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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孤如道咕如道普臣2020年于加德满都的演讲
2020年3月10日

比尔库提中心，加德满都，尼泊尔
February 29, 2020

 
我们以无尽的敬仰，向无比尊敬的、无所不知的、至高无上的大全知法众孤如顶礼。我们向伟大的大孤如
阿妈和小孤如主温柔的莲花足下顶礼。我们，在此出席的，整个信众团体、吉祥的庆祝者们和虔诚的追随
者们，向孤如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尊敬并永远归从于孤如的庇护之中，我们的心充满着奉献、无限的爱、信
仰和信任、感激和敬重。
 
怀揣着对追随的无限向往，我们向所有天境般世界中的所有神圣的超灵博格万孤如们顶礼，并献上我们深
深的崇敬。我们以无尽的奉献之心归从于上方无限世界里无比尊敬的示道孤如们和孤如道咕如们。

我们在大全知法众孤如的莲花足下顶礼。法众孤如化身于此世界，来清除那阻碍人类文明的无知之根。他
将充满着尊敬、信任和奉献以万物一体的迈萃心境带回人间，为无数生命带来保护、升华和超越。在这个
纠缠于迷信和虚假教义、缺乏正法和孤如的社会中，在这个人类徘徊迷失、濒临灭绝迷茫的时代，他透过
孤如道咕如们点亮智慧之光，授予了无可比拟的、令人振奋的、充满慈爱喜悦的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的原
则和法律。

我们衷心感谢每一位政治领袖、文化学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宗教领袖、新闻工作者、外国协会和其
他贵宾抽出时间，在这个平台上分享自己简明、真实、清晰的主张、思想和见解。热烈欢迎各界朋友的光
临。
 
致所有在场的和未在场的地光孤如道咕如们以及所有的信众、奉献者和追随者们，大家心悦吉祥。
 
所有在座的尊贵的法的祈福者们和宗教思想者们能来此出席这个友爱的灵性分享会，令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由于我们的吉祥的法之善果，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分享大全知法众孤如光芒万丈的甘露之语。孤如的开
示将由一位出世孤如道咕如宣读，他是孤如道心法的领袖之一。对于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这一主题，孤如
道咕如占用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这是因为真相必须要在此得以呈现。在这里，也友善地请大家以极大的
专注聆听孤如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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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如的主要使命是传播万物一体的迈萃心境，并将真正的、永恒的法道传授给这世界；保护这世界上所有
的生命万物，从人类到无数的动植物；维系这个被完美创造的世界的平衡，使其免遭毁灭；通过教导真法
和真道，授予最高的解脱，使人类得到升华。
 
“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源于大全知法众孤如本尊，我们要遵循这心法的原则，唤起友爱的精神。通过每
天的善业行为来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得到超越，唤醒超灵正法并使之永存于世。至上道启示迈萃心
法是正法法道的指导，用来培育人类灵魂和超灵之间的和谐关系。通过对超灵博格万的衷心奉献、信仰、
理解、信任、无限的敬畏和尊敬，从而使这种和谐关系像在苏卡瓦提解脫天境一样欣欣向荣。
 
这样，法的太阳在这世界升起了。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领略到这伟大智慧的光辉。没有法就没有任何幸
福可言。友爱的核心在于所有生命的幸福、普遍平等与和平。例如，任何真正的法怎会在人们之间传播动
乱？正法怎么会引发任何的歧视？如果有些”法”不是拯救世界，不是促进和平，而是恰恰相反，它能被
称为法吗？那是法的行为吗？当然不是！所有那些行为都是邪恶灵魂的把戏，而非任何真正正法修行者的
所为。毫无疑问，那些不可能是法。

如果“法”把他的“真理”如那般留在了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怎能得到拯救？这是一个严肃的大问题。
事实上，代表真理的迈萃心法在每个人的面前升起了，他坚忍如苍天，恒久如大地。此时，呈现于世人面
前的，是法正在遭受许多打压和伤害。但迈萃友爱心法的精神却不会因此而变得怨恨、愤怒或不合作，而
是呈现出一种更加警觉、清醒、无比坚定、身披伟大和平盔甲、疗愈伤痛、重新整合破裂、修复残缺的状
态，同时更加努力地，为包括正在进行打压和伤害的那些灵魂在内的一切生命的最终解脱而努力，更毫无
歧视地平等对待每个人。
 
由于缺乏足够的法的善果或智慧品质，所有在这里出席或未出席的纯洁的有善良的灵魂们，很不幸，我们
在之前没有实现超越，没有升入解脱天境，如今都以人类的身份在此世界转世。但是，即使我们前世没有
实现超越，凭借着所累积的足够的法的善果，我们这次得以再生为人，而不是动物。能够拥有这个美妙的
机会，我们真的很幸运。把握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从零开始，不要再有丝毫浪费，我们必须跟随真正的法
和孤如。我们之前的善果和知识已随着这次新生而终结了，我们需要再次从零开始，积攒法的善果。现在，
通过超灵孤如的无限祝福，我们将有机会不必再重生于人间，而是进入到无所不知、永恒极乐的解脱天境。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历很多艰辛。最终，付出什么与得到什么，完全是每个人类灵魂自己的
责任。
 
由于大全知法众孤如在若干往世累积了庞大的法的善果，因此，在神圣的超灵博格万们的同意下，他再次
降临人间再生为人，将法赐予世人以拯救世界。我们也因此有机会获得这神圣的指导，可以通过毕生践行
法业而最终实现超越。
 
从过去到现在，我看到了自己的变化，我看到了所有地光孤如道咕如们和弟子信众追随者们在内在心灵中
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跟随大全知法众孤如的脚步，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同样积极的转变，都能得到极大的喜
悦和满足，都能在朝圣的过程中实现脱胎换骨的变化。

哦，善良的灵魂们，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掌握了获得世俗成功的种种方法，但却并未能让这个珍稀的生命获
得任何意义。这短暂的生命终将以死亡结束，不会结出任何果实。因此，让我们从内心最深处出发，把我
们所有的智慧、觉悟和意识交给孤如和法，踏上心灵超越之旅。在世界上，或在这一生里，还有什么事比
这个更重要、更伟大呢？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将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
 
孤如曾经开示道，在法看来，所有的灵魂无一例外都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超灵正法洞悉一切。法是包括所
有活着的人类的灵魂在内的，他是所有万物的唯一来源或起源。怎么会有任何东西能从法中分离呢？或者，
脱离法而独立存在呢？又或是，让法不能彻底看穿？那是不可能的。
 
人类在过去几千年来产生了种种巨大错觉，让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或认识到法的真正本质。我们甚至从未亲
身体验过法。但无可避免的，我们所有的灵魂都要经历法的旅程，无论我们最终是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越，
还是继续漫无目地迷失而最终走向灭亡。

无论人类怎么说，例如：“我是无神论者、虚无主义者。我并不相信万物、所谓的创世主和博格万、或超
凡的力量有任何意义，我不相信轮回，我只相信自然科学”，事实上，人类始终无法越过或绕开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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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导致相应的结果。最终，我们的灵魂会以某种方式，要么被拯救，要么被摧
毁，要么迷失在其他世界。这意味着，当我们离开肉体时，我们在世时的思想和行为将决定我们的灵魂去
往天境、地狱或是其他世界，是变得无所不知还是愚昧无知，是得到永恒的幸福还是无尽的悲伤。这完全
取决于我们此生的业力。最终，每个灵魂都会去往那个自己应得的、确切的归处

地狱意味着灵魂被摧毁了。如同被火烧毁了的贫瘠土地，结束了，再也不能发芽和生长种子。当一个灵魂
犯下了巨大的错误时，他在世界上就失去立足之地了。最严重的恶行包括：做邪恶之事或参与阴谋破坏法
和孤如的行动；从事破坏世界的行为；参与大规模破坏绿色森林和野生动物的活动；谋划、实施或参与种
族灭绝、其他大规模战争的暴行和世界冲突等；以及，在这一生中去杀死任何的生物。任何这类的行为都
会毁灭自己的灵魂。
 
仅仅通过通晓法、拥有广博的知识，终生奉献服务于法，精通冥想或瑜伽练习，是不可能获得永恒的解脱
的。即使是善于看到过去和未来，或是从神灵的形象中得到祝福，也不能保证我们能够获得最终的生死超
越。首先，最至关重要的，是要遇到一位实现了永恒解脱的在世的孤如，并获得其帮助与祝福。
 
已经超越尘世的超灵孤如们，把趋入心灵天境的戒律箴言赐予了凡间。我们只能紧紧跟随孤如们的指导，
因为别无他法可以让世界获得扬升。这是因为人类和超灵博格万们的法之准则是完全相同的。但在这堕落
的时代，人类难以获得超灵孤如们給予的深刻信心而到达解脱境界。只能被死死束缚在尘世、生生死死、
痛苦循环。而数万年前与现在正好相反，人们获得解脱是相当容易的，因为人类灵魂中原始的真性和真心
在几万年间已荡然无存。由于对法道扭曲和腐坏的理解，人类灵魂中原有的纯洁、平等与合一被显摆、傲
慢和自私自利所取代，导致人类灵魂丧失了和神圣的超灵孤如们之间的谐和关系。人类对法的力量丧失了
信任，开始转向物质性的贪着和娱乐。当人类不再对真理充满信心，真理便离开了。当人类的灵魂在过去
数万年间堕落成我们今天的样子，灵魂深深地沉沦于分离主义、堕落、分歧、利己思想、不当言论、自私
自利和伤害性行为，超越尘世就变得尤其困难。
 
极其幸运的是，超越了肉体生死的超灵大全知法众孤如降临了人间，通过他极大的怜悯与祝福，我们可以
轻松地获得永恒的解脱。他，就是这种超越力量的化身。因此，我们只需要紧紧的跟随他。

在这个尘世，快乐和痛苦都不是永恒存在，持久不变的。这些情绪是转瞬即逝的，比如饥饿感会因吃东西
而立刻得到消除。如果来自肉体的饥饿意味着短暂的痛苦或渴望，那么它的消除看起来就像是快乐。然而，
物质世界里的这个肉体稍纵即逝，认清了肉体的这个本质，我们就必须去追求永恒的幸福，点燃我们神圣
的内在智慧之光去修习法业。人们习以为常的追求着世俗与物质的幸福，这种快乐就像是一场沉睡着的大
梦。梦醒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中，才意识到是那些瞬息的错觉把我们从永恒的真相中转移开了。
因此，伟大的智者并不关心世俗的快乐或悲伤，只把这些当作自己肉身的影子，他们过着没有依附的生活，
将整个人生致力于追求终极真相。
 
人的灵魂具有数不清的品质和特征。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我们需要为它提供住所、
保护、遮盖和食物，我们需要竹子、芦苇、棉花和植物，我们需要空气、阳光、水和泥土，我们需要很多
东西。同样的，被称为灵魂的意识实体需要法才能存活。他需要友爱的迈萃精神、需要超灵孤如们慈悲的
祝福、需要对神圣真相及其本质的领悟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世界上，由于身体和灵魂
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需求也就不同；尽管人类灵魂有无尽的个性和特点，但这个名为灵魂的实体，却总
是充满着光明，并一直在寻找其源头和核心，那就是法的真相。
 
作为人类，身体是必然会消亡的，无论我们如何渴求，也不可能被赋予永恒。但是对于灵魂，我们可以使
他永恒，也可以让他毁灭或消失，这一切都是根据我们内心的愿望。作为生活在物质世界里的人类，一直
以来我们都只是在为我们那易腐的身体在谋求福利，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为我们灵魂的提升和繁荣去做任何
努力。这一切可能是由于我们缺乏智慧。
 
是让我们的灵魂不朽，还是用消极的行为来消灭他，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尘世间的每个人都有权利，
也有义务做出自己的决定。为了使我们的灵魂不朽，我们必须要得到超灵孤如们的祝福、累积法的善果、
得到神圣的知识，并生活在迈萃的心境中。只有这些营养才能使灵魂永恒不朽。如果我们相反地行事，我
们灵魂的光就会被自己的错误行为所熄灭，最终不复存在。
 
在法中，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灵魂。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动物。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某个动物的灵
魂也曾是一个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宛如超灵的一个人的灵魂。但由于那个人可怕的恶行，他的来世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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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的子宫里，这个可怜的灵魂从此再也无法重新获得足够的理解力，无法修持正法从而获得生死解脱。
这个灵魂正在逐渐走向最终的毁灭，这是此人先前恶劣行为所累积的业力所决定的。如果作为我们人类都
很难对法形成正确的心态，那么我们还能对那些灵魂已经空乏了的动物们期待些什么呢？今天，如果我们
完全专注于无穷无尽的慈爱、法之善果微妙的光芒，以及创造者博格万们赐予的法中的提升，那么领悟就
会以某种方式在人类身上开花绽放。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的超灵孤如和法是永远公平无偏见的。他们永远不会伤害或毁灭任何一个灵魂，
也不会存有任何恶意，他们总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得到升华与超越。例如，孤如和迈萃心法的光芒正在遍
照世间、弟子信众们正在积极前行。在这个世界上，迈萃心法不可磨灭的历史已被一页页地书写。

法众孤如已完全了悟了法的真实本质，并被所有的至高无上的超灵博格万们授予了在此世界传法的神圣权
威。孤如将以他的方式指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前进。在孤如看来，没有人是遥远的，没有人是陌生的，所
有人都是一体和平等的。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不能认出他，我们被自负、傲慢、贪婪、偏见和自私
蒙蔽了双眼，这是我们可怕的错误。由于大全知法众孤如的祝福，当今大多数人的灵魂正朝着积极的方向
转变，充满了大乐与平和，这从在座每一位的洋溢着微笑和慈爱的脸上都能看的出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
闪耀着无比的崇敬和深深的尊重，都充满了对孤如的信仰、信任、信心和虔诚。
 
法众孤如被赋予了所有超然的品质和法的本质。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再需要学习的了。他就是那个已经从
世界上的一切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了的超凡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再做的，就是在孤如愿意时，
离开这个肉体。尽管被赋予了如此巨大的潜力和无所不知的知识，为什么孤如没有立即向世界展示其真正
的形态、他全能的能力和理解力呢？孤如说：

“因为法绝对禁止任何的这样的行为。孤如本人也必须遵守所有的超灵律法。时间将说明一切，慢慢
的。”
 
如同果实需要时间才会变得成熟甜美。随着法的指导的深入，孤如的真实身份会在深度和强度上逐渐被揭
示出来。逐渐的，历史的每一页，都将彰显并见证他真实的形态、能力、权威和神圣的智慧。他从不夸耀
自己，也不傲慢地坚持要求世界和人类必须立刻掌握所有神圣的洞察力。孤如是爱。祂是富有同情心和耐
心。

关于这一点，孤如曾经解释道：

我获得的知识不是为了任何世俗的头衔、名望、声誉或自己的利益或方便，不是只为了任何特定的人类社
会或国家，也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国王或皇帝。我获得这些知识的唯一原因和目的是要保存这世界上
所有被创造的生命元素和拯救所有的灵魂。

根据时间和需要，许多积极的转变已经在发生了。这些例子对世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出世孤如道咕如们的法道已经开展，大地光孤如道咕如与入世地光如道咕如的法道也是如此。世俗
信众奉献者的法道亦已得到发展。最初的箴言、法袍和语言，这些迈萃心法的友爱的法道也在蓬勃发展之
中。在心法的历史上，有很多心怀悲悯、解救众生的伟大的至上道（博格万道）的孤如们、示道孤如们、
孤如道咕如们一直隐没着并不为人所知，现在，通过揭示他们的品质、能力、本质和目的，默默无闻的他
们正在被介绍给这个世界。就这样逐渐的，迈萃心法在这个世界上快速而坚定的发展开来。
 

现在，纵然是万水千山也无法阻挡正法的发展。最终，法就在这里，并不断前进。这样说，并不是出于自
负，而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向往健康与幸福，都想得到终极的升华，在这种趋势下，法怎会被
阻止？去阻止法就是要去灭绝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存在。
 
早期，孤如在霍可里亚丛林进行震惊世界的苦修冥想期间，曾授予信众、奉献者和追随者们十一条迈萃箴
言。这让大家对法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而避免陷入到困惑之中。
 
其中，第二条箴言清楚地说明：“在找到了永恒的法、道和孤如后，仍然要尊重所有的宗教和信仰。”，
这是至上道所示迈萃心法的根基。这条箴言的基础上，孤如亲自号召并邀请所有宗教和灵性道路的追求者
通过每个人内在的追求、探索、发现并一起来追随至上道所示迈萃心法。根据法的原则，首先就是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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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而不要因为名字、外表、种姓、宗教、肤色、阶级、性别、信仰、社区、民族、权力、地位、
能力等原因而产生任何偏见，第一条箴言也是如此规定的。今天，孤如鼓励大家以崇高的敬意去平等的对
待所有的人和宗教，并将此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放弃所有自私的“我，我的”的心态，促进友爱的生长
和绽放，这便是万物一体的迈萃的心境。
 
一位正道的精神领袖，绝不应在思想上或言论上反对其他的宗教、国家、民族、社会或个人。法的戒律里
不允许这种偏见。孤如曾在一次开示中说到，从天境般解脱界的超灵博格万到此凡间世界的咕如们，所有
法的孤如/咕如们的戒律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在所得到的智慧上和在法中所担负的责任或角色上有所不
同，这些所得是与各自遵循法的程度成正比的。从戒律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法都是同源的，是相同的。但
是，人们被自私蒙蔽了双眼，不断的累积错误行为，看不到我们彼此在法中本都是一体宇宙中的平等灵魂。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和咕如们都真的是肩负神圣使命来拯救众生和保护世界的，
他们之间怎么会有丝毫的分歧呢？
 
由超灵们创造的天空为一。大地为一，太阳为一，月亮为一，而宇宙作为蕴含以上所有的实体，整体也为
一。解脱界的超灵博格万的法及法律都是相同的，同样为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命万物本就是内在紧密联
系着的一个整体，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同一体、同一法、共同业报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去承认并遵循我们神
圣的法道呢？
 
事实上，一位真正的博爱友善的法师咕如，绝不会做任何带有恶意的非法行为，如批评、驳斥其他灵性领
袖，或对他们恶言相向等，更不用说伤害他人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是为了其他所有人的进步与提升。
如果拥有着那伟大智慧、伟大的相互理解、满溢着友爱心境的我们，却继续像无知的人类那样行事，那么
这个世界上谁能诚实呢？因此，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避免这些重大的错误行为。我在哪里？我所遵循的規定
和原则是什么？我所奉行的道能让我们永恒地解脱生死么？能让个人、社会和国家都出现积极向上的变化
么？现在，到了世界上所有的灵性领袖都应去认真思考这些根本的关键性问题的时候了。一位为所有人谋
福祉的灵性领袖，不应陷于对财、富、名、誉的贪恋中，不应附着于亲属关系、政治或经济、永远不要偏
袒任何一方，不要分别你我，对贫富应一视同仁。

最重要的是，宁静而喜悦的迈萃心境海纳百川，每个创造着这种如天空般宽广的迈萃心境并领会了永恒解
脱的灵魂，都会努力引领所有的人类灵魂走向终极的真理。众所周知，在世俗琐事中迷失自我并散布妄想
谬见是严重错误的非法行为。超灵正法没有两个不同的形式，所有的法都是一个，并且都是相同的。世界
上所有的宗教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原始的创造之法中衍生出来的。然而引领这些宗教的领袖们来
自真实或者非真实？这个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来亲自作答。
 
世界上的灵性领袖们，每一位都各自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外表和品质展现在世人前。他们都有伟大的思想、
深刻的感情和深远的影响力。很明显，在家庭、村庄、社会、国家乃至在国际范围内，他们通过启发人们
去保护世界上的生命形态，鼓励人类从事富有同情心的行为，促进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为人类灵魂的
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了这些灵性师者们以外，其他人都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在灵性领袖们的引领下，
当今各个大型社会团体正取得明显的进展。

但是，在当今物质、经济、社会、政治、教育或外交因素剧烈变化的背景下，仅仅靠友善、爱、合作或信
念，是不可能拯救世界和所有生命的。 世界形势如此动荡，因此将法扎根于人类灵魂中，这是至关重要
的。否则，人类迈萃的博爱精神和法之善果将会逐渐消失。当若法最终消亡，全世界也必将终结。这是人
类日益的冲突、战争、作恶和误会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将法扎根于人类灵魂是一项世界性的浩瀚的法的工
作，需要在整体布局上合乎超灵孤如正法的准则和平等性，在具体实施上，因地区文化的差异而异。这统
一之法也需要得到来自上方的超灵博格万的巨大信任、信心和祝福。
 
法与政治是不同的。法从远处看待政治并予以尊重。世界政治有其独特的功能和特点。但是，法怎么会涉
及政治呢？请智者更深入地审视自己；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信徒们、信众团体们以及宗教领袖们，让我们
在团结、理解、平等、支持和合作的纯爱的迈萃心境里，通过发展相互的精神纽带关系而共同向前迈进。
大全知法众孤如以其不朽之言开示道：
 
“由于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即真实，世界上的一切虚假会被其自动拒绝，并被其立即放弃。”

到目前为止，迈萃心法想要向世界展现所有的弟子们、信众成员们和奉献者们的许多明显的积极变化。大
全知法众孤如曾在一次演讲中以其甘露语开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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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世至今，许多孤如们获得了全知的智慧，实现了对尘世间生死轮回的超越，并在法的历史上做出了
巨大贡献。其中有些孤如已在这世界上广为人知，但有些却仍隐藏在神秘之中。”
 
他们基于各自的能力和遵循法规的程度，通过以下三种法道获得了全知的知识，第一种是至上道创造者，
第二种是示道孤如创造者，第三种是孤如道创造者。在当前这21世纪，从2005年5月16日至2011年5月16日，
从拉坦普尔丛林的第一个地点开始，到霍可里亚森林丛林的第二个地点，大全知法众孤如，在无比艰难的
苦修冥想中放弃了一切，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历经了这全部的三条法道，获得了全知的无上智慧。
也正是在这段苦修期间，他得到了拯救世界的至上道所示迈萃心法。

基于孤如道法道的原则，法众孤如根据弟子们的能力，将他们分为出世孤如道咕如、出世大地光孤如道咕
如、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和世俗凡人孤如道咕如。在这些法道中，最高的是那些出世孤如道的男女咕如们。

出世孤如道咕如是那些在孤如身边的弟子们，他们直接从孤如本尊那里学习法的练习，然后再教导给他人。
遵循着孤如道的指示，出世孤如道咕如完全远离家庭和社会。他们在为出世大地光孤如道咕如们、入世地
光孤如道咕如们和世俗信众团体的追随者们传授法的原则、法律和知识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样地，出世大地光孤如道咕如是和那些入世地光道咕如的情况一样地进入法道中，但随后与家人分离，
成为在孤如的神圣区域内隐居修行的咕如们。他们，像出世孤如道咕如一样，也在为入世孤如道咕如们、
以及世俗信众奉献者和追随者们传授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在社会和家庭中生活，
在主持人们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仪式方面发挥着特别积极的作用，例如在葬礼上将灵魂送上迈萃之路，在
出生仪式上祝福那些新生的灵魂，在婚礼仪式中将两个灵魂合二为一的过程等等，为信众奉献者和追随者
们提供了保护并赐予了信心。他们是所有普通世俗信众奉献者们的首要导师咕如。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通
过主持包括精神障碍消除法会在内的其他重大活动来提升信众和奉献者们。这些法的咕如们帮助信众免于
痛苦和折磨，并指导他们进行正确的生活模式 和礼拜，包括祈祷、咒语和简易的连珠吟咒冥想等。

到目前为止，男性和女性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们，即男性阿托阿哈斯和女性塔波娃通过包括一个月的入门
训练、三个月的持续独处冥想和六个月的迈萃语学习的各种训练项目，直接从法众孤如本尊那里得到了迈
萃心法的主要法律、规定、仪式和练习的知识。此外，他们还完成了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培训计划，学习了
二十一界和超灵孤如的迈萃语的祈祷文。
 
就这样，他们掌握了各种法的仪式和练习，为生活中影响人类的一切善恶事件做好了准备。每当信众社区
需要时，地光孤如道咕如们都会通过各种心法类活动给予信众们有益而温和的监督指导，为他们提供深深
的信心。同样，信众奉献者们和追随者们也会得到入世地光孤如道咕如的指导，得到关于日常礼拜、诵经、
连珠冥想练习的培训。但是，人们需要做到的最重要的原则是：

1） 避免任何伤害任何生物的行为

2） 只食用迈萃的纯净营养

3） 崇敬孤如、法和彼此

4） 每天进行礼拜，祈祷和连珠冥想。
 
作为首要安排，迈萃心法已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信众奉献者和追随者们提供了可以获得巨大法的善果的简
单的方法。同时，为出世孤如道咕如们、和地光孤如道咕如们提供了迈萃心法咕如们专用的法袍；为所有
世俗信众的蓝、绿、粉、紫颜色的服饰也被提供了出来。心领最上全知法众协会以尼泊尔语出版了第一版
法典简介，这部基于孤如的甘露教导的简介叫做迈萃心法简介。第二版和英文世界版也已基本就绪，将在
适当的时间出版。这些都是迄今为止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成就。根据时代的需要，孤如
将继续赐予进一步的指导。
 
法众孤如在不断地提升世界，拯救世界免于自我毁灭，拯救人类免于灭绝，为我们的心灵和心态提供共生、
共存和合一的指导，将爱心传播到人类社会和所有生物身上，为什么要对这位伟大而纯洁的孤如进行毫无
根据的虚假指控呢？他甚至试图拯救那些有害而恶毒的反对正法的灵魂，他们因为试图摧毁孤如和法，正
将自己带入最可怕的无尽危险之中。这样持续不断的对无辜的孤如进行非法、不正当的反复攻击，难道不
会向越来越多的人传播侵略意识？难道不会导致这种战争般的不安从社会蔓延到国家，并最终扩散到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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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吗？从很多方面看来，确实会是如此。
 
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正在一条完全独立、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道路上发展，没有任何偏见。任何来自其
他各个利益领域的政治的或企业的个人、组织，都不要企图制造任何障碍来阻止迈萃心法的发展。因为孤
如和法一直在向世人表明，至上道启示迈萃心法不反对任何人、任何精神领袖、任何团体、任何组织、任
何世界上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不会反对尼泊尔这个国家。他洋溢着人类终极超越的至乐和宁静，通过专注
于所有人类灵魂的福祉，平等地执行超灵的律法、规定和原则。

有人可能会说，修法对我能有什么好处？我能得到什么？法有什么价值？目前，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
人在社会中表现出类似的心态。例如，以政治的力量攻击和控制法，试图消灭、压制、封杀法，或者某些
特定传统或仪式习俗的个人或团体出于私利，试图消除法的存在。当人类把自然科学视为知识的最高境界
而无视正法时，法的生命和人类本身就会很快从大地上消失。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贪欲催生的以法的名义
的商业化造成了重心转移，即，将神圣的法之空间发展成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导致了物欲横流的娱乐取
代了最初真正的对法的崇敬和尊重、信仰和信心。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状态：人的灵魂忘记了法的重要意
义和真正的本质，只知道外在的、肉体性的礼拜行为，忘记了我们与超灵孤如们的内在联系。

当这种浅薄的思想和感觉在个人和社会中扎根之后，法的本质也就自然消失了。在没有法的情况下，人类
的灵魂便全部陷入了冲突、战争、扭曲、堕落或压迫的非法行为之中了。这表现在剥削、社会犯罪、谋杀、
家庭暴力和虐待、以政治手段压迫社会和国家等。类似这些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呈现上升趋势。在我们
当前的环境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随处可见。人类日益增长的傲慢和贪恋在灵魂中造成了不安和不满。
所有这些暴力、冲突、镇压和骚扰行为的主要原因是真相和正法已经离开了人类。
 
这个世界不应该认为法是无稽之谈，毫无用处。这种想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所有人类的生命，
动物植物或微生物的生命，大地，太阳，月亮，天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活动，无论是真是假，都
包含在正法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了法，人，寸步难行。这是事实。以人自身为例，仔细想想，
这个生命本身是否不需要任何食物维持，仅靠自己就能独立存活？同样，看看大地、太阳、月亮，看看大
自然，它们是否是仅靠自己就能独立存在和进化的？机械般的自行运转？尽管无法看见，但是请想一下，
如果没有任何动力或能量，以上这些可能持续么？
 
在这个完美创造的世界里，人类运用他们的智力和良知，利用所有在”大自然中自然产生”的元素，为我
们的日常生活制造必需的东西。这些人造的东西在没有人类努力的情况下就能自行发挥作用或存在么？这
是不可能的，它们必须由人类用智力来控制和操作。否则，就会出现麻烦和混乱。同样，如果没有创造者
的维护和指导，宇宙和所有这些自然创造的元素怎会运作甚至存在？正是这些创造者们用法创造了宇宙，
也正是他们给予了人类可维系的法，以便人们在和平与幸福中顺利生活，以摆脱像今天这样的围绕在我们
身边的、各种反法的、人为的残暴行为和自然灾害。
 
同样，宇宙中所有的元素都是由法创造和支配的。所有的事物都通过某个至高无上的灵魂显现出来的，千
万不要认为法是二手的、人造的、非物质的或毫无根据的。那至高无上的存在，那超灵是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无所不在的，他们创造了一切，并维持和统理着一切。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真正的本质来指导和
运作一切，就不可能有移动、呼吸，最终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

法众孤如出生于尼泊尔，也正是在这个美丽的国家，他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智慧。这使尼泊尔成为了世
界和平的中心。事实上，尼泊尔这片独特而神圣的高地，是几千年来造就伟大精神领袖的圣地，尼泊尔的
精神意义和价值举世闻名。尼泊尔不仅引领了所有的尼泊尔人民，她也将她的崇敬和尊严传播到了世界各
地。这一事实，应该令所有的尼泊尔人民对我们引以为傲的遗产心存感激，因为正是从尼泊尔，最深切的
真心崇敬和人类尊严将传遍并祝福全世界。
 
认清了这真相，就让我们都走上正法之路吧。快乐地生活，没有任何烦恼、焦虑和恐惧。为了学习更多的
法，我们所有的日常业力行为都必须合乎法道。在此，我们再次衷心地鼓励所有人，请毫不犹豫地遵循友
爱心法。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一个美丽和平的世界。
 
祝福大家一切心悅吉祥

https://bsds.org/zh_CN/news/213/chu-shi-gu-ru-dao-gu-ru-dao-pu-chen2020nian-yu-jia

https://bsds.org/zh_CN/news/213/chu-shi-gu-ru-dao-gu-ru-dao-pu-chen2020nian-yu-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