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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道论

—— 宗喀巴大师 造

顶礼诸至尊上师!

我随己力而宣说，欲解脱者之津梁，

诸佛经典精华义，一切菩萨所赞道。

不贪三有之安乐，为使暇满身具义，

勤依佛悦之正道，具缘者当喜谛听！

无有清净出离心，求有海乐无寂法，

贪执世间束缚众，故当首先寻出离。

人生难得寿无常，修此可断今生执，

无欺业果轮回苦，修此可断后世执。

修后于诸轮回福，刹那不生羡慕心，

日夜欲求得解脱，尔时已生出离心。

倘若于此出离心，未以菩提心摄持，

不成菩提乐因故，智者当发菩提心。

思为猛烈四瀑冲，难挡业索紧束缚，

困于我执铁网内，无明黑暗所笼罩。

辗转投生三有中，不断感受三大苦，

成此惨状诸慈母，是故当发殊胜心。

不具证悟实相慧，纵修出离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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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能断三有根，故当勤证缘起法。

谁见轮涅一切法，永无欺惑之因果，

灭除一切所缘境，此人踏上佛喜道。

何时分别各执著，无欺缘起之显现，

远离所许之空性，尔时未证佛密意。

一旦无有轮翻时，现见无欺之缘起，

断除一切执著相，尔时见解即圆满。

了知以现除有边，以空遣除无有边，

缘起性空显现理，不为边执见所夺。

如是三主要道论，自己如实通达时，

当依静处而精进，速修永久之佛果。

《三主要道论》讲记一

为修持成佛要发殊胜菩提心！

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

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

今天，我们学习《三主要道论》。这是宗喀巴大师

造的论典，它主要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出离心，然后

是菩提心，最后是般若空性智慧。

《三主要道论》虽然是黄教祖师的论典，但在雪域

藏地，各教都很推崇。因为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智慧

这三方面是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是修行上的三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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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精通这三方面，一定能解脱成就，否则不可能达到

究竟圆满的境界。

顶礼诸至尊上师！

开头就是敬礼，为什么要敬礼呢？敬礼有什么意义

呢？敬礼最起码是一种行为规范，就像我们到了一个地

方，应该有礼貌地与周围的众生沟通，这样才能顺利。

这方面，大家要注意学习和实践。

我经常告诉大家，佛法的成就是从恭敬心和信心中

得来的。敬礼是体现恭敬心与信心的标志，是培养恭敬

心与信心的手段。在佛法修行中，有一分信心就得一分

成就；有十分信心就得十分的成就；若是没有信心就不

可能有任何成就。一定要培养对上师三宝真正坚固的信

心，这是最重要的！

敬礼也是作者具足德性的一种展现，是宗喀巴大师

修行境界、学识水平的反映。越是大成就者，他的恭敬

心和信心就越足。通过这些细节，能看出作者的德行！

敬礼在这里还启示我们，恒时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

这样我们才能够修行顺利，心想事成，得到成就。这是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成功的窍诀。

“敬礼诸至尊上师”。为什么是敬礼上师而不是敬

礼佛菩萨呢？因为上师是十方三世诸佛的总集。在功德

方面，上师与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没有丝毫的差别；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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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德方面，上师的恩德要远远超过诸佛菩萨。正因为

如此，在这里是敬礼上师，而不是敬礼诸佛菩萨。其实

历代圣贤的成就都来源于上师，敬礼上师是殊胜的修法，

是修行成就的捷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对上师

的恭敬。

我随己力而宣说，欲解脱者之津梁，

诸佛经典精华义，一切菩萨所赞道。

这部分内容是立誓。古往今来的祖师大德都不会轻

易的立下誓言，但一旦立下誓言纵使失去生命也不会放

弃。所以，誓言不是随随便便立的，立誓言也可以反映

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立誓也是对事情本身价值的一种

保证。立誓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窍诀，在面对必须完成

的事情时，可以通过立誓言来促使自己早日完成。

誓言是一种愿力，愿力是不可思议的。“一切唯心，

万法唯识。”我反复强调，发愿、发心很重要，愿力不

可思议，愿力也是一种定。现在，你们在修学过程中经

常会发一些愿，但是有时做不到，或是一遇到对境的时

候就改变了。这样子的话，根本没有体现出愿力的作用。

愿力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力量，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

不能轻易地发愿，一旦发愿，就要坚持到底！时时刻刻

保持这样的相续，这就是一种定，这是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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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己力而宣说”，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佛法，我

不一定能阐述明白；但是我会尽力的宣说。这其实是宗

喀巴大师的谦虚！宗喀巴大师是公认的大成就者，是格

鲁派的开山祖师，是授记中的“第二佛”。由他来宣讲

三主要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从这里我们应该明白，所

有的大成就者都是谨慎和谦虚的，是不会自赞自大的。

这一点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时

候会宣说自己的境界与觉受，这样很容易傲慢和偏执。

我们要时时处处保持谦卑，向大德们学习，成就谦谨的

美德。

“欲解脱者之津梁”。三主要道也就是出离心、菩

提心、证悟空性的智慧，是一切修行者的必经之路。

“诸佛经典精华义”是说《三主要道论》是佛法、

佛经的精华。佛陀的全部经典浩瀚如海，光是看一遍不

大可能成就；而《三主要道论》是所有佛义的精华，究

竟成就了本论，就是成就了三藏十二部所有的佛典！

出离心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区别所在，若是没有

出离心，无论你修大中观、大手印，或是大圆满都不可

能取得最终的成就。这些法本身都是最高的法，但是如

果在你的相续中没有出离心，所以无论修持什么法，最

多只能取得人天的福报，得到世间的成就，不可能超出

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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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菩提心，它是大乘、小乘的分水岭——大乘

所有的法都是建立在菩提心上的。

空性智慧就是讲断除我执我爱。它有两种：一种是

人我执，另一种是法我执。空性智慧也是般若智慧，小

乘也有般若智慧，即人无我的智慧。

我们大圆满的九乘次第，事实上就是三主要道。我

们现在修加行，四外加行是为了圆满出离心；皈依和发

心是用来培养菩提心；金刚萨垛、供曼茶、上师相应法

是证悟空性的修法。所以，三主要道是一切佛法的精集，

是一切菩萨所赞道的，是一切上师、佛菩萨共同赞叹、

倡导、宣说的珍贵窍诀。

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吉祥圆满，扎西德勒！

《三主要道论》讲记二

为修持成佛要发殊胜菩提心！

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

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三主要道论》。

它是宗喀巴大师写的，也是宗喀巴大师所有的著作当中

最最重要、最最珍贵的一部论典。它的内容主要是三要

道，指的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和证悟空性的智慧。就是

昨天讲的所有佛法的核心，也可以说是所有佛经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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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掌握这三个要义，我们就一定能达到解脱成佛

的目的。如果没有抓住这三个核心，你在表面上即使做

得再多，学修再精进，也不会得到任何成就。所以说这

三个核心非常重要。

不贪三有之安乐，为使暇满身具义，

勤依佛悦之正道，具缘者当喜谛听!

昨天讲的是立誓言，今天讲劝说。就是宗喀巴大师

劝请有缘的众生来谛听、学修这个法。在这里，不是劝

请所有的众生，也不是劝请所有的人，而是劝请有缘的

众生。其它的众生也可以说不是有缘的众生，在这里也

没有劝请他们来谛听。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宗喀巴大师有分别啊？是不

是舍弃众生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经常讲，佛度有缘

人，无缘的众生不会得到法益。所以在这里，主要讲具

足缘分，尤其强调与此法有缘分。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算是有缘分的众生呢？要具备三个条件的修行者或者

信徒，才可以学修这个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

的人和这个法有缘，这个法才能和他的相续相应，否则

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那什么是有缘的众生呢？要具备“不贪三有之安

乐，为使暇满身具义，勤依佛悦之正道”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不贪三有之安乐”。三有就是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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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无色界，也叫三界。属于三有的法都是世间法，

“不贪三有之安乐”就是不贪世间的安乐与利益。如果

对世间法有粗重的贪欲，或者有严重的贪念，就不能学

修佛法，也不能来谛听这个法，更不能真正学修这个法。

对世间的贪欲、贪念，是修行上最大的一种障碍。

现在很多人为了世间这些暂时的利益，东奔西走，奔波

忙碌，根本没有空闲来谛听、学修这个法。因为他对世

间的贪念、贪欲心太重了，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名

闻利养等等这些世间法。很多人都是这样，根本没有心

思修行，也没有这个空闲，所以，这样的人再劝请也没

有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里要驱除这个障碍。真正

想谛听、学修这个法，真正想得到解脱与成佛，一定要

断掉对世间的贪念，不能太贪恋世间这些名闻利养等暂

时的利益。

其实这个说难也难，对于我们这些凡夫来说很难。

但是说不难也不难。我们现在还是不明理，还是不知道

事实的真相。若是真正明白了，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一样，我们真正有发心、有修行，世间的这些利益，不

用特意求，也不用特意修，自然而然就会有。我们的发

心、修行就像火，你把火点上，世间的利益就像灰，自

然而然就有。所以说对世间不能有太多的贪念，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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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种特别粗重的贪欲。这个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是“为使暇满身具义”，让暇满的人身具足

意义。大家要真心思维，人身非常难得，不是一般的难

得。我们既然得到了就要珍惜，不懂得珍惜人身的人，

不懂得珍惜暇满人身的人，不是此法的法器，也不是有

缘的众生。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真的懂得暇满人身珍贵，这样的人才是此法的法器，

才算是有缘的众生。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暇满人身，还

不了解它真正的作用，不知道它的珍贵，也不会启发它真

正的本能。所以我们现在不学修佛法，以吃喝玩乐来虚度

这个人身，以这个人身来承办世间暂时的利益。——就像

拿真正的如意宝来做一些无益的事情，拿金子换馒头，拿

珍宝换牛粪一样。这是最愚笨的人，也是最可惜的人。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人身，以人身来承办解脱的

利益，承办众生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珍惜人身。懂得

珍惜人身的人才是具有缘分的人。

在这里，宗喀巴大师也是劝请这样的众生来谛听这

个法，来学修这个法。这样的话一定能得到法益，一定

能够解脱，能够成佛。

第三个就是“勤依佛悦之正道”。对正法、对佛法

有欢喜心，有坚定的信心，这是佛悦。佛悦之正道是什

么？就是让我们解脱的方法，就是让我们通达彼岸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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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就是佛法，就是正法。若是没有希求正法的心，对

佛法没有坚定的信心，就不是真正的法器，也不是此法

的法器。所以在这里没有劝请这样的人来谛听！

因为没有缘分、没有福报、没有根基的人来谛听、

来学这个法，没有用，没有意义。他们不能得到佛法、

修法的利益。这样不但没有功德，反而还会有一些罪过。

因为他们也不懂这些道理，对此法也没有信心，还容易

生起邪见；或者容易对此法进行诽谤。这样还不如不让

他们来谛听，还不如不让这样的人来学修。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能具备这三个条件、具备这三

个功德的人，才是此法真正的法器，才是真正具足缘分

的有缘众生。

在这里我们要反省，要考虑，要观察：自己是不是

此法的法器？是不是有缘的众生？今天我们虽然来到这

里，在表面上听闻、学修这个法，实际上有没有具备这

三个条件？如果没有具备这三个条件，如果你的相续还

没有成熟，因缘还没有具足，你不会得到此法的法益，

也不会得到这些功德和利益。

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若是自己真的还没有

成为此法的法器，没有真正成为有缘的众生，我们应该

想尽办法，尽快让自己变成此法的法器，让自己成为与

此法有缘的众生。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法益，这样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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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正的利益和功德。不要怀疑此法，都要反省自己，

观察自己。

接下来正式讲《三主要道论》。《三主要道论》第

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菩提心，第三个是空性智慧。

证悟空性的智慧也可以说是般若智慧。

第一个，出离心。首先是发出离心之理由，我们为

什么要在自己的相续中建立出离心呢？

无有清净出离心，求有海乐无寂法，

贪执世间束缚众，故当首先寻出离。

“无有清净出离心”。若是在自己的相续中没有建

立真正的，清净的出离心，没有千真万确的出离心，无

法能够逃脱三界。

“求有海乐无寂法”。“寂”是寂灭、灭尽，或者

说是断掉。“海乐”是苦海的安乐。也就是属于轮回的，

也可以说是人天、世间的这些安乐与福报，无法能够灭

尽或是断掉对世间的贪欲或者欲求。

“贪执世间束缚众”，若是没有断除对世间的贪念

与贪着，就不能解脱。对世间法的贪念，令我们在轮回

中流转，并感受无穷无尽的痛苦。若是没有出离心的话，

无法能够断除、灭尽对世间的贪执。若是没有断除对世

间法的贪执，不能解脱束缚，不能解脱痛苦，也不能脱

离轮回。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首先在自己的相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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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出离心。

我经常跟大家讲，若是没有出离心的基础，没有出

离心的摄持，我们所修的法再高也没有意义，都属于是

世间法，不会得到任何成就，只能得到人天的一些安乐

与福报，无法能够逃脱轮回、解脱痛苦。所以对于一个

修行人，对于一个渴望解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

要的大事。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认真学修出离心，先发清

净的出离心，然后再进一步学修其它的法。这才是有次

第的修行，才能真正得到法益，才能真正解脱、成佛。

这就是要发出离心的理由。

人生难得寿无常，修此可断今生执，

无欺业果轮回苦，修此可断后世执。

第二个是生起出离心的方法。在这里讲的跟我经常

给大家讲的一样，出离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发出来的，

也不是你想发就能发出来的。不管是出离心、菩提心，

还是证悟空性的智慧，都是通过正确的方法修出来的。

有的人说：“我也想发出离心，但是实在发不出来；

我也想把这些贪念都断掉，但实在断不掉。”是啊，如

果没有一个正确、善巧的方法，不可能发出出离心，也

不可能断掉贪念。

那什么是正确的方式、方法呢？就是修习人身难得、

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因果不虚这些共同四外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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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共同四外加行呢？因为这是显、密共同的教法，

也是大、小乘必修的教法。

你彻底懂得了人身的价值，懂得了诸法的本性是无

常的，尤其懂得了寿命是无常的；然后了解了轮回，知

道轮回里只有痛苦没有安乐；最后明白了佛讲的三世因

果“前生不修今生苦，今生不修来世苦；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这些道理，才会产生真

正的出离心。

刚才宗喀巴大师讲了，你懂得了人身的价值，懂得

了诸法无常、寿命无常的这个道理，才可以断掉对今生

的贪执。你懂得了什么叫暇满的人身，懂得了暇满人身

真实的意义，然后你不会再去贪着、追求这些暂时的利

益，也不会再去承办这些暂时的利益。你一定会抓紧时

间、全力以赴地学修佛法，依靠暇满的人身让自己在今

生彻底了脱生死，了脱所有一切的痛苦。这样，就能断

除今生的贪执。

如果你懂得了因果不虚的道理，即使今生受再大的

痛苦，你也不会觉得痛苦。因为你是懂得因果的人，你

是深信因果的人，这些都是自作自受——也可以说是消

业、还债的一个机缘。你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你不会

觉得苦，也不会觉得累，也不会再贪执世间的这些安乐，

或者人天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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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知道六道轮回充满了痛苦，离不开痛苦的本性，

超不出痛苦的范围，没有丝毫安乐。你懂得并深信了这

个道理以后，你不会再想得到人天、世间的这些安乐。

佛讲轮回如苦海，轮回如火坑。你把这个道理彻底弄明

白，真正深信了以后，不可能再对这个有贪执，这样才

能断除对世间的贪执，才能产生真正的出离心。

现在很多人虽然也学佛修行，但是连最基本的条件、

最基础的修法都没有，出离心也没有生起来；然后就念

佛求往生，打坐修禅，念咒修本尊。这都是一步登天，

不可能成就的。因为不明理，修行不按次第，不依教奉

行，不如理、不如法。虽然学佛修行很多年，但是没有

丝毫变化，没有一点点的进步，这就是盲修瞎炼么！

所以，如果真心想解脱、真心想成佛的话，首先一

定要在自己的相续中，建立清净的、稳固的、没有丝毫

虚假的出离心。有时候我们也有一点点出离心，但都不

是真心实意的，不是从骨髓里发出来的出离心。这样不

管用，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心态没有太大的转变，命

运没有太多的改变。

真心渴望解脱的人，首先一定要发出离心，一定要

好好修出离心，一定要修出清净的出离心，然后再进一

步地学修。这样基础才扎实，才稳固，这样才能够达到

我们最终的目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吉祥圆满，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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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道论》讲记三

为修持成佛要发殊胜菩提心！

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

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下《三主要道论》，

这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一个论典。这个论典虽然词句很

少，很短；但它的内容非常深奥，也可以说包含了所有

经典的精华。“三主要道”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必须

要过的三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关，所以，我们若是真心

想解脱，真心想成佛，首先一定要明白这三个道理，一

定要掌握这三个要义，一定要在相续中建立这三个正知

正见。

第一个是出离心。我们为什么要发清净的出离心

呢？因为如果没有出离心，就不能超出三界，就无法摆

脱轮回之苦。所以，如果真心想解脱，首先就要在自己

的相续中建立清净的出离心，然后再进一步学修菩提心

与空性智慧。但出离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相续中产生

的，而是通过正确的方法修出来的。若想在自己的相续

中产生出离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修习四外加行——人身难

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因果不虚。只有懂得了佛讲

的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并对这些道理产生了真正定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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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才能产生出离心。

这些道理，我们也明白一些，也会说一些，在表面

上也算是很精通。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真正地体会到，也

没有产生真正的定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在相续中产

生出离心也非常困难。因为这些前提、基础的修法，修

得还不是很扎实，也不是很精通。

宗喀巴大师讲的，生起出离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修习

四外加行。只有把四外加行彻底弄明白了，对这些道理

有甚深的感受和体会了，才能产生真正的出离心。这是

唯一的方便之路，也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不会有

更好的渠道，不会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学习《三主要道

论》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这些道理有一个甚深的感

悟、体会，将它们印刻在自己的相续中。

我经常强调四外加行，因为若是没有修好四外加行，

不能产生出离心。若是没有出离心的基础，不能超出三

界，也不能摆脱轮回的痛苦；若是没有出离心的基础，

没有出离心的摄持，无论我们所修的法再高，在表面上

再精进，也不会有任何成就。

我为什么经常强调这些，为什么这次也是不止一次

地、反复地强调这些呢？因为这个问题很突出，也很普

遍，尤其是在内地。有很多人尽管也在学法修行，但是

因为都没有真正地学修这些最基础的法，所以始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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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修法的利益，导致很多人开始怀疑佛法，开始灰心

退步了。原因就是不明理，修法没有次第。

所以，大家一定要思维、观察，一定要抓住这个最

突出的问题，解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仔细思维

观察：在自己的相续中有没有产生出离心？自己虽然也

在学佛、修行，但是有没有按佛理、按次第学修？有没

有明白、掌握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这很重要。

“出离心生起之量。” “之量”就是衡量，就是怎

么衡量在相续中是否产生出离心。我们都知道首先要修

出离心，都知道如果没有出离心的基础与摄持而盲修瞎

炼的危害，我们也知道修出离心的方法。但是，怎么衡

量在自己的相续中是否产生出离心呢？

修后于诸轮回福，刹那不生羡慕心，

日夜欲求得解脱，尔时已生出离心。

宗喀巴大师在这里讲，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

一个是从轮回的角度，对世间法，对世间的安乐、名闻

利养——名誉、声望、财富、地位等人天的福报，对自己

的家人、儿女、亲朋好友，有没有贪恋、贪着之心？若

是没有这些贪心，可以算是有出离心。另外一个，从佛

法的角度，就是有没有真心实意地追求解脱。

“刹那不生羡慕心”。对世间法，对世间的福报，

对人天的安乐，没有丝毫的贪恋之心、羡慕之心、欲望



- 18 -

之心，日日夜夜都在追求解脱，寻求解脱。

“尔时已生出离心”，到这个时候才算是有出离心，

才可以说是在相续中产生了出离心。这两个条件：一个

是对世间法、对人天的安乐没有丝毫的贪恋之心；第二

个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寻求解脱。这两个条件都具足

了，才算有出离心了。这是衡量自己的相续中是否有出

离心最标准、最明确的方法。

倘若于此出离心，未以菩提心摄持，

不成菩提乐因故，智者当发菩提心。

接着，就是发菩提心，首先是发菩提心的理由。我

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因为，虽然在相续中产生了出

离心，但是如果没有广大、清净的菩提心的摄持，也不

能得到佛果，不能得到圆满的福德和智慧，不能享受这

些无漏的功德和无漏的安乐。

如果只有出离心而没有菩提心，不管我们再怎么认

真、精进地学修，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取得小乘的成就，

获得声闻、缘觉的果位。尽管这也算是解脱，因为已经

超出了轮回、超出了三界，但还不是最究竟的解脱，其

功德、福德和智慧，都不是圆满、究竟的，不是了义的，

因此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想要得到最究竟、最了义、

最圆满的功德、福德和智慧，就要发菩提心。

我经常跟大家讲，菩提心是大乘一切修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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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乘和小乘的唯一界限。判断自己是不是大乘修行者，

就要看有没有发清净的菩提心。无论你修的是什么法，

若是相续中没有产生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摄持，那么

统统不是大乘佛法，也不是大乘修行者，最终也不会得

到圆满的成就及究竟了义的智慧。所以说，菩提心非常

重要，必须要发菩提心，这就是要发菩提心的理由。

然后就是如何发菩提心。菩提心也和出离心一样，

不是无缘无故就能产生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发出来

的，它也是通过正确的方法修出来的。

那怎么修菩提心呢？什么是发菩提心唯一的方式与

方法呢？就是修四无量心。首先要知道知母、知恩、报

恩。六道中的众生，都曾经无数次地做过我们的父母，

他们做我们父母的时候，都抚育过我们，慈爱过我们，

对我们恩重如山。但是我们这些父母众生，现在大部分

都在地狱里感受着地狱的痛苦。还有的在饿鬼道、傍生

道、阿修罗道、天道，或者人道里感受着痛苦。

思为猛烈四瀑冲，难挡业索紧束缚，

困于我执铁网内，无明黑暗所笼罩。

辗转投生三有中，不断感受三大苦，

成此惨状诸慈母，是故当发殊胜心。

“四瀑冲”指的是生、老、病、死四苦。生苦，每

个人都要出生。我们不管是在母胎里，还是出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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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感受很多难忍的痛苦，你们对此应该有所了解。所

有的婴儿都是，刚生下来，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

流着泪水，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哭声。有谁是

笑着出生的？没有，都是哭着、喊着出生的。这说明什

么？说明他在出生的过程中有好多痛苦，要不然他为什

么哭，为什么喊呢？

然后就是老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六根衰退

了，四大衰弱了——眼睛也不好用了，耳朵也不好使了，

手脚也不灵活了，吃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味道，穿再好

的衣服也感觉不到舒服。还会生各种病，会离开人群，

离开家庭。人老了的时候，不会有人看，不会有人问，

也不会有人照顾——这些老年人所感受的痛苦也非常难

忍。

还有病苦。我们先不说大病，只说小病。我们突然

头疼了，就忍受不了了，身体再强壮、相貌再美丽也没

有用；一旦生病，立即会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

有。这是病苦。

还有死苦。临终的时候四大分离的痛苦非常难忍，

进入中阴的时候，会出现各种恐怖的现象。真的难以忍

受！

不是一般的苦啊！生、老、病、死四苦就如同被猛

烈的瀑流冲击着一般，很难遮挡，很难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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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来世还要承受各种业报。我们都想得到快乐，

都想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因为被业力牵引着，被业报束

缚着而得不到自在，得不到自由。

我们做任何事都想成功，但是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不一定能实现愿望。我们也想解脱，也想成佛；也想精

进，也想认真学修。但是都做不到这些，就是因为业力

的作用。我们宿世的父母同样也在时时刻刻感受着折磨

与痛苦，但是他们不明理，不知道事实的真相。被无明

的黑暗笼罩着，很难挣脱。

我们这些凡夫，不知道什么是事实的真相，把假当

成真，把苦当成乐，多愚痴，多颠倒啊！我经常跟大家

讲，要放下，但是不能放弃；要随缘，但是不能随便。

可都做不到，因为怕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怕达不到自

己的目的，所以放不下。

怕得不到，怕失去，都牵挂、执着。而事实的真相

是放下了才能得到，才不会失去；随缘了才能顺利，才

能达到目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愿望。佛这样劝请众

生，我也这样劝请大家：随缘，不要攀缘。但是很多人

都在攀缘！

为什么做不到随缘？就是因为不明理。若是明理了，

了知了事实的真相，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自然而然就

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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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到，就是因为无明的黑暗不让我们见到事实的

真相。在夜晚的黑暗中，我们找不到前进的正确方向。

同样，在六道中，在轮回中，我们无法能够找到解脱之

道，无法能够见到事实真相。

我们这些宿世的父母也是如此，处在无明的黑暗中

不知去向，多痛苦、多可怜啊！还有这些执着——人我执，

法我执——其实这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都当成真有、

实有了。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无明、我执，就会产生各种

烦恼与非理作意，然后就会造业。最后就要感受业果，

就得不到自在、自由。现在我们知道了，了解了这些事

实，对父母众生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得到了人身，闻到了

佛法，而且遇到了上师。有学佛的机缘，有修行的机会。

我们可以依靠人身学法修行，让自己今生解脱，让自己

圆满成就。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有能力了，有德行了，

有福报了，有智慧了，我们就可以拔除他们的痛苦，可

以给予他们安乐。那个时候，才是自觉觉他，自度度他。

有这么好的机缘，我们为什么还不下决心？不去行

动，不去精进修学，还在流转轮回，还在继续造业呢？

这不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吗？通过这样反复思维，反

复观察，最终就能产生真正的菩提心。我们经常强调慈

悲，都会说慈悲。你也慈悲，我也慈悲，大家都慈悲。



- 23 -

我们始终把“慈悲”两个字挂在嘴上，但是在实际行动

上做到了吗？什么叫慈心，什么叫悲心？什么叫慈无量

心，什么叫悲无量心？这个慈悲心怎样才能产生？难啊！

我经常讲，修慈无量心和悲无量心，首先要修舍无

量心。什么叫舍无量心呢？舍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舍弃

对亲朋好友的贪念，一个是舍弃对怨敌仇人的怨恨——对

所有的众生都要保持一个平等的心态。

能不能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自己的父母？能不能把

所有的众生都当作自己的儿女？能不能平等地对待所有

的人？能不能平等地接受所有的事？如果不能，就不能

产生真实无伪的慈悲心和菩提心。

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论》里讲的这些，就是在

告诉我们这是学佛的一种思维方式、观察方式。通过这

种方式来学修，来训练自己的心态，从而发出真实无伪

的菩提心。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和胜义菩提心两种，这

里主要指的世俗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为

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为早日圆成佛道要

精进认真闻思修行。在自己的相续中有没有这样的愿

望？有没有立下这样的誓言？有没有这样的发心？如果

不是刻意发的，而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这个时候才算是

有菩提心——这是发菩提心。

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吉祥圆满，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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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道论》讲记四

为修持成佛要发殊胜菩提心！

为度化一切父母众生要发誓修持成佛！

为早日圆成佛道要精进认真闻思修行！

今天为大家简单地讲一下《三主要道》。“三主要

道”指的是出离心、菩提心与空性智慧。对于一个真正

学佛修行的人来说，这三个是必不可少的，是必须有的。

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是必须要过的三个关。

前两天我们讲的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若是没有出离

心，无论修什么法都属于世间法，无法能够超出三界。

虽然有出离心，但是没有菩提心的摄持，也不能证得佛

果，福德、智慧都不能达到最究竟、最圆满。没有菩提

心的摄持，学修再精进，表面上再用功，也不会得到任

何大乘佛法里讲的这些成就，所以菩提心也非常重要。

今天讲空性智慧。若是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就不

能断除轮回、三有的根。什么是三有、轮回的根？就是

我执——人我执和法我执。若是想超出三界，摆脱轮回，

彻底解脱，首先要证悟空性，有无我的智慧。

我执怎么会是轮回的根呢？因为所有烦恼、非理作

意的根本就是我执。首先要看破我，要去掉、断除我执，

然后才能降伏烦恼、断除烦恼。没有烦恼才能不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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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造业就没有这些业果，这样轮回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轮回，要彻底从六道中解脱的话，

首先要破我执，证悟空性，有无我的智慧。所以今天在

这里首先讲证悟空性的理由：

不具证悟实相慧，纵修出离菩提心，

亦不能断三有根，故当勤证缘起法。

刚才讲的，如果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光在世俗谛

中修出离心和菩提心，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轮回，不能

彻底了脱生死。因为不能彻底除掉我执，而我执又是轮

回的根——有我执就有妄念、分别、执着，就会有好多烦

恼，就会造业，就会流转轮回；然后就要感受六道轮回

的痛苦。所以空性智慧、证悟实相的智慧，是我们首先

要掌握的。

“勤证缘起法”。缘起和性空是一个道理，在这里

要这样理解：缘起本身就是空性，空性本身就是缘起。

在这里没有直接说要修空性，修无我，而说“修缘起

法”。为什么这么讲呢？这里也有甚深的含义和密意。

这个道理很难理解，很难了知。

都知道证悟空性难，有般若智慧难。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于不懂缘起和空性不二的道理。一讲缘起，一讲

因果，一讲显相上的这些东西，不管山河大地、万事万

物，就认为是实有、真有；一讲空性就觉得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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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存在的。却不明白有和空是不二的，是双运、不

分的。有就是缘起，这些缘起法本性是空，空本身是缘

起。

在心经里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在我们的思想境界里，色是有，空是没有。

若是有，就不能没有；若是没有，就不能有。在我们的

思想和境界里都是分别与执着，所以这些是矛盾的、冲

突的；但是从事实真相，站在佛菩萨的境界与角度解释

的话，这两个是不矛盾、不冲突的。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有即是空，空即是有；有不异空，空不异有。这个

道理很难了悟，很难证量。因为这不是世俗谛，而是胜

义谛。胜义谛要通过修行最后才能证得。仅仅通过理论、

强记、推理、思维、观察，无法能够证悟，无法能够彻

底了知。难就难在这里！

我们已经远离了诸法的事实真相，远离了原本的那

种状态。诸法的事实真相、真理是什么？就是缘起性空，

性空妙有！我们觉得佛讲的这些道理很深奥，很复杂，

佛给我们显示的这些很神奇，佛、菩萨、上师有神通。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佛讲的这些道理是事实真理，不

是什么深奥的、神奇的，没有讲什么不可思议的。诸法

的真理确实是这样。

诸法的事实真相从轮回的角度来讲，都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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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常的角度来讲，都在刹那、刹那当中变，一刹那也

不会停止；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都是虚妄的。仔细思维，

确实都是虚妄、空性的。佛还讲因果、轮回、空性、大

光明，我们觉得很神秘、很深奥。其实一点点也不神秘，

也不深奥。因为佛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事实真理。

我们已经迷惑了，已经迷失了原本的状态，已经远离了

这些真理。在佛、菩萨、大成就者的境界里，这些诸法

的事实真相是通达的、无碍的、平等的、清净的。

一讲在佛的境界里黄金和牛粪没有区别，是等同的，

谁也理解不了。黄金和牛粪怎么能是等同呢？黄金是黄

金，牛粪是牛粪；黄金是珍宝，牛粪什么也不是，不值

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就是分别、执着！

在佛的境界里，诸法的事实真相是平等的。没有好

坏，没有善恶，没有高低，没有生死，也没有净与不净。

在佛的境界里，手掌和虚空是等同的。当时孙悟空为什

么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因为如来佛的手掌和虚

空是等同的。

密勒日巴钻进牛角的时候，密勒日巴没有变小，牛

角也没有变大，但他确实钻进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因

为诸法的真相是无碍的，他根本没有那种时间与空间的

隔阂，没有空间与时间的概念。

我们每天都在念《普贤行愿品》：“一尘中有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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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一一刹有难思佛。”这都是一个道理，诸法的道理

就是这样，这就是空性，也就是缘起。什么叫缘起性空？

什么叫事实真相？什么叫如来密意？就是这样。

没有般若空性智慧，光修出离心、菩提心，也不能

超出三界，不能断除轮回、三有的根。所以空性智慧也

很重要。对一个真正渴望解脱、想成就佛果的人来说，

证悟空性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修法。

认识无二慧见之补特伽罗：

谁见轮涅一切法，永无欺惑之因果，

灭除一切所缘境，此人踏上佛喜道。

“谁见轮涅一切法”。不管是轮回的法，还是涅槃

的法，从世俗谛的角度，从显相上，从缘起的角度来讲，

有轮回，有因果——因和果连接的关系是事实存在的。

佛当初讲四谛——苦集灭道。苦就是轮回，集就是非

理作意这些烦恼。烦恼是轮回的因，轮回是烦恼的果—

—这是轮回因果。然后是灭和道，灭是寂灭，道是证道、

修道，道是到达寂灭真谛的路。道是因，灭是寂灭，是

果，这是属于涅槃的因果。

刚才讲的是，不管是轮回还是涅槃，从世俗谛的角

度，从缘起的角度来讲，这些因和果之间的关系都是事

实存在的。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都这样说：“修什么？

谁在修？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了。谁在念佛？念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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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怎么念佛？”这都是偏见、邪见！

刚才讲的，性空不是什么也没有。性空这个“空”，

这个“没有”，它本身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思想、言语的

范围。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没有”，也不是我们所能

了知的这个“空”。我们现在所了知的这个“空”，是

单空，确实是彻底的“没有” ，和“有”是矛盾冲突的。

但是佛讲这个空性的“空”，这个“没有”，已经超越

它的定义，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思想和言语的范围。

很多人都误解了。为什么误解了呢？一说空，就觉

得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空”；一说没有，就觉得是我

们所想到的、理解到的那个“没有”。不是什么也没有，

不可能！这些缘起法，诸法的本性是空的，但缘起的作

用是不空的。

有个人这样说：“我不念佛，因为也没有什么可念

的，都空了，什么也没有了，因果也没有了。”我问他：

“如果没有因果了，你不吃饭会不会饿？如果你不吃饭

就饿，吃饭就不饿，这不就是因果吗？”

如果你是步行，从家里一步步走到这里，这也是因

果。你若是不走，没有步行的这个因，也不可能到达目

的，这也是因果，也是事实么！

“灭除一切所缘境”。刚才是从世俗谛的角度，从

缘起的角度来讲。现在从胜义谛的角度，从空性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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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诸法都是不存在的，都不是实有，都不是真有。

通过智慧去观察诸法的本性的时候，找不到它的实有，

也找不到它的存在，这就是空性。世俗谛和胜义谛，缘

起和性空，这两个是无二的，双运的。你懂得了这个道

理，证量了这个道理，这个时候才是“此人踏上佛喜

道”。获得现空无二的这个见解，切身体会到了佛的喜

悦，佛的欢喜，才是真正进入了这个道路。

未究竟之见量：

何时分别各执著，无欺缘起之显现，

远离所许之空性，尔时未证佛密意。

分别执着“空就是空，现就是现”，我们现在就是

这样，很多人去了解空性或者缘起的时候都是偏执。一

说空就觉得什么也没有，一说有就觉得实有、真有。始

终了解不了，了悟不到空有无二的这个道理。

什么叫偏执？一说“空、寂灭”，就认为什么都不

存在，如兔角一般，如空中的花园一般，什么也没有，

灭尽这个缘法。一说缘起，一说有，就开始认为是实有，

为真有。从本性、事实真相角度来考虑的时候，也认为

是真有实有。这叫偏执，也叫偏见！他始终没有了悟到、

没有了知到“空有无二、现空无二”这个道理。

“尔时未证佛密意”，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个时

候还没有真正的了悟空性与缘起，没有了悟佛的真实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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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究竟之见量：

一旦无有轮翻时，现见无欺之缘起，

断除一切执著相，尔时见解即圆满。

“无有轮翻”是没有分别。对这些现见缘起法，所

有的这些诸法、缘法不着相，没有丝毫的执着。这是什

么意思？就是了悟到了缘起和性空不二的道理：缘起就

是性空，不是实有、真有，这是缘起的作用。这两个不

矛盾，不冲突；能圆融，能结合。“尔时见解即圆满”，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圆满。

叙述观察究竟之见量：

了知以现除有边，以空遣除无有边，

缘起性空显现理，不为边执见所夺。

现就能遣除有边——实有真有的边，这个道理、密意

很深。刚才的单有，单独的有，不是无有边，是一个边。

但是在这里讲的“缘起法”与“有”，本身就能铲除有

边。什么意思呢？不是单独的有，不是单有，而是和“空”

无二的有，和“空”双运的有，是一体的。

这个见解很高啊！藏传佛教分好多派。宗喀巴大师

在一生当中造过很多论典，创立过很多证见，分前期和

后期。他在这里讲的中观的见解，和我们宁玛派的见解

没有丝毫的差别。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也非常欣

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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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遣除无有边”，无有边就是无边，无边就是空

边，没有边，这是一个单空，一个单独的没有，不是和

“有”不二的这个空。这个空是一种分别，不能这样执

著，不是真正的中道，而是另一个边。我们要远离八边，

远离四边。这些单空、单有都是边，但是这里讲的空不

是单空，它本身就能遣除无有边，就能遣除无边、空边。

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空不是单独的空，而是和

有双运的空。各铲除各的边，这才是如来密意，这才是

事实真相、真理，很殊胜。但我们这些凡夫很难理解。

“缘起性空显现理”。缘起性空达到不二的境界的时

候，“不为边执见所夺。”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些正见。

这个时候，这些边执见、邪见力量再强大，也夺不走我

们的见地、正见、证量，这就是空性。这里虽然词汇不

多，很多地方说的也不是很仔细，但是他抓的都是重点、

核心，让我们真正能够了知、掌握这些观点，完全能够

通达、精通中观或者是这些高深的见解。

这部论典的三个主要内容是出离心、菩提心和证悟

空性的智慧，都是从三个角度来讲的。首先，讲理由。

我们为什么要修出离心？为什么要修菩提心？为什么要

修证悟空性的智慧？一定会有这三个疑惑，这里先断除

这三个疑惑。下一步我们知道了，这些确实很重要，需

要掌握。然后，讲通过什么方式来修出离心、菩提心、



- 33 -

空性智慧。最后，讲衡量的标准，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

精通了，是否证悟了，是否到达了那种境界。

现在很多人都在禅修。我经常和大家讲，没有足够

的闻思怎么禅修啊？宗喀巴大师在这里也强调了这些。

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很严重，也很突出。不管是在藏地

还是在汉地，都存在这个问题，而且还很普遍。没有足

够的闻思，或者刚开始学佛就去修禅定，去禅修，这就

是我们经常讲的一步登天，这是不可能的。闻思很重要，

有足够的闻思然后才可以禅修。在这里也讲了，自己如

是通达了，精通了三主要道，对这些道理有足够的闻思，

由闻慧产生思慧，有思慧以后才可以修。这是个次第！

我经常说的“修法没有次第”，就是没有闻思，或

者没有足够的闻思而去修行，去念佛求往生，去打坐修

禅，去念咒修本尊，这样都不会有多大的意义，不会有

任何的成就。

在《三主要道论》里还强调了，出离心、菩提心、

空性智慧，也是有次第的。

没有出离心的基础怎么能发菩提心？没有出离心和

菩提心的基础怎么能证悟空性？这个次第如果掌握不

好，或者没有按这个次第修行，没有出离心，还那么贪

恋世间，那么贪图轮回这些世间八法。

没有菩提心，还那么自私自利，没有丝毫利益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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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一开始就修什么禅宗、密宗；一开始就念佛、打

坐、修禅；一开始就念咒语修本尊，无论修什么都没有

用。所以说次第很重要！

如是三主要道论，自己如实通达时，

当依静处而精进，速修永久之佛果。

通达了前面所讲的教言以后，应当到寂静处精进修

行；但是这个寂静处不是必须要到山上或到庙里。若是

你能把握住，自己不会受外在太多的影响，周围的环境

对自己的修行也没有太多的障碍，那么处处都是寂静处。

主要是你自己的这颗心，若是自己没有把握住，没有那

种内心的安住的状态，哪里都不是寂静处。

“寂静处”就是不影响修行、不干扰修行的地方。

干扰修行、影响修行的因素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能

够远离、脱离这些违缘或者障碍的地方，这叫寂静处。

若是在寂静处精进修学《三主要道论》，会快速地

得到永久的、不变的佛果，能获得无漏的、恒常的功德、

福德与智慧。——这就是《三主要道论》的解释内容。

回向：将我们讲解、听闻《三主要道论》的功德以

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父母众生，愿一切父母

众生早日离苦得乐，早日能够证得无上大圆满的境界。

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

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苦海诸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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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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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