中阴之自明觉，法身无垢而等住，能加持他心

续故，亦能利益无量众，吾证无垢法身故，无有尘许怖畏死，远离能所

往生身，法身之中无往生。’又对弟子文仁波切说：‘在我的转世没有

来到这里之前，你要做所有僧众的长老，主持寺庙，养育护持这里的僧

人。’还说：‘七天里不可触碰我的遗体。’说完后，伴随声、光、花

雨等诸多稀有相兆，幻化身坛城收摄融入法界而示现圆寂。七日供养法

体之时，一些清净的弟子亲眼目睹，诸勇士空行供献供品，并且至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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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骑着狮子去往极乐世界，以及伴随着天人的供奉，去往兜率内院。”

《法源·智者喜宴》中亦云：“彼时，清净弟子目睹至尊去往兜率

内院、现喜刹土、极乐世界。共同所化面前，出现彩虹、妙音、花雨，

日照为两倍时长。九日，法体荼毗时，出现广大稀有之境相，出现了未

被火焚化的心、舌，以及舍利等，各自安置为殊胜所依，并成为群生之

福田。”

祈祷至尊噶玛巴拔希，祈祷至尊噶玛巴拔希，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噶举派篇

210

九、第四世噶玛巴·若佩多杰127

1、名称：噶玛巴若佩多杰、达玛格尔提、华秋吉扎巴；2、诞生1、名称：噶玛巴若佩多杰、达玛格尔提、华秋吉扎巴；2、诞生

地：俄阿拉绒嘎（今西藏洛隆县）地：俄阿拉绒嘎（今西藏洛隆县）128128；3、诞生年份：公元1340年（藏；3、诞生年份：公元1340年（藏

历第六胜生铁龙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历第六胜生铁龙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

寂年份：公元1383年（藏历第六胜生水猪年）；寂年份：公元1383年（藏历第六胜生水猪年）；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现：有云，尊者现

见极乐净土功德庄严，临见极乐净土功德庄严，临

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终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

极乐世界。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 噶 举 金 鬘 》 中

云：“尊者的显现中，出

现了一座带有阶梯的水晶

屋，放射出种种虹光，地

面犹如黄金的地基，自己

进入其中（意指尊者从兜

率内院天降入母胎）。也

是从极乐世界等诸佛刹来

到娑婆世界，以此神变入

母胎。

127  ཀར་པ་རོལ་པའི་རོ་རེ།  karma pa rol pa'i rdo rje   

128  རོད་ཨ་ལ་སྤང་དཀར།  rngod a la spang d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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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道：‘尊者现见西方极乐净土功德庄严，世尊阿弥陀佛被佛子海

会众围绕。一日夜晚梦境中，去往西方极乐刹。’

……

又有讲到：‘在德钦地方闭关期间，梦中现见极乐世界，在那里见

到了根处由玛瑙组成、腰处由水晶组成、枝干由琉璃组成、叶子由黄金

组成的宝树，宝器中说是甘露，还有种种珍宝组成的种种花，圆满天物

等众多。当时心想：看到了外面的这些，但是没看到里面的话，不行。

再看时，于宝屋内见到导师无量寿佛，请佛传法故，于彼处无量寿佛将

长寿宝瓶放在我的头上，赐予灌顶，还从长寿宝瓶中倒出甘露在我的手

掌中。’

……

‘有一些弟子认为，我待在一个地方比较好。我是需要去往很多地

方的一个人，因为凡是见到我、听闻我的所有人，定能被接引到兜率天

或极乐世界，这毫无疑问’。”

《十六位历代噶玛巴传记汇编》中也说：“彼时，出现妙音、大地

震动等无量神变，以及一些人见到蓝色空行母迎接至西方；一些人见到

一个硕大的圆形虹光腾起空中（意指去往兜率天内院）等，诸多不同境

相。”

祈祷噶玛巴若佩多杰，祈祷噶玛巴若佩多杰，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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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智成就者达玛坚赞129

1、名称：智成就者达玛坚赞；2、诞生地：唐拉附近1、名称：智成就者达玛坚赞；2、诞生地：唐拉附近130130；3、诞生；3、诞生

年份：十四世纪初；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十四世纪初；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

年份：公元1400年左右（藏历第七胜生）；年份：公元1400年左右（藏历第七胜生）；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前说到，自己无疑将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前，：尊者临终前说到，自己无疑将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前，

而后往生极乐净土。而后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 噶 举 金 鬘 》 中

云 ： “ 尊 者 母 亲 的 梦 境

中，一个印度的瑜伽士，

赤身穿着白绸短裤，头戴

冠冕，佩戴黄金耳环，手

持满是甘露的托巴法器，

饰 品 庄 严 的 五 百 女 子 围

绕，来到她面前后，为她

灌顶、传法，还示现了神

变，其次眷属一个一个地

相融，最终成了瑜伽士独

自一人，之后融入了自己

的 眉 间 。 觉 受 妙 好 的 缘

129   རྒྱལ་བ་རི་ཁོད་པ་དར་མ་རྒྱལ་མཚན།  rgyal ba ri khrod pa dar ma rgyal mtshan      

130 ཐང་ལྷའི་ཉེ་ལོགས།  thang lha'i nye 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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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七天无有不适。另外，还出现了诸多稀有相兆。尊者从年幼时便具

足大的信心和悲心，特别欢喜三宝的身语意所依，非常恭敬出家僧众，

不仅自身不行罪业，看到他人造罪，也无法忍受，故做阻止，是一个具

有如是等诸多功德之人。

……

后来，临近圆寂之时，尊者说道：‘我一开始小的时候就勇猛精

进，不顾身命投入正法，上半生受持苦行和实修故，出现众多障碍，然

没有寻找其他方法，而是唯独行善，以此得以遣除，也生起了些许觉证

的功德。原本心想：今生舍世度日，唯一实修至终，了脱生死。然而上

师教诫当利益众生，不敢违背上师的圣言。但如教奉行故，无悔、心

安，也没想到寿命能至此，那是见到上师念珠的一个缘起上出现的，还

在人间过了很久，对有情也有少许利益，现在无有三心二意，而逝去极

乐世界阿弥陀佛座前。’赐予如是等许多教言。于藏历牛年三月二十三

日黎明时示现圆寂。荼毗法体故，出生无量佛像、舍利、文字、手帜

等，天降花雨。”

《法源·智者喜宴》中亦云：“尊者说道：‘行持广大利他之事

业，无碍逝去极乐世界。’之后示现圆寂。”

祈祷怙主达玛坚赞尊，祈祷怙主达玛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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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钦桑吉森格131

1、名称：日钦桑吉森格、舍世静地日钦；2、诞生地：多康秋       1、名称：日钦桑吉森格、舍世静地日钦；2、诞生地：多康秋       

朗朗132132； 3、诞生年份：公元1349年（藏历第六胜生土牛年）；4、身份：； 3、诞生年份：公元1349年（藏历第六胜生土牛年）；4、身份：

俗家密咒士；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418年（藏历第七俗家密咒士；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418年（藏历第七

胜生猪年）；胜生猪年）；

简要简要：尊者圆寂前，众弟子请问去何方净土，尊者回答说逝去极乐世：尊者圆寂前，众弟子请问去何方净土，尊者回答说逝去极乐世

界。界。

。。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日钦桑吉森格传》中云：“藏历猪年七月，尊者示现生病，在

131   རས་ཆེན་སངས་རྒྱས་སེངེྒ་།  ras chen sangs rgyas senge   

132   མདོ་ཁམས་ཆོས་གིང་།  mdo khams chos 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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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此谁也不知，当他们知道后，尊者没有开许做任

何佛事，以及安排医治等。侍疾的人禀报说：‘枕头低了，需要调整

一下。’尊者说：‘不需要，对病人来说，没有舒适的时候，怎样都

行。’侍者请问说：‘您是如何发愿的？去往何方净土？’尊者回答

道：‘发愿逝去西方极乐世界。’年寿六十九岁，藏历猪年七月二十

日，太阳升起的同时，尊者身体康复，入定而示现圆寂。之后，在法体

荼毗，众弟子祈祷发愿期间，清净的虚空中出现花雨，以及彩虹等相

兆，灵骨中出现舍利等。”

多罗那他所著《日钦桑吉森格传》中也讲到：“尊者示现生病，弟

子请求接受医治，但是尊者没有应允，说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尊者六十九岁，藏历猪年七月二十日，逝于法界而示现圆寂，荼毗法体

时，降下花雨等，灵骨舍利精华成为群生的福田。”

祈祷日钦桑吉森格尊，祈祷日钦桑吉森格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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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智成就者法王云那珠133

1、名称：智成就者法王云那珠；2、诞生地：酿玛江沃东1、名称：智成就者法王云那珠；2、诞生地：酿玛江沃东134134；3、；3、

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噶举派；；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噶举派；；

简要简要：（1）尊者圆寂前，众亲传弟子问其去往何方净土，回答说：（1）尊者圆寂前，众亲传弟子问其去往何方净土，回答说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2）众多圣者亦言尊者逝去极乐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2）众多圣者亦言尊者逝去极乐世界。

5、传记正文：5、传记正文：

《教诲侍者善说文》中

云：“藏历十八日上午，尊者

问道：‘今天是几号？’回答

说：‘是十八日。’由此，对

比丘扎西衮说：‘摆放善妙供

品。’当天中午左右，阿阇黎

查顿等五人安排了长久住世

的缘起，祈请长久住世，尊者

回答道：‘大可不必。’如是

并未应允。此时又问：‘您去

哪个净土？我等应当发愿往生

何方？请您大悲观照法脉和

传承弟子。’并恭敬顶礼。

尊者撑起上身，说道：‘对

133   མཁས་གྲུབ་ཆོས་རེ་གཞོན་ནུ་གྲུབ།  mkhas grub chos rje gzhon nu grub    

134   ཉང་སད་བཅུང་བོ་གདོང་།  nyang smad bcung bo 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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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个人的教诲，前面已经说了，就是那样。如果证悟了心的本性，便

不需要发愿往生他方，有云：“胜赫噜噶瑜伽士，无论身住何地方，彼

处悉皆为清净。”所以与上师无有分离。’又问：‘上等是如此，然而

中等以下，该一心专注何处？请您开示。’回答道：‘我今生一心专注

在极乐世界，已经发愿往生彼刹，所以你们也要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又言：‘我没有什么力量，大家要一心祈祷发愿，知道吗！’十九日傍

晚，尊者说自己呼吸不畅，没什么其他不适，只是吸气后住留的时间较

长，没有向外呼气。侍者们问：‘这是为何？’回答说：‘是风进入中

脉的象征。’又问：‘有什么前辈上师们降临，以及非人的形态等出

现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您心中所想，还请直接清楚地告知。’

回答道：‘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没有确定的一个。’二十三日尊者舅舅

的信件从丹地方寄来，将信中对道友们做安排的话语向尊者汇报后，尊

者极为欢喜，说道：‘按照舅舅的心愿，唯独留下一套衣服和坐垫，此

外全部做施舍。’依照尊者的安排做了行事。二十四日晚上，尊者说

道：‘从今晚开始，停止所有内外的往来，送取物品也停下来，一个拉

德都不要从外面取进来，你们也不要来来去去，修行的人就去闭关，我

也在修善的状态中，不需要找其他侍疾和照料，就这样休息。’

在那里，比丘嘉瓦华为首的三人数数顶礼，并祈求说：‘您的身体

已然非常虚弱，对于圆寂后摄受所化的灵骨、舍利等稀有相兆，请您放

在心里。’由此，尊者回答道：‘那些都无所谓，这个身体火化后，剩

下的全部骨头都扔进河流和雅鲁藏布江里，不需要放进内外的三宝所依

中。’他们又做了祈请，尊者回答道：‘既然你们至诚祈请了，那么可

以放入少许。但是内外所依当中不能放入超过一食指之量，否则就是违

背了誓言。’当天傍晚，尊者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做了几次表示。次日

清晨，没有说很多话，些许早饭都没有食用，也没有在卧榻上挪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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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容光焕发，像是没有生病一般。当时，远近之处都出现了众多稀有的

相兆，以及听到空行母的迎请等许多稀有相兆。之后，夏季第一个月的

二十九日，太阳从高山顶上升起时，身的事业逝于法界中而示现圆寂。

……

于实执者示现无常后，以稀有相满足所化心，往生极乐至尊我祈

祷，请您大悲护佑我等众。”

蒋贡洛珠塔耶所著祈祷文中也讲到：“见闻忆触无量诸所化，安置

解脱示现不思议，稀有相兆往生极乐国，示诸神变至尊我祈祷。”

祈祷智成就者云那珠，祈祷智成就者云那珠，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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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智尊桑吉坚赞贲135

1、名称：智尊桑吉坚赞贲；2、诞生地：康兰杂塘1、名称：智尊桑吉坚赞贲；2、诞生地：康兰杂塘136136；3、身份：；3、身份：

出家比丘；4、法脉：噶举派；出家比丘；4、法脉：噶举派；

简要简要：（1）诸多圣者言尊者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2）：（1）诸多圣者言尊者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2）

尊者的许多弟子也见到其往生极乐净土之相。尊者的许多弟子也见到其往生极乐净土之相。

5、传记正文：5、传记正文：

《对于文波上师、珠钦阿阇黎、蒋多阿阇黎所讲之传记汇编》中

云：“圣者上师无垢莲足下恭敬顶礼！暇满所依三学作庄严，闻思修

135   མཁས་བཙུན་སངས་རྒྱས་རྒྱལ་མཚན་འབུམ།  mkhas btsun sangs rgyas rgyal mtshan 'bum       

136   ཁོངས་ལམ་ར་ཐང་།  khongs lam rtsa t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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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觉证已究竟，赐具缘众一生成佛法，智尊桑吉足下诚祈祷！昔世佛

之事业极圆满，证得无生法界中安住，然而悲愿方便所劝动，示现两足

主尊人形相，净修余业醒觉善之法，闻思利刃斩断外增益，修行明灯消

除内结缚，二利究竟圣者上师彼，乃为浊世群生吉祥怙，至诚祈请长久

住世间。然想他方刹土广所化，狗年夏月二十日上午，伴稀有相往生极

乐刹，为度后世具信诸众生，留有灵骨舍利信所依，此摄略传敬请记心

中。

……

藏历狗年夏月初十，上师示现稍有疾病，弟子祈请接受医治和做佛

事时， 由此上师说道：‘人老了后死去，对此做任何医治和佛事都没有

用，所以不需要了。’如是并未应允。又请示说：‘那么，请您大悲观

照有情，住世几年。’尊者说：‘一开始说我过了十二年的时候就需要

走，那是上师东康巴的寿障，说是当时没走的话，六十二岁便要走，之

后一段时间，又说是七十三岁，有这三种情况。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

现在多半是要走了。寺院就由宣巴华来主持，护持这个法脉，现在你们

应当精勤行善。’为遮常执者之颠倒念，为劝懈怠之人勤行善，欲利他

方刹土广所化，上师之身不具生与死，然于狗年夏月二十日，伴随妙音

花雨彩虹光，往昔从未闻过之妙香，此等奇相世间明灯彼，勇士空行聚

众普迎接，吉祥日中往生极乐刹。

……

上师安详圆寂时，在身边的人和侍者等，出现了心识清明，自然生

起无分别等持等诸多稀有相兆，并且在荼毗法体时，从东方出现光照射

在安放法体的灵龛上，之后从各方出现种种虹光，照射在灵龛上，没有

祈祷完之前，彩虹已然遍满虚空，作为后世之人敬信的所依，法体中生

出了佛像、舍利等诸多稀有相兆。后世信众应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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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上师本人定已去往极乐净土。

原因由以下证成：一、上师圆寂后在几天中保密，阿阇黎坚赞贡独

在一处，黎明时分，伴随着乐器的妙音，出现了四个女子，佩戴着骨饰

和绿松石的璎珞，听到她们说：‘上师已经圆寂三天，对你做了保密，

上师去了极乐世界，我们要去那里，由此你要好好祈祷发愿。’二、须

扎的梦境中，上师示现众多色身庄严，宣讲许多净修清净幻身的方法，

以及净修不净幻身的方法，而后说道：‘我要去极乐世界，所以你们也

要祈祷发愿往生彼净土。’三、阿阇黎珠桑的梦境中，在一个说是极乐

世界的地方，有两个面对面的法座，上师安坐在西方的法座上，为大众

传法，我也在其中闻法。阿阇黎如是所说。四、第二天做月供的黎明，

阿阇黎蒋多的梦境中，许多佩戴头饰和骨饰的空行母在卧室里，来到上

师住处的时候，一个蓝色的年轻空行母说：‘这些都是空行母。’心

想，我也睡着了，要问问她们上师在哪里。之后便拉住那个空行母，询

问上师在哪里，她说：‘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上师在那里。’

……

心想，我们为上师侍疾，在上师身边待了很长时间了，也做了许久

的承侍，却没有问上师去哪个净土。从而心中不免难过。如果梦到上师

的话，一定要请问。起初大多数都是上师没有示现生病时的梦境，所以

没有问。心想，这要怎么办呢？然后至诚祈祷之下，当天晚上睡了后，

黎明时的梦境中，上师示现生病而出现，低着头，左脚放在没有垫子的

地上，请示将脚抬起，离开地面，放在垫子上，上师说：‘就放着吧，

要走了。’问道：‘现在走吗？’上师回答：‘现在走。’又问：‘上

师去哪个净土呢？我们又要发愿去何方？’上师抬起头说道：‘我要去

极乐世界，你们也要发愿去那里’。”

蒋贡洛珠塔耶也讲到：“祈祷利益无量善缘众，众多色身庄严传法



噶举派篇

222

等，以大神变往生极乐刹，出生无量舍利圣尊者。”

祈祷智尊桑吉坚赞贲，祈祷智尊桑吉坚赞贲，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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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章卡秀南喀坚赞137

1、名称：文巴舍事者南喀坚赞、冬卡秀巴、冬卡秀南喀坚赞；      1、名称：文巴舍事者南喀坚赞、冬卡秀巴、冬卡秀南喀坚赞；      

2、诞生地：多康昌都文地区2、诞生地：多康昌都文地区138138；3、诞生年份：公元1370年（藏历第；3、诞生年份：公元1370年（藏历第

六胜生铁狗年）；4、身份：在家密咒士；5、法脉：噶举派；6、圆寂六胜生铁狗年）；4、身份：在家密咒士；5、法脉：噶举派；6、圆寂

年份：公元1433年（藏历第七胜生水牛年）；年份：公元1433年（藏历第七胜生水牛年）；

简要简要：尊者从峨眉山顶，不舍色身而飞往极乐世界。：尊者从峨眉山顶，不舍色身而飞往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噶举金鬘》中云：“尊者四岁在惹沃切求学，六岁时亲见乌鸦面

护法神，九岁时去往寂静地，实修断法之时，亲见了般若佛母、玛吉拉

准、帕当巴等众多圣尊。

137   དྲུང་མཁའ་སྤོད་ནམ་མཁའ་རྒྱལ་མཚན།  drung mkha' spyod nam mkha' rgyal mtshan   

138   མདོ་ཁམས་ཆབ་མདོའི་ངོམ་གི་ཡུལ།  mdo khams chab mdo'i ngom gyi y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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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讲述了许多回忆起清净、不净宿世的情形，特别是忆念起在

印度转生为未生怨王之子后，供养世尊；在邬金转生为一位瑜伽士，金

刚亥母作加持；在金刚座转生为班智达罗那师利；在印度和尼泊尔边界

处，转生为一位名叫诃噜的瑜伽士；以及转生为大吉祥果罗等众多情

形，并且根本上师法王佛也赐予了授记。

……

之后尊者去了峨眉山，到了峨眉山五百罗汉殿的时候，从右边逐

次计算，第六十四位是一位持入定印的罗汉像，从左边逐次计算，也在

第六十四位，是一位手指虚空的罗汉像，尊者说：‘这个缘起很好。’

弟子问：‘为什么？’尊者回答：‘持入定印的这尊罗汉像，是我证得

无颠倒空性的表示，手指虚空的这尊罗汉像，是不久我将逝去空行净土

的表示。’又说：‘我会化现为汉藏边界处一个疯癫的瑜伽士等七个化

身。’到了普贤菩萨像面前时，做了荟供，在空中示现众多舞姿后，说

道：‘此处圣地也是善妙，我出现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觉受，感觉融

入了普贤菩萨的心间，现在我的心愿已经完成。’十五日做了法王噶玛

巴的上师供，为普贤菩萨像洒金，在大幡上绘画了法王相，以及写下

‘与轮回背离的舍事者供养十方诸佛’等，而后献供。十七日夜

晚，唱了逝去空行净土的道歌。藏历一月一日，尊者给众眷属指示，而

让大家也见到了虚空虹光中央的金刚瑜伽母、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骑

着大象的普贤菩萨。眷属们问道：‘上师真的会逝去空行净土吗？这是

为何？’尊者回答：‘所谓的逝去空行净土，就是业报身在五光的自

性中解脱，成为金刚之身，我哪能如此，如果能够如此，我即是法王

噶玛巴的中等弟子，因此将成为承侍的供养，对于凡结善恶缘之人也

很好。’八日，安排弟子们该如何行持，以众多开玩笑的方式，给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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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寄去了遗教。亲见阿阇黎莲花生被八十位大成就者围绕，承认自己

即最后有生之菩萨。十日夜晚，对众弟子赐予了诸佛海会的灌顶，并且

示现诸多身庄严。当天晚上去了卧室，将门闩叉紧后说道：‘不要开

门。’夜里弟子的梦境，以及出现了大地震动、声、光等众多相兆，所

以心生疑惑。次日清晨，戳破了尊者卧室的窗户纸，往里看时，只看到

被褥和衣物，再将窗户纸戳破的大一些观察时，发现尊者不在房中，之

后破门而入，发现除了衣物、帽子、禅木、念珠等生活用具，以及上面

洒落的花雨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文巴冬仓记事》中也说：“尊者从峨眉山顶，不舍色身飞往清净

空行刹土极乐世界。”

恰美仁波切的《选择刹土文·商主取宝》中也讲道：“从此瞻洲逝

极乐，吉祥龙树塔波尊，至尊琼波索南孜，卡秀南喀坚赞及，哦巴金刚

持尊等。”

祈祷卡秀南喀坚赞尊，祈祷卡秀南喀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噶举派篇

226

十五、菩萨根噶秋嘉139

1、名称：根噶秋嘉；2、诞生地：尼酿1、名称：根噶秋嘉；2、诞生地：尼酿140140；3、诞生年份：公；3、诞生年份：公

元1353年（藏历第六胜生水蛇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元1353年（藏历第六胜生水蛇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

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449年（藏历第八胜生土蛇年）；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449年（藏历第八胜生土蛇年）；

简要简要：尊者圆寂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尊者圆寂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吉祥直工噶举传承上师传·善说摩尼宝藏库》中云：“尊者孩

童时期值遇大士夫巴然瓦，出家后也在至尊处闻得一些法，之后至尊大

士夫去了南方巴卓等地利益众生，尊者便依止上师的心子南喀森格，听

闻得受了一切灌顶、教授，在诸巴然道场专注修行，时而去往前、后卫

藏等地，依止众多贤善智者、成就者的上师，求得了诸多灌顶、引导、

139   བྱང་སེམས་ཀུན་དགའ་ཆོས་རྒྱལ།  byang sems kun dga' chos rgyal   

140   གནས་རིང་།  gnas r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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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并且唯独以实修为主，对于一切众生，以慈悲摄受故，也被共称

为‘菩萨根噶秋嘉’。在巴然大道场的“成就台”住了多年，也作为至

尊大士夫家族历代文波们上师，在那里宣讲深广之法，尤其广弘了巴然

瓦三部解脱舟之法。之后，将巴然大道场托付给了至尊大士夫家族的文

波——获得风心自在的殊胜圣者导师南喀仁钦。住在绒江冈的“度母

台”，为众多有缘弟子传法，并且其心子中，也出现了门宗日巴达瓦坚

赞等众多持修行之胜幢者。年寿九十七岁，于彼圣地，伴随稀有之相兆

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根噶秋嘉大菩萨，祈祷根噶秋嘉大菩萨，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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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智成就者门宗日钦141

1、名称：扎西吉、达瓦坚赞、门宗日钦；2、诞生地：藏绒夏拉折1、名称：扎西吉、达瓦坚赞、门宗日钦；2、诞生地：藏绒夏拉折

喀嘉喀嘉142142；3、诞生年份：公元1418年（藏历第七胜生土狗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418年（藏历第七胜生土狗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506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506年（藏历

第八胜生火虎年）；第八胜生火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前，众眷属请问其去往何方净土，回答说去往极乐：尊者临终前，众眷属请问其去往何方净土，回答说去往极乐

世界。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噶举金鬘》中云：“智成就者门宗日钦说道：‘觉囊大遍知安

住极乐世界，因此我也要去那里。再者，我是上师帝勒巴极隐秘方式安

141   མཁས་གྲུབ་མོན་རོང་རས་ཆེན།  mkhas grub mon rdzong ras chen   

142   གཙང་རོང་གི་ཤར་ར་གྲུ་ཁའི་རྒྱབ།  gtsang rong gi shar ra gru kha'i rgy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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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化身，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修行者。上师还说：“我此生结束后，

去往西方邬金刹土利益众生，孩子，你也来邬金，我们父子在邬金重

逢。”所以我也正在发愿去往邬金刹土。看到这些中阴的有情，暂时不

受生而在三有中阴利益有情。’

……

如是在八十九岁之间，行持圣教和有情之广大义利，并且将无量所

化安置在成熟与解脱，为了度化一些具有常执的所化，而示现圆寂。

……

在尊者八十九岁时，从藏历火虎年夏季开始，弟子们从各方前来拜

见，尊者对他们所有人说道：‘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所以你们在这里

住几天。’依此，殷重地赐予了法的开示和教导。这年秋天，在雅勒山

洞中，尊者见到了法王香朗，对其说道：‘我死后的尸体，你要来帮忙

焚烧。’还数数给法王色唐巴捎信说：‘我今年要换个住处，所以之后

见不到了，现在来见吧。’之后，在秋季第二个月的初五，示现生病，

眷属们奉上药，以及做了佛事等，然而如论如何，尊者的心已转向他方

净土，所以身体没有安乐的状况，但是也没有刹那的病痛等。

……

之后，初八的上午，尊者对身边的眷属们说：‘现在，我的境界中

正现出无量清净之相，所以你们念《智慧通彻祈祷文》。’法王绰普巴

等人念了三遍祈祷文，由此，尊者说道：‘现在可以了，你们也不用待

在这里了。’从这一天开始，寺庙的各处都弥漫着妙香，并且见到虚空

界中虹光网旋绕，特别是夜间五色彩虹照射在尊者的房屋上，虹光的帐

幕等数数出现。之后，初十晚上，法王绰普巴说：‘请您大悲垂念我等

所化众，最好能够住世七年，下至也要住世三年。’由此尊者说道：‘

你就坐在白石头上等着吧，我今晚就走。’如是并未应允。法王绰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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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那么是去哪个刹土？我们该发愿去往何方呢？’回答道：‘我

现在要去邬金刹土，之后去往极乐世界。’接着，到了初夜时分，诵观

世音菩萨等众多佛菩萨和本尊的名号，并且作七支供等，说是出现了众

多佛菩萨本尊的境相。一次，尊者高声说了三次：‘阿妈！阿妈！’身

边的侍者问：‘怎么了？’回答说：‘我的母亲们来了。’这是见到了

从清净刹土来的众多智慧空行母。之后，初十黄昏过后，证得二谛无别

的表示——双足作智慧方便印，智慧方便不离的表示——双手在心间处

交叉，于此状况中，密意融入法界而示现圆寂。”

祈祷门宗日钦成就者，祈祷门宗日钦成就者，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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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舍事者南喀嘉波143

1、名称：舍事者南喀嘉波；2、诞生地：藏左翼南方地区1、名称：舍事者南喀嘉波；2、诞生地：藏左翼南方地区144144；        ；        

3、诞生年份：公元1486年（藏历第八胜生火马年）；4、身份：出家3、诞生年份：公元1486年（藏历第八胜生火马年）；4、身份：出家

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578年（藏历第十胜生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1578年（藏历第十胜生

土虎年）；土虎年）；

简要简要：尊者圆寂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尊者圆寂时，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吉祥直工噶举传承上

师传·善说摩尼宝藏库》中

云：“诞生于父亲丹巴玛波

家族，年轻时在香巴然道场

座主南喀秋迥面前，入佛门

后出家，取名为南喀嘉波。

从那之后，成为巴然道场的

正式僧人，在听闻和学习中

度过了几年，出现了失坏戒

律的情况，尊者极为懊悔，

心中现出一个想法：现在要

精勤于清净堕罪之法，然后

至诚勇猛地受持苦行，一生

实修直至命终。接着，立
143   བྱ་བཏང་ནམ་མཁའ་རྒྱལ་པོ།  bya btang nam mkha' rgyal po   

144   གཙང་གི་གཡོན་རུ་ལྷོའི་ས་ཆ།  gtsang gi g.yon ru lho'i s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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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巴然寺立下众多誓愿后离开了。逐渐地不惜性命历经艰难苦行到了

汉地，游历了汉地五台山圣地等所有地方，赖以生存的食物极其稀少，

所以凡是看到的人肉、马肉、狗肉等都以荟供的方式受用。之后，还云

游多康上中下部所有地方，并且去了卫藏所有的圣地、修行处、寺庙，

忏悔罪业和发广大愿。接着去了卫藏上部，云游阿里三部所有地区，还

去了印度北方克什米尔，到普拉哈山，并发了广大誓愿。再次去了阿里

上部地区，遇见文波南喀多杰，并结了法缘，在上部地区的古格杨贡，

见到其心子南喀华觉，再次受出家戒，能成熟相续的灌顶、能解脱的引

导、作为坚实后盾的传承等解脱之舟的著作，犹如满瓶一般，无有遗漏

全部听闻得受，对于细微的实行也非常殷重。三十岁时进入修行的最

初，在冈底斯山的神变洞中住了六七年，于此期间，生活上受持苦行，

多数只是用小石子和水等修练辟谷术，时而去到上师面前，献上修证的

供养，以及请求遣除障碍，主修的是那若六法。

……

除了讲法之外，不做任何随意的旁述之说，而是安住在修持中不散

逸。之后在朗普地方，年寿九十三岁，没有任何病痛等，一直安住在修

行的境界中，于藏历土虎年九月六日往生极乐世界。”

祈祷舍事南喀嘉波尊，祈祷舍事南喀嘉波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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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管家秋培145

1、名称：秋培；2、身份：出家沙弥；3、法脉：噶举派；1、名称：秋培；2、身份：出家沙弥；3、法脉：噶举派；

简要简要：恰美仁波切断定说其已往生极乐世界。：恰美仁波切断定说其已往生极乐世界。

4、传记正文：4、传记正文：

恰美仁波切所作《管家秋培往生故事》中云：“一日迷乱虚妄梦

境中，身在桑耶不变自成寺，认为我是邬金莲花生，国王赤松德赞已

圆寂，惟恐王子尚小难执政，自己内心生起大担忧。其次发觉此境乃

迷乱，并非桑耶而是此静处，并非邬金而是恰美我，并非国王而是管

家亡，思无管家无人料理时，转绕佛事顷刻悉成办。虽无管家无碍寿

尽故，诸位文波弟子能胜任，如是思索之后梦中醒。了知管家将死然保

密，未现死兆仍望能康复。若死定将为你积善根，坚赞哈阔熟知故会

145   གཉེར་པ་ཆོས་འཕེལ།  gnyer pa chos 'p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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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勿贪勿著逝去极乐刹，如是此等教导直指时，彼言未死仍然承侍

您，死亦无有贪著与怖畏，大圆满续所说若谛实，断定我不流浪轮回

中，我食信财以此可消化，上师信财为我做佛事，除非需遮他人之口

舌，于我无利害故无苦乐，您住身后故我心温暖，请赐中阴直指与引

导。一生之中勤作师仆事，除些衣食无有个人财，病时佛事死后积善

根，亦于至尊上师无希求，明知佛法价值关要相，正如玛巴译师之所

说，取得深法乃至一偈颂，三千珍宝充满难报恩，仅得一次灌顶之酬

资，身语意之一分侍上师，一分成办自身所需事，明知如是续部义之

相。心想如彼僧人世稀有，信财障碍少许亦无有，长期病故身体如白

骨，忍受极大病痛真可怜，为何出现如此之境况，睡时觉受梦境间隙

中，管家奉上许多极好茶，此时空中传来声音道，以此清净少许信财

障。对于彼事我亦起畏惧，听闻众多僧众公共财，受用其中剩余之少

许，亦难消化公案乃谛实。其次临近外气中断时，观看虚空双手合掌

后，双目不开不合而断气，念迁识法然无明显相，心想如大圆满续所

说，金刚萨埵络绳光道中，心识是否从眼中迁移。是否如此焚烧即明

现，然卦不合法体建灵塔，有人见到彩虹光照射，亦与教典验相皆一

致。即是管家秋培今生之传记。

……

其次第一七日梦境中，一只骡子险些跌悬崖，喇嘛秋旺我来作帮

助，合力拉扯故骡未坠崖。之后第二七日观察时，听闻空中清晰声说

道，仍住轮回然而离忧苦。心想住于中阴何处故，说是正在翼多湖面

上，魂被龙魔困束不放行，于彼猛励专注观照故，廿一日后觉受梦境

中，专注片刻龙魔得满足，耳中听闻一阵清晰声，说是秋培已生极乐

刹。之后稍迟再作观察时，说是四位天女作向导，秋培已生极乐之音

声，鄙人极其清晰而听闻。年底十一月之十六夜，顶礼转绕供曼扎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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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于我大恩管家秋培彼，生处胜劣唯一寄托我，然而我无神通故不

知，今生未造严重堕落罪，然常常有细微恶作罪，不定宿世有何堕落

罪，上师邬金本尊观世音，空行金刚亥母您三位，具智慧眼明了观万

事，我之管家秋培生何处，明示无欺授记我祈请。如是祈请之后入睡

时，梦境之中收到一信件，看后信中讲述秋培彼，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中，此之记事极广且详尽，夜晚心中清晰晨遗忘，天亮睡醒心中不安

时，并非沉睡觉受之相中，枕边安放身语意依处，说是秋培未住修定

中，而是已去西方极乐刹，如是授记耳中清晰闻。乞丐鄙人无有诸神

通，然而本尊定有神通故，如今心想无需再担忧。持手杖之老人才让

荣，求将管家生处写成文，心中存在极大悲忧苦，我说管家无需你担

忧，你当担忧自身漂轮回，现今无闲未来再撰写，以上所说之义亦如

此。

……

名为秋培之管家，无有广博之学识，不曾一月作闭关，无一苦行与

善法，心咒不足两千万，衣穿得暖食饱餐，如是状况中安度。能生极乐

世界中，并非因有贤善师，毫无自私心思系，上师僧团公众事，并且修

习大圆满，发愿此等皆善妙。谁如此行亦成就，故后小僧当行持。僧人

之中名誉大，无有教授深关要，唯是跟随自余业，纵然经历无量劫，六

道轮番轮回中，不退转之清净刹，彼中转生怎可能？诸位当知此关要，

比丘罗迦阿斯雅，已得依众圣者师，以及广大闻思果，甚深秘密之关

要。弟子僧扎巴旺丹，侍者僧沙弥玛彭，文波拉吉扎勒及，喇嘛秋旺根

桑尊，吾之管家秋培贤，弟子咒士达贞衮，往生极乐之验相，已见之故

吾心安。”

祈祷心子管家秋培尊，祈祷心子管家秋培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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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智成就者噶玛恰美146

1、名称：智成就者噶玛恰美、罗迦阿斯雅、噶玛罗朗、阿罗迦；  1、名称：智成就者噶玛恰美、罗迦阿斯雅、噶玛罗朗、阿罗迦；  

2、诞生地：多康昌都文地方2、诞生地：多康昌都文地方147147；3、诞生年份：公元1613年（藏历第；3、诞生年份：公元1613年（藏历第

十胜生牛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十胜生牛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

份：公元1678年（藏历第十一胜生土马年）；份：公元1678年（藏历第十一胜生土马年）；

简要简要：诸圣者和本尊授记尊者往生极乐世界。：诸圣者和本尊授记尊者往生极乐世界。

。。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比丘罗迦阿斯雅传·赐予丹增嘉措活佛之自我赞叹少许本生传》

146   མཁས་གྲུབ་ཀར་ཆགས་མེད།  mkhas grub karma chags med  

147   མདོ་ཁམས་ངོམ་ཡུལ་སོད།  mdo khams ngom yul s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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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云：“天法不变金刚意伏藏中，邬金大宝莲师亲自对化身不变金刚所

说窍诀《隆香》的开篇处讲到：‘呜呼士夫善男子，汝乃臣子西沃华，

莲花生我作加持，昔世王子色纳勒，其次经历几世后，色纳勒之最后

生，持明罗迦阿斯雅，誓愿往昔诸多世，过去未来永不离，昔日无数转

世中，不离皆以彼愿力，现今习气力苏醒，即成天法意藏主。’

……

后世我将往生极乐世界，最终于极乐世界成佛，佛号无垢莲花如

来，与我结缘者大多将生彼刹。一个化身成为药师佛前常观众生菩萨；

一个化身成为拂尘洲邬金莲师面前持明玛玄贞毕坚赞后，护佑持我法脉

之诸人；一个化身成为第八世红帽的文波，大利采巴噶举之教法；一个

化身将转生在不变金刚的氏族中，持噶举和宁玛之法脉。

……

今生父亲有两位，然此身乃空行族。圣法未能如实修，然具比丘近

圆戒，誓言清净亦无悔。修持正法百余部，未能亲见圣尊面，然于觉受

迷梦中，面见印藏成就者，本尊空行护法众。根本后得未不二，然而亲

证空性见。一生之中食信财，然而未食欺他财。普降灌顶传法雨，然无

神罚未短缺。一切新旧之经续，未有精通之求学，然亦于彼大略知。寿

命长短均亦可，往生西方极乐刹，此乃本尊之授记，鄙人自身亦明见，

心具如此之把握。无有说有上人妄，若说失坏比丘戒，对于少许作增

益，夸大赞叹智者嘲，此正直说无罪障。然而若于他人言，将成讥毁诽

谤处，是故莫与他人说，丹增嘉措活佛彼，数数殷重劝请故，仅是不违

彼所说，罗迦阿斯雅撰写。”

《瑜伽罗迦阿斯雅传·二十五沮丧之妄谈》中亦云：“觉受梦境

本尊之授记，自明自见天法之授记，自身发愿二资及因果，诸经续中所

说相一致，从此命终将于极乐刹，莲花之中化生一比丘，如是稍有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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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传记。然而死缘疼痛心沮丧，自身不知并且未亲见，然若归纳天法所

说义，极乐世界化生之比丘，彼之心识分为五个后，药师佛前观众生

菩萨，莲师座前玛玄贞坚赞，尊者八世文波之种姓，不变金刚氏族一

文波，人寿六百时期印度境，值遇十六上座之比丘，除此五者不生轮

回中，最终西方极乐世界中，比丘成佛名号无垢莲，获得以上如是之授

记，有云结缘之人多往生，如是得究竟果之行传。”

《诸佛总集智成就者罗迦阿斯雅略传·千万舍利》中云：“无论寿

命之量长或短，此生临终无间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莲茎中，此乃天法

意藏之授记，旧藏保密授记隐义明，殊胜本尊赐予我授记，自身明见之

故无怀疑。”

《噶举金鬘》中亦云：“不仅自身去往极乐世界，还引导母亲、文

波、管家等往生极乐世界。”

石渠华智仁波切之亲传弟子新龙喇嘛仁增噶吉旺修按照自己上师的

口传所记录的《极乐愿文总义》中亦云：“圣者恰美仁波切是觉若勒坚

赞和王子色纳勒两人的化身，转生为南方文地区持明白玛旺扎之子，从

小跟随父亲学习精通书写和读诵等后，在宿芒章钦处剃度出家，并献上

明见心性的证悟供养，由此为其直指。另外，对于宁玛的法类等所有显

密教典广闻博学，在第六世红帽面前受近圆戒，求得大手印六法等后，

将其持为自己的根本上师，上师观察到他是噶玛巴的一位身庄严，而赐

名为噶玛恰美。另外，尊者在诸多圣者面前听闻得受诸教法的灌顶、引

导、传承、窍诀，将道场作为核心，安住闭关修行，做了百余种三根

本、护法神的近修，并且现前证悟。众多上师和本尊的加持验相中，有

一次，见到一尊骑着罗刹的邬金莲师，之后立刻将《大悲观世音之实修

引导·利益众生海》写成文字，写完时获得与己结缘的十八亿有情将往

生极乐世界的授记。此外，所著恰美山法、修法、阿法、断法、施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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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本，亦具加持，并对众生有广大利益。因此，在雪域藏地，没有

不被其善说妙法光明周遍之地。如是由讲修二者之门径，弘法利生事业

究竟后，年寿六十四岁，往生极乐世界。还亲自接引诸多心子去往极乐

世界，乃行持如此事业之尊者彼所写，故此《极乐愿文》较其他更具加

持。”

祈祷噶玛恰美仁波切，祈祷噶玛恰美仁波切，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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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阿旺秋扎降措148

1、名称：阿旺秋扎降措、丹增聂达、噶玛秋扬；2、诞生地：阿1、名称：阿旺秋扎降措、丹增聂达、噶玛秋扬；2、诞生地：阿

里贡塘门隅吉章里贡塘门隅吉章149149；3、诞生年份：公元1722年（藏历第十二胜生水；3、诞生年份：公元1722年（藏历第十二胜生水

虎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虎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公元

1769年（藏历第十三胜生土牛年）；1769年（藏历第十三胜生土牛年）；

简要简要：尊者承认自己将去往极乐世界。：尊者承认自己将去往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 藏 地 传 记 汇 编 》 中

云：“藏历火狗年开始，尊

者身患象皮病而感觉不适，

藏历十二月时，身体变得极

为不调。由此，在遍知法王

仁波切的涅槃纪念法会上，

为修行院的所有人献广大供

养，并且在神变月（藏历一

月），由功德主商主桑拉家

人作承事，整个修行院共修

上亿观音心咒。在此期间，

曼衮法王正在闭关，听说尊

者要去，于是立刻出关后拜

148   ངག་དབང་ཆོས་གྲགས་རྒྱ་མཚོ།  ngag dbang chos grags rgya mtsho   

149   མངའ་རིས་གུང་ཐང་མང་ཡུལ་སྐྱིད་གྲོང་།  mnga' ris gung thang mang yul skyid 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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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请问尊者病情如何，回答说：‘我现在什么事都做不了，而在无记

的状态中度日，现在病情已然如此，还能起来行走吗？’如是请法王对

于自己住世的佛事等，重视而慈悲观照。由此，法王说：‘我也会为您

做些佛事等。’法王的两位老医生也帮了忙，之后进行了治疗。尊者对

于寺庙护法殿的每一位护法神，都做了一百遍酬补，还做了解咒的沐浴，

法洲修行院全体共修度母十万遍、施舍朵玛十万遍，四个道场分别积累荟

供十万遍、百字明十万遍，也安排了僧俗五十人，立刻诵完《甘珠尔》，

并且法洲修行院还献上了广大的实物供品，为了教法和众生的义利，一

心至诚祈请尊者像无量寿佛一般，于百劫之间长久住世。同样，整个文

殊洲的大众也献上了长久住世的供养。另外，达仁两地等所有寺庙，也

念修了长久住世祈请文，并且全体僧众的功德主们也献上了长久住世的

祈请等。以此之力，尊者的身体暂且得以康复。说是通过俱生胜乐来做

息灭的火施，需要圆满十万遍，也立刻完成了。然而不久，被破誓言的

秽气所染，以此作为缘，变得任何医治、佛事也遮止不了，因此现在没

有办法好转。

尊者说道：‘需要制作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我要去极乐世界。’

艾衮和商主桑拉一起殷重祈请说：‘如今为了您长久住世，我们来做一

尊无量寿佛的佛像。’尊者说：‘那就按照说的来做吧。’他们立刻请

尼巴尔的工匠制作了一尊带有法座和圆光、一肘高的旃檀弥陀像，完成

后做了供养。尊者将佛像捧在怀里，说：‘做工很好。’又说：‘需要

用冷金粉为佛像洒金，并且法座和靠背也涂金。’也立刻完成了，还做

了装藏和开光，尊者非常欢喜，艾衮和商主桑拉两人殷重祈请要极为长

久地住世，若是不能，这个世界极其衰微，所以要大悲观照，尽快转世

再来。尊者回答道：‘这个身体已经彻底耗费了，不然的话，我是想像

个还魂者一样立刻来，但是这个色身已经没办法做到了。’又亲口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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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会如同你们俩要求的那样，尽快再来。’据说如此。

又说道：‘众生怙主法王仁波切的转世来了的话，把这些经书和

我专修的唐卡交给他，我本想这些积存的法器和马，转世活佛来了的

话，他也会需要，然而今生不能见到了。’给了叔侄东雅仁波切等黄金

的胜利宝瓶等，给了各自适合的东西，赐予侍者们每人一钱（五克）

黄金，并且以吉祥萨迦为例，对于卫藏地方的大喇嘛，以及这个地区

所有大小寺庙，做了相应的供施。以圆寂后操办的事务为例，对于所

有未来需要做的，赐予了遣除不明黑暗的光明——无有错谬而三世照

见的遗言，不仅如此，还在历算板上写了后留下。这些我小时候也有

见闻。之后，在藏历二十七日，尊者说道：‘今天和以往不同，明性

如同秋季的天空一样明清。’枕头边放了两本书，一本是至尊扬贡的

山法，另一本是全集，时不时会翻开阅读，然后发愿，叮嘱说：‘把

专修的唐卡也挂起来，常时不断地做五供。’对法王曼衮说：‘你过

来我这里待一会。’接着说了一些平常的话，之后说道：‘对于朵的

活佛仁波切，希望你能好好养护教导，没有什么障碍的话，他会是一

个具相的活佛。殊胜大士夫会对圣教有所贡献。’又说：‘现今圣教

衰微之际，凡是有求法之人，你都要尽力赐予灌顶、引导、传承。’

说是做了这样的教诫。此外，还对于自己死时的一些事情做了安排。

又说道：‘十九日是至尊扬贡法王的涅槃纪念日，本来这一天去往清

净刹土，然而法王曼衮以及活佛眷属们祈请住世，为了不违背对他们

的承诺，会待到下个月初八。’之后，尊者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说

道：‘一直受用信财的缘故，承受了病痛的折磨，然而看死的时候，

会不会这么糟糕。’藏历初三这一天，对法王曼衮说：‘你把脉看看

我病情如何？’回禀说：‘四肢已经没有脉搏。’之后，还提前写信

给住在美朵当坚的大堪布益西华觉，信中写道：‘藏历初八这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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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迁往他方刹土，所以需要你来做修持禅定的提醒。’ 比这个时间

稍早一些的时候，在西方华巴山的方向，数数出现彩虹照射，以及尊

者自己的一匹大马忽然死去，寺庙里出现野兽做损害等的种种相兆。

据说，藏历初七的时候，医生贡却秋培说：‘今天晚上你们要格

外留意。’然后便离开了。堪钦益西华觉和管家才旺顿珠、香灯师阿桑

等睡在旁边照料承侍。法王曼衮数数查看，说尊者前夜当中安住修行，

时而小睡，此外一直安住，黎明时恍惚入睡。之后用手指表示让堪钦益

西华觉过去，堪钦立刻起来到了身边，尊者说道：‘现在融入的次第全

部出现了，可以走了，你数数做提醒啊。’堪钦说：‘您是否需要服用

加持圣物和舍利？’尊者回答：‘昨天吃过了，已经可以了，剩下的那

些就利益别人吧。’之后，便再说不出话。在那里，堪钦做了一些提醒

后，急忙起身，请来了睡在楼上房间的文波东雅仁波切，其他人拉完布

帘、摆完供品，天就亮了。如是藏历初八黎明将晓之时，身体端直安

坐，双手持说法印和定印，并且从头顶出现带有蒸气的露水，示现色身

庄严收摄法界而往生极乐净土。”

祈祷阿旺秋扎降措尊，祈祷阿旺秋扎降措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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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东那丹增绕吉150

1、名称：东那虹身者、东那丹增绕吉、至尊丹增绕吉；2、诞生1、名称：东那虹身者、东那丹增绕吉、至尊丹增绕吉；2、诞生

年份：公元1740年（藏历第十二胜生铁猴年）；3、身份：出家比丘；   年份：公元1740年（藏历第十二胜生铁猴年）；3、身份：出家比丘；   

4、法脉：噶举派；5、圆寂年份：公元1848年（藏历第十四胜生土猴4、法脉：噶举派；5、圆寂年份：公元1848年（藏历第十四胜生土猴

年）；年）；

简要：简要：尊者说自己明天将去极乐世界，如是一些具信弟子见到尊者尊者说自己明天将去极乐世界，如是一些具信弟子见到尊者

带了一只小狗后往生极乐净土。带了一只小狗后往生极乐净土。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陈利根恰从《章鬘宁体》里汇编的传记中云：“尊者一百零八岁

时，说道：‘我明天去极乐世界，任何有情都可以一起前去。’一些

150   སོང་ནག་བསན་འཛིན་རབ་རྒྱས།  stong nag bstan 'dzin rab rg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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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众宣扬说：‘我们要和上师一起去极乐世界了。’然而个别寻伺者

说：‘不清净者去不了极乐世界，是上师年龄大了，糊涂乱说的。’于

是心存怀疑而遗留在此。次日，上师手中一边撒花，一边往上走，除了

卧榻上的一只小哈巴狗之外，没有别人，上师越走越高，放收光芒，以

此哈巴狗也融入了上师，在空中如彩虹一般消失。在另外一些人面前，

上师示现经过虹光道逝去极乐世界。”

《东那总寺和分寺之起源略说·如意穗》中云：“当地百姓传说，

一天，丹增绕吉问道：‘我要去极乐世界，所以有人一起去吗？’据

说，这时除了一只小狗外，没有其他人要去，因此尊者只带了那只小

狗，不舍色身，而从虹光道逝去极乐世界。”

祈祷东那丹增绕吉尊，祈祷东那丹增绕吉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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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上师顿莫热巴151

1、名称：上师仁波切顿莫热巴、多孜沃；2、诞生地：阿里上      1、名称：上师仁波切顿莫热巴、多孜沃；2、诞生地：阿里上      

部部152152；3、诞生年份：藏历水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3、诞生年份：藏历水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

举派；举派；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对身边的人说，应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而后：尊者临终时，对身边的人说，应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而后

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土。伴随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净土。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 噶 举 大 传 · 摩 尼

宝藏库所欲来源》中云：  

“如是具足无量功德的上

师 仁 波 切 顿 莫 热 巴 ， 总

的对一切众生具大恩德，

特别是在雪域藏地阿里上

部地区，令诸所化成熟、

解脱后，如上所述彼之诸

事业已究竟圆满，欲示现

圆寂。弟子和身边的眷属

们祈请长久住世、不入涅

槃，由此上师说道：‘空

行母已经来接我了。’如

151   བ་མ་དོན་མོ་རི་པ།  bla ma don mo ri pa   

152    སོད་མངའ་རིས།  stod mnga' 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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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应允住世。大家说：‘如果无论如何都要示现涅槃的话，那么我

等要如何发愿和祈祷？’上师亲口说道：‘祈祷我的话，就发愿往生极

乐世界，如果有信心，一定得加持。’

当时，聚集的诸所化见到了众多境相，有些人见到空中出现虹光

伞，传来种种乐音，空中有一束白光，犹如伸展的氆氇一般，从西方照

射在布禳上，空行母们从光上下来，有些空行母捧着食物，有些献上种

种供品，上师逝去极乐世界。”

祈祷上师顿莫热巴尊，祈祷上师顿莫热巴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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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嘉旺活佛秋吉扎巴153

1、名称：三界法王嘉旺活佛、秋吉扎巴、扎西诺吾、门杰旺格嘉1、名称：三界法王嘉旺活佛、秋吉扎巴、扎西诺吾、门杰旺格嘉

波；2、诞生地：酿秋朗嘎波波；2、诞生地：酿秋朗嘎波154154；3、诞生年份：藏历土狗年；4、身；3、诞生年份：藏历土狗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藏历水羊年；份：出家比丘；5、法脉：噶举派；6、圆寂年份：藏历水羊年；

简要简要：有说到，活佛去往极乐世界后融入圣者观世音之身。：有说到，活佛去往极乐世界后融入圣者观世音之身。

。。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三界法王嘉旺活佛传·善说稀有大宝藏》中云：“至尊活佛

说：‘在藏历二十五日黎明，修成就胜母长寿法，到了念修总持咒时，

觉受中出现了如此境相：自身变成了阿弥陀佛之身，去往西方的天空

中，由此西方也有一尊阿弥陀佛从空中过来，融入了自己的身体，变成

153   རྒྱལ་དབང་སྤྲུལ་པའི་སྐུ་ཆོས་ཀྱི་གྲགས་པ།  rgyal dbang sprul pa'i sku chos kyi grags pa    

154 གཉན་ཆོས་ལུང་དཀར་པོ།  gnyan chos lung dkar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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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刚萨埵后安住在空中。’

……

又说道：‘一天，二十九施朵玛的前一夜，梦境中出现了五个身

体红色的女子，说是要去西方，我到了下面孜摩山西边的大门，再不想

走，她们说：“那么就在那里，之后再走。”她们向后看了三次，往我

面前扔了三只人手。’一起去的人问道：‘这是为何？’活佛说：‘手

大多数是代表年份，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还可以住世三年。’

……

在方便和智慧不二的金刚密道中不动而安住，于藏历水羊年一月初

五黎明前，活佛逝去极乐世界，融入圣者观音之受用圆满身。

……

所化刹土无量不可说，然逝极乐世界弥陀前，受生成办所化事业

身，宣知未来善说稀奇哉！”

祈祷活佛秋吉扎巴尊，祈祷活佛秋吉扎巴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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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舍事者释迦华155

1、名称：舍事者释迦华、夏东仁波切（舍事仁波切）；2、诞生1、名称：舍事者释迦华、夏东仁波切（舍事仁波切）；2、诞生

地：阿里查仁章色喀地：阿里查仁章色喀156156；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噶举派；5、圆；3、身份：出家比丘；4、法脉：噶举派；5、圆

寂年份：藏历羊年；寂年份：藏历羊年；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以勇士空行母等迎接逝去极乐世界。：有云，尊者以勇士空行母等迎接逝去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噶举金鬘》中云：“为了劝常执者心念无常，示现身患一种严重

疾病，此时众人祈请做佛事，由此，夏东仁波切说道：‘我乃心寄无欺

155　 བྱ་བཏང་ཤཱཀྱ་དཔལ།  bya btang shakya dpal      

156　 མངའ་རིས་ཁ་རུམ་གྲང་སེ་མཁར།  mnga' ris khra rum grang se mk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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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三宝，为利众生发起菩提心，心生深信因果义之人。能欺虚妄之语我

不听，逆缘转为殊胜菩提道，广大行派传承之修持，身体希忧佛事随意

作。’如是舍弃了医治和佛事的一切繁缛。这样说道：‘你们想想，如

是我一生中修行舍离世事远离繁缛，我需要的时候也没有做一个放逸热

闹的佛事。你们还是没有看到我的这些行传，如果你们听话，就放下我

执心，把心交给无欺的三宝，执持空性大悲的要点后，转为修道，像我

这样做。’

夏东仁波切又说道：‘要知道我这个老人释迦华，舍离世事三戒

究竟圆满，对此，竖立经旗。’之后竖了经旗，摆设善妙供品，入座修

上师供和归依后，所拥有的一切都做了施舍，进入往生法类的修持，说

道：‘我的往生法，是放在归依和修心之中。遗体荼毗的时候，你们僧

众会聚后，要修上师供、摆放食物供品，到时骨灰做几个灵塔，撒一些

到河水里，此外，对你们没有什么嘱咐的了。’

……

对于侍疾的人，也做了布施等，为大众赐予了慈心等修法和一些教

导等。夏东仁波切自身而言，不存在圆寂，然而为了令常执的所化众生

对世间生起厌患，以及利益他方广大所化，于藏历羊年五月十九日，日

暖之时，从西方极乐世界，勇士和空行母众带着胜幢，伴随着种种乐音

作迎接，具相活佛上师自身示现圆寂而往生极乐净土。”

祈祷舍离世事释迦华，祈祷舍离世事释迦华，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藏地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觉囊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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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成就者舍一切世事特吉宗珠157

1、名称： 嘉瓦益西、大舍事者根德桑波、特吉宗珠；2、诞生地：1、名称： 嘉瓦益西、大舍事者根德桑波、特吉宗珠；2、诞生地：

卫藏卫藏上部阿里朵波上部阿里朵波158158；3、诞生年份：公元1243年（藏历第四胜生水兔；3、诞生年份：公元1243年（藏历第四胜生水兔

年）；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

1313年（藏历第五胜生水牛年）；1313年（藏历第五胜生水牛年）；

简要简要：诸圣者言尊者已往生极乐世界。：诸圣者言尊者已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法王大菩萨传·功德

宝藏库汇集本》中云：“法王

自身逝去何方刹土的情形，圣

士夫上师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

吉亲著传记中云：‘诸位稀有

之佛子，虽本无有生与灭，示

现诞生与涅槃，此乃稀有之作

行。虽解脱道至彼岸，复为无

道之众生，引路再次入轮回，

示现稀有之游戏。此位稀有佛

长子，名为嘉瓦益西尊，为利

众生暂示现，殊胜稀有佛子

行。呜呼此位圣士夫，由此

157　 གྲུབ་ཐོབ་ཆེན་པོ་ཞང་ཀུན་སྤངས་པ་ཐུགས་རེ་བརོན་འགྲུས།  grub thob chen po zhang kun spangs pa thugs rje 

brtson 'grus    

158　 གཙང་སོད་མངའ་རིས་དོལ་པོ།  gtsang stod mnga' ris dol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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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上方界，超越欲界诸天处，具四禅定佛圣境，首先安住于彼处，如

是我心之所见，有云其次逝极乐。一心实修甚深义，具足信心弟子众，

佛子彼亦摄受故，次第获得诸功德，一切如来亦摄受，是故应当勤修

持。”

时轮金刚瑜伽者释迦比丘秋吉嘉波，又名秀利南嘉说道：“法王大

菩萨自身往生极乐世界后四十二年之时——水虎年。”

祈祷舍事嘉瓦益西尊，祈祷舍事嘉瓦益西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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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遍知朵波希绕坚赞159

1、名称：希绕贡、朵波希绕坚赞、顿巴义丹；2、诞生地：卫藏上1、名称：希绕贡、朵波希绕坚赞、顿巴义丹；2、诞生地：卫藏上

部阿里朵波部阿里朵波160160；3、诞生年份：公元1292年（藏历第五胜生水龙年）； ；3、诞生年份：公元1292年（藏历第五胜生水龙年）； 

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361年  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361年  

（藏历第六胜生铁牛年）；（藏历第六胜生铁牛年）；

简要：简要：（1）尊者承认自己将逝去极乐世界；（2）荼毗法体时，众（1）尊者承认自己将逝去极乐世界；（2）荼毗法体时，众

弟子也见到尊者伴随稀有相兆往生极乐世界。弟子也见到尊者伴随稀有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遍知法王朵波巴殊胜

本生传》中云：“法王回到了

卧室‘极乐殿’后，安住在修

行之中，于等持的境界中去了

东方，大地洁白喜悦，名‘妙

香城’，在中央的光明珍宝宫

殿中，见到了法胜菩萨与众眷

属菩萨，数数顶礼转绕后，法

胜菩萨说道：‘善男子前来，

善哉，善哉。为了利益一切有

情，请你勿有疲厌。’法王又

去了南方，大地蓝色，具有妙

159　 ཀུན་མཁེན་དོལ་པོ་ཤེས་རབ་རྒྱལ་མཚན།  kun mkhyen dol po shes rab rgyal mtshan     

160　 གཙང་སོད་མངའ་རིས་དོལ་པོ།  gtsang stod mnga' ris dol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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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中央有一座大佛殿，其各处都有金、银、珍珠、水晶的登梯，每一

个梯子上都有众多比丘，手持宝伞、胜幢、幡、香、灯、花、拂尘、海

螺、笛等往上走。一位身黄色的比丘说：‘善男子，上梯子来。’法王

想走上去，心想：脚放不到梯子上。此时双手成了翅膀的样子，往上飞

而见到了常啼菩萨，说道：‘善男子前来，善哉。为了利益一切有情，

勿有疲厌，请转法轮。’之后，法王去了西方，大地金色平坦，遍满种

种枝叶茂盛的树木，种种鸟类、种种野兽穿行，诸多净池庄严，种种花

瓣布局，金银水晶铺满的中央，一个由种种珍宝组成的宫殿里，飞檐、

胜幢、幡，以及飘带随风飘动，黄金的铃和鸾铃奏响，众多菩萨作承

事。之后大势至菩萨心极欢喜，说道：‘善男子，上来。’去到解脱城

中，见到无量寿佛，数数顶礼转绕后，佛说：‘善男子前来，善哉。为

了利益一切众生，你勿有疲厌，请吹大乘法螺、击大乘法鼓、扬大乘法

幢。’

……

藏历铁牛年，法王七十岁，大众都见到法王身体容光威严更盛，

传讲诸大弟子有缘之种种引导，说道：‘今年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藏

地冬冷夏热，所以我不太欢喜。’由此侍者邬珠华问：‘去哪个温暖的

地方？’回答说：‘去温暖的极乐。’一些人理解是法王的卧室‘极乐

殿’，一些人理解为极乐净土，从而汗毛竖立。之后，藏历十一月四

日，法王为大众传讲《中观了义海》，传讲到第三天时，较过去更为

容光焕发，天空中出现妙音、光、彩虹，降下花雨。初六这一天，讲

法之时，比之前种种乐音、花、各色彩虹遍满各个地方，法王数数观看

天空。作服侍的邬珠桑波请问说：‘数数看天空，是在看什么呢？’法

王笑了笑，回答道：‘身体康健知惭具智慧，面带笑容欢喜之眼目，心

善宽广尊胜你谛听。具有蓝莲花色不动佛，眷属亦有无量大菩萨，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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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向我挥挥手，见彼之故我朝天空望。具白布色度母微笑颜，眷属围

绕朝我挥挥手，见彼之故我朝天空望。犹如红色日光阿弥陀，众多百千

比丘敬礼拜，见彼之故我朝天空望。紫红大成就者夏瓦热，勇士空行护

法如云临，桑丹上处朝我挥挥手，见彼之故我朝天空望。犹如迦室之花

世尊佛，无量诸佛菩萨众围绕，拉匝山顶朝我挥挥手，见彼之故我朝天

空望。彼等无量诸佛与菩萨，迎接之相各处而降临，见彼之故我朝天空

望，孩子即是如此无其他。’等等。之后法王回到房屋中，用完餐后，

对邬珠桑波说：‘把年老的一些人叫来这里，有一些私密的交谈。’

于是他们到了法王面前，法王详细解说了十相自在。这时，管家把外

面讲课后留下的《中观了义海》法本收回后，送到了房间里，法王说：

‘哦，是要收回来比较好，今生讲法就此结束了。’之后，和年

老的弟子们欢喜交谈，说了许多逗趣玩笑的话，中间还数数作了教导。

尤其是这样说道：‘白发铁钩勾吾头，皱纹绳索紧缚身，太阳已到西山

口，是故今年我即走。’

……

智慧之火荼毗法体时，火焰聚燃响起妙法音，烟如铺开青绿之绸

缎，顶端虹光帐幕中央处，法王真实安住腾空起，复又万佛塔下渐次

中，右绕多次向上从顶端，唯独去往西方众所见。

……

有见灵龛金座绸装饰，身珊瑚色持钵披法衣，诸多孔雀所抬弥陀

佛，百数比丘周匝作围绕。”

拉坚赞从《遍知朵波巴广传》中再次归摄的传记里也说到：“示现

圆寂的夜晚，具有修证之人的境相中，法王的形相是观世音，有些人见

法王坐轿，有些人见法王骑白马，有些人见法王骑白狮，而逝去极乐世

界。荼毗法体时，上升到烟上一矛之高的地方，之后像射箭一样从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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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下方次第右绕多次后，在西方消失不现。听闻法王传讲续部的诸弟子

送法体时，出现了众多犹如水晶般洁白清透的舍利，后来在骨灰等中增

长了无量的舍利。此等诸般稀有之相兆如何出现的呢？示现圆寂的前几

日，泛着白光、茶壶大小的光圈遍满虚空，傍晚的时候在纳普的东方出

现后，去了西方，如是宗等地方都有见到。以及大地震动、出现响音，

圆寂的西方，右翼江水减半，波东觉沃观音像面前的酥油灯三日不燃，

当时降雨，然具有修证的人们见到天降花雨。五日黎明之时，堪钦囊唐

巴等有修量之人的房间里，法王降临说法，并且赐予加持，出现了如此

境相。安详圆寂后荼毗时、打开法体灵龛时、诸月供和期供时，无黑

云、无风的五色圆形虹光等，如用心布局一样，无量无边。”

萨桑玛帝班智达也讲到：“伟大善业已圆满，利众圆满寿圆满，安

详逝去极乐国，遍知法王我敬礼。”

祈祷朵波希绕坚赞尊，祈祷朵波希绕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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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王仁慈瓦161

1、名称：仁慈瓦、云努桑波、仁钦慈诚；2、诞生地：宣藏地区1、名称：仁慈瓦、云努桑波、仁钦慈诚；2、诞生地：宣藏地区162162； ； 

3、诞生年份：公元1297年（藏历第五胜生火鸡年）；4、身份：出家3、诞生年份：公元1297年（藏历第五胜生火鸡年）；4、身份：出家

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368年（藏历第六胜生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368年（藏历第六胜生

土猴年）；土猴年）；

简要简要：有云，法王已往：有云，法王已往

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藏地历史传记汇编》

中云：“大遍知朵波巴对谁

也不作回礼，然而说法王仁

慈瓦是真实至尊，应对其顶

礼，从而回礼。大遍知将其

迎 请 到 卫 藏 ， 在 拉 萨 建 造

了‘如我一般’的身像，弘

扬真实义之圣教后，往生极

乐世界。”

祈祷至尊法王仁慈瓦，祈祷至尊法王仁慈瓦，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161　 ཆོས་རེ་རིན་ཚུལ་བ།  chos rje rin tshul ba     

162　 ཡུལ་བྱ་རིང་།  yul bya rd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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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觉囊巴秀利南嘉163

1、名称：释迦比丘秋吉嘉波、秀利南嘉； 2、诞生地：阿里上部朵1、名称：释迦比丘秋吉嘉波、秀利南嘉； 2、诞生地：阿里上部朵

波波164164；3、诞生年份：公元1306年（藏历第五胜生火马年）；4、身份：；3、诞生年份：公元1306年（藏历第五胜生火马年）；4、身份：

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386年（藏历第六胜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386年（藏历第六胜

生火虎年）；生火虎年）；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以大愿力而往生极乐世界。：有云，尊者以大愿力而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觉囊法源·月灯》中云：“尊者七十三岁时，说是出现了寿障，

这时弟子祈请，为了病体康复而举办佛事，由此尊者说道：‘行，八

163　 ཇོ་ནང་པ་ཕོགས་ལས་རྣམ་རྒྱལ།  jo nang pa phyogs las rnam rgyal   

164　 སོད་མངའ་རིས་དོལ་པོ།  stod mnga' ris dol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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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岁之前可以住世。’后来，尊者七十九岁时，身体重病期间，说

道：‘我有把握今年不会死。’八十岁时身体康健，然而却说：‘来年

一定要走。’实际也与此完全相符。尊者撰写了《现观大疏》等诸多著

作，在年寿八十一岁，公元1386年藏历第六胜生四月十一日，清晨日出

之时，往生极乐世界。”

《法王秀利南嘉传·珍宝鬘》中也讲到：“应礼应供应赞之法尊，

秋吉嘉波秀利南嘉尊，从火马年诞生至虎年，八十一年此刹利众生，四

月十一清晨日出时，以其愿力往生极乐刹。年月日之期供倾呈献，信众

当以胜解作祈祷。”

祈祷法王秀利南嘉尊，祈祷法王秀利南嘉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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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噶卓却吉祥贤165

1、名称：根噶卓却、吉祥耶东南达多杰；2、诞生地：阿里下部洛1、名称：根噶卓却、吉祥耶东南达多杰；2、诞生地：阿里下部洛

沃地区沃地区166166；3、诞生年份：公元1507年（藏历第九胜生火兔年）；4、；3、诞生年份：公元1507年（藏历第九胜生火兔年）；4、

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579年（藏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579年（藏

历第十胜生龙年）；历第十胜生龙年）；

简要：简要：（1）传记作者言尊者往生极乐世界；（2）临终前众亲传弟（1）传记作者言尊者往生极乐世界；（2）临终前众亲传弟

子请问尊者去何方净土，对此，尊者回答说去极乐世界；（3）尊者对子请问尊者去何方净土，对此，尊者回答说去极乐世界；（3）尊者对

自己的母亲说，念完三百五十万长寿佛心咒后，母子会在极乐世界相自己的母亲说，念完三百五十万长寿佛心咒后，母子会在极乐世界相

见，之后一边念观音大悲咒，一边去往极乐世界。见，之后一边念观音大悲咒，一边去往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 藏 地 历 史 传 记 汇 编 》 中

云：“此刹有情义利皆圆满，天子

童子使者会聚众，数数迎请前往洛

迦山，出现少许此相我得见。亦即

圣者上师彼欲去普陀洛迦，出现了

如是稀有之相：劣缘我之一夜梦境

中，天空日轮具足光之网，于西山

顶落下而隐没，无余黑暗覆盖全世

界，见到此境痛苦难忍受。又一夜

做了个梦，梦境中见闻不可思议

165　 ཀུན་དགའ་གོལ་མཆོག  kun dga' grol mchog    

166　 མངའ་རིས་སྨད་ཀི་གོ་བོ།  mnga' ris smad kyi gl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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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胜幢、乐音，我自己待在圣者上师的身边，由此问道：‘这是为什

么？’上师什么都没说，显现上心中欢喜。当时也没有想很多，然而现

在想来，是不是圣者上师逝去普陀洛迦的预兆。

之前至尊上师在世时，我曾问到圣者上师去往哪个刹土，我也发

愿去那里，上师回答说：‘我们的至尊前辈们和金刚持等诸上师都去了

极乐世界，所以我要去那里，你也发愿到极乐净土。’另外，之前圣者

上师修了七天长寿法，因此说道：‘出现了我能活到七十三岁的一个相

兆。’藏历狗年一月初一到初八之间也修了长寿法，问道：‘当时出现

了什么相兆呢？’上师说并没出现什么验相。在觉囊听闻长寿法时，上

师对母亲华措说：‘每年念十万遍这个咒，念完三百五十万的话，我们

母子会在极乐世界相见。’看起来事实也都与此所说相一致，因为说是

当时圣者上师三十八岁，并且是在七十三岁时去了他方净土，所以是为

稀有之处。

……

圣者上师于藏历四月初十夜晚，在他人面前，示现稍有不适，尽管

如此，根本没有病痛等，于是大家没有非常担心，然而与译师仁钦桑波

安详圆寂时相同，十七日那天，午座的诸修行次第都完成后，为了表示

自身乃觉沃观世音现为人之形相，复次念修十一臂观音自生修法，并且

在念修长咒‘那摩罗那陀罗夜耶 那摩阿利耶阇迦那萨伽罗钵若扎那须诃

罗舍耶’之时，色身庄严收摄法界而示现圆寂。于彼无间，以士夫手掌

伸曲之短暂时间里，随行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天子、天女迎接，而逝去

极乐世界。我认为是此后再次去普陀洛迦圣地，以六种观照，观照六道

诸有情。”

祈祷根噶卓却吉祥贤，祈祷根噶卓却吉祥贤，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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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尊多罗那他167

1、名称：多罗那他、根噶酿波、扎西坚赞吉祥贤、智作多杰；      1、名称：多罗那他、根噶酿波、扎西坚赞吉祥贤、智作多杰；      

2、诞生地：觉莫喀拉附近勒诃达河畔2、诞生地：觉莫喀拉附近勒诃达河畔168168；3、诞生年份：公元1575年；3、诞生年份：公元1575年

（藏历第十胜生木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   （藏历第十胜生木猪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   

6、圆寂年份：公元1634年（藏历第十一胜生木狗年）；6、圆寂年份：公元1634年（藏历第十一胜生木狗年）；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承认自己将逝去极乐世界，于彼刹土中为万众眷：有云，尊者承认自己将逝去极乐世界，于彼刹土中为万众眷

属转大法轮。属转大法轮。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多罗那他中品密传》中云：“与之前尊者十六岁时梦境中度母、

167　 རེ་བཙུན་ཏཱ་ར་ནཱ་ཐ།  rje btsun ta ra na tha   

168　 ཇོ་མོ་ཁ་རག་དང་ཉེ་བར་ལཱུ་ཧི་ཏའི་ཆུ་བོའི་ཉེ་འགམ་འབྲང་།  jo mo kha rag dang nye bar lu hi ta'i chu bo'i nye 

'gram 'b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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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母、阿弥陀佛三尊的授记相同，也就是‘从今年开始，具足中脉之

行的瑜伽士你，应当舍弃世间八法之风，在多康或南方门隅地区，于多

年之中修行，首先成就自利，然后会在卫藏等地，以修传广大利他。’

又或者不久后有一个授记：‘为了不被当时的障碍所控制，应作疯狂之

行。’结合阿阇黎莲花生的加持后，广利有情，自己的觉证犹如上弦月

一般增上。”

《周游者多罗那他自传·真实宣说宝册——极细无造松缓之行传》

中也讲到：“在这一阶段，黎明时非睡非醒，心识明清的一种状态中，

大地和空中有无量种种身形的人行走，自己和他们一起去了，由此，在

一个红色三角形山谷的中央，有一个心无法容纳的水晶山，它像一个佛

塔般，非常稀有、大小不定，没有间隙而充满，每一个佛塔中还有无量

佛菩萨，他们全部都在问答等，法音轰隆隆，天空降下花雨等众多稀有

之相，十方会集的无量有情，正在作供养故，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诶

（ཨེ）字之上旺（ཝཾ）字住，一切佛之宫殿中，七十二数之如来，俱胝眷

属众围绕，阿弥陀佛极乐刹。’等等，如是念了许多，余下的词句已经

遗忘了。”

《多罗那他秘密略传》中也说：“要转生两个清净身，其中一个

去极乐世界，有万数的眷属；一个去药师佛刹，弟子不多，以财物资具

积累无量福德资粮。之后在种种刹土中，转世三四次左右，行一切地道

后，在名十万日月星光围绕之世界成佛，佛号虚空明点，将结缘的一切

有情直接安置于解脱。有如是之授记。”

祈祷遍知多罗那他尊，祈祷遍知多罗那他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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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宗沃上师赞桑169

1、名称：宗沃上师赞桑、宗沃怙主、晋美桑波、阿旺赞桑；2、诞1、名称：宗沃上师赞桑、宗沃怙主、晋美桑波、阿旺赞桑；2、诞

生地：泽宁玄耶地方生地：泽宁玄耶地方170170；3、诞生年份：公元1847年（藏历第十四胜生；3、诞生年份：公元1847年（藏历第十四胜生

火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火羊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

元1930年（藏历第十六胜生铁马年）；元1930年（藏历第十六胜生铁马年）；

简要简要：众眷属请问尊者去何方净土，回答说先去极乐世界，之后去：众眷属请问尊者去何方净土，回答说先去极乐世界，之后去

任何具五种决定的报身净土，都犹如孩子去父亲家一样，而后伴随稀有任何具五种决定的报身净土，都犹如孩子去父亲家一样，而后伴随稀有

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觉囊法源·月灯》中

云：“尊者七十七岁时，请

了修时轮金刚六加行的仁钦

嘉措等五位喇嘛，另外还有

一位修生起次第的喇嘛，在

这一年念修《大解脱经》，

作了广大功德。并且桑活佛

晋美丹增来到寺庙，求得了

《阿弥陀佛速道》的灌顶，

他 也 为 寺 庙 的 僧 众 赐 予 了    

《六加行摄略引导》，其次

169　 འཛོང་བོ་བླ་མ་མཚན་བཟང་།  'dzong bo bla ma mtshan bzang    

170　  འཛི་ཉིན་ཕོགས་ཀི་བྱ་ཡུ།  'dzi nyin phyogs kyi bya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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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修了一千万阿弥陀佛名号。

……

这段期间，拉泽活佛为尊者献上了长久住世的供养，尊者说道：   

‘我寿量已经圆满，所以没有什么办法了。’如是没有应允住世，这

时活佛又问：‘那么，您的心意专注在哪个刹土呢？’由此，尊者回

答：‘过去是现喜刹土，现在从西方出现红光，融入了我的心间，以此

为缘，带有无量的乐受，心中清晰地现出怙主阿弥陀佛，因此心想去彼

佛刹土。’

……

这时，众弟子祈请说：‘未来为了圣教和众生的义利，还请您的转

世降临。’尊者详细讲述了由于时代不需，他未来暂时不会来，以及现

在具有活佛名称者少有贤善的情形，如是断定以后来了怎样一个说‘我

是宗沃上师’的人，都绝对不是他的转世。

……

之后又在某一个时间里，尊者说道：‘现在我没有不适，一切显现

都是浩瀚清净而度日，并且基光明和母子相融将近，所以之后不会存在

安住禅定等。现在，该给我服用加持物了，给后面来拜见遗体的人们一

些加持物的话，非常好，按照处理尸体的仪轨，对我的遗体做清洗、擦

拭、放置圣文等，这样非常好。’赐予了如是等叮嘱后，当天的傍晚左

右，尊者又说：‘我认为现在按照大悲释迦佛涅槃的方式来做，而后离

世的话，很好。所以，照此来做。’如是作了狮子卧的姿势，说道：‘

看看我的睡姿作好了吗？我的这件旧法衣是根本上师比丘的法衣，所以

上下不要弄错了，盖在我的身上，把其余的衣服脱下。’弟子们按照所

说做了后，最终尊者的补处——心长子丹巴绕吉请问道：‘您去哪个刹

土呢？’回答说：‘我现在去阿弥陀佛的刹土，之后去任何具足五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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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报身净土，都犹如孩子去父亲家一样。你们大家要好好保重。’这

一天太阳落山时，尊者眼珠上翻，念了三声‘贺’后，风内收而色身融

入了法界，示现圆寂。”

祈祷宗沃怙主赞桑尊，祈祷宗沃怙主赞桑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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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阿旺措尼降措171

1、名称：阿旺措尼降措；2、诞生地：泽宁下部拉喀村172；3、诞

生年份：公元1880年（藏历第十五胜生铁龙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941年（藏历第十六胜生

铁蛇年）；

简要：尊者说兜率内院极其稀有，然较此更为稀有的是极乐净土功

德庄严，而后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

《觉囊法源·月灯》

中云：“尊者有《往生极

乐净土四因注释》、《阿

弥陀佛修法仪轨》等总共

六册著作。

……

此 时 ， 尊 者 将 自 己

所有的财物，都用来供养

安住寂静处的诸弟子众念

修《毗卢仪轨》和《不动

佛仪轨》，以此将所有财

物清空后，在自己的卧室

171　 ངག་དབང་ཚོགས་གཉིས་རྒྱ་མཚོ།  ngag dbang tshogs gnyis rgya mtsho    

172　 འཛི་ཉིན་སད་གྲོང་སེ་རབ་ཁ།  'dzi nyin smad grong sde rab 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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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打坐安住定的方式过了几日，然后说道：‘此兜率内院宫殿极其

稀有，然而较此更为稀有的是西方极乐净土的功德庄严。’而后身体端

直安坐，同时双目闭合，在这样的状态中片刻不动而安住，时而为众弟

子讲了世间和出世间之规则需要如何行持的一些教导等。第二天，藏历

十八日，大约过了中午的时候，尊者身体在狮子卧的姿势中，双目直视

的同时，发出了一声‘贺’后，密意收摄法界而示现圆寂。”

祈祷阿旺措尼降措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稀有宝聚论

273

九、阿旺罗桑陈利173

1、名称：阿旺罗桑陈利；2、诞生地：壤塘大寺附近门达宗174；   

3、诞生年份：公元1917年（藏历第十五胜生火蛇年）；4、身份：出

家比丘；5、法脉：觉囊派；6、圆寂年份：公元1998年（藏历第十七

胜生火虎年）；

简要：有云，尊者一生中唯独修往生极乐之因，临终时伴随稀有之

相兆往生极乐净土。

7、传记正文：

《阿旺罗桑陈利善说誊录》中云：“尊者以修行极乐净土为核心，

173　 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  ngag dbang blo bzang 'phrin las   

174　 ཤར་འཛམ་ཐང་དགོན་ཆེན་གི་ཉེ་འདབས་མུ་མདའི་གྲོང་།  shar 'dzam thang dgon chen gyi nye 'dabs mu mda'i 

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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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结合阿旺措尼降措所著《阿弥陀佛修法仪轨》中修行观缘之要点后

念修。供奉无数水、灯之供品，清晨早起、夜里晚睡而入座修行，仅仅

除了用餐的时间之外，一整天中按照众弟子各自的意乐，为他们传法讲

课等，以如是诸多门径，极力精勤积累资粮之方法。每年冬季几天的时

间里，为家乡的群众传讲净土法门，还倡导持念阿弥陀佛圣号。年寿八

十岁左右，为群众传讲净土法时，尊者亲口如是说道：‘你们大多数不

识字，有些识字却不懂内容的意思，这样的话，就像是“心里放的词

句，怀里放的食物”一般，给你们讲一个词句少、含摄要点的。说那是

什么呢？就是：一、有想往生极乐世界的愿；二、心中数数作意极乐世

界的庄严相；三、为了往生极乐世界，通过诸多门径积累资粮；四、三

世一切的善根，都为了往生极乐世界，而以回向和发愿印持。心缘此目

标，一心一意专注修行的话，老和尚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往生极乐世

界。’如是赐予了众多稀有的课后旁述。”

堪布根噶华丹降措所作《至尊阿旺罗桑陈利传》中也说到：“尊

者八十二岁时，一次讲课圆满结束的时候，亲口说道：‘今年，就像是  

“临终念一句观音心咒，等同一匹马的价值”一般，正如《遍知妙道》

当中所说，对于极乐净土器情的功德庄严，特别是阿弥陀佛身语意的功

德等，要广作解说。’尊者在两个月里，根据《遍知妙道》为众弟子讲

解了净土的修法。讲课临近结束的时候，示现生病，因此弟子们祈请尊

者休息，然而说道：‘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把净土修法传讲圆满。’交谈

中说，传法圆满结束后只住世几日，并且说道：‘尤其是修往生之因的

方式，这次讲解《遍知妙道》，对我来说是一个临终时最殊胜修行提

醒。’

……

到了此生所化事业圆满的时候，身体也没有少许病痛之相，双足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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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跏趺坐，双手结定印，双目凝视虚空后，低声念了两次‘贺’，高

声念了一次后，呼吸中断，粗之幻身舍弃在此娑婆世界，意生身去往殊

胜清净刹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面前。”

祈祷阿旺罗桑陈利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藏地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格鲁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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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75

1、名称：罗桑却吉坚赞、班禅罗桑却坚； 2、诞生地：后藏兰珠

甲176；3、诞生年份：公元1570年（藏历第十胜生铁马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662年（藏历

第十一胜生水虎年）；

简要：有云，至尊班禅大师行持广大弘法利生事业圆满后，往生极

乐世界。

7、传记正文：

《吉祥雅勒堪布传承传·雪域文化库》中云：“至尊班禅大师往

昔共同的历代转世中，曾转生为我等导师释迦佛面前的上座比丘须菩提   

175　 པཎ་ཆེན་བོ་བཟང་ཆོས་ཀྱི་རྒྱལ་མཚན།  pan chen blo bzang chos kyi rgyal mtshan   

176　 གཙང་རོང་གི་མཚམས་ལྷན་གི་ནང་།  gtsang rong gi mtshams lhan gyi nang   



格鲁派篇

280

（善现比丘），以及香巴拉的二十五代法胤之首——妙吉祥称等；不共

的转世中，与莲花生大师、无等阿底峡尊者、法王塔波尊者等为一个相

续的次第情形，可从他处了知。

……

至尊从藏历水马年，去作为一切智布顿大师的补处，直至藏历铁

牛年之间，住持养护扎什伦布寺和道场两地，因此，作为夏鲁座主二十

年。之后，在藏历水虎年，也有说至尊住世了一百年，然而这些定是有

密意之说，按照年历的明文记载，是在九十三岁那年的三月十三日黎

明，于卧室‘胜幢高悬’中，色身之日轮收摄西方极乐世界怙主阿弥陀

佛心间，而示现圆寂。”

祈祷罗桑却吉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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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六世班禅·罗桑华丹益希177

1、名称：罗桑华丹益希；2、诞生地：扎西则1、名称：罗桑华丹益希；2、诞生地：扎西则178178；3、诞生年份：；3、诞生年份：

公元1738年（藏历第十二胜生土马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公元1738年（藏历第十二胜生土马年）；4、身份：出家比丘；5、法

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780年（藏历第十三胜生铁鼠年）；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780年（藏历第十三胜生铁鼠年）；

简要：简要：莲花生大师授记至尊往生极乐世界。莲花生大师授记至尊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历代班禅大师传》中云：“三世间利乐之心髓——无等化身至尊

如意宝彼之来源处，即妙观察智的自光现为色身之相，乃称无量光佛的

西方极乐世界之教主，因此，导师阿弥陀佛身语意的无量稀有事业，即

是至尊班禅大师之事业。

177　 པཎ་ཆེན་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ཡེ་ཤེས།  pan chen blo bzang dpal ldan ye shes   

178　  བཀྲ་ཤིས་རེ།  bkra shis rt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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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至尊怙主乃阿弥陀佛之化现，此并非迷信、偏袒、谀词之增

益，而是具足可信之量。莲花生大师所作《南岩授记》中云：‘莲花我

之化身生藏绒，普护藏南门隅群生义，彼处闻法不堕三恶趣。其次一切

众生心入魔，血海旋绕摧坏传法殿，边军魔族鬼类皆遍满，欲界乐尽天

降兵器时，以大悲力回遮霍蒙军，藏地中央大昭神殿中，赐野蛮众灌顶

与加持，开显善趣之道不久后，慈爱一切藏地比丘彼，逝去西方极乐清

净刹。’

……

《邬金莲师授记》中也讲到：‘须菩提之化身生藏绒，与我无别令

藏地喜乐，业尽抵达五浊边际时，遮霍蒙军一切藏地中，出现如云中日

少喜乐，因浊世之众生福德尽，忽然逝去西方阿弥陀佛前。’

……

藏历十一月初一，大总管来到至尊面前，问候身体的状况，第六

天子和章加仁波切，以及两位私人医生前来诊脉，医生说：‘与之前一

样，没有变化。’

……

为了长久住世做了许多佛事，然而，此刹土中亲身之所化事业圆

满，以及为了劝诸常执者修持正法，于藏历铁鼠年十一月初一黄昏之

时，双足金刚跏趺坐，身体正直端坐，双手结定印，安住在甚深的修行

之中，三空次第融入后，一切空性光明胜义谛现前，色身庄严暂时逝于

阿弥陀佛心间而示现圆寂。”

祈祷罗桑华丹益希尊，祈祷罗桑华丹益希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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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七世班禅·丹白尼玛179

1、名称：丹白尼玛；2、诞生地：后藏白朗宗吉雄溪卡1、名称：丹白尼玛；2、诞生地：后藏白朗宗吉雄溪卡180180；3、诞；3、诞

生年份：公元1782年（藏历第十三胜生水虎年）；4、身份：出家比生年份：公元1782年（藏历第十三胜生水虎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53年（藏历第十四胜生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53年（藏历第十四胜生

水牛年）；水牛年）；

简要：简要：有云，手捧种种不可思议稀有供品的迎接者，将至尊迎请至有云，手捧种种不可思议稀有供品的迎接者，将至尊迎请至

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历代班禅大师传》中云：“由于至尊身体稍有疲累等，面色较

从前失去少许光泽，有了一些皱纹，然而当时鼻中粗息的运行融入中脉

179　 པཎ པཎ་ཆེན་བསྟན་པའི་ཉི་མ།  pan chen bstan pa'i nyi ma   

180　  སྐིད་གཤློངས་གཞིས་ཀའི་ཐློག  skyid gshongs gzhis ka'i th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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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忽然成了犹如上弦月一般，整个身体都像是变成了具光身的妙龄天

子，容光焕发，并且头顶也稍微凸起，身体的肌肉丝毫也没有萎缩、干

皱等，过去身体的皱纹，仅仅是头发尖百分之一的量也全部都消失无

余，示现了如此令人无法直视的光身。与此同时，大殿里大白伞盖佛母

的手帜——白伞，没有出现任何能使其损坏的前提而自然断裂。宫殿上

方，会聚了诸多供品形相的稀有彩云，并且虹光明亮、洁白，犹如长矛

矗立一般照射，以上均为众多寻伺者共同所见。有些人还见到宫殿上方

犹如搭建了蒙古包的形相，还有一些人见到竖立了极高的胜幢。之后，

大约过了中午的时候，至尊的头稍微前倾，焕发的容光也收摄，头顶变

回和之前一样，从左右的鼻孔中降下大束红白菩提，等等。伴随着这些

相兆，在旧色身之宝箧中，犹如云中闪电般生起了道位的受用圆满身，

迎接者手捧种种不可思议供品，至尊刹那间逝去极乐世界。”

祈祷班禅丹白尼玛尊，祈祷班禅丹白尼玛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印汉藏大德往生极乐世界传 ·稀有宝聚论

285

四、第八世班禅·丹白旺修181

1、名称：丹白旺修；2、诞生地：后藏托布加的竹仓村1、名称：丹白旺修；2、诞生地：后藏托布加的竹仓村182182；3、诞；3、诞

生年份：公元1854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虎年）；4、身份：出家比生年份：公元1854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木虎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82年（藏历第十五胜生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82年（藏历第十五胜生

水马年）；水马年）；

简要简要：有云，至尊伴随空行迎接等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有云，至尊伴随空行迎接等稀有之相兆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历代班禅大师传》中云：“至尊第八世班禅大师，藏历十四胜

生木虎年，从极乐净土清净观照故，对于种性、地域等五观照善作观察

181　 པཎ་ཆེན་བསྟན་པའི་དབང་ཕྱུག  pan chen bstan pa'i dbang phyug    

182　 ལང་འགློ་ཞེས་པ།  lang 'gro zhe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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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自性法身中刹那也不动的同时，应化人形相之色身，为行广大众

生之义利，再次示现入胎。

……

一段时间中，色身坛城临近收摄法身大乐之界时，之前在布热地方

沐浴完毕后，回程的路上到了玄塔雄，过去的痰湿病复发，示现身体稍

有病痛，路途上所骑的马匹骚乱，并且在噶拉地方为大众赐予了开许灌

顶的缘故，像是令身体紊乱的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身体非常疲乏，之前

藏历八月期间，彗星出现，如是等一些恶相出现作为缘，身边的弟子们

也非常担忧。

……

有云，对于获得生死自在的佛菩萨之化身等，需要祈请不入涅槃

和做长久住世的佛事。如是所说，随侍的弟子们猛烈地祈请至尊长久住

世，并请问道：‘做什么令身寿坚固的佛事比较好，请至尊观察，非常

感恩。’至尊回答说没有大碍，但是需要做这样那样的佛事，如此开许

做了许多长久住世的佛事。

……

藏历七月八日开始，让自己的弟弟朗读众生怙主法王八思巴、永

顿查尊者等众多上师传记中唯独逝去他方净土的那部分，并且问私人医

生说：‘十五日是哪一天？’等等，如此说了一些不再住世的话，然而

由于之前至尊已经答应住世，身边的弟子们当时便没有丝毫疑虑。本

月十四日午后，宫殿顶上一束洁白的虹光明亮照射，此外当时的云也

很低，分成一片一片，运行匆匆，周围是五色虹光围绕，出现了如此

景象。这就是众多空行从清净刹土前来迎接，已到至尊面前的虚空之

中。第二天十五日午后，忽然像是身体里风病的缘故，说话声音渐低，

双目半闭，在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细微的呼吸也没有了，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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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们像是失去心脏一样痛苦难忍，立刻拿出曼扎和三宝所依，祈请

说：‘之前您已经承诺住世，不可改变，请您从这个凡庸的病情中迅速

脱离，不久要能回到道场。感恩您！’如是泪水直流而殷重地悲号祈

请。于此无间，至尊的眼睛忽然张开，像是再次恢复意识一般，对身边

的弟子们说道：‘不要担心。’如是赐予了很好的安慰，并且对在身旁

的南嘉开玩笑地说道：‘我差点死在了出生的地方啊。’南嘉立刻起

身顶礼，回禀说：‘虽然如此，但正如之前所应允的那样，从凡庸的

疾病中迅速康复了，您能够回到道场，无论如何，非常感谢。’至尊

说道：‘现在会好的，完全不用担心。’身边的弟子们都立刻会聚一

起，来自道场的尊贵客人们带着救护的三宝所依做了祈请，至尊回复

道：‘这次由于身体细微的风病，出现了这么一个病情，此外现在已经

完全没问题了，你们不用担心，很快就会见面。’如是情形，即是殊胜

转世活佛迅速再来后，会与当时身边大多数弟子相见的授记。这时，

在平凡人的面前，至尊病情严重，回到卧室的里间都备受辛劳，然而

平时的诸修行次第，一天也没有间断，非常精进。之后殊胜至尊上师

到了二十八岁，藏历水马年七月十五日傍晚左右，与导师释迦佛在拘

尸那城示现涅槃相同，呈狮子卧，安住于修行之中，内的现证三空次

第显现，在第四空光明境界之中逝于阿弥陀佛心间，而示现圆寂。”

祈祷班禅丹白旺修尊，祈祷班禅丹白旺修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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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谷蒋华根登降措183

1、名称：蒋华根登降措；2、诞生地：康区东谷地方1、名称：蒋华根登降措；2、诞生地：康区东谷地方184184；3、诞；3、诞

生年份：公元1754年（藏历第十三胜生木狗年）；4、身份：出家比生年份：公元1754年（藏历第十三胜生木狗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格鲁派；丘；5、法脉：格鲁派；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圆寂后往生极乐世界。：有云，尊者圆寂后往生极乐世界。

6、传记正文：6、传记正文：

《历代东谷尊者传》中云：“尊者诞生的无间，注视天空，露出许

多欢喜的神态，因为出现了梵天、帝释天为其沐浴等的境相。

……

公元1773年藏历水蛇年，尊者二十岁时，去到了正在耶热象德钦热

183　 སྟློང་འཁློར་འཇམ་དཔལ་དགེ་འདུན་རྒྱ་མཚོ།  stong 'khor 'jam dpal dge 'dun rgya mtsho   

184　 ཁམས་སྟློང་འཁློར་ས་ཆ།  khams stong 'khor sa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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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地方的第六世班禅大师罗桑华丹益希面前，在阿弥陀佛于此娑婆世界

释迦佛之刹土中示现的色身庄严，胜伏一切诸方的至尊班禅大师处，得

受比丘近圆戒，成为一切圆满圣教之法主。

……

之后没过多久，示现生病，迅速聚集的大众为尊者做了佛事等，然

身体未能康复，从而身体正直端坐，双足金刚跏趺坐，双手结定印，三

空次第融入后，与一切空胜义谛无二安住的大乐智慧现前，最终仅仅如

大力士手臂伸展弯曲的片刻间，智慧化现的少年，逝去阿弥陀佛座前，

而示现圆寂。”

祈祷蒋华根登降措尊，祈祷蒋华根登降措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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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旺多杰吉祥贤185

1、名称：拉赞多杰、阿旺多杰；2、诞生地：雅降曲玛1、名称：拉赞多杰、阿旺多杰；2、诞生地：雅降曲玛186186；3、诞；3、诞

生年份：公元1720年（藏历第十二胜生铁鼠年）；4、身份：出家比生年份：公元1720年（藏历第十二胜生铁鼠年）；4、身份：出家比

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03年（藏历第十三胜生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03年（藏历第十三胜生

水猪年）；水猪年）；

简要简要：有云，尊者往生极乐世界。：有云，尊者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藏地历代智成就者传》中云：“我等具德圣者上师智成就之自

在者至尊阿旺多杰吉祥贤，诞生于藏历十二胜生铁鼠年，雅降曲玛名为

卓谷扎西康萨的地方，一个种性贤善之家，父亲是扎波，母亲是却吉，

185　 ངག་དབང་རློ་རེ་དཔལ་བཟང་པློ།  ngag dbang rdo rje dpal bzang po     

186　 བཞད་ལྗངས་ཆུ་སྨད།  bzhad ljangs chu s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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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取名为拉赞多杰，并且在噶当彭措寺中，跟随自己的舅舅学习读书

识字。十三岁时，进入到雅扎西根培寺的僧人行列，在香巴根登雅培阿

阇黎面前剃度，取名为根登多杰。次年，在扎西根培寺的阿阇黎——拉

罗文波秋吉阿旺达波面前，受近事男戒、沙弥戒，此时改名为阿旺多

杰。三十一岁，藏历铁马年，由至尊噶杰上师罗桑秋培作为阿阇黎和

羯磨师，在具数的僧众面前，受近圆戒。从次年尊者三十二岁开始，

直至八十四岁之间，大多数时间里，身语意三门都远离散逸，安住寂静

地闭关，这期间时而在至尊噶杰上师、至尊罗桑华丹益希、至尊阿旺玄

巴、永增益西坚赞、至尊罗桑丹巴达吉等面前，求得了《菩提道次第广

论》、《上师供·乐空无二》、《深道大手印》，《密集金刚》和《大

威德》的灌顶，生圆二次第的引导，以及所需的开许灌顶和传承等，所

有甚深要义皆圆满通达。三戒的制罪上，没有被堕落罪所染污，如果有

细微佛制罪的染污，也以各自的还净，立刻清净，在这样的状态中，专

注完成修行。因此，对于出离心、菩提心、清净见、深道生圆二次第在

内，无有勤作的觉受达到究竟，并且对于众有缘弟子，赐予了体悟上的

深刻心授。特别是犹如心之醍醐一般的三册大作，对于我们来说，即父

亲所赐之礼。最终，年寿八十四岁，藏历水猪年六月四日傍晚，犹如商

主取宝一般，在大的喜乐中示现圆寂，像是流星飞逝一样往生西方极乐

世界。”

祈祷阿旺多杰吉祥贤，祈祷阿旺多杰吉祥贤，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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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谷罗桑朵杰益西丹白坚赞187

1、名称：罗桑朵杰益西丹白坚赞；2、诞生地：德格王属下岭界上1、名称：罗桑朵杰益西丹白坚赞；2、诞生地：德格王属下岭界上

部部188188；；3、诞生年份：公元1806年（藏历第十三胜生火虎年）；4、身3、诞生年份：公元1806年（藏历第十三胜生火虎年）；4、身

份：出家比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52年（藏历份：出家比丘；5、法脉：格鲁派；6、圆寂年份：公元1852年（藏历

第十四胜生水鼠年）；第十四胜生水鼠年）；

简要简要：尊者临终时，现见极乐净土功德庄严后，往生极乐世界。：尊者临终时，现见极乐净土功德庄严后，往生极乐世界。

7、传记正文：7、传记正文：

《历代东谷尊者传》中云：“藏历十六日黎明，尊者专注发愿后服

用了一些舍利和加持圣物，广的念修了甚深迁识之窍诀，以及阿弥陀佛

圣号等，又念了‘贺’等后，说道：‘现在以三宝的大悲，观缘也清楚

187　 སྟློང་འཁློར་བློ་བཟང་མདློ་རྒྱུད་ཡེ་ཤེས་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stong 'khor blo bzang mdo rgyud ye shes bstan pa'i 

rgyal mtshan

188　 སེ་དགེ་རྒྱལ་པློའི་མངའ་འློག་གིང་ཁམས་སྟློད།  sde dge rgyal po'i mnga' 'og gling khams st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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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现了，怙主阿弥陀佛的孔雀宝座和怙主阿弥陀佛都已清晰现前。’

又讲述了面见至尊度母的情形，以及灵骨用来做擦擦像等最后的遗教。

尊者身穿三法衣，右肋而卧，如往昔导师释迦佛的传记一般，为具有常

执的诸所化，教导说‘一切有为法即是如此’之故，年寿四十七岁，公

元1852年，藏历第十四胜生水鼠年一月十六日太阳升起之时，在一切

空光明的境界中一缘安住，色身庄严收摄法界而示现圆寂，往生极乐净

土。”

祈祷益西丹白坚赞尊，祈祷益西丹白坚赞尊，

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加持我等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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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文

如是无数刹土之诸佛，

菩萨缘觉声闻凡夫众，

归属即是极乐佛国故，

一切刹土之中最胜刹。

此生依止深广殊胜道，

告别充满怖畏三有城，

脱离业惑幻身网无间，

往生净土行者极安乐。

此即阿弥陀佛之大愿，

此即释迦世尊之善说，

此即法王上师之事业，

此即自身一生之修行。

一切经续密意之究竟，

印汉藏各法脉之要义，

归摄于此修习净土故，

莫以琐事失去此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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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寿命犹如瀑布流，

刹那不住不断走向死，

无常生命难成众多事，

专心勤修净土非妙哉？

自他皆不超越生际死，

死后去往何方勿不定，

易修若修利益极大故，

发愿往生净土二利成。

诸位圣者士夫如鹰鹫，

逝去西方极乐之净土，

我等劣众至今由业惑，

流落三有城故生厌患，

遍知智慧眼目不舍弃，

殊胜大慈大悲力观照，

犹如疼惜呼唤子之母，

请接引至极乐阿弥陀！

愿编此传清净善根聚，

某时断命舍弃此身时，

往生怙主弥陀之净土，

现前成就普贤大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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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今无论生命余多少，

不被业惑罪力所驱使，

一切昼夜修习信愿行，

成就往生净土之胜道。

愿此生之现相隐没时，

内心欣喜安详命终后，

勇士空行迎接境况中，

往生极乐世界之善缘。

愿宝莲花胎中须臾间，

殊胜化生诸根皆圆满，

面见怙主尊容闻其音，

获得殊胜菩提之授记。

愿以弥陀大愿所成就，

我之信愿胜解缘起力，

无量方便智德皆自在，

苦海救拔秽土之众生。

愿诸有情周遍刹土中，

乃至我之化身亦周遍，

方便智慧神变庄严戏，

片刻能度群生至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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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我一切生生世世中，

一父法王上师所摄受，

乃至虚空皆尽菩提行，

勇猛精进饶益六道众。

愿我下至呼吸尚存时，

须臾之间亦不作虚度，

凡作有利圣教与众生，

一切生世之中具大义。

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

法性不变真谛之加持，

僧众不退意乐之加持，

如是回向发愿悉成就。

敬礼三宝！

达雅塔 班赞哲雅 阿哇波达呢娑哈

此乃于一父大恩根本上师圣者法王如意宝的殊胜道场、成千上万智成就者的根

源、大密虹身成就寂静圣地——吉祥色达喇荣佛教大都市，极乐小组汇编圆满。祈愿

以此善根，成为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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