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尊哈尔哇·嘉木样洛周仁波切 

至尊哈尔哇·嘉木样洛周仁波切（联波活佛）出生于 1948 年于青海久治县。3 岁

时即被认定为前世哈尔哇仁波切的转世化身。1951 年藏历 9 月 21 日出家。第二天

正式在各莫寺坐床。从此，仁波切开始跟随寺内最有学问的三位上师，听闻、修行

各种显密教法。虚岁 8 岁时，他已能非常流利的背诵许多佛教经典与法本，以优异

成绩通过了本寺举行的背经大考。 

1958 年，由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仁波切被迫离开寺院，回到父母家中居住。

1960 年入学各莫小学，开始有机会较为系统地学习汉文。四年后，仁波切被下放

到西藏中部的偏远山区，自此开始长达十二年的放牧务农的生涯。然而在这期间，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仁波切却未丝毫动摇内心对佛陀及教法的信仰，依旧严格持戒

，精进修学。每日念修入菩萨行论，普贤行愿品及现观庄严论显明义疏等。并做了

大量积资净罪的加行。 

1980 年，仁波切 33 岁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各莫寺，重新担负起寺院住持的各项职

责与任务，一方面继续闻思修学各种显密教法，一方面还要经常为僧人们讲经传法

，主持寺院的各项复建工作。 

1983 年起，仁波切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阿坝

自治州佛教协会副会长。1987 年，仁波切来到北京参加了由班禅大师创建的中国

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教材编写工作。同年 9 月，仁波切作为首批学员正式入佛学院

进修。他深得班禅大师的赏识与爱佑。1988 年 6 月，仁波切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毕业。同年，由班禅大师提名任命，经国务院宗教局正式批准，仁波切开始出任中

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藏传佛教研究室主任。 



1995 年，仁波切秉持佛法“慈悲济世”的精神，开始创办各莫寺弘法利生会，为

当地社区做了大量印经助学、扶贫救灾、施诊放药的工作，深得各界的认同及广大

牧民的赞叹。为使正法久住，众生善根任运增长，从 1997 年 2 月起，仁波切开始

出资修建各莫寺菩提大宝塔供养宗大师顶骨舍利，并于 1999 年 9 月顺利建成。为

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弘法人才，仁波切还在各莫寺内创办了显密闻思讲修院，从

寺内外请来一流的格西担任教师，添置引进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为寺院僧团建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院毕业生，分流藏区各地，为重兴大师教法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 

作为一位有成就的上师，仁波切还多次接受美国、东南亚、欧洲等地佛教团体的邀

请，前往参加佛教学术交流活动，并为当地信众讲经传法。 

 

 

清净的心 

——联波活佛在北京佛教居士林的开示 

 

今天在居士林，跟大家一块学习讨论佛法，感到很荣幸。北京居士林在历史上，对

整个佛教，不仅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都有很大的贡献。目前，北京居士林的条

件是十分优越的，我今天见到这么多的学佛弟子感到十分高兴。   

 

对学佛的人来讲，首先，自己要有一个端正的思想观念，这是很重要的。我这里想

向各位讲，藏传佛教里面讲要修“净相”，干净的“净”，什么叫净相呢？“净

相”就是要干净，什么干净呢？我们的态度、思想要端正。学佛的人，不是说专门

去找别人的毛病。首先，自己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对治自己的

烦恼。必须要观察自己的心情，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观察呢？要按照佛法的道理观

察自己的心。我们既然已经是皈依三宝的弟子，就是要观察自己对佛法僧三宝的恭

敬心，到底如何？佛教的入门就是要皈依三宝，必须要观察自己对三宝的信任心、

恭敬心到底有多深？真正皈依的心，生起了没有？平时每天要做皈依。阿底峡尊者

到藏地来的时候，首先什么其他的法都不讲，就是讲皈依法！所以，人们叫他是

“皈依喇嘛”。怎样才算一个真正合格的佛弟子呢？就是要靠这个皈依的心，有了

真正皈依的心，才算是真正的佛弟子。  

 



今天就是要大家观察一下，首先观察自己。学佛的目的不是让别人看，是要对治自

己的烦恼。没有皈依心，就没有入佛教的门，所以噶当巴的格西们老是讲：“坐在

法座上讲法的人当中，还有没入佛门的。”有没有皈依的心？内心深处对三宝有没

有信任心？不管是大活佛、大格西、大法师，真正的佛教根本，最起码的知识，就

是皈依的心。只有在内心深处已经皈依了三宝，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不管

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都是一致的。   

 

不是说去寺庙里看看，磕个头，点个香，就算是皈依了，或者举行一个皈依仪式，

就已经皈依了。当然，皈依仪式也要进行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训练出对三

宝真正的恭敬心、信任心！一个人今天举行皈依的仪式，一下子就能生起对三宝合

量的皈依心，那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有一点皈依的心，但从根本上来讲，对三宝

真正的心，是慢慢修，才能修成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很多人喜欢修大法，大圆

满、大手印，但是真正的第一步，佛教入门的第一步——皈依的心——到底如何？

如果对三宝的信任心是三心二意，今天看来是信，明天看来不太信，所修的法呢，

就是密法，无上的法，无上瑜伽的法。连佛教入门的知识还没有掌握，能修得了大

法吗？同样在汉传佛教里面的净土宗、禅宗，只要是佛教徒，第一步就是皈依。皈

依不是今天修一段，明天修一段，就可以了。从学佛的那一天起，一直到成佛之

前，都不能离开。不能说你是大活佛，就可以不修皈依。一天也不能离开这个心！

修行再高，也不能离开基础。很多人不在基础上下功夫，只是追求最高的法门，这

样得到的结果是不会圆满的，很容易碰到歪门邪道。有了扎实的基础，再往上学就

学得快了。不管学净土，学密宗，学小乘，一切基础都是皈依。   

 

希望居士们，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比丘，在皈依上必须要下功夫。我们每天

早上起来第一个法就是要修皈依法。要不断地锻炼，才能生起真正的皈依心。真正

生起了皈依的心，功德是无量的。我们这一辈子要是把皈依心真正修成的话，那是

很了不起的！   

 

怎样才能生起皈依的心呢？要认识到六道轮回的一切痛苦。学佛的目的就是要解决

生死问题。不是只图这一世、眼前的消灾延寿，仅仅为这一点，不算是纯粹的佛

法。学佛的目的，是要一方面解决来世的问题，第二方面就是要解决六道轮回的一

切痛苦，然后为达到佛的境界来学佛。而不是说做样子来让人看看，以图扩大名

声。   

 



要生起真正的皈依心，首先必须认识到六道轮回的一切痛苦。比如人间的痛苦——

生老病死，是任何人也避免不了的，都要经过的，这四大痛苦是看得见、摸得着

的。六道轮回的一切痛苦就更广，假如我们要离开这个肉体，来世必然会投生到六

道轮回中（来世是不能不承认的），投生到什么地方？投生到善趣、恶趣？有没有

投生到善趣的把握？这是很难说的！假如堕落在恶趣怎么办？餐厅里动物被残酷杀

害，痛苦哇……假如我们变成这样的动物，那又怎么办？很多人说，地狱、饿鬼是

看不到的，做为佛教徒，不能有这样的怀疑心，有了这样的怀疑心，对整个佛法都

要生起怀疑的，那么我们的学佛还有什么用处？除了这个肌体以外，就是心识，心

识是存在的，它是相续不灭的，如果这个不灭的心识来世要投生到畜生、地狱中，

那可就痛苦了！  

 

还要认识到人间的痛苦。很多人认为人间很快乐，看不出自己的痛苦。的确，人间

也有短暂的快乐，但那不是永恒的，而是不究竟的。一刹那间，就要变成痛苦。所

以，这些快乐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痛苦。退一步讲，就算是人间有这么一点快

乐，人又能活多少年呢？要在生死中面对生死，那就必须按照佛法的道理修行自

己，才能超脱六道轮回。所以认识六道轮回的痛苦，是生起皈依心的最殊胜的因

缘。   

 

结束痛苦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修行！苦是有因的，是由因果关系而来的。要想避

免痛苦，就必须要修行自己的心。痛苦是由于烦恼，烦恼的根本是无明，就是无智

慧，也就是说我们对生死的认识是错误的。佛陀把生死的真正规律，以及离开六道

轮回痛苦的方法讲出来，这就是佛法。无论佛陀讲与不讲，生死的规律，就是这样

存在的。   

 

我们错误的认为人间是快乐的。贪于人间的快乐。实际上快乐是短暂的，是无常

的，是不究竟的。所以要寻找永恒的快乐，离苦得乐就是要永恒的快乐，不变的快

乐。要达到佛的境界，必须要依靠佛法僧的帮助，才能结束六道轮回的一切痛苦，

不依靠三宝是不行的！这样我们依靠三宝。   

 

要生起皈依的心，必须具足两种条件，一是认识六道轮回的痛苦；二是只有依靠三

宝才能结束一切痛苦。光在口里念念，是不行的。佛法上怎么说，就按照这个道理

来做，菩提道是靠我们一步步走过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自己的一切业障。  

 



无始以来我们所积累的业障是很深的。慢慢观察自己的心，就会知道，从无始以来

所学的就是烦恼，不用专门观想，它是自然俱生就存在于心的。而真实地生起善良

的心，就必须要修行，要观想，才能生起一点点善心，很难生起的！所以要不断地

修皈依。有了真正皈依的心，才能修其他的法，那时修任何法门都修得快。所以

说，学佛的第一步，就是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就是依靠三宝超脱轮回的一切痛苦，达到苦海的彼岸，不仅为自己，而

且要为一切众生，这样我们的思想就转变为大乘的思想，利益众生。汉地的佛教、

藏地的佛教，都是大乘佛教，不光佛教是大乘的，修行者也必须要达到大乘的程

度。法是大乘的，修行者只有小乘的思想，法就不成为大乘。  

 

我们修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一切有情的解脱。那么我们的法，就成

为大乘的法。比如做功课，做法事、佛事，功德大小，主要靠自心。仅仅为了求名

发财，消灾延寿，那功德就是这么一点，就是世间的法，所得的果也只是世间当中

短暂的一些安乐。你做的佛事规模再大，也不成为大乘的法，功德是不圆满的。反

过来，哪怕你仅供一盏小小的灯，或仅供一根香，而发心是为了一切众生的解脱，

那么这个法就成为大乘的法，功德是很圆满的。不管是讲法的，听法的，都是如

此。比如今天听法，我听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消除自己的业障，

自他一切众生的业障。这样听法，就成为大乘的法。   

 

在修行上的功德差别主要是靠我们的心理状态，无论什么佛事，在家里作点功课或

集体法会，都要有正确的思想，这样就会有功德，有成就。而不是说我们的成就展

现在照片上，很多人喜欢说照片上出现什么花纹啊、光圈之类的，佛菩萨的加持力

显示在照片上有什么用？佛菩萨的加持力要在心里得到！加持力到底得到没有？那

就看我们的慈悲心有所增长没有？烦恼有所下降、减轻没有？有没有佛菩萨的加持

力，有没有修法的成就，就是要观察我们的心情，而不是去观察照片上的什么光线

之类的。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由慈悲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必需要修慈悲心，任何众生都平

等的心，在修法的道路上，佛和众生完全是平等的。《入菩萨行论》里面讲：在修

行的过程中，依靠众生、依靠佛，完全是同等的。不依靠众生，就不会成佛。任何

众生都要用恭敬的心来对待。我们很愿意找别人的毛病，不观察自己的心，总是别

人不对，这不对、那不对，那个法师不对，这个居士不对，总是说别人，而不是观

察自己的心。这样下去我们的法能修成吗？   



 

我今天讲的题目，可以说是修净相，修净相就是修清净的心。  

 

修学真正的佛法，不管是汉传、藏传、小乘，都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对于佛陀的教

法，只恭敬一部分，不恭敬全面，对佛法有了分别心，这算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吗？所以修法最好是对治自己，最殊胜的方法就是要对治、观察自己的心。找别人

的毛病，看来是别人有缺点、别人有错误，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观察

得不一定正确，别人也许有很大的功德，在他的功德方面应该要考虑，不能说只考

虑别人的缺点，不考虑别人的功德。学佛就是要对一切众生都要有慈悲的心。比如

我们居士林，有修净土的，有修显宗的，也有修密宗的，但都是相同的佛弟子，只

是法门不同而已。总体来讲，都是一个目标，就是要离苦得乐，要达到佛的境界，

救度一切众生。如果互相排斥、互相诽谤，结果都是诽谤佛法！谤法的罪过，在佛

典里面说是最严重的。佛法要兴旺起来，必需靠我们佛弟子，有了如理修法的佛弟

子，才有佛法的兴旺。没有这样的修行者，哪有佛教呢？我们要弘扬佛教，就要从

自身做起。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自身信仰的建设，这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讲的全都是信仰的建设。对三宝的信仰怎么生起？时时刻刻，都要对三宝有恭

敬的心、皈依的心，作为佛弟子，要通过不断地锻炼才会生起真正的皈依心，然后

再去修菩提心、空性、密宗。没有这个皈依的基础，后面这些殊胜的功德是不会生

起的！   

 

以藏传佛教来讲，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比丘，也是一样的。学密法，修密法必须要以

修学显宗为基础，藏传佛教考格西学位，三大寺最大的学位，是以显宗来考的，而

不是以密宗来考的。显宗为基础，显宗里面的大乘和小乘，都是完全是一样地重

视，我们所受的别解脱戒，包括比丘戒、沙弥戒、居士戒，都是小乘的戒律，不守

好也就破了大乘的菩萨戒与密乘的戒律，所以说小乘戒律、小乘佛法，与大乘佛法

和密法，都不矛盾。希望大家，要互相尊重，对治自己的烦恼，不要找别人的缺

点，努力在皈依上下功夫。一些大居士，当然在皈依上不用说了，但是不能自满，

皈依法要不断地修，成佛之前不能离开皈依法，离开这个，就不属于佛弟子了。   

 

在学佛的过程中，所成就的功德，体现在积集资粮上。要成佛就必须具足两种资

粮——福资粮和慧资粮，两种资粮是法身和色身（报身、化身）的正因。把两种资

粮，修到最高层次，修得最圆满，成为佛的法身和色身。   



 

修福资粮就是把自己的福报圆满起来。没有一定的福报，在修行上常常遇到障碍，

在社会上，在家庭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这和自己的福报有关。怎样才能

圆满福报呢？要多积集资粮，比如要修七支分（普贤七支），作供养，供曼札，这

都是积集资粮。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供养三宝？作为三宝弟子，努力恭敬供养三宝，是皈依三宝的必

要学处（相当于戒律）。很多人认为自己拿出钱财，就算是供养，这是不对的。恭

敬和供养，都是心的作用，在心里修出来的。要真正学好佛法，才能认识三宝的功

德，不学习佛法，就不认识、不理解三宝的功德，就不会生起对三宝的信任心。所

以，多学习佛法是很重要的。真正的恭敬心是修出来的，也是学出来的。   

 

认识到三宝的功德以后，自然而然地对三宝生起无比的恭敬心，然后再生起供养的

心。供养这个词从梵文翻译出来就是欢喜心，使对方生起欢喜心。供养三宝就是令

三宝生起欢喜心，让佛菩萨生起欢喜心。不供钱财佛菩萨就不欢喜吗？不是的。怎

样才能让佛菩萨生起欢喜心呢？要如理作意，按照佛法的道理修行自己，佛菩萨才

能生起欢喜心。这就是无比的供养啊，这个供养的功德是无量的。   

 

两种资粮，一个是福资粮，一个是慧资粮。慧资粮就是要增长智慧，就是要学习，

要“常随佛学”，从皈依法一直学到空性的道理。大乘佛法、小乘佛法，都要学

习。实际上并非大乘佛法是一套，小乘佛法又是另外一套。很多是相同的，只不过

有些发心上的区别。大体上是一致的。要增长智慧，消除自己的无明，使智慧圆满

起来，才成为慧资粮，将来成就佛的法身。   

 

不管自己有没有条件，都无所谓。假如我们没有条件作佛事、修供养，但我们心里

能修随喜佛菩萨和凡夫的一切功德，这样既能对治自己的嫉妒心和傲慢心，同时也

能使资粮得以增长。   

 

在修行中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业障，要学习消业的方法。积集资粮和忏除业障，在

学佛的过程中，是绝对不能少的。  



 

单是学习佛法，不学修结合，是不圆满的。学修为什么要结合呢？我们必须首先学

习，然后才能慢慢地思维体会，再按照体会的道理修行自己，消除业障。宗喀巴大

师学修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大师最后的正见，还是通过住山实修、集资净障的修

行得来的。从无始以来我们积累的业障是很深的，要慢慢来忏悔消除，积极地对治

自己的贪欲心和瞋恨心。消除业障和积集资粮，这两方面必须要努力。   

 

学佛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在修道当中是难以避免的。由于我们的福

报有限，真正要修殊胜的法，当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最重、最主要的障碍不

是外在的，是我们心里的。能对治自己的心，外在的很多障碍会自然消失。最难对

治的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要观察自心。前边讲的修净相，就是要修清净的法，不是

在外在上努力，而是在自己内在上努力。末法时期，社会上出现各种歪门邪道，但

我们的心要保持在佛法上，如理作意，主要是要把自己的心对治好。 

 

我们居士林的佛弟子，互相要支持、依靠。大家共同来弘扬佛法，做利益众生的事

业，这对自己的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都有好处。假如我们互相排

斥、互相嫉妒、不互相恭敬，那么我们怎么算真正的佛弟子呢？   

 

一切法好比是一块糖，不管哪方面，东南西北上下，都是甜的。因为众生的根基不

同，各有各的解脱方法。显宗里的净土宗，功德是很大的，密法里面也有净土宗，

藏地的老百姓一般都修净土，修的是阿弥陀佛，藏文中有一个比较长的阿弥陀佛名

号。藏族不是人人都修密法，都学五部大论，一般人哪有那么多精力？整个藏区当

然普遍修的是密法，但是里面也有修净土、修禅宗的方法。藏地也和汉地一样，有

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法，但都是相通的，只是修行的方法有时候不同，总的根本

教义没有区别。汉地的法相宗和法性宗，与藏地的广行派和深见派，都是相通的。

只要是真正的佛法，我们都要一视同仁地对待。自己修行的法门当然为重点，但不

能排斥他人的派别。  

 

人的思想、人的心态是难以控制的，我们学佛坐禅，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对治我

们的心，心每时每刻每秒都难以控制，学佛坐禅就是要控制它。慢慢训练习惯了，

就会自然而然把心安住在善业方面，也就是说它不会乱跑了，这样修行才会有结

果。我们平时都是一样的，做功课、做佛事，心是很散乱的，并不是没有丝毫的功

德，佛经里也说这有一定的功德，但不圆满。做自己的功课，做法会——像现在这



样的场面，最好再再地观察自心。在法座上讲法的人也是如此。有没有利益他人的

思想？还是仅仅为了扩大自己的名声，多收几个弟子？要有这样的心态，就不称为

真正的佛法，没有丝毫的功德，而且有很多罪过。必须要有利益他人的心，平时多

观察自己的心，对三宝的功德是否认识？对所修的法是否能契入？有时候我们作一

些大法事，比如供灯，法会的功德本来是很圆满的，但是我们的心态会作怪。我也

遇到很多这样的事，组织一些大法会，必须要观察心情，不观察的话，很容易出现

让人看看的想法，想扩大一下我的影响。法会本来功德是很圆满的，一刹那间不清

净的思想，把圆满的功德全都毁了，那是多么大的损失啊！思想很容易作怪，本来

是很大的、很圆满的、很殊胜的功德，就这样一刹那间毁坏了。不要看场面有多

大，主要看我们的心态。必须要有清净的心。今天课程的题目就是清净的心。要修

清净的心，要修净相。有了清净的心，哪怕只是小小的佛事，都会成为很大很殊胜

的功德。所以佛法修起来也是简单的，就是心里的状态稍稍地改变，功德就转成无

量无边。本来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但思想、心态一改变，一刹那间，很容易毁坏

功德。   

 

在藏地一个大的灌顶，大的场面，很容易出现这种状态，所以在大法会早上，天亮

之前，受一次“大乘长净”，（注：其戒相，同于八关斋戒，然发心属大乘。）为

什么呢？就是要对治自己的心。早上受一次发菩提心的大乘长净法，那么，这天的

法会，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是圆满的，没有被烦恼的心毁坏。在家里念诵

一些功课，也是一样，既然花了心血、时间，你不能把它毁掉，必须要爱惜，使殊

胜的功德，更加圆满起来，所以法会最后要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   

 

我今天讲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你们要静下心来自己修行。平时必须要注意：学佛不

是让人看，学佛修行的目的，不是为别人赞叹你几句，而是尽量地对治自己的烦

恼。完全对治烦恼那当然是很难的，但多多少少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哪怕对治一刻

钟也好，几分钟也好。做功课要静下心来，好好观察自心。我知道很多居士有很多

功课，但做功课时有没有观察过自心？我们是佛弟子，是居士，对三宝的信任程度

到底如何？我们观察过没有？这个必须要观察！这是基础，这是第一步，第一步都

做错了，那还用说上面的大法吗？当然，有求大法的愿望，这是好的，但是在皈依

三宝，在对治自己的烦恼上考虑过没有？观察过没有？学来学去，修来修去，回过

头来要观察一下。   

 

表面上，我们是信徒，看起来我是一个活佛，但是对三宝的信任心、真正的恭敬心

到底如何？这个必须要观察，才能熟悉思想。很多时候观察自心非常惭愧。以我自

己来讲，不观察就感觉不到，一观察，作为一个活佛，作为一个僧人，吃的、穿

的、用的，一切都是从众生得来的，众生供养的。那么对三宝的信任心，对众生的



慈悲心到底如何？要观察一下，那就很惭愧。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修行的水平与成

果。   

 

希望在座的居士们，平时都要观察自心，不要总是说外面发生了什么，这个居士又

是怎么样……这个居士既然已这样，你很难说服他的，但是自己改变过来，自己的

心态转变一下，这是很容易的，通过转变心态，你的心情安定下来了，行为也如法

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修行。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大法，本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在第一步上下功

夫，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对你们，也对我自己。佛菩萨的加持力得到了没有？观察

自己的心就知道了，对三宝的信任心，对众生的慈悲心有所增长，那就是成就！   

 

居士林有这么多学佛的人集中在一起，大家要承担一些责任，责任是什么呢？就是

要团结一致。在佛陀面前我们都是佛弟子，是兄弟姐妹，要互相尊重，互相关照，

互相帮助。居士林的一切事业，佛法的一切事业都要承担起来，多做一些对佛法，

对社会，对众生，对世界有益的事。   

 

我们要多学习佛法，多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过去藏传佛教在汉地是很少的，只在

五台山一带比较多，此外，皇宫里有一些密法。后来太虚大师、大勇法师派了很多

学员，到藏地学习，才知道西藏的佛教是以五部大论为主的显密完整的佛法。唐朝

的时候，汉地的密法也是非常兴盛的，这在资料上能看得出来，那么汉地的密法为

什么失传了呢？汉地的密法传得非常严格，按道理来讲应该严格，后来慢慢失传

了。在藏地密法是比较完整的，小乘、大乘和密法都是比较完整的。我们能修也

好，不能修也好，不能互相排斥。过去藏地有很多教派，后来，宗喀巴大师把一切

教派的精髓归纳起来，这就是格鲁派教法。从此以后藏地再也没有出现其它新宗

派。不懂佛法的人，排斥其它教派，这在藏地也曾出现过。   

 

零零碎碎就讲这一些吧，希望今后大家在居士林的领导下，互相关照，团结起来，

把居士林的工作，把佛法的工作，都要搞好，让佛法的甘露洒遍整个大地。   

 



2003 年 2 月 15 日（农历正月十五）于北京佛教居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