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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85 年出版的此书第一版的首页中，写有“本书写给那些对东方智慧一无所知

，但渴望受教的人。”1
（

1
 在后来的版本（1894 年）中，它也被称为：'《金色律法之书的片段》）

。但这本书本身一开始就说：“这些规则是为所有弟子写的”。后一种描述肯定是更准确

的，该书的历史会证实这一点。我们手中的这本书是希拉里昂（Hilarion)真师通过 M.C.1

（
1
 Mabel Collins.）的媒介口述的 — 这位女士在证道学的圈子里很有名，她曾一度与布

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合作编辑《路西法》(Lucifer)。希拉里昂真师从他自

己的老师那里得到了这本书，这位伟大的人在证道学学生中有时被称为 "威尼斯人"；但

即使他也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作者。这本书经历了三个阶段；让我们按顺序看一下。 

 

即使是现在，它也只是一本小书；但它的最初形式却更小。它是一本棕榈叶手稿，

古老得无人知晓；甚至在基督时代之前(译者注：公元计时时代)，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年代

和作者的名字，并认为它的起源已经消失在远古的迷雾中。它由十片叶子组成，每片叶子

上只写了三行字，因为在棕榈叶手稿中，每行字是沿着页面走的，而不是像现在可以分段

。每一行本身都是完整的，都是简短的箴言。为了使这三十行能够清楚地被分辨出来，在

这个版本中，它们被印成了黑色粗字体。这些箴言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梵文。 

 

威尼斯真师将这些箴言从梵文翻译成希腊文，供他在亚历山大的学校的学生使用，

希拉里昂真师在那一世是威尼斯真师的学生，叫杨步里克斯（Iamblichus）＊ （译者注：

Iamblichus 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要人物）。威尼斯真师不仅翻译了这些箴言，还在其中加入

了一些解释，我们最好把这些解释和原文一起看。例如，如果我们看前三条箴言，我们会

发现标有 4的段落（三条箴言之后的）显然是作为一种评论；因此，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读

法： 

 

“灭除野心；但要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 

 

灭除对生命的渴望；但要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那样尊重生命。 

 

灭除对舒适的欲望；但要像那些为快乐而活的人一样快乐。” 

 

威尼斯真师的所有这些解释和拓展都是用普通字体印刷的，这些注解（连同原稿的

箴言）在 1885 年首次出版。这个版本是希拉里昂真师将其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并以这

种形式呈现于世的。几乎立即在首版之后，希拉里昂真师又在其中加入了一些他自己的最

有价值的注释。这些希拉里昂真师的注释被分开印刷，被贴在刚刚出版的首版小书上。在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中，希拉里昂真师的注释被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每个前面都标有 "注"

的字样。 



那篇关于《因果》的美妙小文也出自威尼斯真师之手，并被收录在该书的首版中。 

 

《道路之光》是证道学文献中占有独特的地位的三本论著的第一本，是那些已经踏

上道路的人对那些渴望踏上道路的人的指导。我记得已故的 T.Subba Row 曾告诉我们，它

的律法有几层含义 — 每一句都可以在灵性发展不同阶段一次次作为指导。 

 

首先，那些有志慕道者 — 那些走在试用路上的人可以依律修行。然后，在更高的

层次上它为那些通过第一次入道仪式踏上正道的人指南。进而，当达到阿罗汉果位时，据

说在某种更高的意义上，这些相同的律法可以指引向更高成就迈进的人。这样一来，对于

能够理解其全部神秘含义的人来说，这本手册比其他任何手册都能引领我们走得更远。 

 

接下来的是《寂静之声》，由布拉瓦茨基夫人亲自为我们写下，但实际上由伟大的

导师无著（Āryāsanga）的三个讲话为内容（无著是今世的德瓦尔-库尔真师 Djwal Kul 

），之后由他当时的学生阿尔西尼（Alcyone)根据记忆记录下来的。这本书包含了将我们

引升到阿罗汉水平的指示。这本书在很多方面写得与希拉里昂真师的角度非常不同：事实

上，对两者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对细心的学生来说是有意趣的。 

 

这些指南中的第三本刚刚由当年为我们记录无著导师布道的同一位阿尔西尼＊（译

者注：今世的克里斯那穆提）呈现给我们。在《在真师膝下》中，他为我们重复了库图米（

Kuthumi)真师给他的教诲 － 这些教诲是为了他入道的第一阶位做准备。因此，第三本书

的范围比其他书更有限，但它的优点是非常清晰和简单，它所包含的指示是为了让一个年

轻的物质大脑能够理解。 

 

作为《道路之光》基础的古老的梵文手稿也被翻译成了埃及文；因此威尼斯真师的

许多解释与其说是印度风格，不如说是更带有埃及特色的。不管是埃及还是印度特色，在

我们的证道学文献中没有比这更珍贵的宝石了 — 没有一本书更值得最认真和详细的研究

。但是，让我引用《在真师膝下》前言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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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加快那些在正道上的人的进化，这些书提出了世人通常不准备

接受的理想。只有当一个人实践教导，他才能真正理解它。如果他不去实践，它对他来



说仍然是一本密封的书，他将认为它是不切实际和无用的。但是，任何诚实的实践的努

力都会立即使人明白它的价值。只有这样，这颗无价之宝才能得到珍视。 

 

       C. W. LEADBEATER 
  



道路之光 

I. 

这些规则是为所有弟子写的: 

你要听从它们。 

在眼睛能够看到之前，必须没有能力流泪。在耳朵能够听到之前，必须已经失去了它的敏

感。在声音能够在真师面前发出之前，必须已经失去了伤害的能力。在灵魂能够站在真师

面前之前，它的脚必须在心之血中洗净。 

1.灭除野心。 

注 － 野心是第一个诅咒：它是对一个正在超凡脱俗的人的强大的诱惑。它是寻求回

报的最简单形式。有智力和有能力的人不断地被它带离他们更高的可能性。然而，它是一

个必要的老师。野心的结果在口中变成了尘土和灰烬；就像死亡和疏远一样，它最终向人

表明，为自己工作就是为失望工作。但是，尽管这第一条规则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不

要很快就跳过了它。因为这些普通人的恶习经过微妙的转变，会以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在

弟子的心中。当一个人说: “我没有野心。”这很容易；但若说: “当真师读我的心时，

他会发现我的心一干二净。”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艺术而投身艺术的纯粹的艺术家，有

时比奥义主义者更坚定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奥义主义者自认为已经把关注从自我身上移

开，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扩大了经验和欲望的范围，并把他们的关注转移到与他更大的生活

范围有关的事情上。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两条看似简单的规则。仔细研究它们，不要

轻易被自己的心欺骗。此刻，在跨界点上，一个错误可以被纠正。但如果你带着它，它就

会成长，就会结果，否则，你必须承受灭除它所带来的痛苦。 



2.灭除对生命的渴望。 

3.灭除对舒适的欲望。 

4.像那些有野心的人一样工作。像那些渴望生命的人那样尊重生命。像那些为快乐而

活的人一样快乐。  

在心里寻找邪恶的源头，并将其清除。邪恶在虔诚的弟子的心里和在有欲望的人的心

里都能结出果子。只有坚强的人才能把它灭除。弱者必须等待它的成长，它的结果，它的

死亡。而且，它是一种经年累月都能生存和增长的植物。它在人积累了无数世的经历时开

花。要踏上力量之路的人必须把这东西从他的心里拔除。然后心就会流血，人的整个生命

看似被彻底溶解了。这种磨难必须忍受；它可能在迈出通往生命之路的危险阶梯的第一步

时就会到来：它或许在最后一步时才到来。但是，弟子啊，请记住，这种磨难必须被忍受，

将你的灵魂的能量全力集中在这个任务上。不要活在现在，也不要活在未来，而要活在永

恒之中。这棵巨大的杂草不能在永恒中开花：永恒思想的氛围自然会将这种对存在的玷污

抹去。 

5.灭除所有的分离感。 

注 － 不要幻想你能不与坏人或蠢人为伍。他们就是你自己，尽管在程度上不如你的

朋友或你的真师。但是，如果你允许与任何邪恶的事或人的分离感在你内心滋生，这样做

你就造了业，它将把你与那个事或人捆绑在一起，直到你的灵魂认识到它不能被孤立。记

住，世界的罪恶和耻辱就是你的罪恶和耻辱；因为你是世界的一部分；你个人的业与世界

的业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你能获得知识之前，你必须走遍所有的地方，不管是肮脏

的还是干净的。因此，请记住，你不想触碰的脏衣服，昨天可能就穿在你身上，或许明天

会成为你的。 当它被甩在你的肩上时，如果你惊恐地转过身去，它就会更紧地裹着你。



自以为高尚的人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泥潭。舍离是因为舍离本身是正确的 － 而不是为了自

己洁身。 

6.灭除对感觉的渴望。 

7.灭除对进步的渴求。 

8.然而，你要单独地，孤立地站着，因为任何有形的，任何有分离意识的，任何在永

恒之外的东西都不能帮助你。通过感觉来学习并观察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自我认

知的科学，并将你的脚踏上阶梯的第一步。像花儿一样成长，无意识地成长，但迫切地对

空气绽开它的灵魂。你也要像花儿一样，为了向永恒打开你的灵魂而迈进。但必须是永恒

引发了你的力量和美丽，而不是进步的欲望。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你在纯净的丰盛中发

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个人名望的强烈激情会使你变得生硬。 

9.只渴求内在的东西。 

10.只渴求超越你的东西。 

11.只渴求不可及的东西。 

12.因为在你之内有世界之光 － 唯一可以洒向道路上的光。如果你不能在内心感知到

它，那么在其他地方寻找必是徒劳。它是超越你的；因为当你达到它时，你已经失去了自

己。它是不可及的，因为它永远在后退。你将进入光明，但你将永远无法触及那火焰。 

13.热切渴求力量。 

14.热切渴求和平。 

15.对所有物的渴望高于一切。 

16.但这些所有物必须只属于纯洁的灵魂，被所有纯洁的灵魂平等地拥有，因此当合一

时这便是整体的特质。渴望这些能由纯洁的灵魂所拥有的东西，这样你能为那合一的生命



精神积累财富，而那正是你唯一的真我。你所渴望的和平是那种神圣的和平，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干扰，灵魂在其中成长，就像圣洁花朵长在静潭里一样。弟子应渴求的力量，是那

种能使他在人们眼中里显得平淡无奇的力量。 

17.寻觅道路。 

注 － 仅仅这四个字，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弟子们可能会说：“我需要研究这一条教导吗

？我难道没在寻觅道路吗？” 然而，不要一带而过。停下来考虑一会儿。这是你想要走

的路，还是你对自己要攀登的高峰，对自己要找寻的伟大未来的模糊的展望？让我告诫你

。寻找道路是为了道路本身，而不是关于你要踏上路的脚。 

这条规则与第二部分的第 17 条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当经过漫长的斗争和多次胜利后

，最终的战斗打赢了，最后的秘密被得到了，那么你就为更远的道路做好了准备。当这个

伟大课程的最后秘密被展示时，在它之内则开启了新的道路的奥秘 — 一条通向所有人类

经验之外的道路，它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感知或想象。在这每个点上，都需要长时间停顿，

深思熟虑。在每一个点上，都有必要确定选择这条道路是为了道路本身。道路和真理是第

一位的，然后才是生活。 

18.向内退进寻觅道路。 

19.勇往直前地向外寻觅道路。 

20.不要只寻找唯一的途径。对每一种秉性来说，都有一条似乎最理想的途径。但道路

不是单靠虔诚，单靠宗教性的沉思，靠炽烈的进展，靠自我牺牲的劳动，靠勤奋地观察生

活就能找到。单一途径最多能使弟子向前迈进一步。所有的步伐都是组成阶梯的必要条件

。人的恶习成为梯子上的台阶，它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人的美德确实是阶梯，是必要

的，是万不可缺少的。然而，尽管它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氛围和一个幸福的未来，但如果



它们单独存在，则毫无用处。人的整个本性必须被希望入道的人明智地使用。每个人对自

己来说都是绝对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但只有当他牢牢把握住自己个性的整体，并通过他

觉醒的精神意志的力量，认识到这个个性体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用痛苦创造出来供自己使

用的东西，并通过它，随着他的成长慢慢发展他的智力，达到超越个性体的境地。当他知

道他那奇妙的，复杂的，分离的生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时，那么，也只有在那时，他

才走上了道路。通过潜入你自己神秘荣光的生命深处来寻觅道路吧。通过测试所有的经验

来寻觅，通过利用感官来理解个性的成长和意义，以及那些其他像你一样，与你并肩挣扎

的还未彰显的美好神性的碎片，你们组成了你所属的族群。通过研究存在的法则、自然的

法则、超自然的法则来寻觅吧；通过让灵魂对内心里那颗发着微光的星辰的至深崇敬来寻

求。随着你的观察和崇拜，它的光芒会逐渐增强。这时你可能知道你已经找到了道路的起

点。当你找到终点时，它的光会突然变成无限的光。 

注 － 通过验证所有的经验来寻求，请记住，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要

通过屈服于感官的诱惑来知晓”。在你成为奥义主义者之前，你可以这样做；但之后就不

行了。当你选择并踏上道路时，你不能毫无羞耻地屈服于这些诱惑。然而，你可以毫不畏

惧地体验它们：可以衡量、观察和测试它们，并以自信的耐心等待它们不再影响你的那一

刻。但不要谴责那个屈服的人；对他要向象对一个拖着沉重泥泞脚步的朝圣者一样，向他

伸出你的手。弟子啊，请记住，尽管好人和罪人之间的鸿沟可能很大，但好人和得道的人

之间的鸿沟更大；好人和将要跨进神性门槛的人之间的鸿沟是无法估量的。因此，要警惕

，不要你过早地认为自己与众人不同。当你找到了道路的起点，你的灵魂之星就会显示出

它的光芒；通过那光芒，你会意识到它周围的黑暗是多么的巨大。心智、心灵、大脑，在

第一场伟大的战斗胜利之前，都是晦暗不明的。不要为这一景象感到震惊和恐惧；让你的



眼睛盯着那一点小光，它就会扩大。但是，让内心的黑暗帮助你理解那些没有看到光明的

人的无助，他们的灵魂处于极度的阴暗之中。不要责备他们。不要躲避他们，而要试着把

世界沉重的业报减轻一点；把你的援助给与那些阻止黑暗势力取得完全胜利的少数强有力

的手。这时，你就会进入一个快乐的伙伴关系，它确实带来了可怕的辛劳和深刻的悲伤，

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快乐。 

21.在暴风雨过后的寂静中寻找绽放的花朵；而不是在以前。 

它将会成长，它将会发芽，它将会长出枝叶，形成花蕾，而风暴仍在继续，战斗仍在

继续。但是，直到人的整个性格体被消除和融解 — 直到它被创造它的神圣片段所控制，

仅仅作为它严肃的实验和经验的课题 — 直到人的整个本性屈服并服从于更高的自我，花

朵才能开放。接下来会有一种平静，就像热带国家大雨过后的平静，那时大自然会如此迅

速地工作，人们几乎可以看到它的行动。这样的平静将降临到受困扰的灵魂。在深深的寂

静中，神秘的事将发生，它会证明道路已经被找到了。随你怎么称呼它，它是一个在空寂

无人的地方出现的声音 － 它是一个信使，一个无形亦无质的信使；或者是灵魂之花已经

开放了。它不能用任何比喻来描述。但即便在风暴的肆虐中，它也可以被感觉到，被寻找

，被渴望。寂静可能持续一瞬间，也可能持续一千年。但它会结束。可你会带着它的力量

。战斗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打，一次又一次地赢。自然只会在间歇时才会平静下来。 

注 — 花儿绽放是洞察力觉醒的光辉时刻；随之而来的是信心、知识、确定性。灵魂

的停顿是神奇的时刻，随之而来的是满足 — 这就是寂静。 

弟子啊，你要知道，那些已经穿过寂静的人，感受到了它的和平，保留了它的力量，

他们渴望你也能穿过它。因此，在学习的殿堂里，当他有能力进入那里时，弟子总是能找

到他的真师。 



有求必得。但是，尽管平常人一直在寻求，他的声音却没有被听到。因为他只是用他

的头脑来寻求；而头脑的声音只能在头脑层面上被听到。因此，在前 21 条规则之前，我

不会说那些有求的人必得。 

在奥义学的意义上，阅读是用心灵的眼睛来阅读。寻求意味着感受到内心的饥渴 － 

对精神追求的向往。能够阅读意味着在很小的程度上获得了满足这种饥渴的能力。当弟子

准备好要学习时，他就被接受，被承认，被认可。必定如此，因为他已经点燃了他的灯，

它不能被隐藏。但在赢得第一场伟大的战斗之前，学习是不可能的。头脑可能认识到真理

，但精神接受不到它。一旦经过了风暴，达到了和平，那么就永远有可能学习，即使弟子

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背过身去。寂静的声音仍然留在他心内，虽然他完全离开了这条道

路，但有一天它又会响起，把他震裂，把他的激情和他的神圣的可能性震开。然后，他将

抛弃痛苦和绝望的呼喊的小我，回到路上来。 

所以我说：和平与你同在，“我将我的和平赐给你们”，这句话只能由真师对那些他

视为己出的亲爱的弟子们说。甚至对那些东方智慧一无所知的人中的一部分人，也可以对

他们说这句话，并且每天都可以更加全面的对他们说。 

△  
 

尊重三个真理 1。它们是平等的。 

上面这些是写在学习殿堂墙上的第一批规则。有所求者，必有所得。渴望阅读的人应

当阅读。渴望学习的人应当学习。 

和平与你同在。 

△  
 



 

1在《白莲之歌》的第八章中这样给出了三条真理。它是一本和本书一样由希拉里昂真师口述的书 

(C.W.L)。 

“有三条真理是绝对的，不可能消失，但却可能因为无法言表而保持沉寂。” 

1) 人的灵魂不朽，他的未来将有无限潜力与无限光明。 

2) 产生生命的力量在我们自身内外。它超越了生死，永远明善。它无形，无声，无味。但想感知它的

人却能能够感知它。 

3) 每个人是自己命运唯一的主人，是自己欢乐痛苦唯一的决定者，是自己生命的酬劳及惩罚的唯一裁

判官。 

“这些真理，象生命本身一样伟大，却简而又简，如人最简单的心。用这些真理去满足饥渴吧…” 

 

 

 

 

 

 

 

  



道路之光 

II. 

从和平的寂静中，将出现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会说：还没好；你已经收获了，

现在你必须播种。明了这个声音就是寂静本身，你就会遵从。 

你现在是一个弟子，能够站立，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说话，你已经战胜了欲望

，达到了自知之明，你已经看到了你绽放的灵魂，并认出了它，你听到了寂静的声音 －

－ 去到那学习的殿堂吧，阅读那里为你写的东西。 

注 － 能站立就是有信心；能听见就是打开了灵魂的大门；能看见就是达到了觉知；

能说话就是达到了帮助他人的能力；能战胜欲望就是学会了如何使用和控制小我；能达到

自知之明就是退到了内心的堡垒，从那里可以不偏颇地看待性格体。看到你绽放的灵魂，

就是在瞬间的一瞥中，在自身内看到了圣容，这最终将使你超越人类；认出了它就是完成

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即凝视着炽热的光芒，目光不低垂，不因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鬼魂

一样，因畏惧而退缩。这发生在一些人身上，因此，当几乎获得胜利时，他失败了。 

听到寂静的声音就是理解唯一真正的指导来自内在；进入学习的殿堂是进入可以学习

的状态。那里将有为你写下的许多文字，以炽热的文字写给你，让你容易阅读。因为当弟

子准备好了，真师也准备好了。 

1.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你要靠边站，虽然是你在战斗，但你不是战士。 

2.寻找那个战士，让他在你心里战斗。 

3.接受他的战斗命令，并服从命令。 

4.服从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将军来服从，而要把他当作你自己，他所说的话是你秘

密的欲望；因为他就是你自己，但比你自己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寻找他，否则在战斗的



狂热和匆忙中，你可能会错过他；除非你认识他，否则他不会认识你。如果你的呼喊被他

听到了，那么他就会在你之中战斗，填补你内心的空白。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在战斗中

冷静而不疲倦地站在一边，让他为你战斗。这样，任何一击都不会打错落空。但如果你不

去找他，如果你与他擦肩而过，那么你就没有保障了。你的头脑会眩晕，你的心会把握不

定，在战场的尘土中，你的视觉和感觉会失灵，你将敌我不分。 

他就是你自己，但你只是有限的，是会出错的。他是永恒的，是确定的。他是永恒的

真理。当他一旦进入你，成为你的战士，他将永远不会完全抛弃你，在盛大的和平的那一

日，他将与你成为一体。 

5.聆听生命之歌。 

注 － 首先在你自己的心中寻找它，倾听它。起初你可能会说：“它不在我心里；当

我寻找时，我只发现不和谐。”再往深处找找。如果你再次感到失望，那就暂停一下，再

向深处看。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自然的旋律，一个隐晦的泉源。它可能被隐藏起来，

完全被掩盖和息声，但它就在那里。在你本性的最底层，你会发现信仰、希望和爱。选择

邪恶的人拒绝看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内心的旋律闭耳不闻，就像他对自己灵魂的光亮视而

不见。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生活在欲望中更容易。但在所有的生命之下，是无法遏制的

潮流；生命之流的存在是个事实。找到它们，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最不可救

药的人，也是它的一部分，无论他如何蒙蔽自己，为自己建立一个虚幻的可怕外形。从这

一意义上我对你说：包括你在内的所有挣扎的芸芸众生都是神性的片段。你身处的幻觉是

如此具有欺骗性，以至于你很难猜测你将在哪里首次发现他人心中的甜蜜声音。但你要知

道，它肯定就在你自己心里。在那里寻找它，一旦听到它，你将更容易在你周围的人心中

认出它。 



6.把你听到的旋律储存在你的记忆中。 

7.从旋律中学习和谐。 

8.你现在可以站得笔直，在动荡中坚如磐石，听从那个既是你自己又是你的王的战士

。除了听从他的命令外，在战斗中毫不在意，不再关心战斗的结果，因为只有一件事是重

要的，那就是战士会赢，而且你知道他不可能被打败 － 就这样冷静而清醒地屹立着吧，

运用你通过痛苦和消灭痛苦所获得的听觉。当你是凡人时，只有宏伟诗歌的片段传到你耳

朵里。但如果你听到了它，就要忠实地记住它，这样没有任何已经听到的会丢失，并努力

从它那里了解围绕你的神秘的意义。到时候你就不需要老师了。就像人有声音一样，人存

在其中的那个的东西也有声音。生命本身是有声音的，而且从不沉默。它的声音并不像那

些聋子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叫喊：它是一首歌。从它那里，学习你是和谐的一部分；从它

那里，学习遵守和谐的法则。 

9.认真看待你周围的所有生命。 

10.学会聪明地看待人的内心。 

注 － 从一个绝对非个人的观点去看，否则你看到的会是着了色的。因此，必须首先

理解不带个人色彩。 

智能是中立的：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没有人是你的朋友。所有的人同样都是你的老师

。你的敌人成了一个必须解开的谜团，即使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人必须被理解。你的朋友

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延伸，是一个难以读懂的谜语。只有一样东西更难了解 

－ 你自己的心。直到性格体的束缚被松开，才能开始看到自我的深刻奥秘。只有等你站

在一边时，它才会将自己展现于你的认知。那时，只有那时，你才能掌握和引导它。然后

，也只有到那时，你才能使用它的所有力量，并将它们投入到有价值的服务中。 



11.最认真地留意你自己的心。 

12.因为通过你自己的心，那束可以照亮生命，使你的眼睛更清晰的光照了出来。 

研究人的心，你就能知道你现在所生活的，和未来你将是其中一部分的世界是个什么

样的世界。留意围绕着你的不断变化和移动的生命，因为它是由人们的心造就的；当你学

会理解它们的构成和意义时，你将逐渐能够读懂更宽广的生命的含义。 

13.言语只有在有了知识之后才会出现。掌握了知识，你就能掌握言语。 

注 － 在你获得一些对自己的确定性之前，不可能帮助别人。当你学会了最初的 21 条

规则，用得到了发展的能力和被解放了的感觉进入到学习的殿堂时，那时你会发现在你的

内心深处有一个泉眼，语言将从这里产生。 

在第 13 条规则之后，我不能对已经写好的东西再添加任何文字。 

我将我的和平赐给你。 

△  
 

这些注释只写给那些我给予和平的人；那些能够用内在和外在的知觉来阅读我所写的

人。 

14.弟子啊，在获得了使用内在感官的能力，战胜了外在感官的欲望，战胜了个人灵魂

的欲望，并获得了知识之后，现在准备真正的上路了。路已经找到了：让自己准备好踏上

它吧。 

15.询问大地、空气和水，询问它们为你保留的秘密。 

你内在感官的发展将使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16.向地上的圣者询问他们为你保留的秘密。 



征服外在感官的欲望将使你有权利这样做。 

17.询问最深处的，询问“合一”，询问它最后的秘密，它经久为你保留的秘密

。 

伟大而艰难的胜利，即征服个人灵魂的欲望，是一项漫长的工作；因此，只有在积累

了漫长的经验之后，才有望获得其回报。当到了学习这第十七条规则时，人就快到了超越

人的临界点。 

18.现在属于你的知识只属于你，因为你的灵魂已经与所有纯洁的灵魂和最深处融为一

体。这是至高者赋予你的信任。背叛它，滥用你的知识，或忽视它，甚至在这时你都有可

能从你已经达到的高度上跌落。伟大的人会跌落，甚至在临界点上跌落下去，无法承受他

们责任的重量，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总是怀着敬畏和颤抖的心情期待着这一时刻，并为

战斗做好准备。 

19.书上说，对处于进入神性的临界点的人来说，不可能制定任何法律，不可能存在任

何指南。然而，为了启迪弟子，最后的挣扎可以这样表达： 

把住那既无实质又无存在的东西。 

20.只听那无声的声音。 

21.只看那内在和外在的感觉都看不见的东西。 

和平与你同在。 

△  
 

 

 



因果 

请与我一起想象，人的存在是一条从无限延伸到无限的绳子，无始无终，也不可能被

弄断。这条绳子是由无数根细线组成的，它们紧密地聚在一起，形成了绳子的粗度。这些

线是无色的，在直度、强度和水平度方面都是完美的。当这条绳子穿过所有地方时，会遭

遇奇怪的事故。很多时候，一条线被勾住，并被牵牢了，或者只是被猛烈地拉离它的平和

的轨迹。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会是紊乱的，并且使得整体产生了紊乱。有时，一

根线被污物或颜色所染；污点不仅仅在接触点，也延伸到这根线的其他部分，而且还将其

他的线染上色。请记住，这些线是活的，就像电线，更像颤抖的神经。可想而知，这个污

点，这个错误的拖累，就会被传播得很远！但最终，这些长线，这些活生生的线条，在它

们不间断的连续性中造就了人，会从阴影中走出来，进入光明。那时，这些线不再是无色

的，而是金色的；它们再一次平直地聚在一起。它们之间再一次建立起和谐；而从这一和

谐中，更大的和谐被感知。 

这个例子只展示了一小部分真理，只是真理的一面，连片段都不是。尽管如此，还是

好好想想吧；在它的帮助下，你可能会领悟到更多。首先需要理解的是，未来不是由现在

的任何单独行为任意随机形成的，而是整个未来与现在保持着不间断的连续性，正如现在

是过去不间断的延续一样。在一个平面上，从一个角度来看，绳子的比喻是正确的。 

有人说，对奥义主义的一点关注就会产生巨大的因果业报。这是因为凡是关注奥义学

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们通常称作善与恶的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奥义学的第一

步是把学生带到知识之树下。他必须采果和食用；他必须选择。他不能再有无知的优柔寡

断。他要么走上善的道路，要么走上恶的道路。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哪怕只是迈出了确定

和知晓的一步，都会产生巨大的业。世间大多数人走得摇摆不定，对他们的目标不确定；



他们的生活标准不明确；因此，他们的业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运作。但是一旦达到了知识的

门槛，迷惑就会开始减少，因此业报也会大大增加，因为人在所有不同的层面上都朝着同

一个方向行动：因为奥义主义者不可能三心二意，他也不可能在跨过门槛后走回头路。这

些事情就像人重新变成孩子一样不可能。个性体已成长到了应负责任的状态；它不能从这

个状态中倒退。 

想摆脱因果束缚的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体从阴影中提升到光明中；必须如此提升自

己，使这些线不与污秽的物质接触，不会因为执著而被拉离。他只要把自己从因果运行的

范围中提离。他不会因此从正在经历的存在中抽离。地面可能是不平和肮脏的，也可能长

满了花粉会染污你的丰美的花朵，会有甜美的东西的粘著，但头顶上总有自由的天空。渴

望没有业的人必须以空气为家，然后是朝向更高的天外。渴望造善业的人将会遇到许多困

惑，在努力为了自己的收获而播下丰富的种子时，可能会种下无数的杂草，其中还会有巨

大的杂草。不希望为自己的收获而播种；只希望播下那颗其果实将喂养世界的种子。你是

世界的一部分；在给它食物的同时，你也养活了自己。然而，即使在这种想法中，也潜藏

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它开始向前直面弟子，长期以来，他认为自己在为善而工作，而在他

最深处的灵魂中，他只看到了邪恶；也就是说，他以为自己的初衷是为了世界的伟大利益

，而一直以来，他无意识地心想着果报，他为之工作的巨大利益其实是为自己。一个人可

能会拒绝让自己想到回报。但在这种拒绝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渴望得到回报的事实。弟子

通过检查自己的方式努力学习是没有用的。灵魂必须摆脱枷锁，达到无欲。只有他进到那

个既没有奖励也没有惩罚，既没有善也没有恶的状态，否则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可能看

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总有一天他会面对自己的灵魂，意识到当他来到知识之树下时

，他选择了苦果而不是甜果；然后假面就会落地，他将放弃自由，成为欲望的奴隶。因此



，你们这些正在转向奥义生活的人，要当心！现在要学会，除了将眼光和聆听专注在不可

见和无声的事物上以外，其他没有任何治疗欲望的方法，没有任何治疗想得回报的方法，

没有任何治疗渴望之苦的方法。现在就开始实践无欲吧，这样你的道路上不会潜伏着无数

条蛇。生活在永恒之中吧。 

因果律实际怎样运作，直到弟子达到它不再影响自己的地步时才需学习。入道者有权

利要求了解自然的秘密，并知道支配人类生活的规则。他获得这一权利是因为他已经摆脱

了自然的限制，并从支配人类生活的规则中解脱出来。他已被认可为神圣的一部分，不再

受暂存事物的影响。于是，他获得了关于支配暂存事物的法则的知识。因此，希望了解因

果的人，首先要尝试从这些法则中解脱出来；而这只能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受这些法则

影响的高度才能做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