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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为一个长者，我有幸为这本小书写一段介绍。这是一位年轻的兄弟写的

第一本书：他的身体确实很年轻，但灵魂并非如此。书中的教义是他的真师为

了他入道而传授给他的，是他根据记忆缓慢而费力地写下来的，因为他去年的

英语远没有现在这么流利。大部分内容是他对真师原话的记录；其余则是根据

真师的意思用自己的话写的。他的真师补充了两个被忽略的句子，另外在两处

各添加了一个被忽略的词。除此之外，它完全是阿尔西恩自己写的，是他给世

界的第一份礼物。�

作者的希望是，但愿这本书能帮助其他人，就像真师的话语曾帮助他自己

那样。可是，书中的教义只有在生活实践中才会有成果，就像他自己从受教以

来一直做的。如果读者学习作者的榜样并遵守教诲，那么，伟大的道路之门将

敞开，他能踏上路。�

安妮·贝森特�

1910年12月�

 1



前言�

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教导我的真师说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丝毫成就；

但通过他的帮助，我踏上了道路。你们也渴望踏上同样的道路，所以他对我说

的这些话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愿意遵守的话。仅仅说这些教义是真实和美

好的是不够的；一个希望成功的人必须完全按照教导的去做。一个饥饿的人看

着食物说它好吃，并不能充饥；他必须伸出手来吃才行。同样，光听真师的话

是不够的；你必须按他说的去做，注意每一个字，接受每一个提示。如果一个

提示没有被采纳，如果一个字被错过，那就永远失去了；因为真师是不会重复

的。�

要想入道，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明辨�

无欲�

善行�

博爱�

真师对我就以上每一点所说的话，我试着讲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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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辨�

这些条件的第一个是明辨。这通常指的是对真实和虚幻的鉴别，它能引导

人们入道。不仅如此，它还包含更多的意思；它不仅要在刚上路时练习，而且

要在道路的每一步每天自始至终地实践。你之所以踏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你已

经明白，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找到那些值得获得的东西。不明白的人努力获

得财富和权力，但这些最多只能在一生中拥有，因此是不真实的。有比这些更

伟大的东西，它们是真实而持久的东西；当你一旦看到这些，你就不再渴望其

他东西了。�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这种知识是最重要的东西。

一个人信什么宗教，属于什么种族，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种知识—

—关于神圣计划的知识。因为有一个神圣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进化。一旦

一个人看到并真正了解它，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为它工作，使自己与它融为一

体，因为它是如此荣光，如此美丽。所以，因为他知道，他就站在神圣一边，

站在善的一边，抵制邪恶，为进化而不是为自私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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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站在神圣一边，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无论他自称是印度教徒、佛

教徒、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无论他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俄罗

斯人，都没有丝毫关系。那些与神圣同道的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应

该做什么，而且他们正在努力去做；所有其他人还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所

以他们经常做蠢事，试图发明一些会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方式。他们不知道万物

合一，因此只有合一的意愿才能真正让任何人感到快乐。这些人在追随虚幻，

而不是真实。只有在他们学会区分这两者时，才能站在神圣的一边，所以明辨

是第一步。�

但是，即使做出了选择，你仍然必须记住，真实和虚幻是有很多种类的；

因此，你仍然必须辨别正确的和错误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有用的和无用

的、真实的和虚假的、自私的和无私的。�

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应该不难选择，因为那些想跟随真师的人已经决定不

惜一切代价做正确的事。但身体和人是两样东西，人的意愿不一定是身体所希

望的。当你的身体希望什么的时候，请停下来想想，你是否真的希望这样东

西。因为你是神圣，只有神圣的意愿才是你的意愿；但你必须深入挖掘自己，

找到你内心的神圣，倾听他的声音，这才是你的声音。不要把你的载体误认为

是你自己——无论是肉体，还是星光体，还是思想体。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假

装是自我，以获得它想要的东西。但你必须了解它们，并知道自己是它们的主

人。�

当有必须做的工作时，身体却想休息，想出去走走，想吃想喝。不知道的

人对自己说：“我想做这些事，而且非做不可”。但是知道的人说：“想要做

这些事的不是我，它必须等等。”通常，当你有机会帮助某个人时，身体会觉

得：“这对我来说太麻烦；让别人去做吧。”但人对他的身体回答说：“你不

能妨碍我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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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你的牲口——你所骑的马。因此，你必须善待它，好好照顾它；你

不能让它过度劳累，你必须只用纯净的饮食恰当地喂养它，并始终严格保持它

的清洁，让它没有染垢。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干净和健康的身体，你就不能

做艰苦的准备工作，你就不能承受无休止的压力。但必须是你来控制这个身

体，而不是由它来控制你。�

星光体有它的欲望——很多的欲望；它要你生气，说尖锐的话，感到嫉

妒，要你贪财，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要你抑郁沮丧。它想要所有这些东西，

甚至更多，不是因为它想伤害你，而是因为它喜欢剧烈的振动的刺激，还喜欢

不断改变它们。但你不想要任何这些东西，因此你必须明辨你的愿望和你的载

体的愿望。�

你的（低层）思想体希望把自己骄傲地与别人分开，多考虑自己，少考虑

别人。即使你已经把它从世俗的事物中转移出来，它仍然试图为自己算计，使

你想到自己的进步，而不是想到真师的工作和帮助别人。当你冥想时，它将试

图让你想它想要的许多事情，而不是你想要的一件事情。你本身不是这个心

智，但它是供你使用的；所以这里又有必要进行明辨。你必须不间断地用心观

察，否则你会失败。�

对于奥义主义来说，在对与错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无论付出多么高的代

价，无论无知的人怎么想或怎么说，你必须做正确的事，不能做错误的事。你

必须深入研究自然界的隐秘法则，而且，当你知道这些法则时，就应该遵照这

些法则安排你的生活，始终运用理性和常识。�

你必须明辨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在是与非的问题上，要铁定如山，对于无

足轻重的事，要处处让着别人。因为你必须总是温和友善，合理宽容，把你自

己需要的充分自由同样留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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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努力看清楚什么是值得做的：并记住你不能以事情的大小来判断。一

件对真师的工作直接有用的小事，远比一件被世人称好的大事更值得去做。你

不仅要区分有用和无用，而且要区分大用和小用。向穷人施食是一个好的、高

尚的、有用的工作；然而施食给他们的灵魂比喂食他们的身体更高尚、更有

用。任何富有的人都可以施食给身体，但只有那些明白的人才能施食给灵魂。

如果你知道，你就有责任帮助别人弄明白。�

无论你已经多么聪明，在这条道路上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所以在这里也

必须有辨别力，你必须仔细思考什么是值得学习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

有一天你会拥有所有的知识；但当你只拥有一部分时，要尽力保证是最有用的

部分。神性是智慧，也是爱；你拥有的智慧越多，你就越能彰显神性。学习

吧！但首先要学习那些最能帮助你利益他人的东西。耐心地学习吧！不是为了

让人认为你有智慧，甚至不是为了智慧本身带来的幸福，而是因为只有智者才

能有智慧地助人。无论你多么想帮助别人，但如果你无知，你造成的弊可能大

于利。�

你必须区分真理和谬误；你必须学会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始终保持真

实。�

首先在思想上；而这并不容易，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不真实的思想，有许多

愚蠢的迷信，任何被它们所奴役的人都无法取得进步。因此，你不能只因为其

他许多人持有某种思想，也不能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某种思想，更

不能因为它被写在某些人们认为神圣的书中，就持有这种思想；你必须自己思

考问题，并自己判断它是否合理。请记住，即使一千个人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

致，但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话，他们的意见就毫无价值。愿意走上

正道的人必须学会自己思考，因为迷信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之一，是你必须彻

底摆脱的枷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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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别人的想法必须是真实的；你不能对人妄加猜测。不要以为别人总是

在想着你。如果一个人做了你认为伤害你的事，或说了某些关于你的话，不要

马上就想：“他是想伤害我”。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想到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烦恼，人的想法主要是围绕着自己。如果一个人很气愤地对你说话，不要

想：“他恨我，他想伤害我”。可能是另一个人或其他事情让他生气，因为他

碰巧遇到你，所以他迁怒于你。他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所有的愤怒都是愚蠢

的，但你不能因此对他有不实的想法。�

当你做了真师的学生时，你可以随时把你的思想放在师父的思想旁边，来

检验你的思想是否真实。因为学生与他的真师是一体的，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思

想放到师父的思想中，马上就能看到是否与师父的思想一致。如果不一致，那

就是错的，应该立即改正，因为真师的思想是完美的，因为他无所不知。那些

还没有被他接收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可以经常停下来思考一下：“真

师会怎么想？在这种情况下，真师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样也会有帮助。

因为，凡是你不能想象真师会做、会说、会想的事，你也不应去做，去说，去

想。�

你的言语也必须是真实的，准确无误，不夸张。不要猜测别人的动机；只

有他的真师知道他的想法，而某人的行动可能是出于你从未想过的原因。如果

你听到一个针对某人的坏话，不要重复它；它可能是不真实的，即使它是真实

的，什么也不说会更加厚道。在说话之前要好好考虑，以免所说的不正确。�

在行为上要真实；永远不要假装，因为所有的假装都是对纯净的真理之光

的阻碍。真理之光应该像阳光穿过透明玻璃一样透过你照耀出来。�

你必须明辨自私和无私。因为自私有很多形式，当你认为你终于铲除了它

的某种形式，它会像以前一样强烈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充满帮助他人的想法，以至没有考虑自己的时间和余地。你还必须以另一

种方式进行明辨。学会辨别每个人和每件事物中的神性，无论人或事在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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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多么邪恶。你可以通过你与你兄弟共有的神圣生命来帮助他；学会如何

在他身上唤醒神圣生命，学会如何向他身上的神圣生命诉求；这样你就可以把

你的兄弟从歧途中挽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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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无欲�

对许多人来说，做到无欲是一个困难的条件，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本身就是

他们的欲望——如果把他们独特的欲望，把他们的种种爱憎从他们身上拿走，

“我”就会没有了。但这些人只是没有见过真师的人；在他圣洁的光芒中，所

有的欲望都会消失，只剩下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欲望。然而，在你拥有与他见面

的幸福之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达到无欲无求。明辨力已经向你表明，大多

数人渴求的东西，如财富和权力，都不值得拥有；当这一点被真正感受到，而

不只是说说而已，所有对它们的渴求都会停止。�

上面说的都是浅显的东西；只需要你理解就行了。但是，有些人放弃了对

世俗目标的追求，只是为了获得天堂，或者从轮回中获得个人解脱；你不能陷

入这种错误。如果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你就不可能去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得

到自由，或者应该进什么样的天堂。请记住，一切自私的欲望都是束缚，无论

它的目标有多崇高，在你摆脱它之前，你不能完全自由地投身于真师的工作。�

当所有为自己的欲望都消失后，可能还有一个欲望，就是看到你工作的结

果。如果你帮助了一个人，你想看到你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也许你甚至想让他

也看到这一点，并让他心怀感激。但这仍然是欲望，也是对信任的渴望。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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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你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时，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不管你是否能看到它；如果

你了解这个法则，你就知道这是个必然。因此，你必须为做正确的事而做事，

而不是因为希望得到回报而做事；你必须为工作而工作，而不是希望看到结

果；你必须为世界服务，因为你爱世界，止不住由衷地奉献自己。�

不要渴求神通；真师知道什么时候你该有神通，那时它们就会到来。过早

地强求神通往往会带来很多麻烦；这种人往往被狡黠的自然精灵所误导，或者

变得自负，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而且无论如何，花在获得神通上的时间和精力

都可以用在为他人工作上。神通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它们必然会出现；

如果真师认为早点拥有它们对你有用，他会教你如何安全地开发它们。在这之

前，还是没有神通好。�

你也必须防范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某些小欲望。千万不要希望出色，或显得

聪明；不要有说话的欲望。话少说为好；不说更好，除非你非常确定你想说的

是真实的、善良的和有帮助的。在说话之前，仔细想想你要说的话是否满足这

三个条件；否则就不要说。�

现在就应该习惯在说话前仔细思考；因为当你达到入道资格时，你必须留

意每一个字，以免你说了不该说的话。许多日常的谈话是不必要的和愚蠢的；

对人的流言蜚语则是邪恶的。所以要习惯于听而不是说；除非别人直接问你，

否则不要发表意见。有一种对入道资格的说法是这样的：知道、果敢、立愿和

沉默；而这四项中的最后一项是最难的。�

另一个你必须严格抑制的常见欲望是希望插手别人的事情。别人做什么、

说什么、相信什么，都不关你的事，你必须学会让他绝对自主。只要他不干涉

其他人，他就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地去思想、言论和行动。你自己有做你认为合

适的事情的自由；你必须允许别人有同样的自由，当他行使这种自由时，你无

权评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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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他做错了，而且你能找到一个私下里非常礼貌地告诉他你为什

么这么想的机会，你有可能说服他；但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这样做也是一种不

恰当的干涉。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和第三人闲谈这件事，因为那是一种极其

恶劣的行为。�

如果你看到虐待儿童或动物，你有责任进行干预。如果你看到任何人违反

了国家的法律，你应该通知当局。如果你受人之托去教导一个人，你有责任温

和地指出他的错误。除此之外，管好你自己的事，并学会沉默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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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善行�

真师教导说，入道特别需要的善行有六项：�

1.� 心灵的自控�

2.� 行为的自控�

3.� 宽以待人�

4.� 开朗的心态�

5.� 专注一心�

6.� 信心�

[我知道其中的一些词经常有不同的解释，就像四个条件的名称一样；但

在所有的情况下，我都是使用真师自己在向我解释时使用的词。]�

1.� 心灵的自控。做到"无欲"意味着，星光体必须得到控制；对思想体也

是如此。这意味着控制脾气，因此你不会感到愤怒或不耐烦；控制心智本身，

使思想始终平静无波；以及（通过心智）控制神经，使它们尽可能地不烦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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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最后这一点很困难，因为当你试图为入道做准备时，你不能不使你的身体

更加敏感，所以它的神经很容易被声音或冲击所干扰，并敏锐地感受到任何压

力；但你必须尽力而为。�

平静的心态也意味着勇气，这样你就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道路上的考验和

困难；它还意味着坚定，这样你就可以淡化生活中出现的麻烦，避免象许多人

一样花大部分时间为琐事不断担心。真师教导说，来自外界的遭遇对一个人丝

毫不重要：悲伤、麻烦、疾病、损失——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能让它们影响他心灵的平静。它们是过去行为的结果，当它们到来时，你必

须愉快地承受它们，记住所有的邪恶都是短暂的，你的责任是永远保持快乐和

宁静。这些遭遇属于你以前的生活，而不是现在的生活；你不能改变它们，所

以为它们烦恼是没有用的。倒不如想想你现在正在做的，这将成为下一世的经

历，而这是你可以改变的。�

永远不要让自己感到悲伤或抑郁。抑郁是错误的，因为它能感染别人，使

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你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因此，如果有一天它向你袭

来，你应该立即排除它。�

你必须在另一个方面也控制你的思想；你必须不让它游荡。无论你在做什

么，都要把你的思想集中在所做之事上，使它可以完美地完成；不要让你的思

想闲着，而是要把好的思想永远放在心幕背后，在心里空下来时随时浮现。�

每天都要把你的思想力量用于好的目的；让它成为进化的力量。每天想一

想你知道的某个处于悲伤、痛苦或需要帮助的人，并向他倾注爱的思想。�

抑制骄傲的思想，因为骄傲只来自无知。不知道的人以为自己很伟大，以

为自己成就了这个或那个伟大的事业；有智慧的人知道只有神性是伟大的，所

有的好工作都只是由神性完成的。�

 13



2.� 行为的自控——如果你的思想是正确的，你的行动就不会有什么问

题。然而，请记住，为了对人类有用，思想必须成为行动。不能有任何懒惰，

而要经常做好的工作。但你所做的必须是你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别人的职责，

除非得到他的允许，并且是为了帮助他。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工

作；在需要你的地方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但绝不干涉。对许多人来说，世界上

最难学的是管自己的事；但这正是你必须做的。�

正因为你试图承担更高的工作，你不能忘记你的通常职责，因为在完成这

些职责之前，你不能自由地从事其他服务。你不应该承担任何新的世俗职责；

但那些你已经负的职责，你必须完美地履行——这里指的是所有你自己认可的

明确而合理的职责，而不是别人试图强加给你的想象中的职责。如果你要为真

师服务，你必须把普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好，而不是更差；因为你为了真师

的缘故也必须这样做。�

3.� 宽以待人——你必须对所有的人极其宽容，并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产

生真诚的兴趣，就像对你自己的信仰一样。因为他们的宗教是一条通往最高境

界的道路，就像你的一样。为了帮助所有人，你必须理解所有人。�

但为了获得这种完美的宽容，你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偏执和迷信。你必须知

道宗教仪式是没有必要的；否则你会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不举行仪式

的人更好。然而，你不应该谴责那些仍然坚持仪式的人。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

事吧；只是他们不能干涉知道真相的你——他们不能试图把你已经放弃的东西

强加给你。对一切都要宽容；要善待一切。�

现在你的眼界开了，你的一些旧信仰，你的旧仪式，对你来说可能是荒谬

的；也许它们真的是如此。然而，尽管你已经超越了这些信仰和仪式，但它们

对一些善良的灵魂的还很重要，请尊重它们。它们有它们的地位，有它们的用

途；它们就像那些作业本上的格子，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们帮助你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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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端正均匀，直到你学会在不需要它们的情况下写得更优美流畅。在某个时

期你需要它们；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一位伟大的导师曾经写道：“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像孩子一样说话，

像孩子一样理解，像孩子一样思考；但当我是成人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气的东

西抛开了。”� 然而，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失去了对孩子们的同情心的人，是

不能教他们或帮助他们的。因此，要善意地、温和地、宽容地看待所有人；对

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无论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耆那教徒或犹太教徒、基督

徒或伊斯兰教徒。�

4.� 开朗的心态——你必须愉悦地承受你的果报，无论遇到什么，都把降

临到你身上的痛苦当作一种荣誉，因为它表明业力之主认为你值得帮助。无论

有多难，都要感谢它没有比这更糟。记住，在你的恶业报尽，获得自由之前，

你对真师没有多大用处。你把自己奉献给他，就是要求加快果报。因此，现在

你在一两世中可能报尽本来需要一百世的果报。但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果报，

你必须开朗地、愉快地承受它。�

还有一点。你必须放弃所有占有的情感。果报可能会从你身上夺走你最喜

欢的东西——甚至是你最爱的人。即使如此，你也必须开朗——准备放弃任何

东西和一切。真师往往需要通过他的学生将他的力量倾注在别人身上；如果学

生处于抑郁状态，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必须以开朗为准则。�

5.� 专注一心——你必须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是做真师的工作。无论什么其

他事情出现了，至少你决不能忘记真师的工作。然而，应该没有其他事情可以

妨碍你，因为所有有益的、无私的工作都是真师的工作，你必须为他而做。你

必须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全神贯注，使它成为你最好的成果。这位导师还写

道：“你无论做什么，都要用心去做，如同做给神看，而不是做给人看。”想

一想，如果你知道真师马上要来看你做的事，你会怎么做；这就是你必须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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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的态度。那些知道最多的人将最了解这段话的所有意思。还有一个类似

的，更古老的说法：“凡是手边的事，都尽力去做。”�

专注一心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离开你已经踏上的道路，哪怕

只是片刻。没有任何诱惑，任何世俗的快乐，甚至任何世俗的情感，可以让你

偏离道路。因为你自己必须与道路合一；它必须是你本性的一部分，以至于你

不加考虑就能遵循它，而不会岔开。你，作为单一体，已经认定了它；脱离它

就等于脱离了你自己。�

6.� 信心——你必须信任你的真师；你必须信任自己。如果你已经见到了

真师，你将生生世世极度地信任他。如果你还没有见到他，你仍然必须努力了

解他，信任他，因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他也不能帮到你。除非有完美

的信任，否则不可能有完美的爱和力量的倾注。�

你必须信任你自己。你说你太了解自己了？如果你这么觉得，你并不了解

自己；你只知道脆弱的外壳，它经常陷入泥潭。但你——真正的你——是神圣

之火的火花，全能无上的神性就在你里面。正因为如此，只要你愿意，没有什

么是你做不到的。对自己说：“凡是人已经做到的事，人人都能做。我是人，

但也是人中的神；我能做这件事，而且我发愿做。”因为如果你想踏上这条道

路，你的意志必须像锤炼过的钢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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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爱�

在所有的条件中，博爱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它在一个人身上足够强大，

它就会使他获得所有其他的资质，而所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它就永远不会圆满。

通常，它被解释为一种强烈的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与神圣结合的愿望。但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自私，而且只表达了它部分的含义。它与其说是欲望，不如

说是意志、决心、毅力。为了产生效果，这种决心必须充满你的身心，不给任

何其他感情留下空间。这确实是与神圣合一的意愿，不是为了摆脱疲惫和痛

苦，而是出于你对他的深爱，你可以与他一起行动，像他一样。因为他是爱，

你如果要与他合一，也必须充满完美的无私和爱。�

在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你要留意不去伤害任何有生命的

东西；第二，你要始终注意寻找帮助别人的机会。�

第一，无害。世间有三种罪恶比所有其他罪的危害更大，即流言、残忍和

迷信，因为它们是与博爱相对立的罪恶。想心怀神圣之爱的人，必须不懈地警

惕这三种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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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流言蜚语的害处。它始于邪恶的思想，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犯

罪。因为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中都有善；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中都有恶。善与恶都

可以通过思想的力量来加强，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帮助或阻碍进化；我们可

以遵从逻各斯的意愿，也可以抵制他。如果你想到别人的邪恶，你就同时在做

三件邪恶的事情。�

(1)�你用恶念而不是善念充塞你的周围，所以你正在增加世界的悲哀。�

(2)� 如果那人身上有你所想的邪恶，你就是在强化和喂养这种邪恶；所以

你是在使你的兄弟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况且一般来说，邪恶并不存在，只是

你幻想出来的；然后你的邪恶想法会诱使你的兄弟做错事，因为如果他还不完

美，你可能会使他成为你所认为的那样。�

(3)你用恶念而不是善念来填满自己的头脑；因此你阻碍了自己的成长。

在那些有灵视的人眼中，你将自己变成一个丑陋痛苦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美丽

可爱的对象。�

流言蜚语者不仅对自己和受害者造成这一切伤害，他还竭力想让其他人成

为他的犯罪伙伴。他极力地把他人的是非告诉别人，希望他们相信；然后这些

人和他一起把邪恶的想法倾注给可怜的受害者。这种事日复一日地发生，而且

不是一个人干的，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多么卑鄙、多么可

怕的罪行？你必须完全避免它。永远不要说任何人的坏话；当别人说另一个人

的坏话时，要拒绝听，但温和地说：”也许这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不说更

好"。�

残忍有两种，有意的和无意的。有意的残忍是指故意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痛

苦；这是所有罪中最大的罪，是魔鬼而不是人干的。你会说，没有人会做这样

的事；但人们经常这样做，而且现在每天这种罪行都在进行。宗教审判者这样

做了；许多宗教信徒以宗教的名义做了。活体解剖动物者做了；许多老师习惯

性地做了。所有这些人都试图以习俗的名义为他们的残暴行为开脱；但罪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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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罪恶，并不会因为许多人犯了就不再是罪恶。因果报应不考虑习俗；而残忍

的果报是最可怕的。至少在印度，这种习俗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因为无害的责

任是众所周知的。残忍者的命运也必会降临在那些以“游猎”为名，故意杀害

天造的生灵的人身上。�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你是不会去做的；出于对神圣的爱，当有机会时，你

会明确地反对他们。但是，言语和行为都可以带有残酷性；一个人如果说了一

句话去故意伤害别人，就是犯了这种罪。这也是你不会做的；但有时一句不经

意的话和一句恶意的话所造成的伤害一样大。所以你必须警惕无意的残忍行

为。�

残忍通常来自于不加思考的行为。一个很贪婪和吝啬的人，从来没有想过

他因为薪金付得太少而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或者让他的妻儿处于半饥半饱时的

痛苦。另一种人只考虑到自己的欲望，而不在乎他在满足欲望时毁掉了多少身

心。一个人仅仅为了给自己省下几分钟的麻烦，不在规定的日子里给工人发

薪，完全不考虑他给工人带来的困难。如此多的痛苦都是由粗心造成的�—�人

忘记了思考自己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人。但因果报应永远不会忘记，它不考虑

被人忘却的事实。如果你想踏上这条道路，你必须考虑到你行为的后果，以免

你犯了不经意的残酷罪恶。�

迷信是另一种强大的邪恶，它造成了许多可怕的残忍。一个被迷信奴役的

人鄙视其他更有智慧的人，试图强迫他们像他那样做。想一想，迷信认为动物

应该被献祭，还有更残酷的迷信认为人需要肉作为食物，这些都制造了可怕的

屠杀。想想迷信施加在亲爱的印度的贫困阶层头上的遭遇，看看这种邪恶的品

质甚至能在那些知道天下皆兄弟的责任的人身上滋生出无情的残忍。在这种迷

信的恶梦的驱使下，许多人以上帝之爱的名义犯下了罪行；因此，你要非常小

心，不要在你身上留下丝毫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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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罪恶你必须避免，因为它们对所有的进步都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是

对爱的犯罪。但你不仅要避免作恶；你还必须积极行善。你必须充满对服务的

强烈渴望，以至于你总是留意向你周围的人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对人，而且

对动物和植物。你必须每天在小事上提供服务，以便养成习惯，这样当有重大

的事情要你做时，你就不会错过难得的机会。因为如果你渴望与神圣合一，这

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渠道，使他的爱可以流向你的同胞。�

踏上这条路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了别人；他为了服务别人，

已经忘却了自己。他就像神性手中的一支笔，通过它，神圣的思想可以流淌，

并在人间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笔，这是不可能的。但同时，他也是

一束活生生的火焰，把充满他内心的神圣之爱照向世界。�

智慧能使你助人，意志指导着智慧，博爱启发着意志，这些都是你的秉

性。意志、智慧和博爱是逻各斯的三个特质；而你们这些想献身为他服务的

人，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展示这些特质。�

等候着真师的话语，�

守望着隐藏的光辉�

在奋斗之热战中�

聆听接受他的命令�

在茫茫人海里，�

看到他最微妙的信号�

在尘世喧嚣中。�

听到他最轻微的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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