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善是什么？比如说，一个人一生中从没有杀过生，也没有偷过东西，这

是不是善业？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如果曾经这样发誓：我从今以后

不杀生、不偷盗，这才是善业；如果虽未造恶，但也未发愿，那么只是没

有造罪而已，这不叫善业。所以，发誓相当重要。不杀生只是没有造业，

如果在此基础上发誓：我今后再也不杀生了！则自从有了发誓以后，此不

杀生才成为善业。这非常重要。 

 还有一种特殊的善业，就是不但不杀生而且还放生，不但不偷盗而且还

布施，不得不邪淫而且还持戒……这些就是特殊的不共同十善；若仅仅发

誓从今以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这叫普通的共同十善；如果今后

金属虽然不造这些恶业，但是也没有发誓，这就根本不是善业，仅仅是不

造罪而已。共同和不共同的善业，它们的果报是不一样的。 

 特殊的善业，如不杀生而且放生，也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是对镜，即所放的生命； 

第二是要有放生的动机；第三是要有行动； 

第四是结果——把生命从命难中解救出来并给予自由。 

如果这四个条件都具备，就是非常圆满的善业。 

每一个善业也有刚才讲的四种果报：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士用果。 

以放生为例，如果此放生和解脱无关，是在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前提下

做的，那么其异熟果是下一世可以做人或天人； 

等流果是健康长寿； 

     增上果是转世的环境里没有任何生命的障碍，而且有很多生存顺缘； 

士用果是一次放生后，此善根会时时刻刻不间断地增长 

 
 
十善业道经 
【尔时世尊复告龙王言：若有菩萨依此善业，于修道时，能离杀害而行施故，常富财

宝，无能侵夺，长寿无夭，不为一切怨贼损害。】 
 
尔时世尊又告诉龙王依止十善庄严万行会得到哪些大利益。 



“依此善业，于修道时”，就是依止远离身口意恶业的十善，而在修持菩萨道的这时

候。首先行持布施的利益是：如果能远离杀害众生的意乐和行为，对众生做财物、佛

法、无畏的布施，将来就会常常资财丰裕、而且资财稳固、不会被水、火、盗贼等侵

夺，不仅如此，还享有长寿、不会短命夭折，不会被怨家损害。 
总的意思是：如果十善业修得清净，再以清净的身口意修持大乘法门，感果就会十分

圆满，因为恶业已经基本净除，再修善行，就像大地已经铲除了杂草等障碍，再往里

面播种，长的果实就非常清净、坚实。像这样，首先把身口意修清净了，在清净的心

地里种布施度等的善根，结的果实就非常清净、圆满。 
 
 
【龙王！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法。】 
 
“离杀生”，就是远离一切伤害众生性命的心理和行为。功德是能成就十种远离苦恼的

妙法。 
“离恼”的意思是说，由于对一切生命都远离了杀害的心，因此能够恒时安住在仁慈当

中，不论是身体、心情、昼夜的心态、临终的心态以及和众生相处，都远离苦恼，常

得安乐。 
【何等为十？一、于诸众生普施无畏；】 
 
是哪十种离恼法呢？ 
第一、对一切众生普遍布施无畏。 
奉行远离杀生的善道，这是极为广大的善心，包括对十方世界从地狱到诸佛之间一切

种类的生命，都不起杀心，因此给一切众生都带来无畏。 
比如佛世时，有一只鸽子飞来，落在舍利弗的身影里，心里还有恐惧，飞到佛的身影

里就非常安稳，原因是佛已经断尽了杀业习气。像这样能永断杀心，动物和我们接触

时，心态就很安稳，不生任何恐惧。 
宋朝诸暨的县令潘华，是个修行人，修普贤忏法。在他做官期间，禁止全县捕鱼。后

来奉皇帝的诏令入朝做官。这天夜晚，梦到江河里几万条鱼哭号说：“长者走了，我们

不免被人宰杀！”当时哭声震天。潘华醒过来，觉得很奇异，就写下《梦鱼记》嘱咐后

来的官员。潘华心地仁慈，禁止全县捕鱼，让全县江河里的几万条鱼免除了遭杀的恐

惧，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像这样，远离杀生，就能让一切众生得到安宁。 
 
【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 
 
如果能从心里发誓：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众生，都不损害它的性命。能够这样恒时守持

不杀生戒，就常常会对众生生起慈心，常常安住在慈心当中。也就是每当遇到众生时

，唯一想到的就是给它安乐、不给它痛苦，这样就是恒时住在仁慈的心当中。 
造了杀生，被杀生的业习蒙蔽，慈心就发不出来。像猎人、屠夫杀多了生，见到众生

受苦时内心麻木不仁。众生被千刀万剐、活活地扔到油锅里时，他的心是麻木的，这

是他的良知被埋没了。如果恒时远离伤害众生，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慈愍，不用说

亲眼见到众生被杀，就连听到众生惨叫、呼号，也于心不忍。 



古时有位仙人，常坐在大树下禅思入定。有一次，飞来一只鸟栖息在他怀里。仙人怕

惊动鸟，结跏趺坐纹丝不动，一直到鸟飞到别处才起定。这就是对众生有慈爱之心。 
像这样能常常慈爱众生，众生也会视我们为亲人。从前华林禅师住在深山里，地方官

仰慕他的道德，披荆斩棘到深山里来拜望他。见面之后，地方官问禅师：“您怎么连个

侍者都没有呢？”禅师说：“有一两个。”就叫：“大空！小空！”两只老虎从茅棚后吼着

奔出来，地方官吓得脸色都变了！禅师挥挥手说：“去去！这里有客人，不要吓坏

他！” 
还有唐朝的李长者想给《华严经》写论。当时背着经走了二十里路，遇到一只老虎在

路上挡着。李长者摸着老虎说：“我要给《华严经》写一部论，你给我找个地方！”就
把经包放在老虎背上让它背。老虎非常乖，在前面带路，一直走到神福山下。那里有

个土龛，老虎在旁边蹲下。长者进了土龛，老虎才离去。所以慈心能使猛兽变成温顺

的侍者。 
 
【三、永断一切瞋恚习气；】 
 
嗔恚就是众生不如你的意时，马上就发怒，用口、或手持凶器想加害对方。能守持十

善，恒时远离杀生，就会生起尊重生命的善心，会想到对方具有佛性，怎么能对佛杀

害、污辱呢？对方是前世的父母，怎么能对父母杀害、污辱呢？常常心怀尊重众生的

善心，就会断除嗔恚。就像常不轻菩萨见到任何人时，都说：“汝当作佛，我不敢轻慢

汝。”心里生起了尊重生命的心，就能断除一切嗔恚。 
 
【四、身常无病；】 
 
远离杀生之后，身体能得到健康无病。严重的杀生毁坏众生的命根，轻微的杀生也使

众生的身体受到伤害。既然已经使众生的身心遭到了破坏，那就会在自己身上遭到多

病的果报。相反来说，如果彻底远离了杀害众生，身体就不遭受病苦的折磨。很多多

病的人通过长期放生，消除了疾病，也是一种证明。 
 
【五、寿命长远；】 
 
内心远离了杀生，就会得到长寿的善报。仁慈是生生不息的根本，就像果实里的仁，

种在地里就从这个仁里生出万物。有仁慈之心，充满慈祥，会使万物生长得更好，就

像和风细雨滋润万物一样。相反，怀有杀害之心，发出的就是摧残生命的暴力，就会

使生命受损害，这就像冬天的肃杀之气一样。所以心中没有杀气，不但不会损坏众生

的性命，而且不会损坏自己的性命，因此就能得到寿命长远的善报。 
以前有个比丘证到了六神通。他和一个沙弥同住，定中见到沙弥再过七天就决定死亡

，因此让他回家去看父母（意思是让他死在自己家里）。没想到八天后，沙弥又回来

了。比丘再入定观察，发现他在回家的路上，见到流水要流入蚂蚁洞时，急忙脱下袈

裟拦住了水流。以这个救护蚂蚁的善业，沙弥的寿命延长到80岁。 
古代有个萧震，少年时梦到有人告诉他寿命只有18年。他随父亲到四川去做主帅。四

川官员认为主帅上任，大摆宴席。萧震偶然走到厨房，见有人在用绳子捆牛，就问原

因。有人说：“酒过三行，照例要进一道菜，叫‘玉箸羹’。做法是取来母牛，烙铁钻母



牛的乳房，牛乳凝固在筷子上作为食物。”萧震急忙告诉父亲，索回食牌，宣布永远免

除这道菜。这一年萧震17岁，又梦到神人说：“你有阴德，不但免除了夭折，还能活到

百岁。”后来果然享年90多岁。 
 
【六、恒为非人之所守护；】 
 
平时守持不杀生戒，就恒时有善神守护。《戒经》上说：受持五戒，有25位善神恒时

保卫不离，不会遭遇各种灾祸。不但能得到善神守护，还能得到圣贤守护。圣贤欢喜

持戒的人，会常常佑护他。 
比如南北朝的仙家陶弘景，他的徒弟桓恺得到飞升之后，有一天秘密降临在他屋里，

对他说：“师父，你写的药书以水蛭、蚊虻为药，虽然对世人有功——能治病，但伤害

物命，天帝因为此事而震怒。”陶弘景就忏悔，用其它药代替，另外写了三卷药书来赎

罪。后来他到阿育王塔前受五戒，曾在梦中得佛授记，称为“胜力菩萨”。临终时用袈

裟覆盖身体，安详而化。这就知道，持不杀生戒确实为圣贤守护。 
 
【七、常无恶梦，寝觉快乐；】 
 
如果能彻底远离伤害众生的性命，内心没有被杀生的罪垢染污，就恒时坦然自在，不

但醒觉中恒时快乐，睡梦里也常常安稳快乐。 
相反，损害了众生的性命，造了大的罪业之后，心里就总是不坦然、不干净。会经常

做恶梦，梦境里现行各种恶业、显现很多恐怖景象。醒觉时也由于恶业力的牵制，内

心沉重、烦乱，在人群中难以心地泰然。 
所以一定要知道：只要干了坏事，就会失去内心的清净、安详。要想内心清白、昼夜

安乐，就只有远离一切损害众生的心念和行为。 
 
【八、灭除怨结，众怨自解；】 
 
有情都最爱惜自己的性命，如果杀害它的性命，就会引发它的怨恨。这股怨气深藏在

八识田里，因缘一旦会合，就会来索命报复。所以杀生就要偿命，这是无法逃脱的，

这叫“等流果”。 
如果我们远离损害众生的性命，跟任何众生都不做怨对，已有的怨结就会解除、未结

的怨结也不会结下。相反的方面也就知道：如果经常杀害众生，跟无量众生结下怨结

，这个怨结会一直缠住你不放，不加倍偿还，就没办法了脱。 
明朝无锡有位余氏，20多岁就开始持斋信佛，但她很讨厌蚂蚁苍蝇，见到就杀。到她

72岁时，生了很重的病，大叫：“有无数蚂蚁入到我口里。”又叫：“有千万只苍蝇飞来

索命。”从这里就知道，因果律是无法逃脱的，不论做哪种恶业，都会有恶报降临。看

起来72岁前，没有任何反应，但这只是时辰没到。时辰一到，就要由自己去承受悲惨

的苦果。 
 
【九、无恶道怖；】 
 



如果造了杀生恶业，临终就会显现被杀的众生前来索命，自己会在极度恐惧的心态中

堕入恶趣。但没有做过伤害众生性命的事，临终就不会有堕恶趣的恐怖。 
《好生录》里说：古代杭州有个郑某，开一家熟食酒店，杀的牲畜多种多样。到他临

终时，很多牲畜前来索命，他口里叫：“鸡来！”两个手臂就扇动，像鸡被杀时翅膀扑

地的样子；又口里说：“鹅来！”然后伸着脖子摇着手臂，喉咙里“嘎嘎”地惨叫；又口里

说：“鳖来！”就像鳖那样，头和手脚收缩起来，做拘挛的样子。凡是口里称某种动物

，就做那种动物被杀的样子，显现这些恶相之后，就悲惨地死去。像这样，杀生的人

临终会有堕入恶道的极大恐怖。而且堕入恶趣后，还需要千生万劫遭受惨烈果报。所

以，造杀生罪业等于是把自己往地狱的油锅里送。 
相反的方面也知道：如果能彻底远离杀生，不做任何损害众生的事，临终时就心安理

得，不会恐怖堕入恶趣。 
【十、命终生天；是为十。】 
 
不造杀业的人心地清净，到临终时内心安稳，自然上升天界。相反造了杀生的恶业，

内心沉重，就堕入恶趣。 
古代的孙思邈真人在没成仙时，出门遇到村里的小孩抓了一条蛇，奄奄一息快要死

去。孙真人就把蛇买放水中。后来他静坐时，有个青衣人来请他。他跟在后面到了一

座公府，就是世人所说的“水晶宫”。龙王请真人坐在上方，然后说：“我的小儿昨天出

游，不是先生几乎死掉！”设宴款待后，拿出各种珍宝作为报谢。真人辞谢不受，对龙

王说：“我听说龙宫有很多秘方，传给我救济世人，不是比金玉好多了吗？”龙王就传

给他玉笈三十六方。孙真人从此医术更加精湛，后来证得仙果。 
还有张提刑常常到屠宰场，用钱买放生命。后来临终时对家人说：“我因为放生，积德

深厚，现在天宫来接我，我要生天了！”随后安然坐逝。 
经书上讲，天王以六斋日巡察人间，人所做的善事、恶事无不觉察了知。而且人行十

善，诸天就能得胜；人造十恶，修罗就能得胜。所以天帝时时希望人间行善。有一人

行善，飞天神王就会上报到天廷（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因此如果在世时行持

十善，临终就能上升天界。 
 
【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寿命。】 
 
十善业道是五乘法共同的基础，大乘行者也必须行持。但是大乘行者行持十善，不是

为求人天福报和小乘涅槃，而是为了庄严佛果，也就是想将来自己成佛时能显现无量

无边的功德普度众生。这是大乘菩萨念念不忘的事。 
大乘菩萨恒时远离杀害有情，而且把远离杀生的功德回向无上菩提，将来成佛的时候

，就得到随心自在寿命。 
佛的法身无始无终，是无量寿；报身有始无终，也是无量寿。化身的寿命能随自己的

心愿自在住持，这叫随心自在寿命。也就是顺应众生的因缘化现色身时，想住世多久

都随心自在。这样的微妙功德也是来自于因地远离杀生！ 
假如还有杀业存在，也一定受这杀业的束缚，在业力成熟需要偿命时，多住一秒钟也

没有自在。比如龙树菩萨还有宿世的杀业没有清净，结果用一根吉祥草就断绝了性

命。但是消尽了杀业，下至没有一念杀生的业，这样彻底远离了杀业，就能对寿命随

心所欲地驾御，不论想住世百千万年，还是只想短暂住世，都能够自在实现 



 
贤愚经-案例 
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精舍。是时国中有一辅相，其家大富，然无儿子。时恒河

边，有摩尼跋罗天祠，合土人民，皆悉敬奉。 
阿难尊者说道，就像我听闻的那样，一时佛在罗阅祇竹园的精舍居住。当时国里有一

位辅相，他是大富人家，却没有儿子。那时候在恒河边上，有一座摩尼跋罗的天祠，

整个地方上的人都恭敬供养他。 
时此辅相，往诣祠所，而祷之言：我无子息，承闻天神，功德无量，救护群生，能与其愿，今

故自归。若蒙所愿，愿赐一子，当以金银校饰天身，及以名香涂治神室。如其无验，当坏汝庙

，屎涂汝身。 
当时这位辅相来到了天祠，祷告说：“我没有后代，我听说天神功德无量，救护天下的

生灵，满足他们的愿望，因此今天特意来归投您。如果您能满我的愿，赐给我一个孩

子，我就用金银来庄严天身，而且用名香来熏治天神的殿堂。如果没有应验，我要坏

掉你的神庙，而且用粪便涂在你身上。” 
天神闻已，自思惟言：此人豪富，力势强盛，非是凡品。得为其子，我德鲜少，不能与愿。愿

若不果，必见毁辱。庙神便复往白摩尼跋罗。 
当时守庙的天神听了他的话，自己想到：“这个人势力很大，是一个富豪，不是一般

人。要赐给他儿子，我的功德很小，没办法满他的愿。如果不能满他的愿，一定会被

他污辱。”庙神就去告诉摩尼跋罗天神。 
摩尼跋罗其力不办，自诣毗沙门王，启白此事。 
这样庙神禀告摩尼跋罗天神后，摩尼跋罗也没有成办的力量，他自己又去了毗沙门天

王那里，启白这件事。 
毗沙门言：亦非我力能使有子。当诣天帝从求斯愿。毗沙门王，即时上天启帝释曰：我有一臣

摩尼跋罗，近日见语云：王舍城，有一辅相，从其求子，结立重誓，若愿得遂，倍加供养，所

愿若违，当破我庙而毁辱之。彼人豪凶，必能如是。幸望天王，令其有子。 
毗沙门天王说：“让他生子，这也不是我的能力。应当汇报天帝，求天帝满足此愿。”
毗沙门天王马上就上了三十三天，向帝释汇报说：“我手下有一个大臣摩尼跋罗，最近

跟我讲：‘王舍城有一位辅相向我求子，而且立了重誓：如果能满愿，就加倍地供养；

假使不能满愿，就要破掉我的庙，对我作侮辱。’那个人是非常豪霸、有力量的，一定

会那样做。所以希望天王能赐给他孩子。” 
帝释答曰：斯事至难，当觅因缘。 
天帝释说：“这事太难了，只能慢慢找因缘。” 
时有一天，五德离身1，临命欲尽。帝释告曰：卿命垂终，可愿生彼辅相之家？天子答言：意

欲出家，奉修正行。若生尊荣，离俗则难。欲在中流，莫遂所志。 
当时有一个天人五衰相已经现前，快要死了。帝释就跟他说：“你快要命终了，愿不愿

意生在人间王舍城辅相家里？”这个天子回答：“我一心想出家，奉行正法，修行正

道。如果我生在尊荣富贵的家庭，那要离俗出家非常困难。陷溺在五欲中流转，就不

能实现我的所愿。” 
帝释复曰：但往生彼，若欲学道，吾当相佐。 
帝释又说：“放心好了，你只要托生到他家里，如果你想学道，我一定鼎力相助。” 
天子命终，降神受胎辅相之家。即生出外，形貌端政。即召相师，为其立字。相师问曰：本于

何处，求得此儿？辅相答言：昔从恒河天神求之。因为作字，为恒伽达。 



再说天子寿命终了，神识就托胎在辅相的家里。他诞生以后，相貌端正。辅相就召来

了相师给他取名字。相师就问：“这是从哪里求到的孩子？”辅相说：“先前我在恒河天

神那里求子，后来就得到了他。”相师就以此因缘，给他取名为“恒伽达”。 
年渐长大，志在道法，便启父母，求索出家。 
等到他年纪渐渐长大，他一心志在出家修道，就启白父母，请求出家。 
父母告曰：吾今富贵，产业弘广，唯汝一子，当嗣门户。遣吾存活，终不相听。 
父母就告诉他：“我们家现在这么富贵，产业如此广大，只有你一个孩子，你应当继承

家业。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终究不允许你出家。” 
儿不从志，深自惆怅。便欲舍身，更求凡处，于中求出，必极易也。 
这个孩子的志愿不能满足，他的心中深怀惆怅。他就想干脆舍掉这个身体，求生在一

个普通人家，从那里求出家肯定很容易。这样他就选择自杀，再投别家。 
于是密去，自坠高岩，既堕在地，无所伤损。复至河边，投身水中，水还漂出，亦无所苦。复

取毒药，而吞啖之，毒气不行，无由致死。 
于是，他就秘密地离家出走，自己跑到高山悬崖上，想坠崖而死，等到他掉到地上的

时候，一点损伤也没有。然后他又跑到河边，想投河自尽，水还把他漂出来，根本不

死，也没有任何痛苦。他又取来毒药，吞下去以后，毒性不发作，没办法死掉。 
复作是念：当犯官法为王所杀。值王夫人及诸婇女，出宫到园池中洗浴，皆脱衣服，置林树

间。时恒伽达，密入林中，取其服饰，抱持而出。门监见之，将往白阿阇世王。王闻此事，嗔

恚隆盛，便取弓箭，自手射之。而箭还反，正向王身。如是至三，不能使中。 
恒伽达又这样想：我这一回一定要犯一个王法，被国王捕杀。当时正好阿阇世王的夫

人带着一帮婇女出了王宫，去园林的水池里洗澡沐浴，都脱了衣服放在树林当中。这

时恒伽达秘密地潜入树林，取了她们的衣服抱着出来。当时门卫看到，立即押着他去

见阿阇世王，禀告了这件事。国王听了非常震怒，就取来弓箭亲自射击。但是这个箭

一发出去又返回来，朝向国王的身体。像这样再三发箭都不能射中。 
王怖投弓，问彼人言：卿是天龙鬼神乎？恒伽达言：赐我一愿，乃敢自陈。王曰：当与。恒伽

达言：我非是天，亦非龙鬼，是王舍国辅相之儿。我欲出家，父母不听，故欲自杀更生余处。

投岩赴河，饮毒不死，故犯王法，望得危命。王今加害，复不能伤。事情如是，何酷之甚。愿

见顾愍，听我为道。 
当时国王就恐怖了，把弓扔到地上，问这个人说：“你是天龙鬼神吗？”恒伽达说：“你
满我一个愿，我才讲明情况。”国王说：“可以。”恒伽达说：“我不是天，也不是龙和鬼

，我是王舍城辅相的儿子。我想出家，父母不允许，所以想自杀，再求生一个普通人

家。结果我选择投崖、投水、服毒都不死，因此又故意违犯王法，希望能够被处死满

足所愿。结果现在国王举箭射我，还不能伤。这样的事何等残酷，不能满足我的所

愿。所以愿国王能够顾念哀愍我，允许我出家修道。” 
王寻告曰：听汝出家，修学圣道。因复将之，共到佛所，启白世尊，如向之事。于时如来，听

为沙门，法衣在体，便成比丘。佛为说法，心意开畅，成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 
国王马上就答应说：“允许你出家修学圣道。”这样就带他一起来到了佛这里，向世尊

启白了上面的事情经过。当时世尊就允许他出家成为沙门，法衣自然在身，就成了比

丘。佛为他讲法，马上心开意解，成就了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脱的各种

功德。 
阿阇世王，寻白佛言：此恒伽达者，先世之时，种何善根，投山不死，堕水不溺，食毒无苦，

箭射无伤，加遇圣尊得度生死？ 



阿阇世王随着又启白佛说：“这个恒伽达前世种了什么善根，今生能够投崖不死、入水

不溺、吃毒药也没有苦、射箭也伤不到他，并且还能遇到佛，解脱生死呢？” 
佛告王曰：乃往过去无数世时，有一大国，名波罗奈，其王名梵摩达。将诸宫人，林中游戏。

诸婇女辈，激声而歌，外有一人，高声和之。王闻其声，便生嗔妒，遣人捕来敕使杀之。 
佛告诉阿阇世王，这要追溯到过去无量世以前，当时有一个叫做波罗奈的大国，国王

名叫梵摩达。有一天，他带着宫中的婇女在树林里游戏。那些婇女都放声歌唱，外面

有一个人大声和着唱歌。国王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生起了嗔怒和嫉妒，就派人马上把

他捕来，然后下令处死。 
时有大臣从外边来，见此一人而被囚执，便问左右：何缘乃尔？其傍诸人，具列事状。臣曰：

且停，待我见王。大臣进入，启白王言：彼人之罪，不至深重，何以杀之？虽和其音，而不见

形。既无交通奸淫之事，幸愿垂矜，匃其生命。王不能违，赦不刑戮。 
当时有一位大臣刚从外边归来，见到这个人被囚禁，就问左右的人：“他是什么原因被

抓的？”旁边的这些人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大臣说：“暂且停住，等我见

了国王再处置。”大臣就进了王宫，启白国王：“这个人的罪还没有这么深重，为什么

要杀他？虽然他跟着婇女唱和，但是没见到她们的面。既然根本没有做交合邪淫的事

，所以愿王慈悲怜愍，饶他一命。”国王于理上也无法反驳大臣的话，就下令免去杀

戮。 
其人得脱，奉事大臣，勤谨无替。如是承给，经历多年。便自思惟；淫欲伤人，利于刀剑，我

今困厄，皆由欲故。即语大臣：听我出家，遵修道业。大臣答曰：不敢相违，学若成道，还来

相见。即诣山泽，专思妙理，精神开悟，成辟支佛。 
这个人被解救后，为了报恩，一心地侍候承事大臣，精勤恭敬，从无间断。这样在大

臣身边承事服务，经历了多年。他就自己这样想：淫欲伤害人比刀剑还厉害，今生我

受到这种困苦厄难，全都是因为淫欲的缘故。他就对大臣说：“请您允许我出家，一心

按照正法来修持道业。”大臣回答：“我不敢违你的愿望，如果你修学有成，还回来相

见。”这样他就到了山林当中，一心地思维妙理，信解开悟，成就了辟支佛果。 
还来城邑，造大臣家。大臣欢喜，请供养之，甘膳妙服，四事无乏。时辟支佛，于虚空中，现

神变化，身出水火，放大光明。大臣见之，欣然无量，便立誓愿：由吾恩故，命得全济。使我

世世富贵长寿，殊胜奇特，数千万倍。令我智德相与共等。 
这个人修行成就后，又回到城市，到大臣家拜访。大臣心里很欢喜，就请求供养他，

美食、妙衣等四事供养无有缺少。当时辟支佛在虚空里示现种种神变，身体出水火，

放大光明。大臣见了，生起无量的欢喜，就当即立了誓愿：“因为我的恩德，他保全了

性命。愿我生生世世富贵长寿，胜过那些殊胜奇特者数千万倍。让我的智慧德相跟这

位辟支佛圣者相等。” 
佛告王曰：时彼大臣，救活一人，令得道者，今恒伽达是。由是因缘，所生之处，命不中夭。

今值我时，逮致应真。 
佛就告诉阿阇世王：“当时救活了一个人，而且使得他得道的那位大臣，就是今天的恒

伽达。因为这种善业因缘使得他累世当中所生之处，都得到长寿，从来不会中途夭折

（所以今生也是如此，他无论想选择什么样的自杀方式，都不能实现，这就是他宿世

救护生命的善业力及愿力所感召）。而且今天遇到我，能够证得阿罗汉果。” 
佛说此已，诸在会者，信敬欢喜，顶受奉行。 
佛说了这段因缘之后，在会的人都生起了信心、恭敬和欢喜，顶戴奉行佛的教法。 
这里，如果狭义地讲，就是对于救护业得长寿生起信心、恭敬、欢喜，而且顶戴奉

行。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段因缘的启示，要在心里发誓：生生世世救护一切众生。以



救护众生的善业力一定感得长寿。因此大家要努力地去做放生、护生等所有救护生命

的善法。 
 

1五德离身：即已经出现死相，比如天冠枯萎、光明黯淡、腋下出汗、天衣上著了尘土、在坐

位上不安宁。这五相一现，就表示天人天福已尽，快要命终了。 
 
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国中，有豪长者，财富无量，唯无子

姓，每怀悒迟。祷祠神祇，求索一子，精诚款笃。 
阿难尊者说，就像我所听闻的，一时佛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候，舍卫国里

有一位豪富长者，拥有不可计数的财富，唯一是没有孩子，对此，他每每都怀着忧愁

之心，经常到神祠里祈祷神祇，求一个孩子，内心极为虔诚恳切。因为按过去印度的

风俗观念，每个家族都要有孩子来传宗接代，如果没有孩子，那家族就会断绝。所以

他非常忧愁，也就非常精勤、虔诚地在神祠间祈祷。 
妇便怀妊，日月满足，生一男儿，其儿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亲，值时会，共相合

集，诣大江边，饮酒自娱。 
结果他妻子就因此而怀孕，十月满足，生了一个男孩，长得非常端正，世上少有。有

一次，正赶上当时的一个节庆吉日，孩子的父母以及宗亲眷属共同集会，到大江旁边

，喝酒享乐。 
父母持儿，诣其会所。父爱此儿，顺坐担舞，父舞已竟，母复担之，历坐擎腾，欢娱

自乐。 
当时这对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宴会的场所。父亲很喜爱这个孩子，就顺着坐席担着孩子

边走边舞蹈。父亲舞蹈完毕，母亲又担着这个孩子边走边舞蹈。而且亲戚们也依次地

手举着孩子，非常欢娱、快乐。 
临到河边，意卒散乱，执之不固，失儿堕水。寻时博撮，竟不能得。于时父母，怜念

此儿，爱着伤怀，绝而复苏。 
他们耍到了河边的时候，一下子心散乱，一不小心没抓牢，把孩子掉到水里去了。他

们马上到处去捞，但是已经被漂走了，竟然就这样找不到了。当时父母因为爱恋这个

孩子，伤心地昏死过去，然后又苏醒过来。 
其儿福德，竟复不死，至河水中，随水沉浮。时有一鱼，吞此小儿，虽在鱼腹，犹复

不死。 
这个孩子有福德，所以就不会死，他一直在水里随着水往下漂，不会溺在里面。当这

个孩子一路漂下去的时候，有一条大鱼把孩子吞下去了，但是婴儿在鱼肚子里还是不

死。这都是福德力的支撑。 
所以，一切都是由业决定的，如果命里该死，那当即就会死，命里不该死，扔到河里

也不会死。那么他的福德力何在呢？后面会有讲述。我们一定要深信这是业力的关系

，除了业之外没有别的作者。不要以为外在有一种偶然事件，或者离开心之外有一种

力量主宰着万法，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时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无子姓，种种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

一奴捕鱼贩卖，仆输大家。 



当时下游有一个小村庄，里面住着一户富裕人家，也是没有孩子，一直在用各种方法

求子，都无法实现。当时这个富人家里常常叫一个奴仆捕鱼贩卖来供给富家，也就是

这个奴仆是给富家打工的。 
其奴日日捕鱼为业，值时捕得吞小儿鱼，剖腹看之，得一小儿，面貌端正，得已欢喜

，抱与大家。大家观看，而自庆言：我家由来祷祠神祇，求索子息，精诚报应，故天

与我。即便摩收，乳哺养之。 
这个奴仆天天以捕鱼为业，这一天刚好捕到了吞小儿的大鱼，剖开鱼腹一看，得到一

个面貌端正的小孩，他当时惊喜异常，马上就抱给他的主人。主人看到这个小孩，感

到非常庆幸，说道：“我家向来一直虔诚地祷告神祇，祈求儿子，精诚所感自然有报，

所以天神赐予我这个孩子。”这样他就把这个孩子收下，哺乳养育。 
时彼上村父母闻下村长者鱼腹中得儿。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而语之言：此是我儿，

我于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愿以见还。时彼长者，而答之言：我家由来，祷祠

求子，今神报应，赐我一儿。君之亡儿，竟为所在？ 
当时上村的父母听说下村长者家从鱼腹中得到一个孩子，他们就赶过来索要说：“这是

我们的孩子，我们当时在河边娱乐时，丢了这个孩子，现在你们得到了，愿你们能归

还。”但是那位长者回答说：“我们家一向都在祈祷神祇来求儿子，现在天神回报赐给

我们一个儿子。你们丢了孩子，难道就是这个吗？” 
纷纭不了，诣王求断。于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儿父母，说是我儿，我于某时，失在

河中。而彼长者，复自说言，我于河中鱼腹得之，此实我子，非君所生。王闻其说，

靡知所如。 
当时他们争吵纷纷，没办法了结，就一起到国王那里求一个判定。于是两家各说自己

的理。这个孩子的父母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哪个时候丢在河里的。”那位长

者也是自己说：“我们是在河中鱼腹里得到的，这实际是我们的孩子，不是你生的。”
国王听到他们各说各的理，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即与二家，评详此事：卿二长者，各认此儿，今若与一，于理不可。更互共养，至儿

长大，各为娶妇，安置家业，二处异居。此妇生儿，即属此家，彼妇生儿，即属彼

家。时二长者，各随王教，儿年长大，俱为娶妇，供给所须，无有乏短。 
当时国王想了一个两全齐美的方法，他就对两家详细地来分析这件事：“你们两位长者

各自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儿子，现在如果给任何一方，都不合理。所以你们共同抚养这

个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了，各自给他娶一房媳妇，安置家业，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安

家。这样，这个媳妇生的儿子就属于这一家，那个媳妇生的儿子就属于那一家。这样

你们两家都有后代，不至于香火中断吧！”当时这两位长者认为这样比较公平，就都听

从了国王的吩咐。等孩子长大以后，两家父母各自为他娶了一房媳妇，而且都供给他

生活所需，从不缺乏。所以他还是过得比较舒服，什么也不缺。 
于时其儿，白二父母言：我生以来，遭罗苦难，堕水鱼吞，垂死得济。今我至意，欲

得出家，唯愿父母，当见听许。时二父母，心爱此儿，不能拒逆，即便听许。 
有一天，这个孩子善根发现，他就对两家父母说：“我出生以来就遭遇到很大苦难，被

堕在水中，为大鱼所吞，快要死了才被救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一心想要出家，唯愿父

母允许我修道。”当时两家父母都很疼爱这个孩子，不能拒绝他的心愿，也就同意他出

家。 
其儿即辞，往至佛所，稽首佛足，求索入道。佛即听之，赞言：善来比丘！须发自

落。即成沙门，字曰重姓。佛为说法，得尽诸苦，即于座上，成阿罗汉。 



当时这个孩子就辞别父母，来到佛这里，恭敬地顶礼佛足，请求出家学道。佛就答应

了他，而且赞叹说：“善来比丘！”须发自动脱落，当时就成了沙门，法名是重姓。佛

为他讲法，当即断尽了一切苦，在座上就成就了阿罗汉果。 
阿难白佛：不审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种何善根，而今生世，堕水鱼吞，而

故不死？ 
当时阿难请白佛说：“世尊，不晓得这位重姓比丘宿世造了什么业，种了什么善根，今

世堕在水里、被鱼吞吃都不会死？” 
所以阿难又就业果来发问，目前这样一种落水、被鱼吞吃都不死的情况，是以什么福

德力感得的？一般人都认为，掉到水里肯定必死无疑，那只是就外在的相认定落水就

一定会溺死，但实际上水只是个外相，死不死是由业决定的。又有人说，被鱼吃掉了

肯定死。认为鱼吃是死的因，但其实鱼吃只是一个外相，至于鱼吃了死不死是由业决

定的。如果有短命的业因，那就必然会以一种方式来死；如果没有短命的因就不会

死。所以，我们一切处都要用业果来衡量，这不是由什么外在的因决定的。 
佛告阿难：汝且听之，吾当为说。过去久远，有佛世尊，号毗婆尸，集诸大众，为说

妙法。时有长者，来至会中，闻其如来广说大法布施之福、持戒之福，闻已欢喜，信

心猛烈，即从彼佛受三自归，受不杀戒，复以一钱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

财宝自恣，无有乏短。 
佛就告诉阿难：你好好听，我来给你讲说。 
这又要追溯到过去久远毗婆尸佛的时代，当时佛在世间集合大众宣演妙法。有一位长

者恰好来到这个法会里，听到如来非常详细地宣说布施的福报、持戒的福报，他听了

以后，生起了欢喜心，以猛烈的信心随从佛受了三皈依以及不杀生戒，而且又用一钱

供养了佛。以这个缘故，他生生世世享受福报，一切金银财宝都是自在地受用，没有

短缺。 
可见，真正在三宝福田里种了一些福，你就生生世世不缺受用。但是现在的世人很愚

痴，他不相信三宝，不知在三宝福田里种福，所以付出很多辛苦不仅没得到福报，还

可能造下一些亏损的因。这样每况愈下，越来越往下堕。 
所以我们在修因果的时候，一方面要了解到恶业的极大过患并对此深信不疑——一旦

在心中种一个恶种子，将来成熟时会有极大的苦果。这个时候就产生畏惧，有一种想

要断除的心，这就叫做远离欲。之后以这种远离欲摄持自己的心，你就会受持十善戒

，就会出无边的福德。这是从消极方面讲。 
从积极方面来说，你要知道善业有极大的利益。也就是知道布施产生如何的福德，持

戒产生如何的福德等等。一旦你明白了之后，你就会生起很大的欲乐。就像当时的这

位长者，“闻已欢喜，信心猛烈”，就是对于佛宣说的善法因果起了大欢喜心、信心。

有了信心，就有了积极行善的欲乐，然后去禀持这个戒，那就有无量福德。再加上他

是在无上福田的佛陀面前受的皈依和不杀戒，这个力量又非常强。这样，当他的善心

跟佛这样的境一相合的时候，种的种子就非常有力量，功能非常强，就使得他一切生

当中都享受福报，从来不短缺。 
他是在毗婆尸佛面前供养了一文钱获得无量福。我们懂了这个原理，就可以去实践了

，不要认为没处可修。所以，我们也要日日供养三宝，下至一饭一粥都至心地供养。

这样，如果一天三餐，三十年就有三万多次，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修福机会。而且遍推

到每件事情上，都要这样做供养。凡是有好饮食、好衣服、好东西，自己先不受用，

首先向三宝供献，供完后自己再受用。你只要真正深信了因果，就会主动这么做。有



人空性学得不好，落到一种非理懈怠当中。如果空性学得好，就会更相信缘起，会很

积极的积累善因。 
佛告阿难：欲知尔时长者子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其尔时施佛一钱，九十一劫，恒

富钱财，至于今世，二家父母，供给所须。受不杀戒故，堕大水鱼吞不死。受三自归

故，今值我世，沐浴清化，得罗汉道。 
佛跟阿难讲：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位长者子就是今天的重姓比丘。由于他当时供养佛

一文钱，所以在九十一劫中恒时富有财物，乃至于今世，两家父母心甘情愿地供给他

一切所需。由于在佛前受了不杀生戒，所以堕水、被大鱼吞食都能不死。又由于受了

三皈依，所以今生值遇我出世，得到正法教化而成就了阿罗汉果。 
因果的跨度很大，这都是九十一劫之前的事。那个时候种的种子一直延续感果，在超

过九十一劫时间当中，生生世世辗转不断地出生果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就

像春天的时候，在地上种一颗种子，如果没有违品去损坏它，它就会年复一年不断地

生长：结果了，落下种子，又熟果，又落种……像这样，它会辗转不断的。所以一定

要注意，连细小的行为上，你都开始要注意这个事了。也就是你要能殷重地调控好心

，让它在善的方面越来越增强，恶的方面越来越远离，那你就在不断地往上升，有了

这个人天道善行福德的基础之后，那就好修出世道了。 
所以具足正见非常地关键。法王说，你具见的话，你一切生不堕恶趣，而且源源不断

地从你的内心出生善意乐、善加行、善果报。因果正见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摄持力极

强，而且它在你的心中确实会产生无量的善法聚。 
所以，一旦你对因果起了胜解，你行善的时候是有极大意乐的，确实会超过商人求

财、淫鬼求色的。现在我们为什么达不到呢？是因为你在因果上没生起胜解，所以善

的欲乐还没起来。一旦对因果的胜解信起来的时候，你的人生根本不一样，你会有一

种非常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且每天活在法喜当中。这都是修行中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人一旦对因果生信了，你从早到晚一切都会在善法当中度过的。这个时候

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各方面的力量会发得起来，自己就会去做。现在为什么动不了

呢？是因为有障碍，第一步的胜解信没开出来，第二步的善法欲没有，导致障碍了精

进。如果前面一路打开了，后面就会涌现出昼夜不断地精进力量。 
再回来说，重姓比丘在毗婆尸佛前只是诚心施了一文钱，但是这个福田非常大，他的

滋润助生的力量极强。所以感得的福报非常大。刚才一再说了，我们也都要缘着三宝

的境不断地种福，而且外在供养财物的多少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自己的意乐。我们读

因果经的时候，一直有两个字——“信”和“敬”在打动我们，有这个内涵不断地在心里种

下去，你根本不愁自己得不到无量福报。所以，当时重姓比丘他是用一文钱供佛，就

使得他九十一劫当中源源不断、每一生都恒时富有资财。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可能

过去世对佛做了一些供养，所以他不愁吃穿，也不用劳作，非常有福报。不像一些人

整天像牛马一样打工，但是因为他是在业果愚当中，所以非常地可怜，一直都无法开

启安乐之道。 
重姓比丘是太幸运了，一直享福享到今世，他有两对父母，而且都供给他所需，他从

来不缺吃穿。因为那两个长者，第一个是“豪富长者”，财富无量，第二个又是“富家”长
者，他们都是有钱的，这个孩子就是生到这里来，自在享受的。 
第二个业果相是什么呢？就是他持了一个不杀生戒，以这个原因，他今生堕在大水里

不会淹死，被鱼吞了也不会死亡。 



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不杀生戒持得好，心中持得非常严密清净，连一个杀的念

头都没有，更不要说行为，那在果上就根本不可能被它杀。凡是被砍头、害死、战死

等等，这些都是杀生业的一个回应。因为法界是非常公平地显现果报的。你既然心里

造了一个杀害生命的业，它就自然按照你种的那个种子，到了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一

个相应的报，绝对是被杀死的。 
这也让我想起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的杜顺和尚，他当年就把鞋子放在城门外，说：“没有

人偷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心中没有任何盗业，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拿掉我的鞋子？”龙
树菩萨为什么能被一根草杀死呢？就是因为他过去造了这样一个杀业。 
第二个业相懂了以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这样发愿。如果你堪能的话，现在就可以立

誓：受持不杀生戒！如果还不堪能，也要增上这个意乐。也就是，要发愿：我从现在

开始，生生世世不杀一切众生，下至不起任何一种伤害生命的恶念。如果你持得清净

，整个的杀业就全部都截断了，从此以后你就长享安康，你不可能遭到非难。这就是

因果。 
以此推而广之，遇到任何事情都晓得这个原理，如是因感如是果。我们就要发愿：以

后一丝一毫的不义之财都不取，淫业、妄语业、绮语业等都如是发愿断除。这样，我

们的心会完全转入到善业道当中来，就是按照这样一种规律来让心趣入的。 
第三个业相是由于他受了三皈依，所以就能够遇到佛出世，得到佛的正法教化而成就

阿罗汉果。 
我们一再说，你要入到佛家的话，就要皈依。以皈依的誓愿，缘起力自然支配你直接

就遇到佛，甚至出家、学法、成道，它是一个直接的缘起，法界就会这么安排的。不

可能你天天说“我不皈依三宝，我皈依那个外道”，然后法界错误运转，把你给搞到三

宝里来，这是不可能的。只要至心地皈依三宝，法界也不可能不回应，自然就会给你

合适的安排。 
所以，一切都在于我们的心，一切掌握和创造命运的要点就在自心上面。前面也一再

讲过，如果你有皈依的话，你终究会在三宝门中得到救护，决定会趣向无生彼岸。就

像重姓比丘，他过去九十一劫前种了这样一个皈依的因，这个因不会消亡，终究以它

的牵引，而在今生遇佛闻法、出家为僧，最终成道。 
你受皈依的时候，内心唯一皈依佛，不皈依其他导师，那你怎么会落到其他外道师的

门下？除非你自己皈依不清净，还有别的想法。你说我一心皈依法，以法为道路，不

以其他为道路。当然以这个缘起，你就会遇到佛说法，你就会依止正法来修行。你说

我一心皈依僧，不皈依其他外道徒众，那你不会入到外道里。哪怕碰到外道的师、

法、徒众，以这个皈依的誓愿也自然保护你远离，不会入到里面。这都要知道，我们

因地的心是这样，缘起就是这样，将来就会这样运作的。 
懂了这一点，你就明白发愿是非常地重要。愿是个向导，皈依是其中的一个根本誓

愿。发起皈依的誓愿，就会使你一心入到佛门里来，从此会展开一切圣道的修行，而

且终究会达到涅槃果，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条法道。 
像我们在座的人，我看皈依是有，但有些人的皈依不是太清楚、不是太纯粹，所以今

生他会碰到一些外道，还会搞两下，或者还会迷恋一些世间的学问、科学，比对佛法

更崇拜。可见皈依上是有问题的，过去种的因就很杂乱。 
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个因果，它会在你的心中开出很大的智慧来，从此之后，你

会睁开一只缘起的正眼。这以后不必要别人整天唠唠叨叨劝你做什么，是你自己的正

眼开了，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随顺正道来做。 



所以，首先开启因果律的正见，这是第一位的事。这不是某个人的想法，千佛出世度

众生的时候，首先就是从这个正道开始入手的。释迦本师来到人间给人传什么法？首

先就要说因果。这是第一位的事情，不然没办法引导众生进入安乐的正道。 
尔时阿难，及与大众，闻佛所说，遵修善行，敬重佛教，欢喜信受，顶戴奉行。 
当时阿难和与会的大众听到佛这样说，都十分殷重地遵奉这样的善道来修持。他们都

敬重佛的教法，以欢喜心信受领纳，然后时时顶戴佛的正法而奉行。 
现在的人常常说，我们要自由。这完全是不懂因果的表现，而且他还把这样一种任

性、放逸而为，跟无上成就者的没有束缚等同在一起，这是非常可笑的事。 
从上面这些句子你能看出，他们是我们的表率。其实我们都是佛弟子，他们是怎么做

的？他们是怎么对待本师的？怎么对待本师讲的法？我们也应该这样效仿。所以，这

几句话，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像镜子一样拿来对照自己，我们闻到了佛法是不是也这样

非常敬重，一心一意地刻在心里，然后以欢喜心顶戴奉行？ 
这些字眼都说明了对法的极度尊重之心。这样，这个法就能起极大的作用。如果你学

完了以后，根本没有所谓的顶戴奉行，那么你最多就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行者。学

者也只是一种记问之学，字句说的这些东西能重复得来，但是就实际来说，压根也不

按照教法来实行。 
其实这也有违于皈依戒。大家如果学过皈依，就知道皈依后是有学处的。皈依学处中

就讲到：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这些就是随顺皈依而来、必然

要有的一种行为。不然你说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只是口里念一念，行为上什

么表现也没有，那不就是成了喊口号，哪里是真正的皈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