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

祂的⼀⽣、使
命和教導的⼀
百種⾯貌





https://www.prsinstitute.org


「Shrii Shrii Ánandamúr�：祂的⼀⽣、使命和教導的⼀百種⾯貌」是為了紀念Shrii Shrii
Ánandamúr� (Shrii Prabhát Rain ̭jan Sarkár)百年誕辰⽽出版。

這是印刷版，最適合⽤於展⽰空間的列印。我們建議您⾸先測量展⽰空間，然後以適合該空間的
尺⼨列印出模塊。請注意，版⾯編排已最佳化為A3直印⽅向。我們建議室內展⽰⽤薄亮⾯紙板
(可以⽤釘⼦將其固定在牆上)來印刷，⽽⼾外展⽰則⽤Foamcore、Flex或其他合適的材料。

請注意，此印刷版是基本內容的版本。螢幕版和書籍版都包含延伸內容，有更多的圖像、故事和
其他趣事。

要下載螢幕版(最適合在個⼈裝置上觀看或投映為幻燈片)，請點擊
www.prsins�tute.org/outreach/exhibi�ons

要購買該書籍，請點擊 www.prsins�tute.org/outreach/publica�ons

展⽰的印刷版、螢幕版和書籍版均附有影片(www.prsins�tute.org/outreach/films)
和puja桌上型相本 (www.prsins�tute.org/outreach/publica�ons)

https://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exhibitions
https://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publications
https://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films
https://www.prsinstitute.org/outreach/publications


由P.R. Sarkar Ins�tute主辦，並且在Baba Archives (和Baba Museum)，P.R. Sarkar Archives以及Ananda Marga Digital Archive的協辦下，紀念Shrii
Shrii Ánandamúr� (Shrii Prabhát Rain ̭jan Sarkár)百年誕⾠

版權所有© 2021 P.R. Sarkar Ins�tute

編輯：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校訂：Ácárya Guńamuktánanda Avadhúta

協助校訂：

Ácárya Maheshvaránanda Avadhúta
Jyotsná Caujolle
Káliishaun ̭kar Mukherjee
Shivapriyá (Ellen Lan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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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bhát Saḿgiita的翻譯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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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發⾳指南
Ánanda Márga的鍛鍊和哲學所使⽤的梵咒和術語是梵⽂。此出版物是採取Shrii Shrii Ánandamúrti給予的羅⾺梵⽂系統。這是該系
統的簡易發⾳指南：

▪ a的發⾳為us中的u

▪ á的發⾳為father中的a

▪ i的發⾳為bit中的i

▪ ii的發⾳為beet中的ee

▪ u的發⾳為put中的u

▪ ú的發⾳為boot中的oo

▪ r的發⾳為ri，當它的前⾯或後⾯都不是⺟⾳時

▪ e的發⾳為day中的a

▪ ae的發⾳為size中的i

▪ o的發⾳為open中的o

▪ ao的發⾳為owl中的o

▪ ḿ的發⾳為sing中的ng

▪ ah的發⾳為送氣⾳a

▪ iṋ的發⾳為上顎⾳n，uṋ的發⾳為喉⾳n，如果ṋ的前⾯有另⼀⺟⾳，則將該⺟⾳⿐⾳化

▪ c的發⾳為child中的ch

▪ t́、d́和ń是⽤舌頭頂住上顎發⾳

▪ ph的發⾳為father中的f

▪ 所有其他⼦⾳後⾯有h，要發送氣⾳(⼦⾳的原始聲⾳後⾯有ha⾳)

▪ y在單字的字⾸時，發⾳為輕⾳j。在單字的字中或字尾時，發⾳為ia

▪ v在單字的字⾸時，發⾳為v。在單字的字中時，發⾳為w

▪ ś的發⾳介於sh和s之間

▪ kśa的發⾳為ksha(黎俱吠陀)或kha(密宗)

▪ jiṋá的發⾳為gyá，如同jiṋána(發⾳為gyána)

▪ ŕ(孟加拉語或北印度語)的發⾳為hard中的r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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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i Shrii Ánandamúr�也被稱為
Prabhát Rainj̭an Sarkár，他的弟
⼦們都親切地稱他為Bábá(最親
愛的)，出⽣於5⽉(Vaeshákhii
Púrńimá)滿⽉⽇的⽇出時分，
在印度⽐哈爾邦的佳滿坡鎮。
出⽣⽇期最初被認為是1921年5
⽉21⽇，不過根據最近顯⽰的
資訊，現在認為更可能是1922
年5⽉11⽇。但是無論哪⼀個⽇
期，每⼀年都以Ánanda
Púrńimá(喜悅的滿⽉⽇)來慶祝
他的⽣⽇。

作為Sadguru(最⾼級的上師)，
巴巴曾經是—現在仍然是—無
數的虔誠弟⼦的無上導師和慈
愛⽗親。他摯愛和指導⾨徒的
⾸要⺫標是—每⼀個個體和整
體社會的全⾯福祉和靈性進
步。在他作為上師的⾓⾊中，
他還扮演了許多其他⾓⾊：哲
學家、作家、科學家、⼼理學
家、語⾔學家、治癒者、⼈道
主義者、社會改⾰者和⾰命
家...等等。他是全球社會靈性
組織Ánanda Márga(喜悅之路)的
創始⼈和導師，他介紹了⼀套
社會經濟改⾰進⽤論(Prout)、
社會哲學的新⼈道主義以及新
科學的微⽣命(Microvita)。並且
創作了五千多⾸的曙光之歌
(Prabhát Saḿgiita)。透過他的教
導和榜樣，他啟⽰了數以百萬
的⼈們追求⽣命的最⾼⺫標，
並對地球和整個宇宙的所有⼈
類、動物和植物的福祉承擔更
⼤的責任。

這項⼯作的⺫的並不是要全⾯
或詳盡地描述巴巴的⽣活、使
命和教導。⽽是旨在對重要事
件和劃時代事件進⾏全⾯總
結，並在歷史的這個重要關頭
對我們星球上的解脫本體
(Táraka Brahma)的⾮凡世界提供
許多吸引⼈的⾒解。

「在密宗(Tantra)裡，這整個創
造被稱為sambhú�。當(Táraka
Brahma)依⾃⼰的意願藉助五⼤
基本元素(painc̭abhútas)時，祂
的⾁⾝實體就屬於Saguńa
Brahma的範圍內，否則祂就是
Nirguńa Brahma。依據Tantra,當
Táraka Brahma藉助五⼤基本元
素時，此稱之為祂的
Mahásambhú�. … Táraka Brahma
不是哲學的象徵—⽽是虔誠情
感的創造。」

關鍵細節，包括⽇期、地點和
其他資訊，已經得到詳盡的研
究，並且在出版⽇期之前盡可
能地準確。從巴巴的故事(Bábá
stories)中選出最具啟發性的故
事，以感受他的⽣活和時代的
品味。選擇圖像的原因不僅在
於它們的敘事歷史，也在於其
視覺特性和罕⾒性。

編者



1.神秘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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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阮祺(Ranchi)的⼀個冬夜裡，巴巴從夜
間的⼾外散步回來後，將⾃⼰的童年記憶向達達
阿⽶塔南達(Dádá Amitánanda)敘述。以下是達達對
巴巴那天晚上的回憶⽚段：

「我在⺟親的⼦宮裡。從那裡，我看⾒⺟親，也
認得她。我看⾒⽗親、姊姊和其他親戚。我很了
解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出⽣了。通常嬰兒⼀出⽣就會哭，可是我沒
有哭—我總是微笑著。很⾼興出⽣了。我想要叫
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常了解他們。可是，唉
呀，我多麼無能為⼒呀!我的聲帶不允許發出聲⾳
來。」

「他們想要餵我。他們想要⽤棉花沾⽜奶餵我。
⽤棉花⼀滴⼀滴地把⽜奶滴進我嘴裡。這些⼈多
好笑啊!我是需要⽤這種⽅式餵⾷的孩⼦嗎?我會
⽤杯⼦喝⽜奶，⽽不是⽤棉花沾⽜奶。我伸⼿抓
著杯⼦，我的⾏為令他們措⼿不及。我了解到我
的⾏為使他們⼤惑不解，所以只好像個新⽣兒。」

「我在媽媽的⾝邊睡覺。午夜時分，我醒來。我
看到的是如此不尋常。我的整個存在、媽媽的存
在、嬰兒搖床、房間、超越的空間充滿如此甜蜜

的光輝。我很⾼興看到它。我逐漸沉湎於其中。
我想知道如果⺟親也看到這無盡的光芒，那她會
發⽣什麼事。」

「我經常在夜晚醒來，看到各種⼤⼩的⽣物從我
的左⽿出來，在周遭⾛動和舞蹈。我很感興趣地
看到了這⼀切。但是，好像要結束表演，發⽣了
⼀件奇怪的事情：這些⽣物現在擠進我的右⽿。
這太可怕了，我⼤喊並緊抓著⺟親，⽽她對於我
告訴她的⼀切感到很困惑。」

未解之謎，⾸次出版在菩提卡爾帕(Bodhi
Kalpa，1975年1⽉)

到巴巴五歲的時候，他開始了終⾝的清晨靜坐和
傍晚靜坐的鍛鍊。家中沒有⼈知道他什麼時候開
始這種鍛鍊或如何學會的，他也不會說，但是到
那時，家⼈對於這樣的事，已學會不要干擾這位
有主⾒的年輕男孩。

他拒絕吃任何⾮素⾷⾷物幾乎是不同尋常的，儘
管他的家⼈嚴格來說不是素⾷主義者。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2.巴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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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巴出⽣時，他們試圖將⽜奶滴⼊他的嘴裡，巴巴卻伸
⼿拿杯⼦，他的祖⺟維納帕尼(Viińápáńi)倒抽⼀⼝氣⼤叫
：「他不是⼩孩⼦，他是個『burá́』(⽼靈魂)！」從那時
起，她都叫他「Burá́」。他的其餘家⼈和兒伴，則把
「Burá́」簡稱為「Bubu」。

在三歲到五歲時，他的出⽣名字從阿倫(Aruń，深紅的黎
明)更改為普羅巴•阮將(Prabhát Rainj̭an，他為黎明塗上⾊
彩)，因為他的新⽣兒堂弟以孟加拉積極份⼦德什班杜•奇
塔阮將•達斯(Deshabandhu Ci�a Raiṋjan Dás，在堂弟出⽣
當天過世)命名，這是所有男性具有相同中間名的家庭習俗。

⼩男孩巴巴喜歡夜晚散步到佳滿坡(Jamalpur)東邊⼭丘、
卡利帕哈爾鎮(Kalipahar)的舊卡利(Káli)神廟以及死亡⾕
(Death Valley)，當時是個危險的地⽅，即使是在⽩天，更
別說是在夜裡。

編者

多年以後，他談到：「我從⼩就很勇敢。我不知道害怕。
我習慣在深夜去⽼虎墳。有⼀天晚上，⼤約九歲時，午夜
過後我坐在那裡，看到⼀個光體正朝向我移動。我不害怕
那個光體。當它靠近我，停了下來。我問那個光體：『你
是誰?』然後那個光體回答：『你不認識我嗎?我就是你⾃
⼰。』說完之後，那個光體就⾛進並融⼊於我。就在那⼀
刻，我經歷到整個宇宙在我體內，⽽我也在宇宙的每⼀個
部分裏。」

誰能騎在虎背上

「我到佳滿坡⼭丘上做靈修。我坐在⼀個特定的地⽅，有
⼈在我⽿邊說：『跟我來。我將向你顯⽰⼀個更適合靈修
的地⽅。跟我來。』我沒有看到任何⼈，但是我跟隨著聲
⾳，明確感覺到它的存在。這個聲⾳帶我到另⼀個地⽅，
並要求我做靈修。過了⼀會，它告訴我：『你⽣氣了嗎?
不要陷⼊幻相(Maya，宇宙離⼼⼒和宇宙向⼼⼒)!你是P.R.
沙卡先⽣嗎?看看你是誰!』⽽我的⼀連串過去世，在我眼
前清晰地閃現，我意識到⾃⼰是誰。」

未解之謎，⾸次出版在菩提卡爾帕(Bodhi Kalpa，1975年1⽉)

1959年初的⼀個晚上，我和巴巴⼀起到他每晚常去的⼾外
散步。只有我們兩個⼈，⽽那晚上主的⼼情⾮常優雅喜
悅。他在途中停下腳步，敘述他⼩時候的⼀件事。上主說
：「曾有⼀道光芒四射的光柱出現在我眼前，其燦爛的光
輝吞沒了整個周圍。 我問：『你是誰?』它回答：『喜悅
的化⾝(Ánandamúr�)。』然後我注意到，這光體逐漸融⼊
於我。從那時起，我就成了阿南達慕提(Ánandamúr�)[喜
悅的化⾝]。」

Ácárya Harivallabh

普拉納(Prańay)在啟蒙後，有將近三年，他仍以朋友或同
事的⾝份稱呼巴巴為達達(Dádá)或普羅巴達(Prabhát Dá)，
儘管他現在已經開始尊他為他的上師。有⼀天，巴巴在⼾
外散步時告訴他，這種稱呼的形式在上師和弟⼦之間是不
合適的。除了在辦公室或公共場所外，他不應該稱他為達
達，⽽應暱稱為巴巴(Bábá)。從那時起，每當只有他們⼆
個⼈的時候，普拉納都遵循這種傳統的稱呼形式。巴巴指
⽰其他弟⼦也這麼做。很快地每個⼈都暱稱他為巴巴，儘
管其中的⼀些⼈，例如坎德拉納特(Candranáth)和納吉那
(Nagiiná)的年紀都⽐他⼤。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巴巴的祖⺟維納帕尼•沙卡(Viińápáńi Sarkár)



3.巴巴騎在虎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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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巴巴⼩兩歲並住在離巴巴家有幾間房⼦的薩欽
德拉納斯•⾺⾥克(Saciindranáth Márik)⺫睹了⼀個⾮常神秘的事
件，發⽣在巴巴⼤約⼗歲的時候。他在⼀次採訪中回憶起它：

當地的孩⼦過去常常在傍晚去⾺球場玩耍，⽽布布達(Bubudá)
會和我們⼀起去。但是當我們玩的時候，他會消失在某個地
⽅。⿈昏時，當我們回到家，他會再度加⼊我們，彷彿突然地
出現。起初，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情況。但是，當它開始定
期發⽣時，我們開始想知道發⽣了什麼事。當我問他這個問題
時，他避開回答，⽽這只會進⼀步增加我的好奇⼼。因此，有
⼀天，我和另外兩個朋友決定嚴密監視他。

到達操場後，當我們忙著玩耍時，我們注意到布布達不⾒了。
我們環顧四周，看到他⾛過⽔務部⾨的圍欄，朝著死亡⾕⾛
去。我們停⽌了玩耍，並與他保持⼀段距離謹慎地跟在後⾯。
令我們驚訝的是，我們看到他進⼊了可怕的⼭⾕中森林。我們
不敢再跟著他，因為我們聽到了各式各樣關於野⽣動物和⿁魂
的可怕故事，據說它們在那裡漫遊，所以我們保持⼀段距離等
待著，因為我們知道他會在⿈昏之前回來。但是，隨著天⾊漸
漸暗淡，仍然沒有他的⾝影，我們逐漸焦慮，擔⼼他的安全。
然後突然間，我們看到了讓我們驚呆的東⻄。透過森林中的空
地，我們看到布布達騎在虎背上。他在森林的邊緣下了虎背並
輕輕拍了拍牠，然後牠就消失在樹林間。當他⾛近時，他問我
們在那裡做什麼。我們無法控制⾃⼰，告訴他我們已經看到他
所做的事情。

他問：「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你騎在虎背上。我們會告訴你的⺟親，你會受到嚴
厲的責罵。」

「你們瘋了嗎?我騎在虎背上!誰會相信這樣的⿁話連篇?被罵
的不是我，⽽是你們。」

「我們都看到了。你無法騙我們。」

我們⼀到家就告訴⽗⺟這驚⼈的消息，我們看到布布達騎在虎
背上。但是沒有⼈相信我們，他們嘲笑我們編造這樣⼀個故
事。我們無法控制⾃⼰，去找了布布達的⺟親，告訴她我們所
看到的事情。她也不相信我們。即便如此，她還是叫了布布
達，向他查證這件事。

他說：「媽，妳怎能相信這樣的故事?今天我們在玩耍時，他
們和我吵架，所以現在他們在編故事來報復。」

布布達的⺟親轉過⾝來罵我們：「你們這些頑⽪的男孩。只因
為你們和他吵架⽽撒謊，你們不感到羞愧嗎?」我們盡⼒說服
她我們說的是實話，但毫無效果。

她問我們：「有⼈可以騎在⽼虎背上嗎?」「你們認為我會相
信這樣的童話嗎?」我們把這個故事告訴其他幾個⼈，但是沒
有⼈相信我們。

第⼆天，布布達問我：「薩欽(Sachiin)，有⼈相信你嗎?難道不
是你被罵嗎?永遠不要再和任何⼈談論此事。沒有⼈會相信的。」

那次事件發⽣後，布布達不再和我們⼀起去⾺球場。幾天之
後，我看到他獨⾃去了湖邊和死亡⾕附近地區，⼈們害怕去的
地⽅，特別是在⽇落時。我曾好幾次觀察到這種情況，但因為
害怕去那些可怕的地⽅，所以不敢跟著他。我⼀直想知道儘管
布布達很年輕，但他怎麼會如此⼤膽。

幾年後，我聽說⼀位住在卡拉格普爾⼭(Kharagpur Hills)的⼥性
密宗修⾏⼈。⼈們聲稱她可以利⽤⾃⼰的超能⼒馴服⽼虎。我
以為布布可能已經⾛進森林去拜訪她。直到很久以後，當我發
現我們的布布達是喜悅化⾝時—偉⼤的靈性上師—他⼩時候的
神秘舉⽌對我來說才開始頗具意義，我也開始在他童年時期的
奇怪事件和他的⾼度靈性境界之間建⽴了關聯。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4.早期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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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巴的整個童年期間，家⼈經常拜訪他⽗親的祖輩村莊
巴蒙帕拉(Bamunpara)，尤其是在炎熱的暑假期間，茂密
的植被和空曠地為佳滿坡(Jamalpur)持續的⾼溫提供涼快
的休息地⽅。

他會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盯著太空。在其中⼀次探訪中，
他的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當時14歲，是個懂事的
年輕⼥孩)問她7歲的弟弟，他整天躺在床上做什麼。巴巴
對她說：「我正在回顧宇宙的歷史。」這個回答並沒有使
他的姐姐滿意。第⼆天，她⼜問他。這次他回答：「我正
在看這個星球在⼀千年後，將會發⽣什麼事。」最後，希
拉普羅巴對她那懶惰的弟弟已經忍無可忍。她開始嘲笑他
的懶惰。「你在這裡，浪費時間無所事事；你甚⾄還沒有
學會⽤⺟語寫下⾃⼰的名字。」巴巴以典型的沉默微笑看
著她好⼀會。然後他拉出抽屜，拿出⼀張紙和⼀⽀筆，⽤
⼗種不同的⽂字寫下⾃⼰的名字，包括英語、阿拉伯語和
許多不同的印度⽂字。當他的姐姐看到這件事感到⾮常震
驚，以致於她像⼀隻受驚的⿃兒⼀樣跑⾛了，並在剩餘的
假期中避開她的弟弟。

多年後，巴巴在給達達維杰亞南達(Dádá Vijayánanda)的⼝
授時，回想起在巴蒙帕拉的那個假期。他告訴他，當他躺
在床上時，據稱是虛度光陰，他正忙於為⾃⼰⼀⽣的⼯作
做準備，包括為反對種姓制度和其他社會弊端⽽奮⾾。巴
巴說，正是在那個假期期間，他計畫了即將到來的阿南達
瑪迦的結構，也就是25多年後，在1955年創⽴的社會─靈
性組織。然後他⾛到桌前，從抽屜拿出⼀張泛⿈的紙，在
弟⼦⾯前的桌上鋪平。褪⾊的⽂字仍然清晰可⾒，包含他
後來創建的組織⼤綱。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s

巴巴說：

「你們今天看到的⼀切都是我7歲那年的思想過程之結果
…我所有的⼯作都在12歲之前在佳滿坡完成。」

來源不詳

位在巴蒙帕拉的房⼦，與巴巴的⺟親和祖⺟坐在陽台上。



5.早期的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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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巴巴和家⼈的最早已知照⽚，可追溯⾄1920年代。

最早的家庭照⽚，約在1930年。巴巴在左下⾓。

巴巴(中)和他的姐姐(左)以及弟弟(右)。

巴巴的⺟親阿巴拉尼•沙卡(Ábháránii Sarkár)。

巴巴的⽗親拉克⻄⽶•納拉揚•沙卡
(Lakśmii Náráyań Sarkár)。



6.摯愛的同班同學和理想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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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從1927年到1930年就讀佳滿坡的克沙夫普爾⼩學
(Keshavpur)，在學校裡，他的智慧、勤奮、不屈不撓
以及對所有⼈的愛⼼受到每個⼈的喜愛。他之所以被
稱為「⽣活百科全書」，是因為他對無數的科學和地
理事實有著驚⼈的理解。在完成⼩學教育後，他於
1931年到1939年就讀東印度鐵路局⾼中，他在⾼中時
期是個理想的學⽣：課堂上專⼼⼜有紀律，課外則積
極活躍。他還喜歡吹笛⼦、寫詩歌和短篇故事。

編者

巴巴從⼩學開始，就因為能夠回答任何⼈的問題⽽聲
名遠播；將其他任何⼈都無法回答的問題送給他也成
了其他學⽣的普遍習慣。有個下午，他和同學們在課
間休息時圍坐在桌⼦旁，看著剛到的⼀本新的地理書
籍。巴巴和其他所有⼈⼀起翻閱書籍。然後他闔上書
本，並挑戰他們從任何⾴⾯上問他任何問題。其他男
孩跳⼊挑戰。他們打開書本，讓他看不到內容，並開
始提問。他⼀⼀正確地回答了所有問題。他們印象深
刻，但是他們以前就⾒過。不過，最近從東孟加拉錫
爾赫特區(Silhet)的⼀個⼩村莊搬到佳滿坡的維瑪倫杜•
查特吉(Vimalendu Cha�erjee)，卻沒⾒過。當他表⽰驚
訝時，巴巴問他村莊的名字，然後繼續詳細的描述，
甚⾄包括稻⽥的劃分和⽔井的布置。巴巴說得越多，
維瑪倫杜就越驚訝。⼀切都恰如巴巴所描述的那樣。

佳滿坡的鐵路局⾼中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切呢?」最後他猛然⼤叫道。
巴巴有點不⾼興，似乎很不滿。他說：「你們這些⼈
都不讀書。」「這就是為什麼你們都不知道這些
事。」僅僅幾年後，維瑪倫杜意識到在任何⼀本書中
都找不到巴巴如此準確描述的信息。

⼀些⼩男孩開始在放學後，跟著巴巴到⽥野，然後等
著他從⼭上回來，最後再和他⼀起回到鎮上。有個男
孩的⽗⺟因為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感到惱⽕，因
此責罵他跟著巴巴到處⾛，並要求他停⽌。當他抱怨
時，他們要求知道吸引他的是什麼。

「只要我靠近他，就會感覺很好。」他說。「有⼀
次，當我看到普羅巴站在⾺路上，我看到他被燦爛的
光環所包圍。任何被這樣的光環包圍的⼈都不可能是
普通⼈，對嗎?」

他的⽗⺟對此沒有任何回應。之後，他們就不再提出
異議了。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巴巴的⽗親拉克⻄⽶•納拉揚•沙卡(Lakśmii Náráyań
Sarkár)是⼀位受⼈尊敬的順勢療法醫⽣和社區領導
⼈。1934年⽐哈爾邦(Bihar)地震後，巴巴幫助他救災
⼯作，動員他的朋友，並把⾃⼰的零⽤錢捐給救災基
⾦。



7.看⼿相的⼈、算命先⽣和奇蹟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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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來⾃巴蒙帕拉(Bamunpara)的⼀個年輕親戚問
巴巴：「布布達，你能做任何你喜歡做的事嗎?」稍
微停頓⼀下之後，他鄭重地回答：「是的，我可以。」

有⼀天，巴巴的⺟親與祖⺟維納帕尼•沙卡(Viińápáńi
Sarkár)就幾年前發⽣的事情發⽣了爭執。當她們努⼒
回想當天發⽣的事情時，爭論暫時陷⼊僵局。巴巴喚
起她們的記憶。「我記得那件事。」他就事論事地告
訴她們。然後使她們想起她們忘記的細節。

「你怎麼知道?」祖⺟驚訝的問他。「那時你甚⾄都
還沒有出⽣。」

他簡潔的回答：「我知道，就這樣。」

阿巴拉尼(Ábháráni)只是笑了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
每當她的其他孩⼦問她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她都會說
：「去問布布。他什麼都知道。我不知道的，他都知
道。」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巴巴甚⾄在學⽣時代就擅於超⾃然科學。在提供任何
此類讀取之前，他會告知有興趣的⼈先去向他的⺟親
阿巴拉尼徵求許可。沙卡家族的近親和朋友都知道他
的這種獨特才能。由於戰爭，國外通訊中斷，許多親
戚擔⼼親⼈。不安的⽗⺟會向巴巴諮詢有關其⼦⼥在
國外⽣活的信息。或者，例如，有⼈過世，失去親⼈
的親⼈希望獲得慰藉。這種類型的焦慮和好奇的⼈會
懇求阿巴拉尼允許請巴巴顯⽰神蹟讓他們看到他們想
要看的。在得到他⺟親的允許後，巴巴會帶那個⼈到
他的臥室，並鎖上⾨。在房間的⾓落，有個中型的鏡
⼦。
死亡⾕,佳滿坡

請願⼈會坐在房間⾓落的椅⼦上，巴巴則在房間另⼀
側以靜坐坐姿坐著。巴巴會指⽰他或她⺫不轉睛地盯
著鏡⼦，巴巴也會盯著鏡⼦。幾分鐘之後，鏡⼦裡就
會出現⼀張影像。透過這個影像，發問者可以看到他
們的親⼈，並且了解他們的福祉。多年來，巴巴透過
那⾯鏡⼦減輕許多焦慮的⽗⺟和親戚的⼼，儘管每次
讀取後他都會感到不適。⺟親阿巴拉尼出於對兒⼦健
康狀況的擔憂，最後砸碎那⾯魔鏡，⽽巴巴也停⽌給
予這種讀取。1982年，他為⾃⼰的曙光之歌(Prabhát
Saḿgiita)系列創作了⼀⾸關於這⾯魔鏡的歌曲(‘Máyá
Mukure’)。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的⽣活與教導

⽐巴巴⼩幾歲的⾺諾萊揚 •巴內吉 (Mano ra i ṋ j a n
Banerjee)，經常看到他在凱沙夫布爾(Keshavpur)的希⽡
神廟裡，閉著雙眼坐上好幾個⼩時，這種景像從未停
⽌過給他留下印象。有⼀天，他看到甚⾄讓他更驚訝
的事情：

「有⼀天，當我在六班上課時，⼀群四、五頭公⽜開
始把我追趕到⼀條狹窄的巷⼦裡。我丟下書本，為⾃
⼰的⽣命⽽跑。在奔跑時，我看到布布達站在街的盡
頭。當我到達他那裡時，他保護我免於公⽜的傷害。
就在牠們到達他之前，牠們突然停下來，變得像雕像
⼀樣不動。我驚訝不已。然後他叫我收拾好教科書。
我很害怕這樣做，因為為了拿到書，我不得不越過公
⽜站⽴的地⽅。但是布布達⼀再向我保證不必擔⼼。
牠們不會傷害我。我猶豫了⼀下，但最後我⾛過去，
拾起書本。然後我⾛回到布布達那裡。公⽜⼀直都沒
有移動⼀英⼨。我拿著書本⾛回來後，布布達向公⽜
的⽅向揮了揮⼿。只有到那時牠們才移動；牠們才轉
⾝⾛開。這件事使我意識到布布達擁有⼀些特殊的能
⼒。」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8.詩、歌和兒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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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0年到1946年，巴巴在加爾各
答上⼤學以及在佳滿坡鐵路局辦公
室⼯作初期，他就寫了許多詩、故
事、散⽂和歌曲，其中有許多在當
時流⾏的雜誌上發表，但後來都遺
失。

有⼀次，我們之中有⼀些⼈寫下瑪
迦上師的重要⼝授。突然他停了下
來，說道：「你知道，我在20歲到
21歲之間，寫下⼤約150⾸英⽂詩。」

來源不詳

這是我們擁有的正本三⾸詩之⼀，
當他和同事在鐵路局辦公室編輯⼀
本⼿寫雜誌時，由⼀位同事記下巴
巴的⼝述。

巴巴23歲的時候，寫下兒童故事《碧
海⾦蓮花》和《藍海深深深處》。這
兩本書後來都由阿南達瑪迦出版社出
版，並在隨後的幾年裡出版了第三本
書《在哈塔瑪拉之地》。

底下編者註隨《藍海深深深處》⼀起
出版：

作者在寫這個故事時，還很年輕。這
就是為什麼儘管他不願意，我們仍無
法抗拒印刷這樣⼀個幽默故事的誘
惑。因此，全部責任移交給出版社。

譯⽂如下：
孤獨

(1)

當我獨⾃進⼊這個世界
為了神秘的使命
我可以⼀直把你
放在我⼼裡嗎
在所有的紛擾中

(2)

填補我空虛的⼼房
以寂靜無聲的寧靜
噢，主啊
請進來其中
賜予神聖的接觸



9.維迪薩加爾學院(Vidyásága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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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巴巴⼤約14歲，他的⽗親拉克⻄⽶•納拉揚
(Laksḿii Náráyań)因⿊熱病去世。儘管家庭經濟困難，在⺟
親的堅持下，他繼續接受教育並於1939年⾼中畢業。同年
的下半年，他就讀加爾各答的維迪薩加爾學院理學院，並
且和他的⺟親親戚沙拉特•錢德拉•鮑斯(Sarat Chandra
Bose)及其家⼈住在⼀起。

巴巴在《奇怪的經歷》(Strange Experiences)⼀書中提到他
的⼤學時代：

「那時我在上⼤學。我曾經住在⺟親親戚位於北加爾各答
的房⼦。這房⼦離恆河(Gauṋgá)很近。附近還有⼀個⽕葬
場。這房⼦有三層樓。頂樓的兩個房間有⼀間放著兒童克
⾥斯那(Krishna)肖像，我習慣呆待在另外⼀個房間。那間
房間的⼀個⾓落⽤紅⾊窗布簾隔離，我的年⾧男性親戚習
慣鍛鍊密宗靈修。加爾各答北部的那個地段⼈⼝⾮常稠
密。從⼀個屋頂越到另⼀個屋頂，可以很容易就能穿越過
25間或30間房屋。我的親戚在完成他的夜晚靈修後，會從
⾨內鎖到連接⼆樓和三樓的樓梯間，以防有⼈爬上屋頂進
⼊到三樓，然後從那裡進⼊房⼦裡。也就是說，到了晚
上，我和這個家庭的其餘成員會失去聯繫。當屍體搬運⼯
⽇夜不停地沿著⽕葬場的路來來去去時，都會經過這個房
⼦。」

「迪普登(Dipten)、普拉珊塔(Prashánta)和我曾經在維迪薩
加爾學院⼀起就讀。我們三個是⾮常親密的朋友。我們經
常互相代理點名。我們會⼀起逃學、看電影，⼀起坐在咖
啡廳聊天。儘管親密無間，我們甚⾄都不知道誰的家⼈住
在哪裡。那些快樂的⽇⼦在我們眼前結束了。普拉珊塔和
我都有困難的家庭環境。我的困難特別沉重。分開的那
天，我們三個⼀起去了電影院，盡情地吃，並且記下彼此
的地址。我們承諾在平常情況下，無論我們是否會互相寫
信，我們⼀定會讓彼此知道任何重⼤的好消息或壞消息。」

巴巴當時就讀的維迪薩加爾學院

巴巴就讀維迪薩加爾學院的實驗室筆記本



10.卡利卡南達(Kálikán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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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在加爾各答上⼤學時，習慣在傍晚沿著
胡格利河(Hooghly)岸邊散步。他會在岸上的
卡希⽶特拉加特(Káshimitra Ghát)⽕葬場停下
來靜坐，⽽那裡在天⿊後是個危險地⽅，因
為⼩偷會潛伏在幽暗處。1939年⼋⽉滿⽉⽇
(Shrávańii Púrńimá)晚上，巴巴那時⼤約17或
18歲，他坐在那裡，欣賞著滿⽉的銀⾊光
芒，映照在平靜的河⾯上，背後有個打算搶
劫他的⼩偷。巴巴沒有回頭看，⼤喊：「你
是卡利查蘭(Kálicharan)嗎?過來坐吧。」卡利
查蘭聽到這個年輕⼈叫他的名字⽽感到震
驚，甚⾄沒有回頭看。甚⾄都不認識他!沒
有任何的害怕。巴巴告訴他，他會給他所有
的錢，但⾸先，他必須在河裏沐浴，並接受
更有價值的東⻄—啟蒙。對這個年輕⼈的存
在和無懼感到謙卑，如今淚流不已後悔的卡
利查蘭在河中沐浴，接受啟蒙⽽成了⼀個新
⼈—卡利卡南達阿⽡杜塔(Kálikánanda
Avadhúta)。之後，他堅持陪同巴巴回家，巴
巴也堅持給他⼝袋裡的⼀些硬幣，儘管卡利
卡南達含淚藉⼝拒絕。由於是⼋⽉滿⽉⽇，
因此每⼀年的⼋⽉滿⽉⽇都會慶祝這個活動

節⽇。多年後，在1980年8⽉25⽇的滿⽉⽇
之際，巴巴憶起這⼀事件：

「這是⼋⽉滿⽉⽇，是個重要的⼀天。那時
我還很年輕，就讀於加爾各答的維迪薩加爾
學院。有個晚上，發⽣了⼀件⾮常有趣的事
件。突然有個邪惡的⼈靠近我。雖然我使⽤
「邪惡」這個詞，但這不是⼈類的永久狀
態。今⽇邪惡的⼈，明天可能是個⾼尚的
⼈，今⽇遲鈍或愚蠢的⼈，明天可能是個聰
明的⼈。這些都是相對論所束縛的相對問
題。沒有⼈可以被稱為永遠邪惡。應該始終
牢記，⼈應該總是嘗試開發邪惡的⼈其美好
和精細的⼀⾯…那天晚上某個邪惡的⼈來到
我這裡。他對我有什麼期望?可是話說回
來，他來了。依照⾃然的⼈類⼼理，我問他
：『你想要什麼?你為什麼選擇這條邪惡之
路呢?』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他意識到⾃
⼰應該改變⽣命⽅向，因此他接受了啟蒙。
那是我第⼀次向⼈們傳授靈性啟蒙。同⼀
天，⼋⽉滿⽉⽇⼜回來了…⾃從那時以來，
好⾧的時間已經過去。那也許是在1939年。
這⼀切都發⽣在41年前。」



11.鐵路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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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巴巴被迫離開加爾各答的學業，回到佳滿坡
養家糊⼝，他在鐵路局會計部⾨⼯作，是當時亞洲最
⼤的鐵路局。

「考慮到我的家庭困境，在積極參與印度獨⽴運動⼀
段時間後，我不得不像個好兒⼦⼀樣從事政府⼯作。」

奇怪的經歷

到1960年，巴巴成為會計部⾨的審計員，以嚴謹⼜極
其認真仔細的聲譽⽽聞名，在⼯作場所無與倫⽐。甚
⾄⾼級官員聽到沙卡先⽣要來檢查他們的辦公室，都
會變得很憂慮，⽽且通常會竊竊私語如果他們的賬⺫
有任何違法⾏為，沙卡先⽣⼀定會找到。他的部屬回
憶說，當他們陪同他檢查時，他經常指⽰他們在確切
分類帳的確切⾴⾯有著簿記錯誤，他們習慣了會計處
的這些事，當他們在⼯作時，他時常會在房間裡⼤
喊，提醒他們注意記帳錯誤。其中⼀些⾼級官員對待
為他們⼯作的⼈們之⽅式，巴巴會⼝頭譴責也不是什
麼秘密。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70年代後期有⼀次，巴巴談論他還在佳滿坡鐵路局辦
公室⼯作的⽇⼦。作為職責的⼀部分，他必須檢查部
⾨的不同辦公室和倉庫，以檢查其⼯作和賬⺫。

在⼀個特定的場合裡，他打電話給倉庫，暗⽰他會去
拜訪倉庫官員。有位部屬接了電話。

巴巴說：「我是總部的普羅巴•阮將•沙卡。我明天會
來檢查你的倉庫。讓你的主管來接電話和我談談。」

巴巴的話像雷電⼀樣清晰。這個部屬無法控制⾃⼰，
透過話筒⼤喊：「我的天哪!普羅巴•阮將•沙卡!沙卡
先⽣要來檢查了!」當他放下話筒，跑去叫他的主管
時，巴巴察覺出他顫抖的說話聲⾳裡含著恐懼。然後
主管來接電話並確認⾝份。

巴巴說：「怎麼了?⼀說到我的名字，你的⼈似乎很
害怕，好像⼼臟病發作。我是⽼虎嗎?」

這位主管為部屬的⾏為道歉，並請巴巴按預定時間來。

巴巴告訴我們：「眾所周知，每當我去檢查，我要做
的第⼀件事就是要求某些特定的檔案和⽂件。但是這
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因為我要的是沒有妥善保存的
檔案和⽂件。⽽我會發現到所有嚴重的不符和違法⾏
為。」

「他們試圖⽤虛假陳述、複製⽂件、仿造案件等來誤
導我將慘遭失敗。此外，我從未接受過任何⼈提供的
現⾦或任何東⻄，也不接受被檢查者提供的任何⾷
物。如果有的話，那將迫使我為了他們的利益⽽做
事，這是我永遠做不到的。」

「現在，⼈們對我⾮常了解，當我揭露出他們可恥的
欺詐⾏為時，他們會絕望地崩潰並乞求憐憫：『沙卡
先⽣，極度貧困和環境壓⼒迫使我這樣做。請不要解
僱我!拜託!我有⼀個⼤家庭要維持。他們將會餓死，
⾧官。』」

巴巴繼續說：「我會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我不能違背我的良知去⽀持⼀個有過失的⼈。另⼀⽅
⾯，我能採取措施讓這可憐傢伙失業⽽導致他的家⼈
餓死嗎?當然，在我的服務年限期間，很少發⽣終⽌
服務的情況。除⾮不違背我的職責，挽救違法者是絕
對不可能，否則我絕不會做任何可能導致⼈們失業的
事情。真的，我確實同情這些可憐的傢伙。因此，在
⼤多數情況下，我會建議他們如何保全⾯⼦並保留他
們的⼯作，同時⼜不會給相關部⾨造成任何損失。」

我與巴巴的歲⽉

與鐵路局辦公室會計⼈員告別的團體照，攝於1954年1⽉7⽇。巴巴位於第三排左三。



12.巴巴⼊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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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中，英國政府決定招募印度政府僱員加⼊印度
領⼟部隊(ITF)，即英屬印度軍隊的輔助副⼿。在重要
部⾨⼯作諸如鐵路局、郵電局和公共⼯程部，年輕且
最好是未婚的政府僱員合乎被招募。如果英國政府撤
出常規的安全部隊執⾏戰爭職責，他們的任務則是為
各⾃的政府部⾨提供安全保障。服役兵在加爾各答附
近的班德爾(Bandel)接受初步訓練，然後在北孟加拉
邦(North Bengal)和阿薩姆邦(Assam)接受為期⼀個⽉的
年度訓練。⼀周兩天，在辦公時間之後組織簡短的閱
兵訓練。預計新兵將穿制服⼯作，每個⽉的薪餉是⼗
⼆盧⽐和⼋個安那。由於額外的收⼊將幫助養家，因
此巴巴被徵召⼊伍。⾄少在1943年期間，也許更⾧的
時 間 ， 他 在 印 度 領 ⼟ 部 隊 從 軍 。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其他孩⼦確信他們的哥哥知道⼀切，就像⺟親經常告
訴他們的那樣。 1 9 4 8年初的某⼀天，希曼舒
(Himáḿshu，巴巴的兄弟)提出這個問題。「達達，你
什麼都知道。你能教我怎麼做嗎?我也希望能夠知道
所有的⼀切。」巴巴皺著眉頭說：「知道⼀切並不
好，⼀點也不好。你不會喜歡這樣。天意不允許這樣
做是有原因的。」

幾天後，巴巴與堂兄阿吉特•⽐斯⽡斯(Ajit Biswás)坐
在餐桌旁，後者正在沙卡家族的房⼦裡度假。當巴巴
的妹妹⽐吉利•普羅巴為他們端上點⼼時，阿巴拉尼
開始責罵她不懂家事技巧。「你很快就要結婚了，但
是你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地擺放餐桌，更不⽤說什麼

烹飪!你的丈夫會怎麼想?」巴巴開始為⽐吉利•普羅巴
辯護，直到阿巴拉尼安靜下來，不再打擾⼥兒。

有⼀次只有他們兩個⼈坐在餐桌旁，巴巴就對阿吉特
說：「沒有必要讓她精通這種家務。」「我⺟親忙於
為我妹妹安排的婚事，將永遠不會發⽣。」

「普羅巴，能夠知道未來會發⽣什麼事，⼀定很神
奇。」阿吉特驚嘆道，並搖著頭對堂弟的獨特能⼒感
到很驚訝。

「⼀點也不。」巴巴告訴他，「這不是祝福。如果有
的話，這是⼀個詛咒。你看，我的妹妹注定要短命。
她不會活著看到⾃⼰的結婚⽇。這就是為什麼我希望
別打擾她，以便她在最後的⽇⼦裡不會⾯臨任何不必
要的⿇煩。想想看。每當我⾒到她，都會想起她的死
亡快到了。你看到⼀個健康的年輕⼥⼈；⽽我看到她
的死亡。試想⼀下，如果某⼈知道親近的⼈快要死
了，那麼與他們的朋友或家⼈相處時，很難表現⾃然
或⾃在。天意為什麼安排⼈類不應該知道將來會發⽣
什麼事，是有很好的原因的。」

第⼆天，巴巴請希曼舒陪他去加爾各答幾天。四、五
天後，這兩兄弟回到佳滿坡時，他們發現家⼈在服
喪。他們無憂無慮的妹妹⽐吉利•普羅巴，在前⼀天
因⿊熱病⽽過世，這疾病在他們前幾天出發前往加爾
各答時，並沒有徵兆顯⽰它即將發⽣。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穿著軍服的巴巴(站在右⼆)與他的弟弟們希曼舒•阮將(Himáḿshu Rainj̭an，站在左邊)、蘇達素•阮將(Sudháḿshu Rainj̭an，左⼆)、曼納斯•阮將(Mánas
Rainj̭an，右邊)、姐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坐在右邊)和妹妹⽐吉利•普羅巴(Bijlii Prabhá，左邊)，約在1943年。但是⽐吉利•普羅巴不久之後就去世了。



13.早期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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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1954年之間，巴巴啟蒙了許
多弟⼦，要他們發誓保密，以及沒有告
知他們其他任何⼈的存在。他的同事⼤
多數，甚⾄他的家⼈，都不知道他作為
靈性上師的⾓⾊。

1954年11⽉7⽇，他召集弟⼦參加第⼀
次聚會，在佳滿坡339號的拉姆布爾殖
民地(Rampur Colony，由鐵路局提供他
的單⼈房*)，他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許
多朋友和同事都是弟⼦。

⼀周之後，即11⽉14⽇星期⽇，第⼆次
聚會在拉姆布爾殖民地住處舉⾏，巴巴
第⼀次⽰範了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Subhash Chandra Bose)[即Netáji(內塔
吉)]仍然活著很健康，並且在⻄藏鍛鍊
靈修。

⼩房間裡⼤約有15或16位弟⼦，包括普
拉納(Prańay)、坎德拉納特
(Candranáth)、V.K.阿薩那(V.K.Ast́h́áná)、
納吉那(Nagiiná)、薩欽南達娜•曼達爾博
⼠(Dr Saciinandan Mandal)、拉斯邁•達
斯(Rasmay Dás)和其他的⼈。

簡短交談後，巴巴對克⾥斯那•錢德拉•
帕爾(Krśńa Candra Pál，綽號Kestopál或
Kristo)做死亡⽰範。他從克⾥斯托
(Kristo)的⾝體收回⽣命⼒，把他的⼼靈
和⾝體分離，並⽤「偉⼤的聖⼈」的無
軀體⼼靈取替了它，這偉⼤的聖⼈後來
被認出是拉希⾥•瑪哈沙耶(Lahiri
Mahásaya)。然後，這軀體就可以⽤新
獲得的⼼靈的聲⾳說話，巴巴指⽰它去
拜訪幾個地⽅，包括⽕星、⽉球和克⾥
姆林宮，並敘述在那裡看到的東⻄。

然後，巴巴下令拉希⾥的⼼靈穿越喜⾺
拉雅⼭脈進⼊⻄藏。到達⻄藏，他指⽰
它到⾸都拉薩，再到附近的靈波波(Ling
Po Po)修道院，然後到附近⼭洞，並請
他敘述在那裡看到的東⻄。拉希⾥說他
看到⼀個容光煥發的⼈正在靜坐。巴巴
指⽰他靠近，看看是誰。拉希⾥說那是
內塔吉•蘇巴斯•錢德拉•鮑斯。

整個聚會激起陣陣激動。到⺫前為⽌，
他們已經習慣於看到許多奇妙的事物，
但這是無可⽐擬的。

隨後，巴巴命令拉希⾥進⼊內塔吉的⼼
靈，問他是否想返回印度，答案是他不
想返回印度。然後，巴巴命令拉希⾥回
來並離開克⾥斯托的⾝體。之後，他把
克⾥斯托的⼼靈帶回到他⾃⼰的⾝體，
克⾥斯托恢復了正常意識，但是沒有意
識到曾經發⽣什麼事，也沒有任何不良
影響。

這是巴巴做過最令⼈驚嘆的⽰範之⼀。

摘⾃達達普拉納⽡特瑪卡南達(Dádá
Prańavátmakánanda)的記錄

*早期的弟⼦經常聚集在陽台上，邊靜
坐邊等待巴巴每天到達。後來–在1956
年–該住處太⼩，所以在薩達爾巴扎爾
(Sadar Bazar)租了⼀間房⼦，直到1958
年12⽉28⽇在奧利⽢尼(Oliganj)的道場
新屋落成。

克⾥斯那•錢德拉•帕爾
(Krśńa Candra Pál，Kestopál, Kristo)，1992年



14.巴巴和達達坎德拉納特(Dádá Candraná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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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達坎德拉納特於1950年或1951年開始認真尋找⼀位上
師，但未能找到任何令他滿意的⼈。1952年，他休假回到
加多普 ( G a d o p u r )，拜訪了⼀位眾所周知的聖⼈
(mahatma)，其弟⼦來⾃印度各地。這給他留下深刻的印
象，最後請求他給予啟蒙。然⽽，聖⼈拒絕啟蒙他，並告
訴他在波普⾥(Bhojpuri) —「時機成熟，你就會得到。」⼀
年後，他從⼀位同事那裡聽說了巴巴，並第⼀次去拜訪
他。當坎德拉納特吉(Candranáthji)到達巴巴的房⼦時，巴
巴的兄弟坐在外⾯，把他帶到客廳，然後穿過⼀扇有簾⼦
的⾨⼝進⼊後⾯的房間⾒巴巴。在巴巴穿過簾⼦進⼊房間
之前，坎德拉納特吉聽到他⽤孟加拉語說：「什麼，時機
成熟?」

時機成熟：與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Acharya Chandranath Kumar)的對話
r

達達坎德拉納特在他的書中《永遠不會忘記祢》回憶道：

我⽤摸腳禮(prańám)向巴巴問候，他要我坐下來。然後他
說：「你來這裡的⺫的是什麼?我不是⼀個博學的⼈，但
我會盡⼒回答你的問題。」

我說：「我不是來尋找⼀位博學的⼈。我來是尋找⼀位上
師。」

然後巴巴的態度隨即改變。他變得嚴肅起來並且命令他
：「關上⾨，關上那扇⾨，關上窗⼾，過來這裡坐。」之
後他當場啟蒙了我。

教範師希⽡•⾹卡•巴內吉(Shiva Shankar Banerjee)、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
和教範師拉曼德拉•潘迪(Ácárya Rámchandra Pandey)(約在1955年)

普拉納•庫瑪•查特吉(Prańay Kumár
Cha�erjee)和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
瑪(約在1955年)

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和他的妻⼦教範師蘭帕⾥•德維(Ácáryá Rámpari
Devii)，在數年後

教範師坎德拉納特•庫瑪和教範
師蘭帕⾥•德維，在數年後



15.阿南達瑪迦推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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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25⽇，巴巴指⽰弟⼦們起草新組
織的章程和憲法。1955年1⽉1⽇，他在拉姆
普爾殖民地宿舍要求為該組織取名。第⼀個
是虔誠之路(Pust́í Márga，Path of Devo�on)，
第⼆個是⾄上意識⺫標之路(Brahma Ist́á
Márga)。巴巴隨後宣佈該組織的名稱為阿南
達瑪迦推廣部(Ánanda Márga Pracáraka
Saḿgha，AMPS)。他正式舉⾏了開幕儀式，
並於同⼀天舉⾏了第⼀次⼤法會(Dharma
Mahácakra，簡稱DMC)。

巴巴給了第⼀次⼤法會的靈性開⽰–社會的
發展(The Evolu�on of Society)–以及第⼀次的
⼤無畏⼿印(Varábhaya Mudrá)，並宣佈在每
⼀年新年的第⼀天都會有⼤法會，儘管在組
織的頭幾年⼤法會幾乎是在每年每⽉的滿⽉
⽇舉⾏。隨後，所有⼤法會的靈性開⽰都被
編⼊靈性科學(Subháśita Saḿgraha)集成，與
喜悅⽢露(Ánanda Vacanámrtam)集成(⼀般的
靈性開⽰和⼤的靈性聚會講道)、禮敬優美
的克⾥斯那(Namámi Krśn'asundaram)(1980年
8⽉⾄1981年4⽉在加爾各答講道)和禮讚祥
和的希⽡(Namah Shiváya Shántáya)(1982年)

巴巴在佳滿坡克沙夫普爾(Keshavpur, Jamalpur)的⾃家後院，約在1955年

⼀起構成阿南達瑪迦的法性經典(靈性經典)。

1955年1⽉9⽇，阿南達瑪迦推廣部根據《社
會法》在蒙格埃爾(Munger)登記處正式註
冊，巴巴擔任主席，普拉納•庫瑪•查特吉
(Prańay Kumár Cha�erjee)
擔任第⼀屆秘書⾧。同⼀天，第⼆次⼤法會
在拉姆布爾殖民地宿舍的庭院舉⾏。

第三次⼤法會於1955年2⽉6⽇在帕格爾布爾
(Bhagalpur)警察宿舍舉⾏，即達達坎德拉納
特(Dádá Candranáth)的家，在此期間，巴巴
給了賓德什⽡⾥吉(Bindeshvarii)新的⽣命，
因為根據他的因果業⼒，⽣病的賓德什⽡⾥
吉即將死去。巴巴拯救他的⽣命後，告訴他
：「去吧!別再害怕了。」然後賓德什⽡⾥
吉告訴他的妻⼦：「⾄少現在我得救了。幸
運的是你沒有變成寡婦。瑜珈⼤師喜悅的化
⾝(Yogeshvar Ánandamúr�)給了我新的⽣
命。」在那之後，他成了重⽣的⼈–時常在
狂喜中⼤哭⼜跳舞。



16.密宗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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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們在巴巴開始教卡巴利卡靈修 ( ká p á l i ka
sádhaná)之前，就知道他是⼀位密宗上師。他不僅
是⼀位慈愛的主⼈、虔誠的上師以及不斷⿎舞⼈
⼼的來源；也是嚴格的監督者，更是⼀個嚴厲的
執⾏紀律者，當弟⼦們偏離正當的道路時，他會
毫不猶豫地懲罰他們。密宗上師的這⼀⾯⼀直是
千年以來密宗傳統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巴巴
在1960年⼤法會的靈性開⽰中所闡釋，密宗上師
要「⼩⼼謹慎地確保他們的弟⼦們遵循教誨。如
果發現弟⼦們在各⽅⾯有疏忽，就會藉由施加環
境壓⼒來迫使他們更加刻苦地鍛鍊…導師也必須有
施予處罰的能⼒ ( n i g raha )和給予恩惠的能⼒
(anugraha)，⽽不是只教導他們鍛鍊靈修和⿎勵他
們在道路上前進。只懲罰或只給予恩典的⼈並不
是理想的導師。」

在密宗傳統裡，上師經常測試弟⼦，使⽤這些測
試去幫助他們克服各種⼼理靈弱點。雖然巴巴的
⼤多數測試都是在弟⼦的正常經驗範圍內，但他
有時會使⽤無明(avidyá)的技巧來增加這些挑戰。

巴巴曾經向基順(Kishun)解釋，無明的上師使⽤這
種⽅法來幫助他們的弟⼦克服習性諸如憎恨和厭
惡，這些習性⾮常強⼤且難以克服。巴巴對他說
：「我不再要求⼈們這樣做，但我以前經常隨⾝
攜帶⼀些糖果，有時藉由幻相(maya)之助，我會讓
它看起來像⼈的屍體，請他們吃它的⾁。這是在
消滅束縛他們⼼靈的六⼤敵⼈(sád�ripu)和⼋⼤束縛
(ast́ápásha)。之後，我會問他們味道如何，⽽他們
會告訴我很甜。」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阿尼魯達(Aniruddha)對巴巴感到害怕。雖然他認為
他是個強⽽有⼒的密宗者，卻沒有阻⽌他探訪他。
在⼀次探訪中，他描述了第⼀次⼾外散步時發⽣的
以下事件：

巴巴問我是否想看點東⻄。我告訴他：「如果你想
讓我看，那就讓我看吧。」他再次問我。當我同意
時，他要我閉上眼睛，直到他說可以的時候，我才
能睜開眼睛。然後他打開⼿電筒，要我睜開眼睛。

他問我：「你看到了什麼?」

有⼀個⼈站在那兒約七英尺⾼。巴巴旋轉⼿電筒，
⽽這個⼈開始變⾼，直到他有三⼗英尺⾼，像棕櫚
樹⼀樣⾼。我彎下⾝⼦抓住巴巴的腳，嚇壞了。我
給他⼗萬盧⽐以饒我⼀命。我問他：「你也會把我
變成棕櫚樹嗎?」

巴巴說：「別擔⼼，我不會殺了你，也不會讓你變
成⼀棵棕櫚樹。只要抓住我的腳。」然後巴巴把那
個⼈縮⼩到六英尺⾼，並叫他過來。當他聽到我要
給巴巴錢以赦免我時，那個⼈笑得像個巨⼈。他們
倆個都⾯帶微笑，我以為他們都是偉⼤的密宗者，
他可能是巴巴召喚來殺我的⿁魂。巴巴說：「別擔
⼼，他是卡利卡南達(Kálikánanda)。」他叫他⾛，
⽽那個⼈就突然消失了。巴巴接著說：「已經很晚
了。我們必須現在回去，否則你會錯過⽕⾞。」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巴巴⼤概沉浸在某種三摩地境界



17.外在⾏為控制(Yama)和內在⾏為控制(Ni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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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擔任農業⼤學教授期間，巴巴
曾經訪問過希薩爾市(Hisar)。當我帶
他到新校園散步時，我極⼒誇讚這新
校園的美麗。巴巴聽了之後說：『光
是⼀滴不道德的⾏為就能摧毀這些美
麗的建築。』今天，我才了解到他的
說法之重要性。」

G.D.夏爾⾺(G.D. Sharma)

巴巴的⼿稿說：

「任何⼈都不
應傷害那些誠
實守信的⼈。」

巴巴親筆寫下1961年1⽉1⽇的喜悅訊息(Ananda Váńii)：「你的理想體現在你的⾏為上。你的學識、社會或經濟地位與你的理想無關。」

巴巴在1950年代初期啟蒙⼽⽂達•哈爾達(Govinda
Haldar)時，就把關於外在⾏為控制和內在⾏為控
制(道德的瑜伽原則)的⼿寫筆記給了他。

從早期開始，巴巴就強調：「道德是基礎，靈修
是⽅法，神性⽣命是⺫標。」

1957年5⽉滿⽉⽇(巴巴的⽣⽇)，巴巴在佳滿坡⼀
次就給了有關外在⾏為控制和內在⾏為控制的論
述《⼈類⾏為指引》(A Guide to Human
Conduct，Jiivan Veda)。他在序⾔中說：

「道德是靈性修持的基礎。但必須僅記：道德或
良好的⾏為並⾮靈性修持的最終⺫標。⼀個道德
家或許可以為其他道德家訂下⼀個理想，但是對
⼀個靈性修⾏者來說，這是不值得⼀提的。要靈
性修持，先要有⼀個平衡的⼼靈，這種⼼靈的和
諧也可以稱做道德…

「道德理想必須能激勵⼈並給予⼒量⾏進在靈修
的道上。道德有賴於努⼒維持⼈、時、地三⽅⾯
的平衡⽽定，故此道德標準便有差異了，但道德
的最終⺫的則是達到⾄⾼的喜悅，那麼道德就不
會有任何相對的不完美了...

「在阿南達瑪迦的靈性修持裡，道德教育和⾄上
本體合⼀的理想是同時傳授的，因為沒有這種道
德理念，靈性修持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特別強調：即使在尚未開始靈性修持之
前，就必須嚴格遵守道德的規範。不能做到這⼀
點的⼈就不應從事靈性的修⾏，否則將害⼰⼜害
⼈。」



18.⽣活指引(Caryáca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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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南達瑪迦推廣部(AMPS)成⽴後不久，巴巴於1955
年⼝授阿南達瑪迦⽣活指引。第⼀版於1956年4⽉以
孟加拉⽂出版，其序⾔是：

「為了⼈類的⾝、⼼、靈之發展，⾸要條件是健康的
社會秩序。考慮到平民百姓的順境和逆境，以及考慮
到他們的⼼靈習慣，阿南達瑪迦已著⼿建⽴新的社會
秩序。任何真實的和⾃然的都會被接受；同時提出⼀
些社會矯正的⽅法。沒有任何⽀持擴⼤到社會機構中
潰爛的潰瘍，只要社會弊病和⼼理疾病隱藏在虛假⽂
明的掩護下。

底下是⺫錄的⾴⾯，是⽣活指引的第⼀份⼿稿，由巴巴在1955年⼝授、檢查和更正。他的更正以紅⾊顯⽰。章節標題為：

1.嬰兒命名禮
2.⼊屋禮
3.婚禮

4.⼼不離道與男⼥之間的社會關係
5.和教範師的關係

6.⽣計
7.沐浴程序
8.進⾷程序
9.服飾

10. (社會的)活動與慶典
11.植樹禮
12.旅⾏之始
13.婦⼥的健康
14.社會處分
15.遺體之處置

16.喪禮
17.致敬的⽅式
18.法性聚會

19.村⾥委員會或地區委員會
20.你們的各種組織
21.科學與社會

22.靈修
23.阿南達瑪迦的寶藏

24.體位法
25.結語

26.教範師、宣道師、前導師、法性之友

我堅信，地球上所有受過教育和眼光敏銳的⼈，尤其
是年輕⼀代，都將毫不猶豫地⽀持你的理念。他們的
確在焦急等待這樣的事。願勝利屬於你。」

巴巴在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增加了更多的
指⽰，發⾏的新版也擴增為三卷。英⽂第⼀版於1962
年5⽉滿⽉⽇出版。這三卷構成了阿南達瑪迦的社會
經典(samája shastra)。第⼀份出版物是袖珍版，讓⼈
們可以輕易攜帶。



19.許願樹(Kalpataru)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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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巴巴會呈現許願樹(Kalpataru)的形式和舉⽌。

[在⼀個這樣的場合，我們幾個⼈]聚集在他的房間裡
給他按摩。我們注意到他似乎進⼊⼀個完全不同的世
界，⼼情變得完全不同。他半躺著，⼀隻⼿肘放在床
上撐著頭。它被稱為毗濕奴⾝印(Viśńu mudrá)。我們
保持沉默，繼續按摩他的⾝體。

幾秒鐘之後，他叫喊著：「Eko’haḿ bahu syám! 我獨
⾃在這宇宙中，但是我將⾃⾝化為眾多!」

然後他變得很沉默。我們繼續按摩他⾝體的不同部
位。然後發⽣了⼀件奇怪的事情。在按摩巴巴時，我
突然根本感覺不到他的⾝體。我很震驚。我看著其他
達達，每個⼈都默默地表達了同樣的感覺。幾秒鐘之
後，每個⼈都覺得他沒有⾝體，即使他清晰可⾒。
好像他是沒有任何固體形式的光體。

然後，慢慢地，他的⾝體開始恢復正常。然後他告訴
我們：「我現在是許願樹⾝印(kalpataru mudrá)。只有
⼤現⾝(Mahásambhú�)具備此能⼒。無論你要什麼，
只需要要求我。我都會同意。」

鴉雀無聲。房間裡充滿著甜美的⾹味。氣氛優美，富
有靈性。巴巴接著說：「你們所有⼈都是正確的。作
為⼈類，沒有什麼可向⾄上意識要求的。祂什麼都知
道。如果祂發現你需要任何東⻄，祂將會把它給你。
你應該只看到祂那神聖的宇宙遊戲。」

祂繼續說：「只有⼀件事可以要求祂。要求祂賜予純
粹的愛和虔誠，這樣你就可以⼀直待在祂的⾜下。這
只有藉由⾄上意識的恩典才有可能。你們都是⾄上意
識的兒⼥。祂隨時準備按照個體的意願給予個體想要
的東⻄。祂是你的⾄上⽗親。給你需要的東⻄是祂的
職責。沒有理由要求任何東⻄。」

與巴巴在⼀起的歲⽉

給⼀位瑪琪的祝福訊息：「我希望你能成功克服你的⼩
『我』帶來的所有罪過、教條和偏差。⽣命本⾝就是⼀
場奮⾾。對於靈修者來說，尤其如此。」 1957年8⽉7⽇

祝你有新的好運、機會和成功。」你的喜悅化⾝
1958年3⽉5⽇



20.巴巴設計靈性標幟(Prati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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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年底，巴巴設計了靈性標幟(pra�ika)，這是瑪迦的
標誌，象徵著阿南達瑪迦理念的本質。

阿南達瑪迦出版物的封⾯，即巴巴的許多書籍的開頭
都有這個靈性標幟，其說明如下：

「這個靈性標幟以視覺⽅式象徵著阿南達瑪迦理念的
本質。六⾓星形由兩個等邊三⾓形組成。頂點向上的
三⾓形代表⾏動，即能量透過對⼈類無私服務的向外
流。頂點向下的三⾓形代表知識，即透過靜坐向內尋
求靈性了悟。

中間的太陽代表前進、全⾯進步。靈性渴望者此⽣前
進的⺫標是由萬字形標記象徵，意指靈性勝利。」

達達•克沙萬安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曾經問過巴
巴，他做過的所有⼯作中有哪些花費他最多的時間和
能量。

巴巴回答說：「佔據我⼯作時間最⾧的是我們的靈性
標幟的發明。花了我三⼗分鐘。」

與神秘的⼤師⼀起旅⾏



21.阿南達瑪迦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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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給予的⽣活指引(Caryácarya)之章節《阿南達瑪迦的寶
藏》，是該書原始⼿稿的⼀部分，於1955年⼝授，1956年出
版。底下是該⼿稿的章節。他的更正以紅⾊顯⽰。

這是該章節的英譯本，⾸次出現在1962年出版的⽣活指引卷
⼀(Caryácarya Part 1)的英⽂第⼀版：

你們的寶藏

崇⾼的理念，宇宙的愛以及你們彼此間不可動搖的團結。

你們的旗幟

裡⾯有⽩⾊的萬字形勝利標記(swas�ka)的橘紅⾊三⾓形旗幟。

你們的靈性標幟(標誌)

⼀個頂點向上的三⾓形加在頂點向下的三⾓形之上，中間有
⼀個上昇的太陽，裏頭有⼀個萬字形勝利標記(swas�ka)。這
些分別是能量、知識、前進和永恆勝利的象徵。

你們要在各⽅⾯不計代價地保護你們寶藏的尊嚴，以及你們
的旗幟、靈性標誌和瑪迦上師相⽚(pra�kr�)的神聖性。

1956年，佳滿坡
1979年5⽉巴巴在歐洲巡旅時，這⾯旗幟被固定

在巴巴的汽⾞前⾯。



22.給納吉那(Nagiin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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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當弟⼦們享受著與巴巴親密的關係時，他經常
會寫信給其中⼀些⼈，包括教範師納吉那•普拉薩德
(Ácárya Nagiiná Prasád)。

這是1956年寫給教範師納吉那有關因果業⼒(Saḿskára)的
信，其主⽂翻譯如下：

「因果業⼒無法⽐宇宙意識更強⼤。當個體意識開始向其
最⾼⾃我—宇宙意識—前進時，它會透過對抗其潛伏業報
(Prárabdha)的無明(Avidyá)和苦樂(Bhoga)⽽前進。其前進是
⼀種不畏艱險和不為所動的⾾⼠之前進。當贏得勝利時，
它會獲得最後的休息—與祂合⽽為⼀的感覺，在⽣命的內
在和外在領域中，藉由英勇的精神⽽贏得。」

巴巴撰寫的航空郵簡外觀，由普
拉納(Prańay)於1959年寄給教範

師納吉那。



23.⼾外散步到⽼虎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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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格布爾(Kharagpur)⼭麓和死亡⾕⼀直是巴巴整個
童年時期的私⼈曠野。它們為他提供了靈性追求所需
要的隱蔽環境。⼤學畢業後回到佳滿坡，在鐵路局⼯
作時，他養成習慣透過年輕時的迷⼈⾵景來度過夜間
散步。在折返及完成繞⾏之前，他會抄近路穿過草地
和⽥野朝向⼭坡，然後沿著⽔庫⾛過死亡⾕。如果天
氣允許，他會在七點或七點三⼗分離開家，很少在⼗
點之前回到家。有時，辦公室同事或早年的朋友會加
⼊他的⾏列，普拉納(Prańay)和其他⼈接受啟蒙後就更
頻繁了，但是在他回到家的頭幾年，他經常獨⾃⼀⼈
去散步，有時就像⼩時候⼀樣消失在森林裡。通常，
巴巴在散步中途會停下來休息，在⽼虎墳上坐著凝視
廣闊的夜空。

⽼虎墳是巴巴在⼾外散步時最喜歡去的地點。19世紀晚期，有個英國⼈在那裡
遇到了⼀隻⽼虎，隨後他們在戰⾾中均因受傷⽽死亡。

⽼虎墳，以英國⼈的墳墓為背景。

他開始召集周圍的弟⼦們，在散步途中停留在⽼虎墳
上就成了他夜晚永久性的固定⾏程。花幾個⼩時坐在
那裡聊天、講故事，給予靈性教誨和⽰範，甚⾄在燭
光下⼝授書籍，對他來說並不罕⾒。巴巴會談論弟⼦
們能夠想像的⼀切，以及他們無法想像的許多事情，
他們珍惜那些記憶，是他們⼀⽣中最私⼈的經歷。

到1960年，每天想要⼾外散步的⼈數增加到必須分成
三組的程度，每組最多四⼈。⼀組會陪同巴巴到⽼虎
墳，第⼆組則在那裡等候他。之後第三組會陪伴巴巴
回到他的房⼦。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24.巴巴和內塔吉(Netá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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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敬師節(Guru Púrńimá，七⽉滿⽉⽇)，巴巴正在卡
利帕哈爾鎮(Kalipahar)附近的⾺球場散步。那天，來⾃⾟
格蓬(Singbhum)的瑪琪海姆漢德(Hemchand)和另外兩個⼈
⼀起陪同巴巴。就在他們接近⽼虎墳時，巴巴告訴他們幾
年前發⽣⼀件⾄今未知的事件。他指著⽼虎墳說：「海姆
漢德，幾年前的這⼀天，蘇巴斯[錢德拉•鮑斯(Chandra
Bose)，偉⼤的印度⾃由⾾⼠內塔吉(Netáji)]和M.N.羅易
(M.N. Roy)前來⽼虎墳看我。」

多年後，巴巴說：「蘇巴斯藉由把印度從外國統治⼿裡解
放出來，⽽履⾏了⾃⼰的職責。蘇巴斯的⾏動引發了⼀連
串事件，不僅為印度帶來⾃由，⽽且導致⼤英帝國的⽡
解。隨著印度獲得⾃由，其餘殖民強權也必須撤出其殖
民地。因此，可以說世界的去殖民化始於蘇巴斯。」

巴巴有好幾次⽰範蘇巴斯不是如廣泛報導的那樣於1945年
在台灣的空難中喪⽣，⽽是在⻄藏的⼀個⼭洞裡致⼒於靈
性鍛鍊。

1969年末或1970年初，在阮琪⼾外散步時，巴巴遇到了⼀
個留著⾧鬍⼦的神秘陌⽣⼈，他後來透漏這是蘇巴
斯。1970年末或1971年初，巴巴在阮琪的警察閱兵場散
步。陪同他的是達達阿⽶塔南達(Dádá Amitánanda)、VSS
安全部⾨的⼽帕爾(Gopál)以及另外兩個⼈。在閱兵場散步
後，巴巴坐在旗竿底部的平台上。他通常會談論某個話題
或其他話題，但是那天他什麼也沒說。他靜靜地坐著，凝
視著天空，感覺場合嚴肅，沒⼈敢打擾他。這個過程想必
持續約10到15分鐘。突然他說出：「好極了，蘇巴斯，好
極了(Shábásh Subhash, shábásh)。」然後，什麼也沒說，
就站起來，不發⼀語地回到⾞上。甚⾄和巴巴的關係⾮常
熟悉的達達阿⽶塔南達也不敢和他說話⽽打擾到他。

三、四天後，當達達阿⽶塔南達在巴巴的房間裡為他按摩
時，巴巴問他在⼾外散步的那天晚上感覺如何，是否想知
道他為什麼說：「好極了，蘇巴斯，好極了。」達達阿⽶
塔南達說，他確實很好奇，但在那種情況下，他不敢向巴
巴詢問。

巴巴接著說：「那天，蘇巴斯靠⾃⼰的努⼒達到無屬
性三摩地。沒有完美上師的幫助，要達到無屬性三摩
地是很困難的。就蘇巴斯⽽⾔，他在沒有我的任何幫
助情況下，達到了那個階段。瞧，阿⽶塔南達，如果
他願意的話，他可能會成為印度總理。但是他為了追
求最⾼的靈性⺫標⽽放棄了⼀切。他所展⽰的出世標
準是個模範。蘇巴斯所做的⼯作在未來將會激勵每⼀
個⼈。如果⼀個如此⼊世的⼈靠⾃⼰的努⼒能夠達到
⽣命的最⾼⺫標，那為什麼不是其他⼈呢?」

幾年後，在湖濱花園(Lake Gardens)，⼀些⼯作者坐在
巴巴的房間外⾯。巴巴突然打開⾨說：「蘇巴斯不在
了。」然後⼜關上⾨。那是巴巴最後⼀次提到蘇巴
斯。他何時離開⾝體以及在哪裡離開仍然是未知的。

摘⾃達達普拉納⽡特瑪卡南達(Dádá
Prańavátmakánanda)的記錄

巴巴在他的實驗室筆
記本上描繪內塔吉

內塔吉•蘇巴斯•錢德拉•鮑
斯(Netáji Subhash Chandra Bose)



25.巴巴擔任培訓師和主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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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巴巴創⽴了第⼀批宣道師(tá�vika)及
在家教範師：普拉納•庫瑪•查特吉(Prańay Kumár
Cha�erjee)，接著是坎德拉納特•庫瑪(Candranáth
Kumár)和他的妻⼦蘭帕⾥•德維(Rámpari Devii)、席
希爾•杜塔(Shishir Du�a)、希⽡•⾹卡•巴內吉(Shiva
Shankar Banerjee)和蘇庫瑪•鮑斯(Sukumár Bose)。
培訓結束後，巴巴就停⽌了個⼈啟蒙弟⼦。

編者

隨著1960年代的到來，巴巴開始迅速擴⼤和加速
阿南達瑪迦的活動，為過渡到他所謂的「⼼智階
段」鋪平了道路。他從事這項⼯作的主要媒介是
迅速增加教範師的數量。到1960年，他創造了近
⼀百位教範師。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有更多的⼈
通過他們的教範師考試。這些教範師的訓練花費
了巴巴更多的時間。他經常在道場為他們上課。
在上完⼀堂這樣的課之後，他強調了他們正在做
的⼯作之重要性，他告訴他們：「有餘解脫和無
餘解脫在你的拳頭裡。任何時候你想要，你都可
以張開⼿得到它們。但是對我來說，它們就像⼀
個⾦製的嬰兒床。我可能會在這床上休息⼀會，
但是在無⽌盡的時間裡，我都必須回到這⽚⼟地
上為眾⽣服務。現在，你們所有⼈，告訴我，你
想要什麼?你想要有餘解脫和究竟解脫，或者⽣⽣
世世無論我去哪裡為眾⽣服務，你都想要與我同

⾏?」在場的每⼀位教範師，其中許多⼈眼中含著
淚回答說，他們想要和巴巴⼀起回來為眾⽣服務。

巴巴的教範師考試無疑是有特性的。儘管有時新
候選⼈會被派去他的房間進⾏正式的⼝試，但巴
巴經常會在⽼虎墳前進⾏考試，有時沒有任何事
先預告。30分是及格分數，但很少有⼈對巴巴的
問題回答的很好，⽽能根據⾃⼰的回答通過考
試。如果巴巴對他們的努⼒感到很滿意，他會給
他們「寬容分數」以彌補差分。不出所料，考試
更多的是對真誠和⾂服的考驗，⽽不是對智⼒知
識的考驗。新的教範師作答1分和獲得29分的寬容
分數⽽通過考試，這並⾮前所未聞。

巴班(Baban)的教範師考試甚⾄與哲學沒有多⼤關
係。⼽本(Gopen)把他帶到巴巴的家裡接受考試，
但巴巴卻帶他去⼾外。他們爬到⼭上，巴巴坐在
⼀塊⼤⽯頭上。「到那個⼭丘的⼭頂上，然後跳
下去，」巴巴告訴他。「別擔⼼，你不會受傷
的。」巴班按巴巴的要求做，當他往下跳時，⼤
喊著巴巴的名字。他降落在⼀⼩塊泥⼟中。除了
把⾐服弄髒以外，其他⼀切都好。當巴巴幫助他
脫困時，他說：「你的教範師考試現已結束。你
通過了。」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26. RU/R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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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25⽇，泛宇⽂藝復興(Renaissance
Universal，RU)在帕格爾布爾縣特⾥莫漢(Trimohan,
Bhagalpur)的⼤法會上開幕，⺫的是⿎勵社會的⼼智和⽂
化⾰命。巴巴第⼆天作了RU主席的就職演講，之後出版
成《今⽇的問題》(Problem of the Day)，以⼀致⾏動的精
神結束，此精神被概括在古代的黎俱吠陀經句裡，也在⽣
活指引(Caryácarya)的法性聚會(Dharmacakra)章節裡介紹
過。集體靜坐之前，應吟唱三遍：

Saḿ gacchadhvaḿ saḿ vadadhvaḿ saḿ vo manáḿsi jánatám,
Devá bhágaḿ yathá púrve saḿ jánáná upásate.
Samánii va ákú�h samáná hrdayáni vah,
Samánam astu vo mano yathá vah susahása�.

[我們⾏動在⼀起，散發出同樣念波，並將眾⼼合為⼀宇宙⼼，
我們團結在⼀起，如古聖先賢彼此分享物資，享受宇宙的資源。
我們都有共同的理想，彼此不相離，
讓我們的⼼靈和諧⼀致，共與⾄上融為⼀。]

RU的演講隨後成為⼤法會的固定部分。

RU開幕後的⼀周，即1958年2⽉2⽇星期⽇，巴巴宣佈成
⽴⽂藝復興作家與藝術家協會(Renaissance Ar�sts and
Writers Associa�on，RAWA)，並說它將附屬於RU，⺫的是
給⽂學和藝術注⼊新的⽣命：

「⽂學是和社會同⾏；它提供服務的激勵泉源，將社會導
向真正的成就與福祉。因此，我們無法接受『為藝術⽽藝
術』這句話；最好是說：『藝術是為了服務與⾄上福
祉』」。

RAWA有五個分⽀，涵蓋藝術的主要分⽀：藝術家和畫家
協會、戲劇家和電影藝術家協會、⾳樂家和舞蹈家協會、
作家協會和新聞⼯作者協會。

編者

巴巴創辦RAWA的⺫標是深遠的。他把藝術家和作家視為
催化劑，有助於以更⾼的⼈類價值為基礎建⽴起新社會的
⽀柱。由於他們的特殊天份，他們有能⼒引導⼤眾的思
想，並喚起⼈們對社會以道德和靈性價值觀為基礎的宇宙
觀和渴望。

巴巴啟發藝術家，即使⾯對反對和迫害，也不要害怕奮⾾
和呈現真理。他宣稱：「只有公共福利設施的思想應該是
所有藝術和⽂學創作背後的動⼒，⽽這種思想只能通過藝
術的喜悅來表達⾃⼰。只有到那時，精細的智⼒才能在粗
鈍的⼼靈中覺醒。」

有⼀天巴巴在⼾外散步期間，向阿斯塔納(Aśthána)解釋
RAWA的另⼀個⾓⾊—消除偽⽂化對社會的負⾯影響。他
說：「未來，偽⽂化將對⼈類構成巨⼤威脅。它會驅使⼈
們朝向完全的墮落。RAWA將不得不挽救所有⼈免於偽⽂
化貶低的影響。」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RU指南

早期⼊⾨⼿冊



27.瑜伽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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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在1957年的午餐時間裡向舒庫⾺爾•
鮑斯(Sukumár Bose)⼝授了《瑜伽療法與
⾃然藥⽅》(Yogic Treatments and Natural
Remedies)。該書於次年1958年5⽉出版。

1957年11⽉滿⽉⽇(Kár�kii Púrńimá)，巴
巴在序⾔中寫道：

「治療的藝術乃在於恢復病患⾝體和⼼理
的健康，⼀切應以病⼈的福祉為重，⽽⾮
拘泥執著於某特定的療法。

「藉著內服或外⽤藥物能使病⼈恢復健
康，然⽽藉由瑜珈體位法及⾝印之助，亦
能使病⼈得到更安全和完美的治療。因此
本書的⺫的在於讓⼤眾瞭解治療各種疾病
的瑜珈⽅法。

「我的⺫的乃是讓⼤家都能藉著本書所指
⽰的瑜珈體位法和⾝印的鍛鍊⽽恢復健
康。惟希望讀者不要⾃⾏冒險練習瑜珈體
位法及⾝印，最好能在有經驗的教範師指
導下練習。阿南達瑪迦的教範師隨時皆樂
於提供免費的協助。

《瑜伽療法與⾃然藥⽅》出版時期的巴巴

體位法、⾝印及沐浴等鍛鍊⽅法已在《阿
南達瑪迦⽣活指引》(Ánanda Márga
Caryácarya)卷三中有詳細的介紹，若有必
要請直接參考該書。

「本書除了治病的瑜珈體位法及⾝印外，
還介紹⼀些免費、便宜、易於取得同時⼜
有效的藥⽅及其⽤法。讀者可⾃⾏利⽤這
些藥⽅，必要時亦可諮詢有經驗的教範師。

「礙於時間⽽無法逐⼀答覆個⼈的問題。
若對瑜珈體位法和⾝印的鍛鍊以及藥⽅應
⽤有任何問題，請就近與教範師、或與阿
南達瑪迦的當地村⾥委員會、或地區委員
會、或中央委員會的秘書聯絡。」

顯然，巴巴在⼝授過程中向舒庫⾺爾•鮑
斯提到，卡利卡南達(Kálikánanda)藉由採
集植物並親⾃試驗來幫助他進⾏研究。



28.進⽤論(P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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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於1958年1⽉在帕格爾布爾(Bhagalpur)發表的泛宇⽂
藝復興(RU)就職演說，出版成《今⽇的問題》(Problems of
the Day)，並把該書「獻給偉⼤的英雄雪莉•蘇巴斯•錢德
拉•鮑斯(Shrii Subhash Chandra Bose)，我愛過他，甚⾄現
在也仍然愛著他。」

巴巴的題獻不僅是⽰範的參考，顯⽰內塔吉(Netáji)還活
著，⽽且還表明該是⾰命性新社會理論的時候了，以靈性
為基礎，⽽不是基於唯物主義和個⼈主義。

次年，發表了具有⾥程碑的哲學論述《觀念與理念》(Idea
and Ideology)，主要以英語講解，偶爾以北印度語講解，
最初是從1959年5⽉27⽇到6⽉5⽇為期10天的宣道師
(tá�vika)訓練課程[在穆札夫法爾普爾(Muzzafarpur)舉⾏的
⼤法會之後]，然後在接下來的幾週裡，在⽼虎墳上發表
了⼀系列講道。

在該系列的最後兩個講道中，巴巴介紹了進步運⽤理論的
社會經濟理論—包括社會循環(samája cakra，在他的激動
⼈⼼的第⼀次⼤法會講道『社會的發展(The Evolu�on of
Society)』中就已介紹)、靈性⾰命家(sadvipra)和靈性社會
(sadvipra samája)的概念—並在該年下半年的《進⽤論論
述》(Discourses on Prout)、1962年的《阿南達經》

(Ánanda Sútram)、1967年的《⼈類社會卷⼆》(Human
Society Part 2)以及許多其他演講中皆有詳盡闡述。

在《觀念與理念》的最後演講中，巴巴說：

「靈性並不是⼀個烏托邦的理想，⽽是⼀種可以在⽇常⽣
活中實踐並體會的實踐哲學，不管⽣活是如何的世俗…阿
南達瑪迦的社會哲學倡導個體整體的⼈格發展，建⽴世界
⼀家，在⼈類的⼼中培育宇宙情感…阿南達瑪迦倡導『進
步運⽤理論』(Progressive U�liza�on Theory，縮寫為
Prout，簡稱『進⽤論』)，亦即對所有因素做⾰新的運
⽤。⽽⽀持此⼀原則者則可稱為『進⽤論者』(Prou�st)。

後來，在1987年，巴巴說：

「由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本⾝內在的沉滯特性，其衰滅
是必然的結果。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者都瀕臨從世上消
失的邊緣。資本主義的外部與內部都有⼀般的加速度，但
是，其內在和外在領域彼此有⽭盾的存在。資本主義的⽭
盾來⾃於以⾃我為中⼼的利潤動機⼼理，但財富的累積只
是少數⼈的利益⽽⾮全體福祉。因此，資本主義不適於⼈
類進步的整體發展；資本主義如煙⽕般爆炸的⼀天必將到
來。」

1966年元旦的喜悅訊息，巴巴寫下：「全體和諧地共同前進⽅可謂之社會。不要輕視那些落後的⼈，⽽要幫助他們向前邁進，這
樣才是你們的社會法性。」阿南達慕提 1966年元旦



29.喜悅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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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元旦，巴巴給了第⼀個喜悅訊息：

「蟄伏在⼈類內在⽽被忽略已久的⾄上靈性，已在今天覺醒
了。這種覺醒將為⼈類歷史開啟新的⼀⾴。你們都將是這種新
趨勢的開拓者。」

隨後在每⼀年的元旦和五⽉滿⽉⽇(Ánanda Púrńimá)皆給予訊
息，早期有時在⼋⽉滿⽉⽇(Shrávańii Púrńimá)也會給予訊息，
以及1977年10⽉1⽇巴巴在監獄中也給予了特別的訊息。

這些精選的訊息由巴巴⼿寫並簽名：

巴巴在1990年5⽉滿⽉⽇給了最後⼀個訊息：

「在此宇宙中，萬事萬物都在移動；不論是時間、⼈類、
或⽇、⽉、星河，都在移動著。就萬象⽽⾔，動是必然
的，不可能有⽚刻稍息。⽽此動之途徑既⾮永遠平順或滿
佈⾹花，也⾮始終糾纏著荊棘或充滿挫折。據此⾃然法
則，⼈類必須準備好⾃⼰並⾏之以健。唯有在此不息的變
動中，才存在著⽣命的本質。」

之後所有的訊息都以《喜悅訊息集成》編輯出版。

「法性靈修的⺫的是把這個宇宙中的每⼀個⼈、每⼀個客體都視為
⼀個整體。藉著製造派系來危害⼈類團結不是法性的⺫的。那些慫
恿既得利益的⼈只能在⼈們的⼼理弱點和爭吵中⽣存，這就是為什
麼他們害怕法性理念的傳播，並以各種不道德⽅式表現出對法性的
偏執，例如虐待、虛假宣傳和謊⾔。⼈們不可以因此⽽畏縮。他們
必須前進。應當牢記，障礙在正義的道路上對⼈類有益，⽽繼續對
抗障礙就是靈修。」

1957年五⽉滿⽉⽇

「對抗邪惡勢⼒就是⽣命。我們必須在這新年快樂的⾨檻上再次記
住這⼀事實。」

1959年元旦

「奮⾾是⽣命的本質。你們應該與腐敗、偽善和獸性作不懈的抗
爭。」1960年元旦

「那損害個體和社會⽣活的⾃然性是死者的靈修。它不是⽣者的靈
修，因為不公義、不道德和破壞的種⼦只存在於不⾃然的⽣活中。
因此，社會的智者和祝福者從不⽀持⽣活中的不⾃然。」

1959年5⽉滿⽉⽇

「由⿊暗邁向神性是⽣命的真諦。惰性、迷信及狹隘代表著⿊暗。
⽽將⾃⼰安住於宇宙靈魂是神性⽣命。努⼒向前，與整個宇宙⼀
起，沿著靈性的道路，確實是⼈類最⼤的任務。我希望，在元旦的
新曙光中，你們所有⼈都將重新思考這個永恆⽽神聖的真理。」

1970年元旦



30.巴巴與烏瑪(Umá)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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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25⽇在薩哈爾薩(Saharsa)舉⾏⼤法會，
巴巴在「密宗與靈修」講道中說：

「密宗精粹([Brhat] Tantrasára)概述了最好的導師之
特質：

Shánto dántah kuliinash ca viniitah shuddha-veshaván
Shuddhácárii supra�śth́ah shucir dakśah subuddhimán.
Áshramii dhyána-niśth́ash ca tantra-mantra-visháradah
Nigrahánugrahe shakto gurur ity abhidhiiyate.

[鎮靜、⾃我控制、善於提升潛在的靈能
(kuńd�alinii)、謙虛、⾐著樸素、舉⽌模範、誠實的
謀⽣⽅法、純正思想、精通(靈性鍛鍊的實踐和理
論⽅⾯)、⾮常聰明、⼾主、完全⽴⾜於靜坐中、
精通密宗和梵咒、既能懲罰⼜能恩賜(給弟⼦)–只
有這樣的⼈才能被稱為上師。]

「上師必須不僅僅是聰明，還必須是絕頂聰明。
他們也必須是已婚，因為根據密宗的訓諭，只有
已婚者才能成為已婚者的上師。」

1959年6⽉15⽇，巴巴娶了烏瑪•達塔(Uma
Da�a)。他要瑪琪們稱他的妻⼦為「瑪迦的⺟
親」，但她不會像他⼀樣享有同等地位，並說
：「阿南達慕提(Ánandamúr�，喜悅的化⾝)是單
⼀的存在。無論是在⼤法會還是在其他任何地
⽅，都沒有第⼆個存在的位置。」

在婚禮上，巴巴坐在烏瑪旁邊特別裝飾的⾼台
上。普拉納(Prańay)回憶說：「當他們坐在⼀起
時，他們被拍下了⼀張快照。我不知道你是否保
存過。」

編者

拉瑪斯⽡拉什(Rámasvarath)仍然對上師結婚存有疑
慮，當他看著巴巴時，他想知道巴巴現在是否可
能會失去靈性能⼒。突然地，他感覺到有⼀股強
⽽有⼒的波動穿過他的脊柱。⼀陣狂喜征服了
他，這需要很多天才能減弱。他的⾝體顫抖著，
坎德拉納特(Candranáth)必須⽀撐他的⾝體以防⽌
他跌倒。⽽他所有的疑惑才突然消失。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事實上，在這之前三年到四年，巴巴⼝授⽣活指
引(Caryácarya)時就說過：「婚姻不是法性靈修的
障礙；反之，婚姻是法性修持者的慶典。」

1960年7⽉8⽇，他們有了兒⼦⾼塔姆(Gaotam)，暱稱拉爾圖(Laltu)，
巴巴在1963年和1965年⽇記的個⼈備忘錄⾴⾯上親筆證實了他的出⽣。



31.志⼯社會服務(V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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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巴巴作為社會⾏動者的聲譽⽇漸⾼漲，顯然[對瑪
琪們來說]，如果不為他的保護做出⼀些安排，他們就
無法再往前進。他們決定組織⼀群志⼯，在⼾外散步和
⼤法會期間擔任護衛。此外，志⼯還可以在集體活動期
間為瑪琪們提供安全防衛—隨著參加活動的⼈數不斷增
加，無法預料的擾亂可能性也在增加。他們向巴巴提出
了建議，巴巴告訴他們，瑪琪們的決定就是他的決定。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1959年11⽉在⼽勒克布爾市(Gorakhpur)的⼤法會上，巴
巴介紹了VSS作為瑪迦的安全和服務部隊。VSS最初代表
「泛宇維持和平部隊」(Vishva Shán� Sená，Universal
Peace Force或Universal Army of Peace)，但後來更名為
「志⼯社會服務」(Volunteer Social Service)。

1959年12⽉下旬，在阮祺(Ranchi)舉⾏了為期五天的VSS
訓練營，來⾃⽐哈爾邦各地的數⼗名熱情的⻘年瑪琪參
加了該營。這為更多的VSS營隊開了遵循的先例。在營
隊的第⼀個早上，巴巴視察並對參加者做了⼀次有關英
勇勝利的激勵講演。

編者

正如⼀位參加活動的瑪琪所說：「他說話時，好像是獅
⼦在咆哮。穿過我們的波動使我們感覺到，如果巴巴想
要，我們可以從最⾼的樹上跳下來。他告訴我們，無論
發⽣什麼事，我們都會從法性的戰⾾中受益。如果我們
死了，那麼我們將會獲得有餘解脫，如果我們倖存下
來，那麼我們將會享受到法性的勝利。第⼆天，我們到
阮祺的⼾外，巴巴在旗幟下接受我們的致敬…」他還指
⽰，除了安全培訓外，應向志⼯們提供災難救助和其他
類型的社會服務活動的培訓。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巴巴⾧期的安全護衛和VSS負責⼈維斯努德⽡吉(Viśńudevaji)，在之後的⽇⼦裡都帶領著VSS操練，直到他去世為⽌

早期的VSS⼿冊



32.巴巴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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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年底視察阮祺(Ranchi)的第⼀個VSS營地後，巴巴出
發前往佳滿坡(Jamalpur)。途中，他在巴爾希(Barhi)停下
來，到瑪琪拉姆•巴哈杜爾(Rám Báhádur)的家中吃午餐，
他也是警⽅的副警⾧。巴巴⿎舞他去營地訓練幹部，然後
拉姆•巴哈杜爾要求巴巴給他們祝福的訊息。巴巴停了⽚
刻，然後說：「好，給我拿⼀張紙。」於是拉姆•巴哈杜
爾跑去拿紙，巴巴在紙上為受訓者寫下這個激動⼈⼼的訊
息。

巴巴的訊息體現了VSS的精神，但它所呈現的意義遠不⽌
於向該營地的參與者傳達訊息，因此被稱為「巴巴之聲」。

巴巴後來把「你們必須三思⽽後⾏」更改為「你不得三思
⽽後⾏」(為了崇⾼的理想，開始⾏動前，不三思⽽後⾏
的精神)，並補充說：「但是在說話或書寫之前，要仔細
思考。」此外，「被擊敗的兒⼦」變成了「我被擊敗的兒
⼦或⼥兒」(包括男⼥)，並且還有其他⼀些次要的標點符
號編輯。因此，最後的措辭變成：

作為⼠兵，你不得尋求世俗的享樂和舒適。為各種苦難做
好準備。讓苦難成為你的資產。苦難將幫助你建⽴起完
美智⼠政府(Sadvipra Ráj)。你不得爭論，也不得三思⽽後
⾏，但是在說話或書寫之前，要仔細思考。你必須⾏動或
死亡。我不想看到被擊敗的兒⼦或⼥兒在⾎⾁⾝軀的臉。

你親愛的，巴巴



33.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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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巴巴召集16位在家教範師到佳滿坡，並把印
度的16個邦分派給他們⼀⼈負責⼀個邦，在⼀個⽉之
內旅⾏到負責的邦內做法性推廣(dharma pracár)。但
是當他們⼀個⽉後回來做報告，除了⼀個⼈以外，其
餘的⼈都由於家庭因素⽽無法完成任務。越來越多的
初學者得到啟⽰要全⽇獻⾝於瑪迦，因此為了滿⾜如
今快速發展的組織之需求，巴巴開始徵召他們成為出
家⼈(sannyásiis)。他把這些新的出家⼈稱為「全
⽇」(whole�me，WT)⼯作者，並於1962年開始將他們
納⼊典範師(avadhúta)。同時，他告訴在家教範師，他
們的職責將是維持和⽀持全⽇⼯作者的法性推廣⼯作。

編者

1966年5⽉滿⽉⽇的⼤法會期間，巴巴宣佈第⼀次將
典範師阿曼南達(Átmánanda)派駐到海外的肯亞。他解
釋說，他之所以選擇⾮洲，是因為⾮洲是最被剝削和
被忽視的⼤陸，因此是最需要阿南達瑪迦的地⽅。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達達維杰亞南達(Dádá Vijayánanda)是喇嘛尊者(Swami
Ráma)的少年時代朋友，後者以其著作《⼤師在喜⾺
拉雅⼭》⽽聞名。達達在後來的歲⽉中遇到這位⽼朋
友告訴他：

「你知道，許多⼈認為我過著成功的⽣活。我已經舉
世聞名，有許多追隨者和聚會所，⽽且處理的錢⽐我
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是我失敗
了。我現在已經⽼了，但是在我死後卻還無法培養出
優秀獻⾝的幹部來繼續完成我的使命。你的上師阿南
達慕提吉(Ánandamúr�ji)已經創造出眾多這樣的⾼素質
獻⾝的弟⼦們。這證明了他的偉⼤。」



34. Ádarsha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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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念與理念》(Idea and Ideology)⼀書中，
巴巴定義了由⼼⽽靈的平⾏關係在⼼理層⾯上
加以思維時就是「理念」。「理念本⾝含有靈
性的意義，它是⼀種和靈性本體有平⾏關係的
靈感。」

在後來的歲⽉中，他經常說：「⼈類的⽣命是
⼀種理念的波流。」

「意思就是說，⼈類的⽣命是⼀個使命，⽣命
本⾝即是使命，⼈類的存在本⾝就是使命...現
在，⼈類的存在其最⼤的成就在何處?...此波流
的起點是⾄⾼的正性，經過⾄⾼的負性之後，
你將再次回到⾄⾼的正性。換句話說，在進化
過程中，你從粗鈍的獸性階段朝向更精細的⼈
類前進。你的最終⺫的地是極其光榮的，擁有
⾄⾼無上的光輝。因此，何處有你害怕失敗的
餘地?」

約在七千年前，上主希⽡⾸次提出「為了⾃我
的了悟，以及為了宇宙眾⽣的福祉。」作為他
的第12個格⾔。與永恆的希⽡(Sadáshiva)的許
多其他教導⼀樣，巴巴把它作為他⾃⼰教導的
重要部分。對於這個特殊的格⾔，他特別予以
重視，作為阿南達瑪迦的理念：

「⾃我了悟(Átmamoksá́rthaḿ)…無論⼈所作所
為是甚麼，他都應是為了⾃我的了悟
(átmamoksá)…為⾃我的解脫(moksá)⽽
做。Moksá意指無屬性的究竟解脫。」

「其次談到『為眾⽣謀求福
祉』(Jagaddhitáya)...在為⾃我解脱⽽努⼒的同
時，吾⼈也應為他⼈服務…為提升整體世界、
整體⼈類社會的福祉⽽做。」

「這兩件事情都是我們該做的事，也就是說此
⼆者為吾⼈之使命。」

巴巴在1971年11⽉23⽇⼤法會上的講道「理念與⺫標」(後來更
名為「理念、⺫標與虔誠」)被刊登在《⾺哈利卡時
報》(Maharlika Times，1972年8⽉⾄9⽉)。

1961年五⽉滿⽉⽇的喜悅訊息，巴巴親筆寫下：

「為你的理念⽽戰。與你的理念合⼀。為你的理念⽽活。為你的
理念⽽死。」

接著在1962年1⽉1⽇的喜悅訊息，巴巴僅說：「⽣命代表理念。
⽣命應該為理念⽽犧牲。」



35.阿南達經(Ánanda Sút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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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介紹的靈性與社會哲學最初是「阿南達瑪迦：激揚⽣命的哲學」(Ánanda
Márga: Elementary Philosophy)，然後是「觀念與理念」(Idea and Ideology)，並
於1961年被併⼊阿南達經，巴巴在佳滿坡的⽼虎墳上以⼀連串夜間集會⼝授
阿南達經。它是在燭光下完成，⽤玻璃杯作為臨時燈籠罩著⽕燭，並於次年
1962年6⽉18⽇出版。阿南達經構成了阿南達瑪迦的哲學經典。

編者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阿南達經意指「通往神性喜悅的格⾔」。數世紀以來，
經⽂形式⼀直被評價為⼀種以扼要、難忘的⽅式傳達深奧哲學的有⼒⼯具。
經⽂的字⾯意思是「線」，意味著這樣的線可以串起許多思想上的珠寶。在
經⽂⽂學的最佳傳統中，本書的⼋⼗五個經⽂以驚⼈的簡潔作為整個阿南達
瑪迦(哲學)的架構。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在此以⽣動的筆法向世⼈呈現了形⽽上學、認識論、
道德觀和宏觀歷史學的原始概念。他也⾸次闡述了⼀套根據⼀神論哲學構想
的社會經濟⽅法，把主體接近與客體調適相結合，為世界提供了⼀個基於經
濟正義的有條理和進步的社會體系。

阿南達經(1995年英⽂版)出版者的註釋

⼀些⽰例的經⽂：

1-1. Shivashaktyátmakaḿ Brahma [⾄上意識(Brahma)是由純意識(Shiva)和造化勢
能(Shak�)所組成]

1-4. Paramashivah Purusó�amah vishvasya kendram [在宇宙核⼼的⾄上意識被稱
為最⾼的意識(Paramashiva)或宇宙意識的核⼼(Purusó�ama) ]

1-25. Bhávah bhává�itayoh setuh Tárakabrahma [無屬性⾄上本體(Nirguńa
Brahma)和俱屬性⾄上本體(Saguńa Brahma)之間的橋樑稱為解脫本體(Táraka
Brahma)]

2-1. Anukúlavedaniiyaḿ sukham [舒適的⼼理感覺稱為快樂]

2-2. Sukhánurak�h paramá jaeviivr�h [對快樂的渴望是眾⽣的主要習性(vr�)]

2-3. Sukhamanantamánandam [無限的快樂即是阿南達(ánanda)]

2-4. Ánandaḿ Brahma ityáhuh [此種喜悅稱為⾄上本體]

2-5. Tasminnupalabdhe paramá trsń́ánivr�h [達到⾄上本體時，才能永恆地解除
所有的渴望]

2-6. Brhadesáńáprańidhánaḿ ca dharmah [對⾄上意識的渴望和追求即是法性
(dharma)]

2-7. Tasmáddharmah sadákáryah [因此，應該不斷地從事法性修持]

2-14. Brahma Satyaḿ jagadapi satyamápeksíkam [⾄上本體是絕對的真實；宇宙
也是真實，不過卻是相對的真實]

3-1. Painc̭akosá́tmiká jaeviisa�á kadaliipusṕavat [個體是由五個⼼靈層次所組
成，如同有著花瓣的⾹蕉花]

3-4. Manovikr�h vipákápeksítá saḿskárah [扭曲的⼼靈質等待顯現(即潛伏的反
作⽤⼒)稱為潛伏的因果業⼒(saḿskára)]

3-7. Hitaesáńápresíto’pavargah [⾏為的果報由渴望福祉(神性)所引導]

3-8. Muktyákáunk̭sáyá sadgurupráp�h [出於對有餘解脫(muk�)的強烈渴望，個
體獲得了完美的上師(sadguru)]

3-9. Brahmaeva gururekah náparah [只有⾄上本體是上師(guru)，別無他⼈]

3-10. Bádhá sá yusámáná shak�h sevyaḿ sthápaya� laksýe [障礙是使個體⽴⾜
於⺫標的助⼒]

5-1. Varńapradhánatá cakradháráyám [在社會循環的運動中，永遠是某個階級
佔優勢]

5-2. Cakrakendre sadvipráh cakraniyantrakáh [完美智⼠位居於社會循環的核
⼼，控制著社會循環]

在第五章的結尾，最後⼀個額外的(未編號)經⽂是：

Praga�shiila upayogata�vamidaḿ sarvajanahitárthaḿ sarvajanasukhárthaḿ
pracáritam [這就是進步利⽤論(PROUT)，它是為了眾⽣的快樂與全⾯福祉⽽
提出的]

1967年出版阿南達經英⽂第⼀
版的封⾯

1960年代中期的⽼虎墳，背景
為三棵棕櫚樹



36.喜悅之城(Ánanda Na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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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巴巴要幾個瑪琪去尋找⼀塊廣闊的⼟地，以容納瑪迦
不斷擴展的活動。他建議看看孟加拉和⽐哈爾邦的邊界附近，
那裡的⼟地由於古代聖⼈的靈修⽽有⾼度靈性的波動。

這幾個瑪琪中有⼀個是來⾃阮祺(Ranchi)的在家教範師，他有
⼀個在普如⾥亞(Purulia)的朋友，認識加爾齋浦爾(Garhjaipur)
的前⺩⼦拉根南丹•⾟格•迪奧(Raghunandan Singh Deo)，所以
他率領⼀群瑪琪和⼯作者在那裡與他會⾯。

當他們到達時，這位⺩公(rája)說：「最近這三天我⼀直夢⾒穿
著橙⿈⾊僧袍的出家⼈會來請求我捐贈⼟地。他們稱我為⺩
公，但我沒有⺩國，也沒有⾸都。曾經有⼀段時間，我們擁有
所有這些⼟地。我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你們的⼯作。」思考⽚刻
之後，他繼續說道：「離這裡相當遠的地⽅，在巴格拉塔
(Baglata)⾏政區，我有⼀些丘陵多岩⽯的⼟地登記在妻⼦斯⾥
瑪蒂•普拉弗拉•庫⾺⾥•德維(Shriima�i Praphulla Kumárii Devii)
的名下。請看⼀看。如果對你們有⽤，我可以把它送給你們。」

1962年8⽉下旬，他的妻⼦⺩妃簽下了約170英畝⼟地的贈與
契，以AMPS的名義登記。

⼀年之後，即1963年8
⽉31⽇，巴巴在⽇記中
寫道：「我們在普如⾥
亞區加爾齋浦爾警察局
轄下的巴格拉塔村擁有
阿南達瑪迦的⼟地。從
現在開始，這⽚⼟地將
被稱為喜悅之城。」

第⼆年，在第⼀次巡訪
喜悅之城期間，中央辦
公室從佳滿坡遷移到這
裡，他寫下這封感謝信
給⺩妃普拉弗拉•庫⾺
⾥•德維：

「這是由於斯⾥瑪蒂•
普拉弗拉•庫⾺⾥•德維
(Shriima�i Praphulla
Kumárii Devii)的合作和
同理⼼，才能開創喜悅
之城的龐⼤計畫。我向
她表⽰衷⼼的感謝。她
樹⽴的榜樣值得所有⼈
效仿。」

阿南達慕提
喜悅之城
1370年2⽉23⽇(孟加拉
曆，相當於1964年3⽉7⽇)
在前三天的巡訪期間，如同他在佳滿坡⼀樣，與瑪琪們⼀起到
⼾外散步，並指出有84個密宗聖地(開展的靈修者在這些地⽅
從事靈修並獲得解脫)以及其他地標。

1966年12⽉31⽇，巴巴永遠地離開了佳滿坡，當晚到達喜悅之
城，之後宣佈：「我是喜悅之城的喜悅化⾝。」

在那次巡訪期間，他加速了那裡開發⼯作的擴展。突如其
來的活動使當地共產黨領導⼈驚慌不安，他們散佈謠⾔說
瑪琪們想竊取村民的⼟地。最後，數千名武裝村民於1967
年3⽉5⽇上午在喜悅之城的中⼼聚集，殺死了5名⼯作
者，然後巴巴出來⾯對他們時，他們卻莫名其妙地逃離。
距離他下⼀次的巡訪還需要很多年(⽽且物換星移)，當他
於1979年10⽉巡訪時，他給了「喜悅之城是宇宙燈塔」的
靈性開⽰。⼀些摘錄如下：

「很⾧⼀段時間之後，我們再次來到喜悅之城。喜悅之城
是這個宇宙的核⼼。它不僅是物質上的喜悅之城，也是我
們內⼼的喜悅之城。我們將必須以所有可能的⽅式來建構
它，我們將必須採取⼀切步驟使其迅速發展，以便它可以
向整個宇宙展⽰光明…喜悅之城擁有獨特的榮耀，此榮耀
是由於許多⾼尚靈魂的巨⼤犧牲⽽發展起來的。讓喜悅之
城在靈性鍛鍊、服務、犧牲、出世和⽂化⽅⾯為整個宇宙
提供指導…經過很⾧、很⾧⼀段時間之後，我們再次在這
裡聚集在⼀起。還有什麼⽐這更快樂的呢?當我進⼊喜悅
之城時，我喜不⾃勝。當我看著你們，我幾乎無法克制⾃
⼰—我感到⾮常⾼興，我想你們也有同樣的感覺，因為我
們能夠再次來到這裡坐在⼀起。還有什麼⽐這更令⼈⾼興
的呢?」

在喜悅之城的⼾外散步，1967年年初



37.巴巴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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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的1962年、1963年、1964年和1965年的原始⽇記保存在檔
案館中。

⼀些精選的⾴⾯：

1963年1⽉1⽇(寫在1962年⽇記的現⾦帳⼾⾴⾯上)：

「今天早上，我被介紹給佳滿坡學院的維杰伊庫⾺爾•普拉薩德•
⾟格(Vijaykumár Prasád Singh)教授。他因為墮落⽽受到重罰。

「特⾥凡得琅(Trivendum)的巴斯卡蘭(Bháskaran)和加爾各答
(Kalikata)的納塔拉揚(Natárájan)也受到了⼀定程度的懲罰。

「搭乘吉普⾞到⼾外，坐在墳墓上拍了⼀些快照。快照由納根德
拉博⼠(Dr Nágendra)和斯⾥•拉⾺斯⽡魯普(Shrii Rámasvarúp)拍攝。」

該⽇記條⺫中提及的照⽚之⼀

1965年8⽉23⽇：

「中午從帕拉姆(Palam)搭乘飛機到達齋浦爾。定居在少校道拉
特•⾟格(Daulat Singh)的家裡。晚上舉⾏⼤法會。」

1962年⽇記的封⾯，第⼀⾴和個⼈備忘錄⾴

1962年8⽉22⽇：

「來⾃⽐哈爾沙⾥夫(Bihar Sharif)的阿尼爾•庫瑪•什⾥⽡斯塔⽡
(Anil Kumár Shrivastava)和蘇雷什(Suresh)兩個男孩今天來拜訪。

「晚上，帕特納(Patna)的普倫巴哈杜爾•⾺圖爾(Prembáhádur
Mathur)和⾙古薩賴(Begusarai)的維杰•喬杜⾥(Vijay Choudhury)出
席了。

「來⾃賈爾格拉姆(Jhargram)的普拉納(Prańay)已告知他不喜歡賈
爾格拉姆的⼟地，但喜歡加爾齋浦爾(Garhjaipur)的⼟地。阿穆利
亞拉坦•薩蘭吉(Amúlyaratan Sarangi)和他在⼀起，並且就⼟地議題
與普如⾥亞(Purulia)的律師進⾏了交談。」

1962年8⽉23⽇：

「早上沒有特別的事。

「⼤約在正午時分，接到普拉納的電報說，加爾齋浦爾[以前是曼
邦區(Manbhum)，現在是普如⾥亞區]的⺩妃(Ránisaheba)捐贈了五
百⽐哈(bighá)的⼟地(⼀⽐哈⼤約是⼀英畝的三分之⼀)。從今以
後，他將前往阿拉區(Ara District)。當地的⼀位⺩公(Rájasaheb)想
要捐贈紹納河(Shone River)岸邊的⼆百英畝⼟地。」

「今晚拉姆塔教範師)和我在⼀起。」



38.巴巴的指紋、簽名和護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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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照⽚時代開始，沙瑪吉(Sharmaji)是巴巴的官⽅
攝影師。他在公園街(加爾各答)的⼀家照相館⼯作，他的收
⼊使他能夠養家活⼝。當巴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準備出
國時，我們需要六張照⽚來申請護照，所以我們請沙瑪吉
來。他來到湖濱花園，選擇了相鄰報告廳和巴巴房間正前
⽅的Shiva Liilá房間，作為拍照的最佳地點—這是我當時住
的房間。我們通知巴巴說他將會前來。然⽽，巴巴⾒到他
時感到很驚訝。「為什麼攝影師在這裡?」他問。

「巴巴，他來給你拍護照的照⽚。」我回答。

巴巴笑了笑，點了點頭。「好的，但是我不想浪費我的時
間；它必須快點。我必須去⼾外散步，然後還有很多⼯作
要做。」

沙瑪吉也笑了。「巴巴，要拍出⼀張適合的快照，需要⼀
點時間。我們必須設置適當的照明。我得多拍幾張照⽚。」

當沙瑪吉指⽰他時，巴巴笑著坐下。沙瑪吉要求兩位達達
以精確的⾓度撐起⼆把⾬傘，遮住巴巴以避開燈光。他把
他們放在正確的位置，然後指導巴巴如何坐以及何時微笑
：「很好，巴巴，很好，但是可以做得更好。你能把頭向
右偏⼀點嗎?好，現在來⼀個燦爛的笑容…」巴巴按照他的
指⽰，彷彿他是個⼩男孩。花了幾分鐘和幾張底⽚—這是
那些舊式相機之⼀—不過他拍得很好，並在第⼆天交付了
照⽚。

有⼀天晚上，我們得知沙瑪吉去世的消息，儘管他沒有⽣
病或患有任何已知疾病。當我們隔天早上通知巴巴時，他
嘆了⼀⼝氣。「啊，他是個很好的靈魂。讓我們去那裡表
達我們的敬意。」那天早上，我們在⼾外散步，帶著巴巴
到卡利壇(Kálighát)́的⽕葬場，⽽在那裡的遺體正準備⽕
化。當我們到達時，瑪琪們正剛剛開始喪禮(shráddha
ceremony)。巴巴下了⾞，對著已逝的靈魂表⽰敬意。這是
⾮常罕⾒的事情。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巴巴的這張護照照⽚是在1979年年初歐洲巡旅之前，在加爾各答(現
為Kolkata)湖濱花園(Lake Gardens)的⾺杜⾺蘭卡(Madhu Málainc̭a)拍攝的

巴巴在授權書上的指紋和簽名

巴巴在授權書上的簽名



39.組織上的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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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喜悅之城的發展在進⾏中，巴巴於1963年4⽉宣佈成⽴AMPS新
部⾨，以監督組織的社會服務計畫：ERAWS(教育、救難和福利部
⾨)。⼯作者和瑪琪們都投⾝於開辦學校、兒童之家和其他福利計
畫，以及災難救助⼯作。

1964年1⽉1⽇，前兩所⼩學分別在佳滿坡(巴巴的兒⼦⾼塔姆是第⼀
位學⽣)和喜悅之城開辦。同年，巴巴成⽴了阿南達瑪迦教育委員會
(AMBE)和法性宏揚服務部⾨(Sevá Dharma Mission，SDM)，並建⽴了
第⼀個全⽇⼯作者訓練中⼼(Prashiksána Máth́a)。

1965年5⽉23⽇上午，巴巴宣佈成⽴WWD(Women’s Welfare
Department)，即AMPS的婦⼥福利部。1966年，創⽴了第⼀位⼥性典
範師(avadhu�ka)嫡嫡阿南達巴哈拉提(Didi Ánanda Bhára�i)，暱稱為阿
姨(Aunty)。

在1964年⾄1966年之間，建⽴了100多個道場和200所⼩學。到1968
年，僅在喜悅之城就有⼩學、⼀所⾼中、⼀所學位⼤學、兒童之
家、⼀所學⽣之家、阿巴塞⽡薩丹醫院(Ábhá Sevá Sadan，以巴巴的
⺟親之名來命名)，⼀所痲瘋病庇護所(新⽣活庇護所)、

光明學院(盲⼈、聾⼈和⾝體殘疾⼈⼠)、阿南達瑪迦理⼯學院
(AMIT)、⼀間印刷廠以及總部辦公室。

巴巴在1963年9⽉8⽇的⽇記中提到了ERAWS

早期的ERAWS推廣資料

第⼀本ERAWS⼿冊的封⾯



40. ERAWS (教育、救難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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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巴在1963年創⽴ERAWS(教育、救難和福利部⾨)時，他對
瑪琪們說：「阿南達瑪迦的教育應著重於個體的全⾯進步。它
的座右銘是『sá vidyá yá vimuktaye』—『教育就是解脫』。它
應該盡可能便宜，並延伸到鄉村，這樣孩⼦們就無需⾛很遠
了。富⼈和窮⼈之間沒有區別。救難部⾨會創建⼀個團隊，以
應對⾃然災害和⼈為災害。該團隊將以其對突發災難的快速反
應以及到達其他救難機構無法到達的災區的能⼒⽽感到⾃豪。
應該⿎勵所有醫療專業⼈員成為該團隊實際的成員。在發⽣災
難時，所有當地瑪琪們應該將⾃⼰視為該部⾨的成員，並準備
志願服務。福利部⾨將負責建⽴永久性福利計畫，例如兒童之
家、醫療診所等等。」

當巴巴詳述完每個部⾨的活動時，他要求任命秘書來監督這項
⼯作。普拉納(Prańay)提名阿斯哈納(Ast́h́ána)擔任教育、基達爾
(Kedár)擔任救難，以及拉梅什博⼠(Dr Rámesh)擔任福利。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巴巴會⾒了每⼀位新主管，並為他們提供
了區域發展的指導⽅針。當他與拉梅什博⼠會⾯時，他要求他
建⽴⼀個兒童之家，作為他的第⼀個福利計畫，並給了他有關
兒童之家運作的詳細指⽰。

巴巴對他說：「這些孩⼦永遠不會被稱為孤兒，我們的兒童之
家也不會被稱為孤兒院，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是孤兒。在其
他的兒童之家，他們把兒童送去乞討。這不會在我們的兒童之
家發⽣。如果必要，我們的⼯作者會去乞討。他們和當地的瑪
琪們有責任滿⾜孩⼦們的所有需求。孩⼦們的⽣活⽔平應該與
中產階級的瑪琪們及其⼦⼥們的⽣活⽔平相同。」

在短時間內，第⼀個兒童之家於帕特納(Patna)開辦，監督⼈阿
霍⾥•喜⾺偕爾•普拉薩德(Akhori Himáchal Prasád)也是帕特納的
警⾧，還有監督⼈桑布達南達(Sambuddhánanda)，原名阿⻄姆
(Asiim)，以及來⾃阮祺(Ranchi)的監督⼈拉梅什博⼠。不久之
後，第⼆個兒童之家在喜悅之城開辦，其他的兒童之家也緊隨
其後。

巴巴對教育部⾨的成⽴也給予了同樣的推動⼒。隨著ERAWS的
開創，學校的開辦成了組織優先考慮的事項。在阿斯坦哈⽡那
(Ast́h́áná’s)的監督下，瑪琪教育⼯作者開始開發阿南達瑪迦的
教育體系和學校課程。他們會⾒巴巴，巴巴給他們提供了指導
⽅針，包括學校的運作以及他們將採⽤的教育⽅式，就像他對
兒童之家所做的那樣。不出所料，巴巴強調了兒童教育的靈性
和倫理⽅⾯：

「教育的真正意義是三邊發展–⼈類存在的⽣理、⼼理和靈性
領域的同時發展。這種發展應該提⾼⼈格的整合。藉此，潛伏
的⼈類潛能將被喚醒並得到適當利⽤。…在進⽤論(Prout)的教
育體系中，應重視道德教育和理想主義的諄諄教誨–不只是重
視哲學和傳統。在各級教學⼤綱中，道德培養應該是最重要的
主題。也應該喚醒孩⼦們的宇宙觀。禮儀和有教養的舉⽌還不
夠。真正的教育會對所有創造物帶來普遍的愛和憐憫。」

之後，只要巴巴參加⼤法會巡迴，他就會把視察新學校和兒童
之家作為其計劃的固定⾏程。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Anandamur�: The Jamalpur Years)

965年的蒙格埃爾(Monghyr)教育訓練營(ETC)介紹了
「EDUCATION」的⾸字⺟縮略字：

E —⼼靈的擴展
D— DESMEP (D代表紀律，E代表禮儀，S代表機靈，M代表記
憶，E代表英語，P代表發⾳)
U —宇宙觀
C —品格
A —積極的習慣
T —值得信賴
I —觀想⾄上
O—全知的恩典
N—良好的性情

1971年阿南達瑪迦的
之家紀念品

巴巴在1965年11⽉26⽇的⽇記中寫道，那天晚上舉⾏了⼤法會(靈性開⽰的
主題是「虔誠者的上主」)，並參觀了⼀個兒童之家。



41.巴巴的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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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彩節期間(侯麗節，現在在阿南達瑪迦作為春節來
慶祝)，佳滿坡及其周遭的虔誠者請巴巴踩在⼀塊⾦⾊的寬盤
⼦，上⾯鋪著⼀層薄薄的紅⾊液體。

這些是當時的腳印。後來添加了巴巴在中間的簽名—
「Ánandamúr�」。請注意，這些腳印和嫡嫡卡魯娜(Didi
Ánanda Karuńá)在1990年10⽉26⽇製作的腳印是不⼀樣的。



42.後期的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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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家庭照⽚拍攝於1960年代中期左右。第⼆次拍攝是在第⼀次之後的⼀到兩年。

從右到左(坐著)：喜瑪素•阮將、巴巴、⺟親阿巴拉尼、希拉普羅巴、蘇達素•阮將、曼納斯•阮將站⽴：維卡什•庫瑪(右)、卡莉
安妮[右起第三，抱著兒⼦薩奧⽶德列娃(Sáomitradeva)]、烏瑪•沙卡(右起第四)、阿瑪爾•庫瑪(左起第三，抱著⾼塔姆)、奇特拉列
卡[(Citralekhá)，即露⽐(Ruby)，左起第⼆]

巴巴的⼀⽣充滿了超脫的例⼦。當他在鐵路局⼯作時，他授權弟弟代表他領取薪⽔，並將其交給⺟親。然後他的⺟親會給他少量的「零⽤錢」，⽽他會⽤這筆
錢來服務有需要的⼈或為她購買⽔果和鮮花。

「在家裡，他是個⾮常孝順的兒⼦，履⾏職責完美無缺。我無法想像⼀個⽐他更孝順的兒⼦，即使按他這個年齡。在前往你們的瑪迦活動之前，即使在今⽇，
他仍請求我允許。由於年紀因素，我的雙腿嚴重疼痛。每⼀天晚上，他都按摩我的雙腿以減輕我的痛苦。他從來沒有機會違背我的願望。但我也不會由於我
們的任何個⼈問題⽽打擾他。我的其他孩⼦們也⼩⼼翼翼地不以任何⽅式去打擾他。」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從右到左(站⽴)：妻⼦烏瑪(Umá)、卡莉安妮•沙卡(Kalyáńii Sarkár，喜瑪素•阮將的妻⼦)、弟弟喜瑪素•阮將(Himaḿshu Rainj̭an)、
阿瑪爾•庫瑪(Amal Kumar，希拉普羅巴的⾧⼦)、奇特拉列卡[(Citralekhá)，希拉普羅巴的最⼩⼥兒露⽐(Ruby)]、弟弟曼納斯•阮將
(Mánas Rainj̭an)、維卡什•庫瑪(Vikásh Kumar，希拉普羅巴的最⼩兒⼦)



43.⾄上誡律(Caram Nir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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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巴巴給予了⾄上誡律，其中囊括了阿南達瑪
迦的本質以及成為阿南達瑪琪的涵義。它包含在巴巴
的官⽅出版書籍的開頭部分，並在每週法性聚會
(Dharmacakra，DC)期間在團體靜坐後吟唱。

儘管它起始於1966年，但直到1967年才⾸次出版。同
時，它已從原始的孟加拉⽂翻譯成其他的語⾔。

這是達達維杰亞南達(Dádá Vijayánanda)翻譯的英⽂第
⼀版的正本，該譯⽂由巴巴批准並簽署[由瑪迦上師
(M.G.，Márga Guru)巴巴批准，14/4/66]。

正如原稿所顯⽰的那樣，經過深思熟慮後，標題被翻譯為
「⾄上誡律」。「He who(⼈)…」(後來改成「The man
who(⼈)…」)被作為開頭的譯⽂直到1976年。其間，雪梨
區(現為蘇⽡區，Suva Sector)的瑪琪和⼯作者提議將語⾔
改為更中性語⾔的「Those who(⼈)…」。他們在1976年11
⽉號的通訊「致意」(Pranam)出版其版本，並呈遞給巴
巴。後來，當他於1978年8⽉從監獄獲釋時，他批准了該
版本，並評論說較早的翻譯使⽤的是更符合聖經的英語，
⽽修訂後的翻譯則更現代。其他性別偏⾒的語⾔(在孟加
拉⽂原始版本中沒有出現)也得到了修改。從那時起，就
⼀直有⼈提出更精確的英語翻譯建議，為了更適當地反映
出原始孟加拉⽂的內容和含義。

這是⾄上誡律的版本[使⽤你們的當地語⾔]：

⼈若能有規律的每⽇靜坐兩次，在他臨命終時，⾄上意識的意念必會⾃他⼼中湧現，保證他必能得到解脫。因此每位阿南
達瑪琪，均須不間斷的每⽇靜坐兩次，這是上主所訂的誡命。倘若沒有奉⾏內外在⾏為控制，則靜坐是無法辦到的。所以
上主的誡命，也要⼈奉⾏內外在⾏為控制。如果違背了這項誡命，就是將⼰⾝置於獸世間，受千年萬載的苦難煎熬。照說
沒有⼈會遭遇到這樣的事，⽽理應在上主愛的庇蔭下，享受永恆的喜悅。因此每位阿南達瑪琪，均須盡⼒帶領所有的⼈，
步上真正喜悅的道路，這是應盡的本分，更是與靈修所不可分割的事。為了是要帶⼈，⾏⾛在正道上。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



44.童年的克⾥斯那(Vraja Krśńa)離開沃林達⽂(Vrindá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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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底，巴巴最後放棄了在鐵路局的⼯作。他的⺟親之
前對他說過：「布布，我知道有⼀天你會離家去為瑪迦⼯
作。但是我有兩個要求：在露⽐(Ruby)[姐姐希拉普羅巴
(Hiiráprabhá)的最⼩⼥兒—希拉普羅巴在1950年喪偶]結婚
之前，你可不能離開，不要倉促辭職。」12⽉31⽇，巴巴
的外甥⼥結婚了，⽽巴巴當天就離開佳滿坡(遵從他⺟親
的要求休⾧假)，然後遷移到喜悅之城。藉由維持⼯作，
他⽰範了忙碌的在家⼈能夠達到靈性成就和服務社會。⼯
作者懇求巴巴把全⽇時間交給阿南達瑪迦，但只有當他們
答應跟上他的速度時，他才接受。他告訴他們，他們的活
動將增加⼗倍。

雪莉•雪莉•阿南達慕提：神秘的降臨

在離開佳滿坡之前，巴巴於1966年12⽉30⽇在佳滿坡道場
舉⾏了⼤法會。講道的主題是「⾄上法性」(Bhágavata
Dharma)。同⼀天，他最後⼀次去鐵路局辦公室，向他的
同事們告辭。第⼆天12⽉31⽇，在外甥⼥的婚禮之後，他
離開了家，驅⾞前往道場，對那裡的瑪琪們說了⼀些話，
再驅⾞前往佳滿坡郊區，⾞⼦停了之後，下了⾞，最後向
城鎮的⽅向給予最後的致意(namaskár)，然後指⽰司機開
⾞前往喜悅之城。

1979年10⽉底，巴巴回到佳滿坡(Jamalpur)，距離最後⼀次在
那裡舉⾏的⼤法會已時隔13年。從道場到家⼈住所，他徒步
⾛了1.5公⾥。街道兩旁都站著數以千計的⼈們歡迎他回來。
真是太美了。⼀位偉⼤的虔誠者克蘭蒂(Krán�)跳著舞蹈⽽進
⼊三摩地(samádhi)，這是我從未⾒過的。每當我們去她家拜
訪時，她都會看著我們說：「我的巴巴來了!」那是巴巴在佳
滿坡的最後⼀次。

嫡嫡阿南達坎德拉謝卡拉(Didi Ánanda Candrashekhara)

後來成為嫡嫡的克蘭蒂(Krán�)

這兩張完全不同的照⽚其拍照時間相同，是巴巴離開佳滿坡時坐在⼾外拍
照的。它們說明了他可能從⼀個瞬間到另⼀個瞬間看起來都⾮常的不同，
並且取決於照⽚的⾓度和照明。

尤其，如第三張影像，原始的
⿊⽩照⽚是⼿⼯上⾊(⼿繪或⼿
塗)時，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做法。



45.巴巴在⾺哈⾥卡(Mahárliká)(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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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5⽇喜悅之城的事件發⽣後，巴巴
把中央辦公室遷⾄阮祺。次年，即1968年6
⽉20⽇⾄27⽇，他訪問了菲律賓，這是他的
第⼀次海外旅⾏，也是印度以外的第⼀個⼤
法會。在舉⾏貴賓招待會後，他告訴瑪琪們
：「這個國家的梵⽂名字是⾺哈⾥卡(意思
是⼩⽽偉⼤)。」

⾺哈⾥卡的第⼀批啟蒙弟⼦是共濟會的成
員，他們派了⼀名成員前往印度，親⾃邀請
巴巴前往他們的國家。印度以外的第⼀個⼤
法會於1968年6⽉23⽇晚上在⾺尼拉塔夫脫
⼤道的共濟會教堂舉⾏。⼤法會的靈性開⽰
主題是「⼈類的上帝」。

這次旅⾏包括前往碧瑤市⼭區⼩鎮的旅⾏，
巴巴在那裡的派恩斯酒店過夜。

巴巴在1968年6⽉27⽇的離境訊息是：

「現在我要離開這個國家，⾝體上，我離開
你們。但是我永遠和你們在⼀起；我會永遠
和你們在⼀起。⾝體上，我離開你們，我的
兒⼦和⼥兒們，但是我無法忘記你們，

1968年6⽉25⽇晚上，巴巴住宿在碧瑤市的派恩
斯酒店

巴巴在碧瑤市的派恩斯酒店

在精神上，我將永遠與你們在⼀起。我希望
你們所有⼈都是理想之⼈。你們所有的⼈，
讓你們的存在是成功的。我沒有別的話說
了。願和平與你們同在。」

然後他補充說…

「我的兒⼦和⼥兒們，我還有些話要說。
我不屬於天堂。我是什麽？我要⽤⼀句話
來表達這個真理：我是你的。」



46.靈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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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巴巴宣佈：「今年是靈修年。明年是研討會年。」然後他補充說
：「當然，靈修年將無限期延續。」

靈修意指「努⼒完善⾃⾝」。事實上，靈修是阿南達瑪琪不間斷的鍛鍊。
巴巴在阿南達瑪迦⽣活指引(Caryácarya)卷⼆的「靈修」章節做了指⽰：

「無論是健康還是⽣病，無論是坐著、躺著的姿勢還是乘⾞，必須每天鍛
鍊⼆次的⼼住⾄上(Iishvara prańidhána，靜坐第⼀課)。不管近期是否有緊急
⼯作，以及⼼靈是否不穩定，所有的靈修者都應該先做80次的持咒(覆誦⺫
標梵咒)，然後只要他們喜歡，根據指⽰，無需計算次數，持續持咒。」

的確，除了鍛鍊靜坐第⼆課(Guru mantra，上師梵咒)之外，隨著持續覆誦
個⼈的⺫標梵咒，每⼀刻都成了靈修。

「無論你說什麼或做什麼，
永遠不要忘記祂；

在你的⼼中牢記祂的名，
⼯作，記住這是為了祂，

⽽且，持續⾏動，漂流在喜悅之中。」

阿南達瑪迦⽣活指引卷⼆(Ánanda Márga Caryácarya Part 2)的「靈修」(直覺鍛鍊)

在進階瑜珈靈修(Sahaja Yoga Sádhaná)的所有六課中，每天兩次真誠⽽且持
續的鍛練，必定會達到⾄上⺫標。

「此無形、無始和無限的⾄上意識是眾⽣能達到的唯⼀存在 –只有祂是⾄
上上師(Jagat Guru，Supreme preceptor)，只有祂透過阿南達慕提吉

(Ánandamúr�jii)的名稱和形式之媒介向我們揭⽰了直覺科學(Brahmavidyá)。
為了讚賞祂的雄偉⽽必須創造萬有。」

阿南達瑪迦⽣活指引卷⼆的「靈修」(直覺鍛鍊)

「你已進⼊靈修的領域，為了進⼊超越⿊暗之濱的光明⺩國。祝你到蒼穹
的旅⾏是光榮和勝利。祝你⼀路平安。」

「吠陀的直覺科學 – 2」，1955年婆羅缽陀⽉滿⽉⽇(Bhádra Púrńimá)⼤法會

1960年五⽉滿⽉⽇喜悅訊息(巴巴在⼝述給Prańay Kumár Cha�erjee後簽名)：

「⽣命是⼀種靈性修持，這種靈修的結果應奉獻在上主的聖壇上。」



47.巴巴在⾺哈⾥卡(Maharlika)(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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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從1969年4⽉20⽇⾄26⽇第⼆次訪問⾺哈⾥
卡。這也是他第⼆次海外旅⾏，以及印度以外的
第⼆次⼤法會。

4⽉23⽇星期三下午，巴巴在⼀群年輕瑪琪學⽣的
其中⼀間房⼦裡給予他們靈性開⽰。在他的開⽰
裡(之後出版為《宗師和⼤宗師》)，他解釋說：

「宗師(kaola)和⼤宗師(Mahákaola)之間的差異是，
宗師透過其靈修，提昇⾃⼰的庫拉孔達⾥尼
(kulakuńd�alinii，沉睡的⼩宇宙潛藏神性能量)，並
建⽴起根本的負性和根本的正性之合⽽為⼀；就
⼤宗師⽽⾔，⼤宗師也能提昇別⼈的庫拉孔達⾥
尼。宗師永遠無法提昇別⼈的庫拉孔達⾥尼；他
或她能提昇⾃⼰的庫拉孔達⾥尼。但⼤宗師如果
願意的話，也能提昇別⼈的庫拉孔達⾥尼。」

當巴巴開完⽰後，他向坐在他⾯前的⼀個年輕⼈
揮著⼿說：「享受這份喜悅，我的孩⼦。」這個
男孩慢慢地向後倒在三摩地(samádhi，融⼊喜悅)
之中。巴巴向其他⼈表⽰，他們應該後退並給他
騰出空間。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開始明⽩他剛
才透過提昇這位年輕⼈的孔達⾥尼(kuńd�alinii，潛
在的靈能)，證明了事實上他就是⼤宗師。

第⼆天，1969年4⽉24⽇，⼤法會在⾺尼拉菲律賓
⼤學的其中⼀個⼤廳舉⾏。⼤法會的靈性開⽰是
「渴望⾄上(Longing for the Great)」。

⼤宗師在⾺尼拉的靈性開⽰

在⾺尼拉的⼾外散步



48.⽰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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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4年年底的第⼀次死亡⽰範開始，巴巴做了許
多靈性⽰範，直到1960年代後期。但是從1967年到
1970年左右的這段時間是例外。在此期間，他在阮
祺道場給了數百個⽰範，包括孔達⾥尼(kuńd�alinii，
潛在的靈能)的提昇、各種類型的三摩地(samádhi)、
超能⼒⽰範、宇宙的本質、光體、⽣與死、過去世
和潛伏的因果業⼒。他也⽰範了好幾次內塔吉•蘇巴
斯•錢德拉•鮑斯(Netáji Subhash Chandra Bose)曾在⻄
藏的⼀個⼭洞裡靜坐冥想。同時，他⼀貫地拒絕瑪
琪們懇求把蘇巴斯帶回來幫助瑪迦的推廣，如果國
家的⾰命英雄返回獲得桂冠，那將會迅速擴⼤其推
廣。

有⼀位參加特定⽰範的弟⼦之敘述：

「⽰範之後，我開始納悶。我確信巴巴有這種千⾥
眼的能⼒，⽽他確實是我們認為他是的那個⼈，是
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完美⼤師。巴巴站起來好像
要離開。但是隨後他突然⼜坐了下來，並指⽰達薩
拉斯(Dasarath)看看⾃⼰的前世。他說他要把達薩拉
斯的⼼靈帶回到七千年前。達薩拉斯的⾝體開始發
抖，臉⾊變了，⽽且滿頭⼤汗。他開始重複說
：『巴巴，巴巴，巴巴』，然後說他被如潮⽔般的
光輝所吞沒。在光輝之中，他看到上主希⽡坐在靜
坐冥想中。巴巴說：『是嗎?』然後他指⽰達薩拉斯
前進3500年，並描述他所看到的。達薩拉斯說，他
看到⼀個迷⼈的⼈格，有著⽩皙膚⾊且戴著皇冠[上
主克⾥斯那(Lord Krśńa)]。接著巴巴指⽰他再前進
3500年。達薩拉斯說，他正在看著光芒四射的巴
巴。巴巴笑著說：『看哪，達薩拉斯，我的前世是
個國⺩。現在我是個窮⼈。』」 1960年代後期的巴巴



49.達達帕拉希萬南達(Dádá Paráshiván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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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巴巴的其中⼀個⽰範是顯⽰達達帕拉希萬南達的
前世。在那⼗年的早些時候，就在達達從教範師奎師提
(Ácárya Ksí�j)那裏接受啟蒙後，巴巴透露了達達⾮凡的前
世故事。

早在1963年後期，教範師奎師提和凱達納斯(Kedárnáth)就
聽說過阮祺的維杰•庫瑪•⽶甚拉(Vijay Kumár Mishra)是⼀
位受⼈尊敬、受過良好教育的⼆⼗多歲年輕⼈，來⾃⼀個
有名的家庭，被許多⼈認為是個⾼尚的靈魂。有⼀天下午
他們拜訪了他，在談話過程中他告訴他們：「我的⺟親很
⾧⼀段時間沒有孩⼦。她以為⾃⼰不可能⽣個孩⼦。然後
有個晚上，她夢⾒⾃⼰看⾒⼀位偉⼤的瑜伽⾏者坐在聖壇
上。當她⾛近瑜伽⾏者時，他祝福了她並給她⼀個椰⼦。
他告訴她，吃完椰⼦後，她將會懷孕，⽽她的孩⼦將成為
⼀個偉⼤的聖⼈。就在她做完夢之後，我⺟親懷孕了。」

奎師提⿎勵維杰接受啟蒙，在得到巴巴在佳滿坡的靈性開
⽰後，維杰觸摸了他的教範師的雙腳，說道：「教範師吉
(Ácáryaji)，你已經改變了我的⽣命。你來到我家的那⼀天
是我⽣命中的轉折點。由於你的幫助，我已經找到正確的
道路。我決定放棄⼀切，把我的⼀⽣獻給巴巴。」

1964年4⽉9⽇，巴巴第⼆次視察喜悅之城。奎師提和凱達
納斯從阮祺帶來了維杰參加這個活動，當他們前去⾒巴巴
時，他問他們維杰在哪裡。「去叫他來，」巴巴告訴他
們。「我要描繪有關他的脈絡。」

奎師提把維杰叫來，巴巴要他們坐下。他要告訴他們⼀個
故事。

於是巴巴開始說：「三百年前，在雷⽡(Rewa)的郊區，有
⼀個偉⼤的瑜伽⾏者，⼀個了悟的靈魂，和他的弟⼦們⼀
起住在⼀個聚會所。他的其中⼀個弟⼦是⼀個來⾃富裕⺩
室的年輕⼈，從⼩就來到聚會所，離開⾃⼰舒適的⽣活，
⽽致⼒於靈性道路。這個男孩是⼀個⾼度發展的靈魂，有
著⼀顆純淨的⼼靈，除了有愛吃甜美⽔果的嗜好之外，幾
乎沒有其他物質慾望。有⼀天，上師召喚他到房間

告訴他，他將離開聚會所幾天，並交給他照管。他給的⼀
個告誡是他不在的時候，不要違反聚會所的任何規則。這
個男孩答應了，⽽⼤師便離開去旅⾏。

「他不在時，雷⽡的⺩后訪問了這個聚會所，這與當時⺩
室成員的習慣⼀樣。在訪問期間，她被這個男孩的靈性光
環所吸引。她⾃⼰沒有孩⼦，因此想領養他並讓他成為繼
承⼈。當她向這個男孩表達⾃⼰的情感時，他對她感到失
望，他說：『⺟親，我出⽣於皇家。我把⼀切都拋在腦
後，來到上師的⾜下學習靜坐。當他對我滿意時，他就會
教我。拜託，不要讓我回到被我拋在腦後的皇家。這是
不可能的。』

「⺩后對他的回答感到難過，但她接受了他的決定。作為
臨別贈品，她為他提供了⼀些⾦銀飾品，以⽀持聚會所。
但是，嚴格的規則是，未經上師的允許，弟⼦們不能從外
⾯接受任何東⻄。他向她解釋了為什麼他不能接受她的貢
獻。『你瞧，』聽了他的解釋之後，她說道，『我就像你
的⺟親。如果你的⺟親為你提供⼀些東⻄，你應該接受。
如果你不能接受這些裝飾品，那麼⾄少要接受我的椰
⼦。』男孩不想再冒犯她；此外，他有愛吃椰⼦的嗜好。
他想，這只是個椰⼦；想必，這會沒事的。所以他接受
了。⺩后將椰⼦切成⼩塊，遞給了男孩，男孩吃了⼀些，
剩下的保存起來，想把它貢獻給他的上師，⽽上師隨時都
會回來。然後⺩后就告辭了。

「第⼆天，上師回來了。他⼀進⼊聚會所，就把弟⼦叫到
⾃⼰的房間。⽤⽣氣的⼝吻告訴他，『這是聚會所的規
則，沒有我的允許，弟⼦不能接受任何東⻄。你已經違反
了這條規則，只為了椰⼦?如果你不能遵循這些簡單的規
則，你如何能認為⾃⼰適合向我學習瑜伽呢?』

「這男孩讓⼤師感到⼼煩意亂和沮喪。很⾧⼀段時間以
來，想到他的錯誤，他就很困擾。不久之後，他去世了。
由於他的錯誤和⼼中想法的影響，他下輩⼦必須以椰⼦樹
的⽅式投胎，並且持續存在那種結構中幾近三百年。」

到了這個時候，維杰⼀直在默默哭泣。巴巴看著他說
：「維杰，現在告訴我，你的出⽣和椰⼦之間有任何關聯
嗎?」

「是的，巴巴。」

奎師提和凱達納斯也流下了眼淚。到⺫前為⽌，他們已經
意識到這個故事是關於維杰的。

然後巴巴說：「你完成了作為椰⼦樹的因果業⼒。你的⺟
親拿回椰⼦，也完成了她的因果業⼒。⾄上意識現在將照
顧你的⼀切!」

維杰輕聲哭泣著，對巴巴⾏了五體投地禮，並說：「巴
巴，給我⼒量，為你的使命服務，直到我死去。我什麼都
不要了。」

於是巴巴俯⾝觸碰維杰的眉⼼輪(ájiná̭ cakra)。維杰向後
倒，進⼊三摩地，巴巴要這⼆位在家教範師為他蓋上毯
⼦，不要打擾他，因為他處於極度的喜悅中。

後來，奎師提藉此機會向巴巴詢問了這個故事。「為什
麼，」他問，「弟⼦必須要因為這樣⼩的過錯⽽受到如此
嚴厲的懲罰?」

「對他來說，這不是⼩過錯，」巴巴說。「攀登靈性的階
梯越⾼，對任何過錯的影響就越⼤。如果⼀位教範師和⼀
位⼀般的瑪琪犯同樣的錯誤，那麼教範師的懲罰將會更
⼤，因為他被賦予了更⼤的責任。那位弟⼦是⼀位偉⼤的
瑜伽⾏者，違背了他的上師之指⽰，因此他受到了嚴厲的
懲罰。這就是⾄上意識的宇宙遊戲。」

《Anandamur�: The Jamalpur Years》和《Living with Baba》的釋義

達達帕拉希萬南達於1984年6⽉29⽇離開他的⾁體。巴巴
在他過世的那天說，他已賦予教範師帕拉希萬南達典範師
(Ácárya Paráshivánanda Avadhúta)⼈類⽣命的⾄上⺫標，即
「無餘解脫」(moksá)，使他永遠解脫了⽣死循環。





51.愛無所不在 (Bábá Nám Kevalam)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970年10⽉初，巴巴表達了希望擺脫阮琪的喧囂擾攘，在⼤⾃
然的孤獨中度過幾天的寧靜。於是決定帶他去阮琪和達爾通格
阿恩傑(Daltonganj)之間的⼭中避暑地阿姆哈⾥亞(Amjharia)，巴
巴、烏瑪和⾼塔姆以及⼀些瑪琪⼀起驅⾞前往，包括巴巴的廚
師和他的安全護衛負責⼈維斯努德⽡(Visń́udeva)，並且暫住在
那裡的森林部⾨賓館⼀週。

10⽉6⽇，在政府衛⽣部⾨⼯作的瑪琪加⻄•拉姆(Ghási Rám)到
阿姆哈⾥亞進⾏了與霍亂根除計劃有關的⼯作，並得知巴巴住
在森林賓館裡。因此，他通知了當地的瑪琪們，⽽隔天他們就
來了。

第⼆天，10⽉8⽇，巴巴在賓館的陽台上與兩位當地的在家教
範師布拉⾺德⽡(Brahmadeva)和拉吉•莫漢(Ráj Mohan)坐在⼀
起，望向遠⽅，他指⽰布拉⾺德⽡做禪定(dhyána)。然後巴巴
說：「請仔細聽。你能聽到什麼嗎?」

布拉瑪德⽡說他能聽到模糊但優美的⾳樂聲⾳。

巴巴繼續說：「請更仔細聽。只是⾳樂的聲⾳還是有歌詞伴著
⾳樂?」

「是的，巴巴，⾳樂裏有歌詞。」

巴巴說：「仔細聽聽它們是甚麼。」

「聽起來像是『巴巴，巴巴(Bábá, Bábá)。』」

「再仔細聽聽。」

「是『巴巴納姆(Bábá Nám)。』」

「再仔細聽。」

「聽起來像是『巴巴納姆基⽡拉姆(Bábá Nám Kevalam)。』」

「是的，你是對的。」巴巴肯定地說。

Bábá Nám Kevalam梵咒被給予之後⼤約九年，於⽛買加⾦斯敦舉⾏⼤法會，在巴巴⾯前唱誦kiirtana

拉吉•莫漢說他也聽到了，但他們看不到也聽不到它從何⽽
來。於是巴巴告訴他們，是光體(luminous beings)正在唱誦
這個梵咒。附近的其他瑪琪們也報告說聽到這個梵咒，在
巴巴的指⽰下，布拉⾺德⽡把他們叫了過來。然後，他正
式向他們介紹了巴巴納姆基⽡拉姆⾄上梵咒(Bábá Nám
Kevalam mahámantra)，並說從那⼀刻起，它將被⽤來作為
他們的靈性舞蹈(kiirtan)的梵咒。他⽰範著如何唱誦它，並
介紹了唱誦時伴著拉莉塔瑪⽶卡舞蹈(lalita mármika)。

最後，巴巴要求當天晚上安排集體做靈性舞蹈。布拉⾺德
⽡到附近的村莊聚集了更多的⼈(瑪琪和⾮瑪琪)，並且⼤約
在午夜時分開始了連續的靈性舞蹈(akhańd�a kiirtan)。

活動期間，當時10歲的⾼塔姆從賓館⾛出來，站在陽台
上。突然，他的注意⼒轉移到巴巴的汽⾞上，他注意到汽
⾞正駛向唱誦靈性舞蹈的平台。於是他⼤喊：「汽⾞正在
移動!」當他們爭先恐後地攔截它時，巴巴說：「靈性舞蹈
的影響⼒是如此強烈，以致於有情⽣命和無情⽣命都被它
吸引了。」

幾天之後，巴巴於10⽉14⽇(當年的光明節)在阮琪道場，將
Bábá Nám Kevalam認可為完美的梵咒(siddha mantra)。

1982年5⽉16⽇滿⽉⽇，在加爾各答舉⾏的⼤法會上，巴巴
說：

「我已經說過，我再說⼀遍，現在是彰顯kiirtana的榮耀的
時候了。我還要說的是，那些希望在他們的靈修上達到靈
性進步的⼈，將必須做越來越多的kiirtana。藉由kiirtana，
⼼靈變得純淨，⽽由於這種純淨的⼼靈，⼈可以從事靈
修。如果kiirtana使⼼靈變得純淨，甚⾄只有五分鐘，那麼
如果你僅做五分鐘的靈修，你的靈修將會做得⾮常好–你必
定會達到靈性上的進步。⽽且因為你的靈性進步，你將會
越來越接近⾄上意識，你將會接觸到祂的⼼靈波動。在這
種狀態下，你將能夠為⼈類、動植物提供更好的服務…願你
們都受到祝福。」



52.勇⼠舞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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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舞(Táńd�ava)是⼀項充滿活⼒的運動，可
以增加勇氣和男⼦氣概。1971年，巴巴將其
恢復為男性的⽇常鍛鍊，甚⾄七年後⼜給予
⼼靈之舞(kaośikii)，在⼤法會和阿南達瑪迦
其他活動中，作為必須的履⾏。

巴巴的⼀些有關勇⼠舞的語錄：

「勇⼠舞是⼀種全⾝運動，藉由這種運動，
甚⾄⼤腦及其神經細胞也得以增強。」

「上主希⽡喚醒了他那個時代⼈們的靈性渴
望。他教導他們靈性鍛鍊。如你們所知，他
教導他們密宗的鍛鍊，這是靈性的實踐⽅
⾯。他還教導他們靈性的舞蹈，即勇⼠舞。」

「⼤約七千年前，永恆的希⽡(Sadáshiva)⾸
次介紹了勇⼠舞…帕⽡蒂(Párva�i)則介紹了
拉莉塔瑪⽶卡舞蹈(lalita mármika)。阿南達
瑪迦接受lalita mármika與kiirtana結合的系統
…在kiirtana期間將使⽤Lalita。這是唯⼀被普
遍認為是kiirtana最好的舞蹈。」

「發明勇⼠舞背後的想法是⼀個不變的真理
：『我必須透過奮⾾本⾝來繼續對抗毀滅。』

⼀⼿握住骷顱頭，另⼀⼿握住⼀把⼑。骷顱
頭是毀滅的象徵，⼑則是奮⾾的象
徵。『不，我不會在時間、死亡或毀滅之前
屈服。在這把⼑的幫助下，我正在與它們戰
⾾。』」

「勇⼠舞是⼀場戰⾾。在這場戰⾾中，⼈們
正在對抗死亡、衰落和衰敗。死亡以骷顱頭
為代表，⼈類的⾾志以⼑為代表。在⼈類表
達的整個領域裡，善與惡之間的戰⾾–優缺
點–⽣與死–這種戰⾾正在進⾏，並將永遠持
續下去。」

「勇⼠舞的內在動機如下：『毀滅是不可避
免的，但我將繼續透過奮⾾來對抗毀滅。』
骷顱頭代表毀滅，⽽⼔⾸代表戰⾾。內在的
感覺是，『我不會屈服於毀滅或死亡。我將
⽤這把⼔⾸繼續這場奮⾾。』」

「勇⼠舞表達了⼒量的精神。你的雙臂表達
了⼒量和活⼒。它們是筆直的，藉此意味著
它們準備好對抗死亡。⼀⼿握著骷髏頭、⽕
把或蛇，代表死亡，另⼀⼿握著⼔⾸，代表
對抗死亡的精神。」

於⽛買加⾦斯敦舉⾏⼤法會，在巴巴⾯前跳勇⼠舞



53.⼗六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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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巴巴提出了⼗六點原則，作為
阿南達瑪迦鍛鍊的基本指引，以促進⾝體健
康、⼼理發展和靈性提升：

1. ⼩便後，⽤⽔沖洗泌尿器官。
2. 男性應該割去包⽪或把包⽪往後拉。
3. ⾝體關節處的⽑髮不應該剃除。
4. 男性應該穿著瑜伽內褲。
5. 依照指⽰做半浴。
6. 依照規定的系統進⾏沐浴。
7. 只攝取悅性⾷物。
8. 依照規定遵守斷⾷。
9. 有規律地鍛鍊靈修。
10. 對⺫標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遵守
11. 對理念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地遵守
12. 對⾄上誡律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
地遵守

13. 對⾏為準則要有堅定的信念，毫不妥協
地遵守

14. 誓⾔的要旨應該銘記在⼼。
15. 應當有規律地參加每個星期在當地道場
的團體靜坐。

16.遵守⾏為準則、研討會、職責和靈性舞蹈

他在1976年1⽉1⽇的喜悅訊息中說道：

「堅守⼗六點原則。團結所有的正直⼒量。
所有邪惡勢⼒的⾼談闊論將會啞⼝無⾔。」

隨後的1976年五⽉滿⽉⽇的訊息結尾：

「為了在⼈類福祉的道路上前進，我們將必
須在⽣活的各個領域中強化⾃⼰。⼗六點原
則包含了福祉的全部種⼦在所有的層⾯裡–
⾝體的、⼼理的、道德的、社會的和靈性
的。因此，要堅守⼗六點原則。」

第⼆年，巴巴對⼀群瑪琪說：

「瞧，你們瞧。儘管我的男孩和⼥孩們還沒
有完美地遵循⼗六點原則，但是不道德的⼈
卻害怕他們，並恐懼地發抖。但是，當我的
男孩和⼥孩們真正遵守⼗六點原則時，」他
繼續說道，「不道德的⼈的⾻頭將會發抖。
你們明⽩嗎?」他猛戳⾃⼰的⼤腿，笑容燦
爛地說：「⾻頭會發抖。」

與神秘⼤師同遊

「我們的基本職責」⼿冊中的⼗六點原則圖表

巴巴的1976年1⽉1⽇喜悅訊息的早期描寫

善視輪(Sudarshan Cakra)是上主克⾥斯那的特殊圓盤武
器。1978年7⽉，巴巴以第三⼈稱向達達•巴斯卡拉南達
(Dádá Bhaskaránanda)敘述了⾃⼰的善視輪：

「不像其他的上師，他沒有⼸和箭，也沒有三叉戟，⼀點
都不像。他最撼動⼈⼼的哲學結合了無所不包的精神和嚴
格的紀律觀，使他的善視輪得以體現。他在兒⼦和⼥兒們
的幫助下運⽤這個善視輪。希望他的兒⼦和⼥兒們獲得內
在的⼒量，在這⽅⾯幫助他。嚴格遵守⼗六點原則，賦予
了他們這種內在的⼒量。」



54.反對和背叛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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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巴巴反對腐敗的堅定道德⽴場，反對種姓制
度和嫁妝制度等壓迫教條，以及進⽤論反對印度
和國外的社會經濟剝削的⽴場，因此這些年來，
反對阿南達瑪迦的既得利益者也⼀直不斷增加。
尤其是反對派是來⾃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團
體、CPI-M(印度共產黨)、CBI(中央調查局)以及聯
邦政府的⾼層，包括總理。

1967年五⽉滿⽉⽇之際，在喜悅之城遭到第⼀次
攻擊後，巴巴給了這個喜悅訊息：

「今⽇在全世界，邪惡⼒量與正義⼒量之間已經
開始了⼀場嚴厲的戰⾾。只有那些擁有道德勇氣
與邪惡⼒量對抗的⼈，才能以和平的油膏撫慰飽
受折磨的地球。記住，你們是靈性追求者。因
此，只有你們必須承擔拯救地球的巨⼤任務。」

1969年，政府試圖通過⼀項禁令，基於AMPS是個
政治組織，禁⽌公務員和其他政府僱員加⼊阿南
達瑪迦。共產黨也發動了更多的攻擊，導致更多
的⼯作者和瑪琪死亡。難以置信的是，CBI和警察
騷擾在1971年年底到了嚴重關頭，捏造了謀殺罪
指控巴巴和⼀些⼯作者，最後把這些死亡歸咎於
巴巴。

同時，在1971年9⽉，巴巴調動了他的私⼈助理維
紹坎南達(Vishokánanda)。烏瑪(Umá)試圖代表他進
⾏干預，懇求巴巴讓他繼續擔任PA(私⼈助理)。但
是巴巴拒絕，現在聽起來也許很驚⼈，烏瑪和維
紹坎南達隨後離開了他和瑪迦，並帶⾛了其他⼀
些⼯作者和瑪琪。據說，巴巴不為所動。他繼續
使命的⼯作，不錯過任何⼀步。達達•拉曼南達
(Dádá Rámánanda)那時是他的新任私⼈助理。

這兩張照⽚顯⽰了1960年代後期，巴巴、烏瑪和瑪琪們⼀起去郊遊

1967年烏瑪在喜悅之城的拼貼畫

達達•拉曼南達在他的回憶錄「易於被取悅的巴
巴」(Ashutosh Baba)中寫下：

1971年5⽉阮琪⼤法會後的幾天，我們與當地的暴徒發
⽣了衝突，因此決定將巴巴轉移到帕特納。轉移後，我
到孟加拉(Bengal)展開救難活動，難民從東巴基斯坦湧
⼊孟加拉，東巴基斯坦不久之後獨⽴成為孟加拉國
(Bangladesh)。我開始開設難民中⼼，總共⼆⼗⼀個，⽽
我的⼯作變得如此繁忙，以⾄於我三個多⽉來沒有機會
去⾒巴巴。在那段時間裡，我幾乎不知道組織裡發⽣什
麼事：⾺達⽡南達(Mádhavánanda)已經…轉為政府的告
密者；在進⾏中的背叛；組織裡即將發⽣的分裂—值得
慶幸的是，巴巴讓我遠離了所有這些事情。

在[烏瑪和維紹坎南達]離開後，[10⽉1⽇在加爾各答]按
計劃舉⾏⼤法會，我本⼈擔任巴巴的PA，但並⾮所有⼯
作者都參加—[烏瑪]同時舉⾏了類似的活動，許多⼯作
者反⽽參加了她的活動。組織突然陷⼊混亂狀態，我記
得當時想知道它將會朝哪個⽅向發展。總的說來，男性
典範師和⼥性典範師⼀共有37名⼯作者投向她。我記得
薩地亞南達(Satyánanda)變得⾮常反感。在⼤法會
後，[烏瑪]前往⼯作者住所的達摩薩拉(dharmasala)並跟
他們說話，批評巴巴並試圖說服他們與她⼀起離開。薩
地亞南達跑去向巴巴報告正發⽣的事。他說：「我無法
忍受這件事。」「這些⼈正在公然攻擊您。」但是巴巴
⼀點都不受煩擾。他告訴他沒有什麼可擔⼼的，藉此來
安撫他。「保持冷靜，保持沉默，」他說，「總有⼀
天，⼀切都會變得很清楚。」

幾天之後，我和巴巴⼀起離開加爾各答，我們開始前往
印度不同的地區為期三個⽉的⼤法會之旅。最後，我們
得知烏瑪•沙卡去了普⾥(Puri)，在那裡她受到CBI的庇
護。她試圖與那些叛逃的⼯作者建⽴起她⾃⼰的組織，
但很短暫，其中有許多⼈很快就回到巴巴那裡。不過，
維紹坎南達成了政府的告密者。



55.齋浦爾國際機場(Jaipur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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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照⽚是在1971年巴巴的⼤法會巡旅期間
拍攝的。同年10⽉18⽇上午，他從新德⾥去
孟買的路上飛往齋浦爾。在中途停留期間，
瑪琪們為了聽他的靈性開⽰，從四⾯⼋⽅湧
⼊。這些照⽚是在齋浦爾機場等待他的轉機
時在⼊⼝處拍攝的，傳達了那個歡樂時刻的
虔誠熱情以及瑪琪們當時享受著與巴巴之間
的私⼈親密關係。

巴巴在前⼀天的新德⾥⼤法會的講道中說：

「⾄上意識與個體之間的關係是⼀種甜蜜⼜
親密的關係。

虔誠者…明確地聲稱他們屬於⾄上意識，⽽
⾄上意識也屬於他們…⾄上意識對於所有⼈
都是親愛的，所以⼈類稱祂為巴巴。同樣
地，所有被創造的⽣命對⾄上意識⽽⾔，也
都是親愛的，所以對⾄上意識⽽⾔，所有被
創造的存在都是巴巴…當虔誠者唱誦Bábá
Nám Kevalam時，⾄上意識也在唱著Bábá
Nám Kevalam。」

第⼆天，在孟買⼤法會的講道中，他加深了
這個訊息：

「由於⾄上意識是所有⼈的摯愛，因此所有
⼈對⾄上意識⽽⾔，也都是摯愛的。」



班吉布爾中央監獄，帕特納

1971年12⽉30⽇印度民族報紙(Indian Na�on)報導巴巴被捕的新聞

56.巴巴的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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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在1971年12⽉29⽇的黎明前被捕。他被帶到位於帕特納和
⽡拉納⻄之間的布克薩爾監獄，並被指控串謀謀殺。

美國的吉⾥達拉(Giridhára)回憶說：

「我們於27⽇晚上到達帕特納。第⼆天早晨，巴巴來到帕塔利
普特拉殖民地(Pataliputra Colony)的道場。那天他給了靈性開
⽰，然後晚上他坐在辦公室露台上，在他⾯前跳勇⼠舞。那是
28⽇，⽽第⼆天早上他就被逮捕。他們把他帶到恒河岸邊的布
克薩爾監獄，從帕特納乘坐客運⽕⾞要4或5個⼩時。⼀群約有
35位瑪琪(我們之中有許多⼈是來⾃海外)從帕特納搭乘⽕⾞到
布克薩爾⾒巴巴。⽽巴巴被允許出來跟我們說話。他告訴我們：

『做你的職責。你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每⼀次有空閒的時候都
要做kiirtan。』

然後他轉⾝⾛回去。」

達達•達摩維達南達(Dádá Dharmavedánanda)在他的回憶錄《與
神秘⼤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中回憶道：

那是⼆⽉。我們位於威奇托的辦公室發出了令⼈費解的通知。
巴巴在印度⼊獄。

通知指出：

『儘管巴巴於12⽉29⽇被捕，但我們希望他很快會被釋放，所
以延遲通知您。不過這需要時間。他與四名⼯作者⼀起被指控
共謀謀殺。當然，這是CBI為了摧毀阿南達瑪迦⽽製造的陰謀
詭計。阿南達瑪迦的思想和活動⼀直是那些渴望獲得個⼈權⼒
卻不關⼼社會利益的公眾⼈物之直接威脅…唯⼀的直接⾒證⼈
是維紹坎南達(Vishokánanda，前任達達)，他聲稱⾃⼰是兇⼿之
⼀。然⽽，他沒有被判⼊獄，⽽是⾃由⾝，享受著奢華的⽣
活。根據印度法律的僥倖，他的證據是可以接受的，該法律允
許罪犯對他⼈作出不利的⾒證，在這種情況下，他被稱為告密
者。根據法院的處理權，告密者可能會因為他的合作⽽被釋放
並且得到豐厚的回報。』

1972年初，由於監禁條件惡劣導致健康狀況不佳，巴巴被轉移
到帕特納醫學院附屬醫院。⼀個多⽉後，他被轉移到帕特納的
班吉布爾中央監獄的第13號單⼈牢房，該牢房曾在英國殖民時
期⽤來囚禁死刑犯。它是⼀個狹窄的混凝⼟牢房，沒有窗⼾或
其他通⾵設備，使得它在冬天像個冰箱，夏天則像個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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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12⽇，巴巴成為暗殺企圖的⺫標。那天他
訴說⾝體不適，監獄醫⽣被請來，在中央調查局(CBI)
的秘密命令下，給了通常是致命劑量的巴必妥類藥物
(barbiturates)，並以帕特納醫⽣開具的藥為藉⼝。於
是巴巴進⼊抽搐狀態，然後昏迷，當他恢復意識時，
他卻看不⾒，他的⼤腦也因疼痛⽽失去感覺。幾天之
後，他的視⼒得到了部分恢復，儘管餘⽣仍然視⼒受
損。

在這段時間裡，巴巴每天⼆次⽽每次以⼀杯液體(通常
是酸凝乳⽔；依他的指⽰，⼀份酸凝乳加三份⽔)來維
持⽣命，每天由他的私⼈助理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帶到監獄。後來有⼈問他，儘管延⾧斷
⾷，他是如何倖存，他說：「這沒有什麼不⾃然的。
唯⼀的區別是，當其他⼈從⾷物中吸收能量時，我必
須直接從陽光中獲取能量。」事實上，巴巴是否甚⾄
真的需要酸凝乳⽔，還很難說。有⼈說他只是為了防
⽌消化器官虛脫⽽攝取；其他⼈則說這阻⽌了監獄當
局強迫他進⾷。

傳達巴巴中毒的電報說明

同年3⽉，巴巴給⽐哈爾邦州⾧寫了幾封信，要求對
他的中毒情況進⾏司法調查。他沒有收到任何答覆。

⼤約在1973年4⽉的第⼆週，他的姐姐希拉普羅巴
(Hiiráprabhá)試圖說服他吃固體⾷物。巴巴笑著拒絕說
：「我從未違反你的願望，但是我發誓，我也不想打破這
個誓⾔。有⼀天，我⼀定會出來，並且中⽌斷⾷，只從你
的⼿中取⽤⾷物。」

六年後，即1979年2⽉12⽇早晨(他從監獄釋放後的第⼀個
中毒週年紀念⽇)，巴巴對那天為了⼀般的靈性開⽰⽽聚
集的瑪琪們說：「我曾寫信給印度總統，我知道誰是幕後
操縱的⿊⼿。」然後他繼續說，每⼀年應該慶祝他的中毒
週年紀念⽇—慶祝他得以倖存—並且將它稱為藍喉節
(Niilakańth́a Divas)。Niilakańth́a的意思是「藍⾊的喉嚨」，
是希⽡(Shiva)的名字之⼀。

因此，他告訴印度總統和其他政府官員，他別無選
擇，只好進⾏斷⾷抗議。於是1973年4⽉1⽇開始斷
⾷，⼀直持續到1978年8⽉2⽇他從監獄獲釋—五年四
個⽉⼜兩天後。

巴巴寫給⽐哈爾邦州⾧的其中⼀封信

向世界媒體發佈新聞

1975年12⽉27⽇《華盛頓星報》(The Washington Star)報導巴巴斷⾷的新聞



58.巴巴在監獄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由於中毒的副作⽤，有許多個⽉巴巴都無法說話。在此
期間，他都⽤寫字板進⾏交流。 1972年6⽉，他的⺟親
去世，但作為⾧⼦的他不被允許執⾏最後的儀式。由於
巴巴遭受了許多折磨和痛苦，以及隧道盡頭沒有曙光，
情況似乎無望。但是他繼續向瑪琪和⼯作者保證，法性
最終將會戰勝。

與其他囚犯不同，由於巴巴的道德⼒量和卓越⼈格，他
在監獄⼯作⼈員中佔了上⾵，要求他們正確地履⾏職
責，每當他們濫⽤職權時，他都會責備他們。他們之中
有許多⼈漸漸開始尊重和愛他，當他們對他的尊敬與他
們作為獄卒的職責發⽣衝突時，對他們來說，被替換並
不罕⾒。

⼀段時間之後，巴巴被允許接⾒以⼩組形式的訪客，瑪
琪們從世界各地蜂擁⽽⾄，聽他給的靈性開⽰。他們與
他的會⾯有許多超⾃然的故事。甚⾄監獄⼯作⼈員也有
他們的故事。施⽤毒藥的監獄醫⽣很快就被達摩•達斯•
卡爾⽡爾博⼠(Dr Dharma Dás Kalwár)取代。這個故事是
他說過的眾多故事之⼀：

「當我⾛近巴巴的牢房時，我看到來⾃房裡的柔和光
線。當我看著時，我看到巴巴正在靜坐中，⽽且漂浮在
接近天花板的空中。光線是來⾃他的⾝體。我⾮常驚
訝，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我肯定眨了眨眼睛，因為在下
⼀刻，巴巴回到了他的帆布床上，仍然保持著靜坐的姿
勢。我驚訝地脫⼝⽽出，他卻告訴我：『安靜!』」

有⼀晚，監獄⾧覺得巴巴不在祂的牢房裡。他檢查了⼀
下，牢房是空的。然後，他看到外⾯的⼀束光從天⽽
降，降落在巴巴的牢房裡。他再次檢查，巴巴竟在那
裡。巴巴告訴他：「半夜不要來我的牢房。我是個很忙
碌的⼈。」

1974年3⽉，⼀群反對政府的知名政治家訪問了巴巴。
巴巴的政策是不與⾮瑪琪會⾯，但這⼀次他做了例外。
他們試圖說服他中⽌斷⾷，以挽救⾃⼰的⽣命，但巴巴
毫不含糊地告訴他們，他是為⾃⼰的理想⽽斷⾷，他的
理想⽐他的⽣命更重要。然後，當他們離開時，他補充
說，民主離不開道德，道德已經成為英迪拉•⽢地(Indira
Gandhi)政權的受害者。

同時，巴巴的斷⾷持續不減。由於⿊暗、潮濕和不通⾵的
監獄牢房的不衛⽣狀況，他的健康繼續受到影響。但是他
既沒有屈服也沒有任何中斷的徵兆。

1974年下半年，查克拉博蒂獨⽴調查委員會(Chakraborty
independent inquiry commission)得出結論，監獄醫⽣故意
對巴巴施以過量的巴⽐妥類藥物治療，⽽帕特納醫⽣公
開表明他沒有被徵求處⽅藥的意⾒。

1975年1⽉，巴巴警告瑪琪們要為六個⽉後的緊急情況做
準備。他建議他們儲備為期兩年的⽶、扁⾖糊、油和其
他基本必需品。早在1971年，有⼀天他就在洗⼿間裡冷
淡地評論：「1975年，我們的組織將⾯臨嚴重的危機。
即使你⾛過多少英⾥路，也不會遇到任何⼀個會承認⾃
⼰是瑪琪的⼈。這將是瑪迦經歷最多考驗的時期之⼀。」

1975年6⽉，安拉阿巴德⾼等法院(Allahabad High Court)
判定英迪拉•⽢地總理因其1971年⼤選⽽犯有選舉舞弊
罪。公眾和反對派領導⼈都呼籲她辭職，全國各地爆發
了廣泛的動亂。但在最⾼法院確認⾼等法院的裁決之
前，1975年7⽉4⽇，她宣佈全國進⼊緊急狀態。實施了
戒嚴令，禁⽌24個反對派團體，其中有14個團體附屬於
阿南達瑪迦和泛宇進⽤論者組織(Prou�st Universal)。成
千上萬的⼯作者和瑪琪們被囚禁並遭受酷刑，其他⼈則
被迫轉⼊秘密⼯作。幸運的是，由於六個⽉前巴巴的指
⽰，在緊急狀態的21個⽉期間，男性被囚禁的家庭沒有
遭受到過度的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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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賢捐軀者(Maharsí Dadhiici)犧牲了⾃⼰的⽣命，因此可
以⽤他的⾻頭來製造希⽡的神秘武器⾦剛杵(vajra)，以對抗當
時的雅利安⼈的壓迫。

喜悅之城在1967年3⽉5⽇遭受第⼀次攻擊之後，巴巴說：「基
督徒為基督教⽽死時，他們被稱為殉道者；當伊斯蘭教徒為伊
斯蘭教⽽死時，他們就被稱為殉教烈⼠(shahiids)。當我的孩⼦
們為了⾄上法性的理想⽽犧牲⾃⼰的⽣命時，我稱他們為捐軀
者(dadhiicis)。

第⼀批捐軀者在喜悅之城現今被稱為達希奇⼭(Dadhiici Hill)的
地點被殺害，他們是達達•阿⾙丹南達(Dádá Abhedánanda，當
時是巴巴的私⼈助理)、達達•薩⻄達南達(Dádá Saccidánanda)、
阿⽡達•庫瑪(Avadhá Kumár)、普拉巴薩•庫瑪(Prabhása Kumár)
和巴哈拉•庫瑪(Bharat Kumár)。他們被殺害的那⼀天(3⽉5⽇)每
⼀年都以捐軀者節(Dadhiici Divas)作為紀念。

從那時起，其他的瑪琪們多年來為法性奮⾾⽽喪⽣。其中最著
名的是為抗議巴巴被監禁⽽⾃焚的捐軀者(按照帕⽡蒂的傳
統，為抗議其⽗對希⽡的羞辱⽽⾃焚)。

達達•迪維揚南達(Dádá Divyánanda)是第⼀位於1973年4⽉9⽇凌
晨4時在帕特納的⽐哈爾邦⽴法議會前⾯⾃焚的弟⼦。當天晚
些時候，瑪琪們在帕特納舉⾏抗議集會。

達達•阿圖蘭南達(Dádá Atulánanda)

1975年初，達達•泰格甚⽡蘭南達(Dádá Tyágeshvaránanda)被囚禁
在帕格爾布爾(Bhagalpur)時被警察毆打致死。

緊急情況結束後，為確保巴巴的釋放做了孤注⼀擲的嘗
試，1978年發⽣了最後⼀波⾃焚事件：2⽉8⽇嫡嫡•烏瑪(Didi
Umá)和達達•洛克什(Dádá Lokesh)在柏林，2⽉17⽇達達•加根
(Dádá Gagan)在達拉斯，6⽉14⽇嫡嫡•阿斯蒂蒂瑪(Didi Asi�ma)在
⾺尼拉，以及後來的10⽉2⽇尚蒂(Shán�)在⽇內⽡。

加爾各答巴利根⼽(Ballygunge, Calcu�a)附近的⽐洪塞杜橋(Bijon
Setu)，是1982年4⽉30⽇發⽣慘烈⼤屠殺的現場，當時⼗五位達
達(Dádá Bháveshvaránanda, Dádá Krpáshivánanda, Dádá
Kamaleshánanda, Dádá Prashivánanda, Dádá Girishánanda, Dádá
Sútreshvaránanda, Dádá Ártasevánanda, Dádá Ádishivánanda, Dádá
Veńkateshvaránanda, Dádá Viirendra, Dádá Suvrata, Dádá Mukul,
Dádá Somanáth, Dádá Bálabhadra and Dádá Vrajagopála)、⼀位嫡嫡
(Didi Ánanda Pracetá)和⼀位瑪琪弟兄拉姆拉格⽡拉
(Rámraghuvara)在前往教育會議的途中被CPI-M(印度共產黨-⾺克
思主義)公然地殺害。他們是我們學校的⽼師，共產黨員虛假地
聲稱我們綁架了兒童，從⽽煽動了這次攻擊。迄今為⽌，沒有
⼈因謀殺⽽被捕。

達達•阿⻄曼南達(Dádá Asiimánanda)和其他四位瑪琪兄弟於1990
年4⽉2⽇在喜悅之城的Dimdiha，被共產黨員唆使的村民們殘酷
殺害。

1988年1⽉24⽇，達達•阿吉坦南達(Dádá Ajitánanda)在⻄⾥古⾥
(Siliguri)監獄，因為拒絕⽀持共產黨提出的虛假案件⽽被毆打致死。

1990年6⽉4⽇，達達•卡倫凱坦(Dádá Karuńáketan)在喜悅之城抗
議警察對許多海外瑪琪們的虐待時，被警察開槍打死。有四位
瑪琪也因此⽽受傷。

多年來，在反對瑪迦的理想的政黨⼿中還有其他鮮為⼈知的傷
亡事件。

達達•迪維揚南達(Dádá Divyánanda)

1973年4⽉23⽇，達達•迪內斯⽡蘭南達(Dádá Dineshvaránanda)
在德⾥的舊堡⾃焚，同⼀天，數百⼈在德⾥船艇俱樂部(Delhi
Boat Club)的抗議集會上被逮捕。

達達•阿圖蘭南達(Dádá Atulánanda)與巴巴⼀起被監禁，並且當
巴巴的私⼈助理，在1974年9⽉11⽇⾃焚，抗議幾天前巴巴的
牢房遭到襲擊時對巴巴的虐待。他利⽤煤氣灶的煤油，但⾃焚
未遂，後來在醫院裡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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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獄後不久，世界各地發起了⼀場釋放巴巴的運動，
以引起⼈們對他⼊獄的不公正之注意。最活躍的兩個國家
是澳⼤利亞和美國。雪梨區(現今的蘇⽡區)瑪琪們和⼯作
者的宣誓，體現了該運動的精神：

「我以⾄上本體和瑪迦上師的名義宣誓，直到我們把巴巴
從監獄裡帶出來，我才會停⽌或考慮⾃⼰的需要。」

編者

華盛頓特區的釋放巴巴運動取得了⼀些重⼤成就。我們發
佈新聞稿，組織遊⾏⽰威，並遊說美國國會，得到了幾位
參議員的⽀持，尤其是當我們告訴他們，巴巴受到共產黨
員的迫害(在冷戰年代，所有你必須做的就是說「共產黨
員」，那麼所有的⽿朵就會豎了起來!)。

威爾斯(Wells)報告是英國律師和⼥⺩的律師威廉•威爾斯
(William Wells)在國際委員會為雪莉阿南達慕提•雪莉•(Shrii
Shrii Ánandamúr�)獲得正義⽽準備的。⽽國際法學家委員
會和國際⼈權聯盟委託的謝波德報告(Sheppard report)，
由加拿⼤律師協會的克勞德•阿曼•謝波德(Claude-Armand
Sheppard)提交給在美國國會⼤廈的國會⼈權委員會。

由於印度剛剛宣佈緊急狀態，以及巴巴在監獄狀況的報導
下降，1975年夏天，釋放巴巴的運動在華盛頓特區組織了
泛宇⾃由遊⾏⽰威(Universal Freedom March)，以及在加州
舊⾦⼭組織了世界道德主義家聯合集會(Moralists of the
World Unite rally)。數百名瑪琪從全國各地聚集起來，以喚
起⼈們認識到巴巴的困境。

昌德拉謝卡拉(Chandrashekhara)

華盛頓特區的泛宇⾃由遊⾏⽰威

加州舊
⾦⼭的
世界道
德主義
家聯合
集會。
達達•加
根(Dádá
Gagan)
向⼈群
講話，
兩年半
後在德
州達拉
斯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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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及其四名同案被告的審判是在印度緊急時期進⾏
的。實⾏戒嚴令後，他們的案件本是司法的曲解，已
變成⼀場⼗⾜的鬧劇。在恐懼和恐嚇的氣氛下，被告
被阻⽌傳喚證⼈代表他們作證，⽽這⼀判決已成定
局。1976年11⽉26⽇，他們被判有罪。

那是⼀個星期五，由於判決定於下週⼀，所以巴巴的
律師納格甚⽡•普拉薩德(Nágeshvar Prasád)周末時把⾃
⼰關起來以深思其對策。然後那個星期⼀，他以⼀種
逆向⼼理⽅法請求死刑，並向法官建議，絞刑會確保
巴巴在歷史的定位上是⼀位偉⼤的烈⼠。這個計畫奏
效了，巴巴和他的同案被告被判處無期徒刑。然⽽，
在那似乎是最⿊暗的時刻，巴巴轉向他的律師，微笑
著說：「現在形勢將會扭轉。」

形勢扭轉沒花多久時間。隔年年初，隨著國際壓⼒的
增加，英迪拉•⽢地(Indira Gandhi)同意舉⾏⼤選。由
於許多⼈受到戒嚴令的痛苦折磨，持異議的浪潮使她
失去了權⼒。

解除了緊急狀態，釋放了被拘留將近兩年的數千名瑪
琪和⼯作者。

1978年7⽉4⽇，對巴巴及其同案被告的判決被推翻。
帕特納⾼等法院宣佈他們無罪。

巴巴聽到消息後說：「就繼續拉動戰⾞的繩⼦吧；勝
利將會追隨你。你不必追逐勝利。記住，戰⾞的輪⼦
永遠不會停在流浪狗的吠叫聲中。」

瑪琪們帶領勝利隊伍進⼊監獄⼤⾨，巴巴向他們傳達
了這個訊息：「你們將會在⽣活的每⼀個層⾯上獲得
勝利。」

兩天前，當每個⼈都在緊張地等待結果時，巴巴評論
道：「如果你想要建造堅固的結構，你將必須透過⾬
天和烈⽇使它變乾。毫無疑問地，這需要⼀些時間，
但是結構變得堅固⼜耐⽤。同樣地，也許有些⼈看到
我們的困難會感到失望。」

為了給予供述，巴巴被救護⾞送到法院，這張照⽚攝於1972年7⽉。1976年11⽉的審判，他也是在⾮常類似的情況下被載送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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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雙週刊《今⽇印度》雜誌的通訊記者
堅持要求採訪巴巴。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最後同意把⼀系列問題提交給巴
巴，並回覆記者說：「巴巴從未同意接受採
訪，但就您⽽⾔，您的問題單儘管吹⽑求疵，
但⾮常受到他的歡迎。」

巴巴於1978年7⽉被宣告無罪後，對記者的問
題作了以下答覆。就在巴巴被釋放的前幾天，
發表在1978年8⽉1⽇⾄15⽇的《今⽇印度》
上，⽂章題⺫為「阿南達慕提：神秘⼈」。

問：您對⾼等法院的判決有何看法?雖然全世
界有數以百萬的追隨者慶祝這⼀天為「法性的
勝利」，但您沒有表達任何反應，⽽您的追隨
者中的⼀位則解釋說，由於您是冷靜的
(Nirvikára)，所以您很冷靜地接收消息。您從
不對任何事情做出反應，如果這是事實，為什
麼呢?

答：法性的勝利是⼀種⾃然現象。凡是⾃然的
事物都應該以正常的冷靜去接受。

問：您的追隨者聲稱您和您的組織已成為某個
旨在摧毀您的組織的機構故意進⾏的惡意宣傳
的受害者。在您⼊獄的過去七年中，對您的組
織造成了很多損害。

現在，如果您對所有指控均無罪，那麼您打算
如何消除公眾的誤解以重建您的組織?

答：我們將透過主體接近與客體調適來履⾏我
們的⼈道主義職責。

問：由於您與公眾之間缺乏溝通，過去造成了
很多混亂。您現在是否認為與公眾保持聯繫是
適當的，這樣就不會繼續造成混亂?您為什麼
過去過著隱居的⽣活？

答：我沒有必要與公眾接觸，因為實際的社會
服務是由組織的⼯作者提供的。我只是協助⼯
作者。

問：阿南達瑪迦在⻄⽅普及並吸引⼤批民眾的
速度，令⼈產⽣懷疑，認為它受到某些外國機
構的⽀持或贊助。此外，您過去對KGB(前蘇聯
國家安全委員會)和CBI(中央調查局
)的攻擊，卻沒有提及CIA(美國中央情報局)，
這增加了混亂。您對這個指控⼜怎麼解釋呢?

答：我不知道CIA是否對阿南達瑪迦做出任何
的傷害。如果有⾜夠的證據，請通知我，我肯
定會譴責他們。我對任何組織都沒有偏好。好
⼈應該始終以明確的語⾔得到⽀持⽽壞⼈應該
受到譴責。

問：據稱您想奪取政治權⼒並在世界上建⽴完
美智⼠政府(Sadvipra Ráj)。毫無疑問，這在法
庭上遭到了反駁，但與此同時，法庭在審訊中
提到的書籍也證實了您說過的這種觀點：「暴
⼒是⽣命的本質。」您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呢?

答：我在法庭上說過的，是不可更改的。我使
⽤的⽂字是「完美智⼠社會」(Sadvipra
Samáj)，⽽不是「完美智⼠政府」(Sadvipra
Ráj)。「政府」(Ráj)是「社會」(Samáj)的微觀
部分。我對暴⼒的看法已經被我澄清了。它並
⾮總是「傷害」(hiḿsá)。我對暴⼒的解釋可以
與「不傷害」(ahiḿsá)共存。

問：您有任何的政治野⼼嗎?您是否認為除⾮
消除腐敗，否則社會將不會合您意?您想要如
何建⽴起這種社會?除⾮您積極參與政治，否
則有可能嗎?

答：我沒有政治野⼼。我為了⼈類社會的福祉
提出了進步利⽤理論(Prout)。那些喜愛它的⼈
們將會實現這個理論。

問：您對民主有何看法?

答：只有在⾄少51％的選民中存在以下基本因
素時，民主才能成功—道德、識字和社會-經
濟-政治意識。否則，這是欺騙公眾的⼀種⼿
段。

這張照⽚於 1964年 10⽉ 13⽇在齋浦爾的⾵之宮(Hawámahal, Jaipur)拍
攝，被刊登在「神秘⼈」(Mystery Man)這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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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2⽇，在將近7年的監禁，可能會殺害其他任何
⼈的中毒事件，以及5年多的斷⾷之後，每⼀位瑪琪都渴
望的⼀天終於到來。成千上萬的瑪琪和⼤眾都聚集在⼀起
看巴巴從監獄中獲釋。駛⼊的⽕⾞上頭和裡⾯都是如此擁
擠，虔誠者⼤量湧進城鎮。在某些情況下，全村的⼈都出
來觀看。警察封鎖了從⽕⾞站到監獄⼤⾨的道路。商店和
辦公室都關閉，⼈們從監獄到道場，⼀路排好隊伍。

下午⼀點鐘，巴巴受到情緒激動⼜熱烈的歡迎。⼈們以多
種⽅式歡欣⿎舞：有些甚⾄歡喜地騎著⼤象。⼤多數的⼈
⾼興地追著巴巴的⾞⼦，在上⾯撒鮮花，然後⼤喊著
：「勝利屬於⾄上⽗親! (Param Pitá Bábá ki Jái!)」從監獄到
他在巴連弗⾢殖民地(Pataliputra Colony)的住所莊嚴地前進。

那天下午，巴巴中⽌了他的斷⾷。正如早在1973年，他的姐
姐希拉普羅巴(Hiiráprabhá)試著說服他中⽌斷⾷，他就向她承
諾。所以五年多來第⼀次從她那裡取⽤固體⾷物。

第⼆天，為了這個場合設置了⼀個⼤遮篷，擠滿了瑪琪們，
其中許多⼈熱淚盈眶，巴巴給了他的第⼀個出獄後講道「⽣
⽽無懼」(Live Without Fear)，後來他宣佈為⼤法會的靈性開
⽰。

當⽉晚些時候，巴巴說：「當我在監獄時，我受到了⼀些
⼈的許多誹謗，⽽這些⼈如今在讚美我。但是我對他們的
所有誹謗都無動於衷，現在我也不想要他們的諂媚。」

1988年8⽉2⽇是他從監獄獲釋的⼗週年，他給了⼀個特別
的靈性開⽰來紀念這個場合。以下是靈性開⽰的⼀些摘錄：

「我們並不是要傷害任何⼈。但是，當不義之⼈
(adhármika)對你使⽤武⼒時，你必須⾃衛。這不是傷害[暴
⼒]，⽽是⾃衛[pra�rodha]。那些反對我們的⼈遇到了悲慘
的結局，現在已經與⼟壤融為⼀體。

「遵循不義的⼈們相信，他們有權做⾃⼰想做的任何事
情。有⼀位⼥⼠認為她可以⽤⾃⼰的⼒量做任何想做的事
情。當反作⽤⼒沒有⽴即到來時，罪⼈認為他們可以再僥
倖成功。但是，獲得權⼒不斷上升，並不意味著他們變得
⾼尚。就像印度洗⾐⼯將⾐服⾼⾼舉過頭頂⼀樣，它們上
升得很⾼，不料卻摔了下來。

「3500名瑪琪和⼯作者被政府逮捕。所有⼈都是無辜的，
但政治領導⼈使⽤⾃⼰的權⼒來對付這些無辜的⼈民，⼀
點都沒有罪惡感。

「當我被釋放時，隊伍是如此地⾧–你們記得嗎?監獄當局
看到⼈群在等待，告訴我說，如果這樣的隊伍正在等待他
們的獲釋，他們也願意被監禁。

「我在監獄裡⾯臨這麼多⿇煩。當我被釋放時，我不良於
⾏…我必須使⽤輪椅…我不希望任何⼈遭受與我同樣的⿇
煩。但是在為法性奮⾾的過程中，如果遇到⿇煩，你應該
接受它。如果你採摘⼀朵花，它的刺可能會刺傷你。你的
慰藉是，你的奮⾾結果必將勝利。我們的道路是「kliśt-́
akliśtá́」–最初有⿇煩，但最後沒有⿇煩。

「法性是勝利的原因。聰明的⼈應該尋求法性的幫助。如
果你想要去賈姆穆(Jammu)，你應該坐上賈姆穆快⾞–你就
會⾃動到達那裡。同樣地，你應該追隨法性之路，你必定
會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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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6⽇，巴巴給予了⼼靈之舞(⼼靈擴展的舞
蹈)，並把它介紹作為運動和藥⽅，特別有益於⼥
性，也有益於男性。他將其觀念解釋為神秘主義的
內在精神；在⼩宇宙和⼤宇宙之間建⽴起關係，並
與⾄上意識建⽴起聯繫。他列出了22種對⾝⼼健康
的好處。從那時起，在⼤法會和其他阿南達瑪迦的
活動期間，以及在體位法(ásanas)之後，都會鍛鍊它：

「正確的順序如下：拉莉塔瑪⽶卡舞蹈(Lalita)、靜
坐、體位法、⼼靈之舞(Kaośikii Nrtya)，最後是弟兄
們跳的勇⼠舞(Táńd�ava)。」

更多有關⼼靈之舞的巴巴語錄：

「永恆的希⽡(Sadáshiva)最初介紹了勇⼠舞，⽽就⼼
靈之舞⽽⾔，我在1978年9⽉6⽇⾸次介紹了它。事
實上，勇⼠舞和⼼靈之舞不只是舞蹈形式，更多的
是有益於⾝體的體育鍛煉。」

「對於⼥⼠們，有必要有類似於勇⼠舞的舞蹈，⽽
⼼靈之舞將適合這個⺫的。我希望你們⼤多數⼈已
經學會了。它將對你的⾝體、⼼靈和靈性產⽣⾮常
好的影響。」

「由於某些⽣理限制，勇⼠舞的鍛鍊不適合⼥性。
但是她們也需要⼀些東⻄。我在帕特納的時候，發
明了⼀種新型的⼥性舞蹈運動，我稱之為⼼靈之舞
(kaosíkii nrtya)。⾄於好處，⼼靈之舞和勇⼠舞同樣
重要。」

「我於[1978年]9⽉6⽇發明了⼼靈之舞。這種舞蹈
既是⼀種運動，也是⼀種治療⼆⼗⼆種疾病的藥物
…它是萬靈丹…針對幾乎所有的⼥性疾病以及許多的
男性疾病…對⼤多數的肝臟疾病也是藥⽅。

它確保了婦⼥的安全分娩，以及控制⽼化的到來。這
是⼀種良藥。」

「⼼靈之舞與個體的最內在⾃我有關…透過舞蹈和透
過kiirtana，表達的特質帶出了內在的⾃我，也就是對
內在的⾃我給予適當的表達–舞蹈的特質與kiirtana⼀
起稱為⼼靈之舞。⼼靈層次(Kosá)的意思是『內在的
⾃我』，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舞蹈在⼈類⽣活的⼼理和
靈性層⾯上具有巨⼤的價值。」

「你們知道在唱誦kiirtana期間使⽤的拉莉塔瑪⽶卡舞
蹈(lalita mármika)是純粹的靈性舞蹈，⽽⼼靈之舞是⼀
種⼼理-靈性舞蹈–它始於⼼理層⾯，最終達到靈性層
⾯。勇⼠舞則是⽣理-⼼理-靈性的。」

於⽛買加⾦斯敦舉⾏⼤法會，在巴巴⾯前跳⼼靈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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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監獄釋放後，巴巴在帕特納的帕塔利普特拉殖民地(Pataliputra
Colony)244號停留了將近三個⽉。即使他的⾝體因斷⾷和監禁⽽虛
弱，他還是⽴即開始⼯作，好像過去的七年只不過是在公園裡漫步
⽽已。在帕特納，他給了將近100個⼀般的靈性開⽰，然後於1978
年10⽉底，將總部遷⾄加爾各答。他持續給了近700多個⼀般的靈
性開⽰—⼤多數是在加爾各答，但還有更多是在印度其他地區以及
三次的世界之旅—到1990年為⽌。根據⼤多數觀眾的⺟語，⼀般的
靈性開⽰⼤多數都是以孟加拉語或北印度語給予。有些是以英語給
予開⽰。無論如何，他通常會在開頭或中間⽤英語給予開⽰的精
髓，清楚地說明重要觀念。這些開⽰⼤多數都是⽤錄⾳帶錄製，⽽
我們的檔案館有這些錄製。它們已被編⼊喜悅⽢露(Ánanda
Vacanámrtam)集成書籍。

巴巴抵達加爾各答

⼀般的靈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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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巴巴的第⼀次世界巡旅是繼兩次⾺哈利卡(Mahárliká)
巡旅之後的第三次印度以外的巡旅，從1979年的5⽉
初到6⽉初。在那個⽉當中，他訪問了瑞⼠、德國、
荷蘭、瑞典、⻄班⽛和法國。他在印度境外的第三次
⼤法會是五⽉滿⽉⽇在瑞⼠阿爾卑斯⼭的菲施(Fiesch)
村莊舉⾏的，他在那裡待了⼀個多星期。在德國蒂默
恩(Timmern)，他宣佈舉⾏DMS(⼤的靈性聚
會，Dharma Mahásammelan) —有他出席的DMS場合
只有三次，這是其中⼀次。

同年下半年，他在8⽉訪問了泰國和台灣。原本計劃
這次旅⾏包括第三次⾺哈利卡的訪問，但是當⾺可仕
政府拒絕巴巴進⼊菲律賓時，那裡的瑪琪們感到⾮常
失望。取⽽代之的是，他在泰國曼⾕待了更多天，然
後⼜去台灣巡旅兩個星期，在台北他給了印度境外的
第四個⼤法會。

然後在9⽉，他啟程前往最後⼀次世界巡旅：希臘、
以⾊列、⼟⽿其、冰島、德國、⽛買加和委內瑞拉，
在此期間，他在海法、雷克雅維克、⾦斯敦和加拉加
斯給了⼤法會。

編者

傳聞四起：「巴巴要來歐洲了…巴巴要來歐洲了!」

就像是悄悄的⽿語，沒有⼈想說得太⼤聲，因為有⼈
可能會聽到，然後，就像⼀個秘密所表達的那樣，興
奮就消失了。「這是真的嗎?有可能嗎?」每個⼈都在
想這個問題。

1979年5⽉6⽇，⼤約晚上8點20分，巴巴終於降落在
⽇內⽡機場…來⾃整個歐洲⼤陸近[七]百名瑪琪們蜂擁
⽽⾄。早些時候就等待著巴巴，但是由於許多問題，
飛機被推遲了兩個⼩時。這段時間裡，虔誠者⼀直在
唱誦kiirtan…

每⼀個⼈都在充分表達⾃⼰的歌聲，氣氛是令⼈激動
的，等待著已徹底改變他們⽣活的導師出現。當他⾛
進視線時，時間彷彿突然停⽌了。沒有過去、現在或
未來。只有巴巴，每⼀個虔誠者都感受到弟⼦和上師
之間⼀對⼀的私⼈聯繫。

許多瑪琪第⼀次⾒到他們的上師，⽽其他⼈已經七年
沒有⾒到他了。合⽽為⼀的喜悅眼淚和分離的痛苦眼
淚淹沒了雙眼—有些⼈⼤聲哭喊著他的名，⽽另外⼀
些⼈則默默地待在裡⾯。當巴巴帶著燦爛的笑容⾛過
兩排虔誠者之間的通道時，房間裡充滿了狂喜，最後
坐在眾⼈⾯前的椅⼦上。然後他說：「你看，我信守
了諾⾔。兩年前，我答應⼀有機會就會來訪問瑞⼠。
現在我來了。我總是信守我的諾⾔。」

巴巴在⽇內⽡機場的接待處



67.巴巴在菲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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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有有幸在那次喜悅的場合的⼈們來說，巴巴到
瑞⼠菲施的訪問是⼀個⾮常特別的時刻。1979年5⽉
初的⼀個多星期裡，瑞⼠阿爾卑斯⼭的美麗全景成了
來⾃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瑪琪們歡樂聚會的背景，⽽巴
巴是這⼀切的核⼼；每個⼈關注的中⼼。只有⼀種波
流，⼀種節奏，⼀種感覺：「巴巴來了；巴巴在這裡
；巴巴與我們同在!」

每天都有⼀般的靈性開⽰和講道，沿著⼭間⼩路的散
步，個⼈接⾒和婚禮祝福。五⽉滿⽉⽇⾸次在印度以
外的地⽅慶祝*，⽽菲施的⼀個特別獨特之處是纜⾞
駛向附近⼭坡上的冰川，巴巴談到了阿爾卑斯⼭是這
個星球上⽣命的發源地。⽽且，似乎總是有⼀群瑪琪
在巴巴住的農舍外⾯唱著「Bábá Nám Kevalam」。

⼾外散步的場⾯ 虔誠者在⼭上圍繞著巴巴

「在社會⾝處於墮落變質的狀態時，只要是分裂的傾
向佔優勢，只要是惰性偏邪的⼒量佔優勢；在⼈類的
企盼下，在⼈類的哭泣下，在⼈類需求下；⾄上意識
便無有可能留存在如如的境界。是故如此這般，祂唯
有以解脫的⾄上本體(Táraka Brahma)的形象降
世。『Táraka』意思是『解脫者』。⽽上述的
『Táraka』便是這個萬有世界的『巴巴』。因為祂，
虔誠的弟⼦們唱頌著『Bábá Nám Kevalam』。」

*儘管巴巴返回印度在加爾各答舉⾏的⼤法會(DMC)被
宣佈為當年的正式Ánanda Púrńimá DMC(喜悅滿⽉⽇⼤
法會)。

巴巴⾛近他的⾞⼦ 巴巴的汽⾞內部，他的座位上裝飾著靈性標幟(pra�ik)

下⽅：費雪⼤法會



68.巴巴在蒂默恩和柏林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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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在德國蒂默恩的全球總部PMSA(男性進步靈性協
會—SDM的分⽀)停留四天(1979年5⽉19⽇⾄22⽇) —
包括最後⼀晚在附近的漢諾威市的⼀⽇遊(和夜間的靈
性開⽰)。當它在1974年被購買時，他將其命名為
「Vidyáságar」(知識的海洋)，這是我們仍然擁有巴巴
在印度境外唯⼀剩下的財產。這也是印度境外他唯⼀
給典範師啟蒙(avadhúta diiksá́)的地⽅。除了在那裡給
予四次⼀般的靈性開⽰之外，他還宣佈舉⾏DMS(⼤的
靈性聚會，Dharma Mahásammelan)，這是有他本⼈出
席的⾮常罕⾒情況。

在蒂默恩時，巴巴說：「我已向平流層釋放了⼀種特
殊的靈性能量，[現在]正下⾏到⽔、⼟壤和植被中，
最終進⼊到⼈體和⼼靈。」

達達•迪維亞洛克⼭南達(Dádá Divyalokeshánanda)

幾年後，在巴巴的星期⽇靈性開⽰期間有⼀次，即
1985年12⽉22⽇的靈性開⽰，被編⼊《⾳聲字彙
集》(Shabda Cayaniká)系列裏，他說：

「我當時住在⻄德的蒂默恩村…那是快樂的⽇⼦。我
知道，像這樣的⿈⾦歲⽉過去了，⽽且永遠消失了，
但是它們的⿈⾦記憶仍然存在。東德邊境距離那個偏
僻的村莊很近。那個⽅向很開闊—有⼀塊空地和⼀些
樹。經過⼀個晚上的散步之後，我坐在樹下。太陽已
下⼭，但還有⼀些微光。我可以看到⿅⾃由地來回奔
跑，從⻄德到東德，從東德到⻄德。沒有⼈對牠們說
什麼。牠們不需要簽證或護照的詛咒，因為⼈們對牠
們有信⼼。牠們不知道如何欺騙任何⼈，牠們也不接
受虛構的邊界。牠們既沒有玩弄⾃⼰的想法，也沒有
玩弄其他⼈的想法。也許由於這個原因，⼈們沒有為
牠們建⽴起任何護照或簽證系統。」
與巴巴在蒂默恩的⼾外散步

1979年5⽉17⽇，在他訪問蒂默恩的前幾天，瑪琪們
帶巴巴到⻄柏林的克羅伊茨⾙格看分隔牆，他在那裡
已說過：「這道牆是出於毀滅性戰爭⽽創建的，是⼈
為的隔閡，把⼀個充滿活⼒的社會⼀分為⼆。這個國
家的分裂也是⼈為的。這種情況無法持續很⾧時間，
很快地東德和⻄德將會統⼀。」

巴巴在1979年5⽉20⽇的DMS(⼤的靈性聚會)講道是
「根本的原因和個⼈的上帝」(The Noumenal Cause
and the Personal God)，這是考慮到聚會地點的⼀個特
別合適的主題(巴巴親⾃給予的標題)，因為德國哲學
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本體是歐洲的⼀個
主要哲學概念。第⼆天晚上，巴巴談到了希⽡的成功
的七個秘訣…

編者

[成功的七個秘訣中]的第六點是有關於均衡飲⾷的重
要性。他特別指出，飲⾷過多是不好的。在講述了這
七個秘訣之後，巴巴回到⾃⼰的房間。⽽事先忙於⼯
作的全⽇⼯作者中，有許多⼈便下樓吃飯。因為已經
很晚了，所以他們當然開始熱切地吃起東⻄來—突然
間他們抬起頭，看到巴巴站在⾨⼝。他笑容滿⾯，當
每⼀個⼈都⽴刻停了下來…巴巴調⽪地說道：「現
在，別忘了第六點!」每⼀個⼈都⼤笑了起來。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巴巴離開蒂默恩時，流下了眼淚[顯然，唯⼀發⽣過的
其他地⽅是菩提迦耶(Bodhgaya)，他讚揚佛陀的堅定
決⼼]。當他離開時，他說：「就算是⾄上意識，有時
也很難離開⼀個地⽅。」

達達•迪維亞洛克⼭南達(Dádá Divyalokeshánanda)



69.巴巴在⿅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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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特丹的路上，急於迎接巴巴的飛機，驚⼈的全
彩虹占滿了天空，振動著⾊譜。彷彿巴巴正在揭開太陽
的秘密作為歡迎。當巴巴到達⿅特丹時，他就像颶⾵的
眼睛—當⼀百個⼈擠進這座城市中⼼最獨特的房⼦時，
⼀切都變得混亂擁擠。有兩個⾮常窄的螺旋形樓梯，⼀
個在房⼦的左側，環繞著瑪琪們，另⼀個在右側，向下
環繞著巴巴的住所。樓梯是如此狹窄且永無⽌境，以致
只有⼀個⼈，兩個⼈如果⾮常⼩⼼的話，或許可以同時
通過樓梯。剛開始有點令⼈沮喪，但很快地每⼀個⼈都
對整個結構難以置信地⼀笑置之。⽚刻之後，所有的⼈
都已適應。透過合作和最終的接受，所有⼈之間都產⽣
了美好的感覺和親密感。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那是1979年5⽉。巴巴正在他旋⾵般的歐洲巡旅前往
荷蘭的途中。但是，安排巴巴住宿在⿅特丹的舊道場有
兩個主要問題：他沒有私⼈浴室設備；在給予靈性開⽰
的房間，其樓下有間酒吧的⾃動點唱機⼤聲播放著流⾏
⾳樂。

「浴室的問題透過翻修廁所並在那裡蓋了淋浴間⽽獲得
解決。⾄少我們是這麼想的。負責翻修的LFT(當地的全
⽇⼯作者)弟兄們由於時間和知識不⾜，把淋浴器的⽔
管連接到主要排⽔系統的⼯作做得很差。巴巴抵達停留
的第⼀天，他正在淋浴，當時淋浴中的灰⽔從道場樓下
的酒吧天花板滲漏出來。⾨鈴突然地響了起來，⼀個憤
怒地紅著臉的酒館⽼闆向我⽰意去看⼀看。使我⼤為恐
慌的是，我看到⽔從天花板上噴到敞開的⾃動點唱機
上，完全毀掉了它。

「為了報復，酒館⽼闆關掉了給道場的主要供⽔。多倒
楣啊!這不僅對巴巴來說沒有⾃來⽔，對於我們100多名
訪客來說也沒有⾃來⽔。這⼀切都發⽣在周⽇的下午。
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找到當地的⽔管⼯願意來看看。但
是他喝醉了，並且散發出酒味，所以當我們設法讓他經
過巴巴進⼊浴室時，我們不得不在他的左右兩邊各舉⼀
柱⾹來掩蓋酒的氣味。

「令我們驚愕的是，⽔管⼯說，如果不打開地板就無法
解決問題—這是⼀項重⼤⼯作。該怎麼辦?天⾊已晚，
他喝醉了，他沒有帶適當的⼯具。於是他離開了。幸運
的是，有位來⾃英國的弟兄有⼀個絕妙的主意來解決這
個問題。他到地下室，把消防站的主要⽔⻯頭，設法連
接到道場的供⽔系統。如何做到這⼀點仍然是⼀個技術
謎。第⼆天，⽔管⼯來連接地板上的管道，⽽巴巴能夠
不受流⾏⾳樂的⼤聲干擾，給予他的靈性開⽰。

「最棒的部分是，喜歡戲劇的巴巴決定將停留時間從兩
天延⾧到三天。還有⽐這更幸運的事嗎?」

瑪達維(Mádhavii)

⼤約有15位虔誠者與巴巴⼀起在⼾外散步…巴巴談到了
⼤約3000年前來⾃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荷蘭祖先。他還
說，荷蘭⼈民與⽔有著很牢固的聯繫。

有⼀次巴巴停下腳步，坐在⾧椅上，問了⼀個問題
：「有什麼理由使⼈感到恐懼嗎?」接著下⼀刻，他回
答了⾃⼰的問題。「完全沒有理由懷有任何情結。」然
後他問了⼀位姐妹是否想要唱歌。她防護性地並有點害
羞地說：「不，巴巴。」巴巴⼀再告訴她不要有任何的
恐懼情結，事實上⼀點也不要有任何的恐懼情結。另⼀
位姐妹(後來成為Didi Ánanda Sádhaná)說：「但是我們有
這麼多情結，巴巴。我們如何擺脫它們?」巴巴回答說
：「我要不要告訴你這個秘密?」他停了⽚刻，然後說
：「Kiirtan。」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另⼀次⼾外散步時]巴巴停了下來，轉⾝看著我的眼
睛，似乎很⾧⼀段時間，但可能只有幾秒鐘。然後他說…

『你知道，我愛每⼀個存在。』

「這個回答使我意識到，他的光輝和愛是為了所有的⼈，他對
⼈類的仁⼼甚⾄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英國瑪琪⼽⽂達(Govinda)巴巴與瑪琪們在鹿特丹道場的外⾯



70.給受訓⼈員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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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全⽇⼯作者訓練中⼼成⽴於1976年2⽉，⽽1979年5
⽉巴巴訪問瑞典時，受訓⼈員在斯德哥爾摩與他⾒⾯。

他給了他們這個訊息：

「你們是正在築這條路的先驅者。為此，你們將必須盡
⼀切努⼒去奮⾾和⼯作。你們正在為他⼈開這條路；他
們將會成為享受者，並且毫無困難地繼續前進。要成為
先驅者，你們將必須受苦。你們準備好了嗎?」

「是的，巴巴!」他們都回答。

「要做壞事很容易，但是要做偉⼤⼜崇⾼的事需要道德
⼒量。還需要靈性⼒量，以便你們在這條路上可以幫助
他⼈。在受訓中，你們將獲得道德和靈性⼒量。你們不
應該再考慮到⾃⼰的舒適感和需求。你們的職責是要去
幫助他⼈，⽽不是想到⾃⼰。你們要為遭受苦難的⼈類
服務。Kalyáńamastu(祝福你們)。」

這塊飾有靈性標幟的布，被裝飾在巴巴於斯德哥爾摩的兩次靈性開⽰的座位
上：5⽉27⽇晚上的「回歸⾄上本體」(The Chance to Be One with Him)，以及5

⽉28⽇晚上的「萬物永不寂寞」(An Expression is Never Alone)。

巴巴抵達斯德哥爾摩機場



71.亞特蘭提斯，伊伯利亞半島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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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底，巴巴巡訪了⻄班⽛⽡倫⻄亞兩天。達達•達
瑪維達南達(Dádá Dharmavedánanda)被招募來記下這段時
間巴巴所說的話。以下摘錄⾃達達的書《與神秘⼤師同
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昏時分，我們在城外的海灘上散步。巴巴說：「除了⻄
班⽛、葡萄⽛、愛爾蘭和冰島的部分地區外，古⽼的亞特
蘭提斯現在在⽔下。」

在⽡倫⻄亞機場等待航班時，我仍然在做筆記。巴巴說
：「巴斯克灣最初是亞特蘭提斯的⼀部分—這就是為什麼
它這麼淺的原因。海⽔淺，浪就⼤。太平洋很深—在某些
地⽅深度超過六英⾥—並且海浪很⼩。(知之甚少的⼈卻
吹⽜。)在伊伯利亞半島海岸附近應該進⾏⽂化、地質、
動物學和其他的調查，因為可能會找到有關亞特蘭提斯的
⼀些新線索…⾝體上，我是第⼀次來到這裡，但在精神上
我以前就來過這裡。」

在飛機上，他繼續說道：「對伊伯利亞半島來說，過去是
光明的，現在是多雲的，⽽未來是充滿陽光的。我⾮常喜
歡這裡的⼈們…⻄班⽛語和葡萄⽛語的舊混合名稱叫做伊
伯利亞語。即使在今天，⼀些⻄班⽛⽅⾔與標準⻄班⽛語
的差異也⼤於葡萄⽛語。如果歐洲共同市場體系擴展到歐
洲所有國家，那麼⻄班⽛和葡萄⽛都將受益。」

當巴巴說出這句話時，我在筆記上寫下了「受益
的」(benefi�ed)字樣。

儘管他看不到我寫的內容，但他說：「達瑪維達南
達，『受益的』(benefited)的拼寫是什麼?」

我說：「B-E-N-E-F-I-T-T-E-D。」

「不。儘管規則是短⾳時會產⽣雙輔⾳，但這是⼀個例
外，只有⼀個『t』。」

之後，我翻閱了筆記，發現這是我⼆⼗⾴筆記中唯⼀的粗
⼼的拼寫錯誤。瞧，巴巴抓到我真是太好了!

摘⾃巴巴在菲施(Bábá in Fiesch)：

巴巴在不同的場合談到了亞特蘭提斯傳說中的⽂化。他說亞特
蘭提斯是⼀個⾮常廣闊的⼤陸。它與伊伯利亞半島相連結。那
時直布羅陀與⾮洲相連結。由於⾮常⼤的地震，亞特蘭提斯消
失，撒哈拉沙漠出現。撒哈拉沙漠以前曾在⽔⾯下，這就是為
什麼我們可以在那裡找到⽯油的原因。巴巴隨後補充說，亞特
蘭提斯是⼀個⾼度發達的⽂化。

[在斯德哥爾摩，]巴巴於深夜裡在⼀條舊機場跑道上散步。當
巴巴開始談論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古⽼⽂化與亞特蘭提斯⽂化
之間的聯繫時，⼈們可能會覺得巴巴眼前擁有完整的視野。

他說斯堪的那維亞區域曾經是熱帶氣候。事實上，它位於⾚道
附近，但是從那時起，北極和南極就已移轉。巴巴還談到了某
些像牡蠣⼀樣的動物，它們曾經⽣活在他們正⾏⾛的地⾯上
(後來證實這⽚⼟地曾經是海床)。

錄⾳帶記錄著巴巴在⽡倫⻄亞的某⼀次⼾外散步：

「在中世紀，歐洲存在三種不同的半⽂化：⼀種是普魯⼠語，
另⼀種是拉丁語(意⼤利、法國)，第三種是伊伯利亞。伊伯利
亞的意思是⻄班⽛、葡萄⽛和巴斯克(部分在法國內，部分則
在⻄班⽛內)。現在，在伊伯利亞⻄部，有廣闊的亞特蘭提斯
⼤陸…亞特蘭提斯是伊伯利亞半島的延續。」

[有⼈問：「巴巴，亞特蘭提斯⼤陸是否像⼈們所說的那樣發
達?」]

「你瞧，正如⼈們所說的，他們說的是基於事實的話，基於想
像的話。但是…我們應該進⾏適當的調查。」

[其他⼈問：「巴巴，亞特蘭提斯和埃及之間有任何關係嗎?」]

「你瞧，在古代的世界裡，有四種截然不同的⽂化：德拉威-
印度⽂化、中國⽂化、埃及⽂化和亞特蘭提斯⽂化。…⼈類⽂
化是⼀體的。雖然飲⾷和舞蹈有著當地的差異。但是只有表達
⽅式的不同。即使到現在，也只有⼀種⼈類⽂化。⾎液都是紅
⾊的。」

巴巴在⽡倫⻄亞[左邊弟兄以namaskár向巴巴致敬，後來成為達達•迪維亞洛
克⼭南達(Dádá Divyalokeshán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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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巴到達法國⾥昂的道場之前[告訴Dádá
Vedaprajiná̭nanda]，我偷看了他在週末要住宿的
房間。⼀切都準備就緒：他的床、他的寫字台、
牆上的靈性標幟。奇怪的是，我還感覺到像電⼀
樣的波動瀰漫在房間裡。

巴巴到達了。我們向他致意，並帶他到他的房
間。來⾃法國和歐洲其他地區約有⼀百位虔誠者
在等待他給予靈性開⽰。但是幕後發⽣了⼀場戲
劇。他要求教範師們開會，當我們擠進他的⼩房
間時，他⾯帶悲傷的表情說，幾乎就像⼀個失去
了⾃⼰最喜歡的玩具的⼩男孩，「我對巴黎區的
⼯作不是很滿意。」因此，那天晚上沒有靈性開
⽰。

作為地區秘書，我有責任讓明天化險為夷。對於
在法國所做的⼯作，我必須提供令⼈滿意的報
告，並向巴巴保證，我們在將來會做得更好。該
報告的主要內容之⼀是區域秘書(bhuk�
pradháns)的名單。在我們的部⾨秘書達達•卡倫
南達(Dádá Karuńánanda)的指⽰下，我瘋狂地誇
⼤了名單，表明該地區的32個區域中的每個區域
都有⼀個功能⿑全的區域秘書。

當我向中央ERAWS秘書提交誇⼤的報告時，他看
著它，然後看著我，並嚴肅地說道：「你能給我
更多的東⻄嗎?」我內⼼不得不笑，因為我已經
給了他⼀份太好以致於難以置信的報告。

無論如何，它奏效了。第⼆天，巴巴給了靈性開
⽰和三個講道的第⼀個。然後，我們⼜召開了⼯
作者會議，教範師們擠進他的房間，⽽他接了我
們完成⼯作的報告。

他問達達•達瑪維達南達(Dádá
Dharmavedánanda)：「你在巴黎區開設了多少部
⾨辦公室?」

達達回答：「三個，巴巴。」

「什麼?只有三個?你沒有透過所有這些區域秘書
的幫助嗎?」

然後他眨了眨眼直接看著我說：「我猜那些區域
秘書中有⼀些不是很積極，是嗎?」

那天晚上，我們帶巴巴沿著隆河河岸散步。氣氛
充滿了強烈的靈性，神聖的愛從他⾝上散發到我
們⾝上，再從我們⾝上回到他⾝上。巴巴帶著如
此美麗的微笑看著我們。當他微笑時，彷彿沒有
其他能想像的微笑了。

巴巴凝視著河⽔，彷彿他凝視著永恆。然後他
轉向我們說，我們將必須照顧⼈類社會中「聲
⾳較少」的成員之利益—即那些甚⾄⾯臨困難
也無法表達的⼈們。

摘⾃「從布魯克林到⽡拉納⻄，然後返
回」(From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的釋義

第⼆天早上，巴巴很早就離開飛往義⼤利。在
⾛下臺階上⾞時，⼀位虔誠者問巴巴是否會再
來。巴巴開玩笑地回答：「我想我會再來。我
應該再回來嗎?」許多⼈欣喜地喊道：「是
的，巴巴!」然後他笑著說：「是的，但你們知
道，我已經給你們所有⼈添了這麼多的⿇煩了!」

巴巴在菲施(Baba in Fiesch)

在與巴巴度過了⼀個喜悅的周末之後，他和隨
⾏⼈員已前往機場，他們準備搭乘飛機飛往義
⼤利⽶蘭。我和⼀些LFT在廚房裡⼯作。在接
待巴巴、來訪的教範師們和⼀百位瑪琪之後，
我們都筋疲⼒盡。這個地⽅很混亂，就像聚會
之後⼀樣。然後，突然地，我們接到了電
話。「巴巴回來了!」我們不加思索地⽴刻⾏動
起來，跳進⾞⼦裏，把巴巴和他的隨⾏⼈員帶
回道場，在那裡我們再⼀次享受了有他的喜悅。

摘⾃「從布魯克林到⽡拉納⻄，然後返
回」(From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的釋義

巴巴從⾥昂飛到⽶蘭。但是儘管獲得了有效簽
證，但是⼀⾏⼈都被拒絕⼊境義⼤利，並且被
驅逐出境回⾥昂。回到⾥昂，巴巴問達達•達
瑪維達南達：

編者

「告訴我，達瑪維達南達，這種驅逐出境的最
⼤好處是什麼?」
我對於他的問題感到驚訝。我想了⼀會兒，然
後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巴巴。但我想現在
在⽶蘭機場等著你的數百名虔誠者現在感到很
沮喪和失望。他們肯定會對⾃⼰的政府感到⾮
常痛苦，並且他們將會更加了解其體制多麼地
腐敗。結果，將會更加⿎勵他們努⼒建⽴以靈
性道德為指引的社會。」

他說：「是的，你了解⼀些事情。」

與神秘⼤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巴巴在⾥昂給予靈性開⽰

第⼆天早上，我們帶巴巴回到機場搭機返回印
度。當他⾛到登機櫃檯時，隨⾏⼈員提著標有
「P.R.沙卡」(P.R. Sarkar)的旅⾏袋，我驚訝於⼀
個⾐著簡單的⼩個⼦如何對世界產⽣如此巨⼤的
影響。

回到道場，剩下⼀些瑪琪進⼊他的房間，在那裡
靜坐。我⾛進我的辦公室，在巴巴逗留期間，該
辦公室⼀直是他的私⼈助理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的住處。達達•達瑪維達南達則睡在
地板上，過去的⼀個⽉陪著巴巴到處⾛動，安排
他的安全護衛和⼾外散步之後，他已筋疲⼒盡。
他正在睡覺，但他的⼼靈仍然忙於最近幾天來的
事情。他睡著了，開始⼤聲地說夢話：「今晚我
們可以帶巴巴去哪裡散步呢?」

為了好玩，我決定回答他，並說：「我們可以帶
他沿著隆河散步。」

達瑪維達南達吉(Dharmavedánandaji)仍在睡覺，
回答說：「不，我們不能帶他去那裡。他昨天
有去那裡!」

從布魯克林到⽡拉納⻄，然後返回
(Brooklyn to Benares and Back)

巴巴在巴黎機場過境，並在那兒拍攝了這張照
⽚，然後經由莫斯科飛往孟買。

編者

兩個星期後。⻄德美因茲。來⾃義⼤利的消息：
弟兄⾺爾卡德埃亞(Márkańd�eya)和其他⼀些義⼤
利瑪琪盡了最⼤的努⼒，找出巴巴旅遊團被驅逐
出境的原因。在調查的早期階段，他們能夠確認
驅逐出境的最初要求確實來⾃巴巴所指的某宗教
機構內部。

向義⼤利政府轉達這個要求的該機構的官員，告
訴他們他只是履⾏職責，⽽不知道原因。⼀位⾼
級宗教官員命令他這樣做。瑪琪們隨後會⾒了那
個⾼級官員。他卻指引他們去⾒甚⾄更⾼級且給
他命令的官員。

這種向上傳達⼀直持續到他們被帶到最⾼當局周
圍的內圈⼈⼠。此時，他們會⾒的最⾼級官員告
訴他們：「對不起。我無權向您們提供更多有關
此過程的來源或原因的信息。」

與神秘⼤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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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巴巴來到泰國時，我很幸運被要求成為
他的司機 …我碰巧是曼⾕唯⼀擁有汽⾞的
瑪琪 …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將巴巴視為
印度最危險的⼈物之⼀ …當我在機場迎接
他時，他穿著傳統的印度服飾顯得很普通
—⽩⾊dho�和kurtá。在曼⾕的⼀家公司⼯
作的印度瑪琪夏姆•班(Shyám Bang)邀請巴
巴作客，當我們往蘇坤蔚(Sukhumvit)⾏駛
時，我注意到他可以讀泰語的招牌，甚⾄
可以完美地發出泰語的⾳。…令我驚訝的
是，巴巴擁有不可思議的理解泰語的能
⼒。他問我：『你知道泰國的原名嗎?我
說：『暹羅，巴巴』，他問：『你知道這
是什麼意思嗎?』我回答：『不知道，巴
巴。』他說它意味著深綠[shyámá]。… 當
我問巴巴為什麼他不被允許⼊境菲律賓，
他看著我說：『中情局不瞭解我。』」

克⾥薩達(Krisada)，摘⾃朝向更光明的未來
(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1979年8⽉9⽇，巴巴在抵達的當天早上說：

「我們的社會是⼀體的。我從⼩就在宣揚
這⼀點—⼈類社會是⼀體…當尊重⼀個⼈
時，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事實：我們屬於同
⼀個階級，同⼀個信念，同⼀個社區，同
⼀個宗教，同⼀個家庭。我們擁有這個⾄
上家庭，彼此關係密切。沒有⼈⽐你們優
越。沒有⼈⽐你們低等。你尊重任何⼈和
每個⼈，因為任何⼈和每個⼈都是⾄上本
體的顯現…我想你們已經理解了?⼀個⾮常
甜美的主意。因此，我認為，也是我的願
望，⼈類社會是⼀體的、不可分割的；這
是⾄上意識的⼀種顯現的形式，⼀種甜美
的顯現，你們應該始終透過做namaskár來
表⽰敬意。」

編者

[在8⽉13⽇深夜的⼾外散步—⼀個充滿
密宗波動的漆⿊夜晚—巴巴解釋了為什
麼不同的國家拒絕他⼊境以及他被驅逐出
境的原因：]

「他們說我是⼀個危險的⼈。我不是⼀
個危險的⼈。我是⼀個堅強的⼈。想像
⼀下，他們很怕我，我只有五英尺兩英吋
⾼！你知道⿂店聞起來如何嗎？呃!但是
有些⼈喜歡這種⿂腥味。只有那些喜歡
⾃私的⿂腥味的⼈們才會怕我。⾃私是
⼀種⼼理疾病，他們知道進⽤論(Prout)沒
有任何⾃私的餘地。」

[在另外⼀次的⼾外散步期間，]⼀位年輕
的泰國⾳樂家瑪琪問道，未來的⾳樂會是
什麼樣⼦。巴巴開始解釋說，每個國家的
民俗⾳樂都是簡單的⾳樂，容易聆聽。⽐
民俗⾳樂更⾼級的是古典⾳樂，意味著精
緻的⾳樂，他提到了⻄⽅古典⾳樂、印度
古典⾳樂和中國古典⾳樂。虔誠歌曲
(Bhajan)是靈性或虔誠之歌，是古典⾳樂
的⼀種⾼級形式。⽐古典⾳樂更⾼級的是
kiirtan—它會使你沉湎於其中。

聆聽kiirtan會使你忘了時間，忘了你是否
吃過飯，忘了睡眠。它會使你沉湎於⾳樂
中。他說，⽐那更⾼級的只有上帝。這就
是為什麼在虔誠歌曲之後，你的⼼靈不想
要聆聽古典⾳樂；在kiirtan之後，你不想
聽到更多的虔誠歌曲，你只想要靜坐。他
說，如果你想要創作⼀曲新的⾳樂，你應
該在靜坐之後再做。

達達•⾺赫什⽡蘭南達

巴巴在曼⾕夏姆•班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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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施(Fiesch)的⼀次⼾外散步期間，奧普拉卡什(Oṋḿprakásh)
問巴巴什麼時候會來台灣。巴巴說他會來，但沒有說是什麼時
候。他在那年下半年兌現諾⾔— 1979年8⽉15⽇—以台灣政
府的貴賓⾝份抵達台北，台灣的瑪琪們接待了他，這前所未有
的兩週是他在印度以外的任何國家所度過的最⾧時間。在那段
時間裡，他光在台北就給了不少於⼗次的⼀般的靈性開⽰，在
台中和⾼雄也分別給了⼀次⼀般的靈性開⽰。1979年8⽉17
⽇，他宣佈在台北舉⾏⼤法會，並且給了⼤法會的講道「⼈與
他的理念⺫標」(Man and His Ideological Desideratum)。⼀些摘
錄如下：

「所有的⼈都是同⼀個⽗親的孩⼦，⾄上⽗親的孩⼦。因此，
在這⽅⾯⼀定不能有任何區別...⼈類的⽣命和動物的⽣命不
同，⼈類的⽣命是⼀種理念的波流...因此，每個⼈都必須盡⼒
維持⼈類的特殊地位。這是我們的⾸要職責。這是我們的基本
職責。必須不惜⼀切代價維持這種理念波流...⾄上意識是⾄上
⺫標，是⼈類⽣命的⾄上⺫標...當你把所有好的或壞的習性都
導向愛⾄上意識時，那麼你的⼼靈的集體波流就是虔誠。藉由
虔誠，⼈可以達到⾄上境界。⼈得到了⾄上意識...靈性運動的
⾄上⺫標是所有⼈類的⺫標或理念波流。」

8⽉20⽇上午，巴巴在台中告訴瑪琪們：

「你們應該永遠記住，你們是⾄上意識的孩⼦，與祂合⽽為⼀
是你們與⽣俱來的權利。坐在祂的腿上是你們與⽣俱來的權
利。沒有⼈可以禁⽌你們享有這項與⽣俱來的權利。這就是為
什麼，有意或無意地，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你們都應該朝向祂
前進並與祂合⽽為⼀。這是⼈類的道路，這是區別動物和⼈類
的主要因素…你們的道路是靈性的道路。當你們已被祝福擁有
⼈⾝時，請做個百分之百的⼈類，然後持續減少與⾄上意識的
距離。最後，與祂合⽽為⼀。」

那天下午，他從台中出發時說：

「這⽚古⽼的⼟地的未來是光明的。你們應該記住，你們⼀定
不能偏離⾃⼰的偉⼤⽂化遺產。我已領受這⽚⼟地的善意，我
確信它的未來是光明的。」

當他說出這些話時，瑪琪們都哭了。

在台中，椅⼦製作的轎⼦(底下照⽚)⽤來抬巴巴

巴巴和隨⾏⼈員在台北的貴賓招待會之後進⼊機場貴賓室

巴巴在台北的⼤法會



75.巴巴在開羅區(Qahira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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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巴巴訪問了希臘、以⾊列和
⼟⽿其，這是他最後⼀次世界巡旅的⼀部
分。在雅典旋⾵式⼀⽇遊期間，他給了⼀
次⼀般的靈性開⽰，在海法給了兩次⼀般
的靈性開⽰，在伊斯坦堡則給了三次⼀般
的靈性開⽰。他宣佈9⽉14⽇在海法舉⾏
⼤法會，開⽰主題是「主體的接近與客體
的調適」(Subjec�ve Approach and
Objec�ve Adjustment)。其結論的摘錄如下：

「每⼀個存在…都是⾄上意識的變形形
式。當⼀切都是⾄上本體的變形形式時，
那麼⼈就會感覺到，這個宇宙的⼀切都是
靈性的，沒有任何事物是物質的或⼼理
的。那裡的⼀切，都是宇宙認知的舞蹈。

「當⼈了解到這⾄上真理，這種無處不在
的真實標準時，⼈就會完全平靜下來，⼈
便享有這⾄上喜悅。這是達到解脫的唯⼀
途徑。這是達到永久性解脫的唯⼀途徑。
別無他途。因此，你們應該記住，你們
的⽣命應該始於虔誠的這⼀點，並且終於
虔誠的這⼀點。」

[在以⾊列的時候]巴巴⼀再提到，甜美的
靈修(madhura sádhaná)的概念起源於此，
在所羅⾨國⺩時期，他們習慣在⼭上靜
坐。巴巴現在已把甜美的靈修系統正式
化，並說密宗(tantra)或希⽡密宗(Shaeva
Tantra)的主要中⼼之⼀是在以⾊列。

與巴巴的⽣活(Living With Baba)

「在海法，巴巴住在迦密⼭的⼀間公寓
裡。巴巴有⼀個浴室，另⼀個浴室則給達
達們使⽤，但嫡嫡們則沒有。因此，嫡嫡
們習慣使⽤隔壁鄰居的浴室，鄰居是⼀位
猶太⽼婦⼈，⺟語是意第緒語。當活動結
束時，嫡嫡們向她表⽰感謝，⽽她請她們
進⼊公寓，並且告訴她們⼀些特別的事
情。她說巴巴已拜訪過她，並以意第緒語
與她交談，還說巴巴感謝她的服務，提供
洗⼿間給嫡嫡們使⽤。巴巴的房間⼀直都
有守衛，在她提到的這段時間裡卻沒有⼈
看到巴巴出去。」

卡利亞尼(伊斯坦堡)

巴巴在海法的座位上有這個靈性標幟

巴巴在海法 在伊斯坦堡的⾙⻄克塔什公園裡散步



76.巴巴在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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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4⽇，來⾃冰島的艾因賈利•德維(Ainj̭ali
Devii)在監獄裡與巴巴會⾯。她問他：「你會來冰島
嗎?」巴巴的回答是：「為什麼不呢?他們都是屬於我
的。」他確實訪問了冰島，並在途中住在阿⽡尼什
(Avaniish)的奧斯陸家中⼀晚。巴巴說：「冰島
(Iceland)不是冰冷的，格陵蘭(Greenland)不是綠⾊的。
冰島是由凝固的熔岩所形成，⽽且⼟地貧瘠。格陵蘭
則⽩雪如毯。」

朝向更光明的未來(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在遊覽期間，巴巴將冰島固定為歐洲唯⼀的⼤法會活
動的所在地。冰島無疑是歐洲瑪琪們最難到達的地
⽅。⽽且它顯然不被視為是度假勝地。此外，冰島的
瑪琪們⽐⼤多數其他歐洲國家還要少。儘管他沒有解
釋這原因，但我們猜測⼀定有⼀個靈性的原因。想必
這個深夜的太陽島嶼有著獨特之處。⼀些神秘主義者
寫道，冰島是地球上最⾼的能源中⼼之⼀。雖然我覺
得他們可能是對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不過⾄少巴
巴確實說過，這個島嶼是古代亞特蘭提斯⼟地上仍處
於⽔⾯之上的少數部分之⼀。

在這特別的⽇⼦裡，有⼗幾個⼯作者在巴巴的臥室
裡，⼤家對他的笑話都笑得要死。有⼀次，他看著法
國裔的達達•魯德雷什⽡拉南達(Dádá
Rudreshvaránanda)，並且開始⽤他的⺟語交談。儘管
我們其餘的⼈幾乎⼀無所知，但是魯德雷什⽡拉南達
吉(Rudreshvaránandaji)卻被巴巴的法語笑話逗得發
笑，以⾄於他簡直笑到不⾏。後來，我終於知道巴巴
正在對房間裡的物體和⼈們之間做不合理的⽐較。這
次的法語會議⼤概持續了⼗分鐘。

之後，我問魯德雷什⽡拉南達吉：「巴巴的法語發⾳
如何?」 巴巴在雷克雅維克給予⼤法會

「⽐我好。巴巴說的是完美的巴黎⼝⾳，⽽我是在巴
黎以外的地⽅⾧⼤。我認為他的字彙甚⾄超過了我。」

「但是他怎麼會這麼懂法語呢?」

魯德雷什⽡拉南達吉回答說：「他肯定與宇宙幽默感
有秘密的直接聯繫。」

與神秘⼤師同遊 (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1979年9⽉18⽇，巴巴在雷克雅維克的⼤法會講題是
「⼈類的⽣命及其⺫標」(Human Life and its Goal)。他
在講道中說：

「我曾經說過這個字『desideratum』應該始終保持單
數，⽽不是『desiderata』–因為⺫標是單⼀的本
體。『desideratum』不能有任何的複數形式。第⼆件
事情是你們的⽅法應該是虔誠的⽅法。你無法藉由翻
閱⼤量書籍或成為書蟲來得到祂。」

他總結說：

「由於這宇宙的『我』是⾄上創造者，⾄上⽣成者，
所以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是祂的後裔，⽽祂是始祖。
祂是⾄上⽗親。你們與這⾄上本體有著家庭關係，⽽
不是外在禮節的關係。祂是你的，你也應該記住，對
祂⽽⾔，沒有甚麼是外在的。萬事萬物都是內在的，
沒有什麼是沒有的。因此，你們已被祂創造出來，並
且你們在祂之內，並且由於祂是你們的⾄上⺫標，最
終你們也將與祂同在，你們將與祂合⽽為⼀。為此，
你們不需要獲得特別的教育，不需要哲學的知識，也
不需要其他外部屬性。對⾄上宇宙本體的⾄上之愛將
使你們與祂合⽽為⼀。」



77.巴巴在⽛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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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預定在他最後的世界巡旅結束時前往美國旅⾏。但是他的美國簽證被拒絕
了，於是在⽛買加(也是紐約區的⼀部分)安排了⼤法會。他於1979年9⽉20⽇飛
往⾦斯敦，在那裡他給了三次⼀般的靈性開⽰，⼀次泛宇⽂藝復興的演講，並
在聖⽅濟各會修⼥會(Franciscan Sisters Immaculate Concep�on Convent)舉⾏了⼤
法會。在他的⼾外散步期間，包括在希望植物園(Hope Botanical Gardens)和⻄印
度群島⼤學(University of West Indies)，他談到加勒⽐海諸島、它們的⽂化以及
它們的動植物。

9⽉22⽇巴巴在⾦斯敦的RU(泛宇復興)演講「教條與⼈類⼼智」(Dogma and
Human Intellect)總結說道：

「我希望我們智⼒發展的男孩和⼥孩們，或想要智⼒發展的男孩和⼥孩們，應
該⿎勵⼈類社會的這種智⼒進步，這最終將幫助⼈類社會各種類型的進步。我
希望你們男孩和⼥孩們都能感受到、意識到智⼒進步的效⽤，並在世界上所有
城鎮，甚⾄在所有的⼤村莊裡創辦你們的RU俱樂部。」

第⼆天早上他說：

「你們男孩們，你們⼥孩們，你們靈性的渴望者，必須永遠記住，你們永遠不
要⾂服於教條的祭壇上。過去，教條做了這麼多令⼈討厭的事，教條在⼈類社
會中製造了這麼多分裂的傾向。你們的⼝號應該是『教條—不再!教條—不
再!』在教條的邊界之上建⽴起⾃⼰，並且⽴⾜於⼈類榮耀的卓越中。」

那天晚上的⼤法會，他給了靈性開⽰「偉⼤的⾄上意識」(Parama Purusá the
Great)：

「...偉⼤的⾄上意識是⾄上庇護所。我們被祂庇護，我們被庇護於祂，最後我
們將被祂的⾄上核⼼所庇護。別無他途。⼈越早了悟到這個事實就越好。因此
據說，靈性道路，從⾄上負性到⾄上主體的運動，對知識分⼦，對明智者，對
狡猾者，對聰明⼈⽽⾔，是⼀條道路。因此據說，虔誠者是宇宙中最聰明的
⼈。你們應該永遠記住這個事實。」

巴巴在⼤法會上

在希望植物園散步



78.巴巴在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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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最後⼀次世界巡旅的最後⼀站
是委內瑞拉的卡拉卡斯，他在那裡
給了三次⼀般的靈性開⽰和⼀次⼤
法會。

教範師毘濕婆(Ácárya Vishvamitra)
回憶起前往植物園的⼾外散步：

「達達•拉曼南達(Dádá Rámánanda)
協助巴巴⾛下樓梯到花園。巴巴⾛
到⼀半停了下來，看著我們說
：『我仍然需要幫助，因為他們試
圖在監獄中毒死我，並且影響了我
的視⼒。但是他們沒有成功，對
嗎？』我們都回答：『不，巴巴，
他們沒有成功！』」

教範師毘濕婆回憶起另外⼀次散步
到動物園去：

「巴巴散發出來的愛與情感的波動
是無法抗拒的…我們正⾛過短吻
鱷，⽽⽩鷺正從鱷⿂的⽛⿒中撿
⾁。巴巴說：『你看，⿃和鱷⿂有
個契約：⿃要吃⾁，鱷⿂要清潔⽛
⿒。這是協調合作的⼀個很好例
⼦。』我對巴巴說，藍鯨即將滅
絕。巴巴說：『我的男孩，有著藍
眼睛和⾦頭髮的⼈有⼀天將會滅
絕。⼈們將從另⼀個星球來到這
裡，觀察我們的⽂明之遺跡。他們
會說，這裡曾經有⼀個⾮常先進的
⽂明，建造了很⾼的建築物並擁有
先進的技術。但是他們無法學會共
同⽣活。我的兒⼦，你希望歷史可
以這樣閱讀嗎?』我回答：『不，
巴巴，我們必須履⾏你的使命。』
他說：『很好，我的兒⼦。』」

他在1979年9⽉26⽇的⼤法會講題
為「解脫之路」(The Path of
Salva�on)，其結語如下：

「你們靈性渴望者，你們應該記
住，⾄上意識⼀直與你們同在，祂
的恩典始終與你們同在，你們都是
祂的慈愛的孩⼦。關於⾄上之⽗，
你們無需發展出任何恐懼情結。你
們應該記住，祂是⾄上之⽗。祂始
終在呼喚你們，你們應該總是準備
好給予適當的回應。」

第⼆天，在他的最後⼀次⼀般的靈
性開⽰中說：

「從這⼀刻起，忘記你們過去所有
的錯誤…並重新開始成為⾄上⽗親
(Parama Pitá)的理想孩⼦，⾄上意
識的理想孩⼦…你們應該朝向⾄上
⺫標光榮的前進…整個⼈類社會都
焦急地等待著你們…你們是⼈類⽂
明的⽕炬⼿。你們是先驅者…你們
是新⽂明的先鋒。」



79.瑪迦上師住處(MG 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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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巴巴住在哪裡，他的居住地都被稱為瑪迦
上師住處，他會給每個住處⼀個梵⽂名稱，並
在名稱前⾯加上Madhu(甜美的)。在他的後半
⽣，⼤部分時間都在加爾各答度過，他的主要
住處是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nc̭a和蒂利亞拉
的Madhu Koraka。舉⾏⼤法會時，他也會住在
喜悅之城的Madhu Karńiká，以及世界巡旅時的
其他瑪迦上師住處。

1979年3⽉4⽇，巴巴搬進了在湖濱花園新購買
的房⼦，並將其命名為Madhu Málainc̭a。他在
那裡創作了3749⾸曙光之歌，為147位靈修者
提供微⽣元靈修，為570位⼯作者提供了典範
師啟蒙(avadhúta diiksá́)，並為數以千計的弟⼦
們提供了個⼈接⾒。當時，中央辦公室在離湖
濱花園不遠的喬德普爾公園，他過去每天早上
⼗點都會去那裡。

編者

「多年以來，巴巴⼀直住在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nc̭a(甜美的花園)。住所到處都是巴巴所珍
愛的來⾃世界各地的植物。在這裡，這麼多的
虔誠者⾂服在他的⾜下。在這裡，這麼多的虔
誠者站在烈⽇下、傾盆⼤⾬中等待、唱歌、早
晚等待著他出來散步。在這裡，只要有⼀句話
或看⼀眼，這麼多的虔誠者從他那無法抗拒的
溫柔體驗中了解到喜悅地抽泣的感覺。

在這裡，這麼多的虔誠者僅藉著有他出現的恩
典就達到了最艱難的靈性境界。在這裡，這麼
多受到祝福的虔誠者真⼼誠意地為他獻上花
環，當他以如此難以形容的光輝之愛凝視的時
候，聽到他溫柔地說道：『你確定這是給我的
嗎?』他們看著他，欣喜若狂地回答：『噢，
是的，巴巴，只給祢』並且慢慢地⾛到裡⾯的
⼩路。

加亞特⾥(Gáyatrii)

Madhu Koraka與Tiljala的新中央辦公室和
WWD(婦⼥福利部)辦公室是在同⼀棟綜合建築
物，⽽巴巴於1981年5⽉17⽇⾸次住在那裡。
他在那裡創作了602⾸曙光之歌，為⼋位靈修
者給予微⽣元靈修。為215名⼯作者提供了典
範師啟蒙，並為許多瑪琪和⼯作者提供個⼈接
⾒。

在喜悅之城舉⾏⼤法會的時候，巴巴會住在
Madhu Karńiká，他在那裡還創作了142⾸曙光
之歌。

1989年初，在⽐什努布爾(⼤約位於喜悅之城和
加爾各答之間的中途)蓋了⼀個名為Madhu
Mádhavii的MG Quarter(上師⾏館)，因此巴巴可
以在兩個⺫的地之間過夜。他於1989年5⽉26
⽇和6⽉5⽇以及1990年5⽉30⽇和6⽉5⽇住過
那裡。

巴巴在蒂利亞拉的Madhu Koraka裡散步



80.給婦⼥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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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12⽇，巴巴拜訪了位
於加爾各答南端公園的婦⼥福利
部⾨中央辦公室，並在訪客留⾔
簿上寫下這個訊息。

那天稍晚時候，他說：

「當我訪問婦⼥福利部⾨辦公室
時，我說了什麼，我寫了什麼?請
把它讀出來。」

於是有⼈宣讀：「你們作為⼈類
社會中最⾼貴的部⾨，為全⼈類
做出貢獻。」

巴巴繼續說：「為什麼要⾼貴?萬
事萬物都應該適當地被解釋和詳
述。所有⼈類都是相同的反映在
不同板上、不同鏡⼦上的微⼩投
射。那些鏡⼦是什麼?個體⼼靈。
有這麼多的個體⼼靈，⽽⾄上存
在反映[在每⼀個情況下]是[個體
意識]。個體⼼靈就是那⾯鏡⼦，
⾄上意識反映在個體就是個體意
識(jiivátmá)，即個體的意識
(átmá)。因此，在這⽅⾯，所有⼈
都是⾼貴的，所有⼈都是神聖的
存在。

「但是，你知道，神聖或⾼貴是
在靈性層⾯；因此，就這世俗層
⾯⽽⾔，⾼貴取決於神聖[和服
務]，⽽神聖取決於其他。當⼈們
接觸到某個特殊的⼈時，由於他
或她朝向⾄上運動⽽提升其⽣
命，那麼其他的⼈會把他或她視
為神聖之⼈。為什麼?⼀個神聖的
⼈。當他們從那個神聖的實體，
或者從那個神聖的存在，得到無
私的服務時，那麼那個神聖的存
在就不僅是保持神聖，⽽且也變
得⾼貴。

「我稱呼你們⼩⼥孩們為⼈類社
會的⾼貴部⾨，我知道我對此也
感到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希望這
些⼩⼩的⾼貴的⼈，⼈類社會的
⾼貴部⾨，將會—應該—越來越，
會更加，藉由她們的⼯作，為苦
難的⼈類提供越來越無私的服務
⽽⾼貴。這就是我想要的。這就
是為什麼我寫下這個訊息。」

巴巴離開⼤廳時，補充說：「我
希望我的⼩⼥孩們會感到滿意?」



81.植物計畫和花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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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遷⼊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nc̭a之後不久，他開始
了博物館收藏以及獨特的植物和樹⽊收藏，後來⼜擴展
到蒂利亞拉的Madhu Koraka和喜悅之城的Madhu
Karńiká。他會監督植物的管理，對植物的栽培給予建
議，揭⽰植物的起源和歷史、藥⽤和其他⽤途，除了它
們的植物學名外，還給予它們梵⽂名字，並於1980年開
始每個⽉兩次的花園和博物館的巡旅。每⼀個旅⾏團僅
限於10⾄20⼈的⼩組，有時在每⼀個團裡除了瑪琪和⼯
作者之外，還包括他同意的⾮瑪琪。

1981年，全球植物交換計劃開始。每當他們來到加爾各
答時，⼯作者和瑪琪都被要求從他們的當地帶來植物，
然後才被允許⾒巴巴。印度以外的⼋個部⾨中的每⼀個
部⾨，以及德⾥區的⼗個區域中的每⼀個地區，都必須
每個⽉把約600種植物託中央辦公室保管。此外，每⼀次
⼯作者向加爾各答報告時，他或她都被要求親⾃交付⼀

些額外的植物。每個⽉總共帶來了約13,000種植物。

編者

瑪迦上師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度過了⼀個星期。有⼀
天，他路過⼀棵巨⼤的棉樹。這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棵
樹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花朵是⾦⿈⾊，⽽不是平常的紅
⾊。瑪迦上師對這個不尋常的物種感到興趣，並告訴典
範師阿南達卡魯娜(Avtk. Ánanda Karuńá Ác.)要找到它的種
⼦。在他們返回印度時，她帶著⼀些種⼦。有11株植物
發芽，瑪迦上師在Madhu Málainc̭a親⼿種植了其中⼀株…
如果你參觀這個花園，你會在房⼦的右側看到⼀棵⼤
樹。它隱約在蒼翠繁茂的花園裡，是附近最⾼的樹⽊。

如我所知的阿南達慕提吉(Anandamur�jii As I Knew Him)

巴巴在Madhu
Málainc̭a的花園之旅



82.巴巴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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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位於湖濱花園的Madhu Málainc̭a的博物館充滿了紀念
品，其中有許多珍貴的當地藝術和⽂化的作品是多年來世
界各地的虔誠者奉獻給他的。還有來⾃喜悅之城和世界其
他地區的化⽯，以及兩件委託製作的藝術品：關於上主希
⽡⽣平的希⽡遊戲(Shiva Liilá)繪畫系列和關於上主克⾥斯
那⽣平的克⾥斯那遊戲(Krsń́a Liilá)透視畫系列。

1980年，巴巴把希⽡遊戲系列委託給當時在桑蒂尼蓋登
(Shan�niketan)的維斯⽡巴拉蒂⼤學(Vishva Bhara�
University)的藝術教授⿆尼克•班帕多耶(Máńik
Bandopádhyáya)。⼀樓的博物館房間裡，⼆⼗⼆幅畫被擺
放在其他展品上⽅的牆上。其中三幅畫的版畫已由嫡嫡•
阿南達•拉瑪(Didi Ánanda Ramá)進⾏數位修復。
原始標題為：

9. (希⽡教導阿⽡克拉(Ast́á́vakra)瑜珈)
11. (希⽡教導巴哈拉塔•姆尼(Bharata Muni)有關歌曲和節奏的藝術)
16. (希⽡從事法性弘揚)

編者

上圖：希⽡遊戲 9, 11和16

當[花園]巡遊完成時，巴巴會帶領所有⼈上樓到屋頂，向
他們展⽰苞葉雪蓮和其他寒帶植物的溫室。然後，我們下
樓到⼀樓的房間，其中⼤部分博物館物品都放在玻璃盒
中，包括⼀些極有趣的化⽯。這時，巴巴會坐下來接受⼀
杯椰⼦⽔。他會和客⼈聊個幾分鐘，詢問他們是否喜歡這
個遊覽。然後他要我向他們展⽰克⾥斯那遊戲和希⽡遊戲
的陳列品...他會說⼀些關於這兩個⾄上遊戲的事情。「現
在，你們將會親眼看到希⽡和克⾥斯那⽣活中不同的事
件。」然後他會進⼊⾃⼰的房間去休息，⽽我會向遊覽參
與者展⽰克⾥斯那遊戲和希⽡遊戲，來結束這個遊覽。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83.法性檢視 (Dharma Samiikśa)

Copyright © 2021 P.R. Sarkar Institute

1981年夏天(從5⽉⾄7⽉)，巴巴召集世界各地的
瑪琪和⼯作者，進⾏了史無前例的靈性檢視，稱
為法性檢視。在集體會議上，他們會⼀個接⼀個
地站在他⾯前，⽽他會檢查他們過去的⾏為和現
在的潛伏因果業⼒，以及對他們未來的靈性進步
給予矯正措施。

編者

靈性渴望者在⾏完五體投地禮之後，會⾛到他的
⾯前站著。就像全⾯掃描⼀樣，巴巴不僅看到⾝
體上的疾病，還看到個體的整個⼈⽣歷程。他指
出了缺陷，有時會給予⼀些輕度的體罰以消除潛
伏因果業⼒，並且囑咐個⼈的瑜珈體位法，以及
給予其他特定的指⽰。通常教範師維杰亞南達
吉(Ácárya Vijayánandaji)會做筆記，然後在稍後會
指導有關的靈修者。

朝向更光明的未來(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1981年7⽉25⽇，巴巴在法性檢視的演講中說道
(⼀部分)：

「法性檢視的主要⺫的就是使個體成為燒過的種
⼦(dagdhabiijas)...在⼈類⼀萬五千年的整個歷史
中，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法性檢視...那些聚集在這
裡的⼈肯定都是好⼈。你們之中的⼀些⼈從五千
或⼀萬英⾥遠⼀路來到了這裡。有些⼈則來⾃附

近。你們聚集在這裡，其背後肯定有某個精細的
原因。你們都是好⼈–肯定⽐普通⼈更好。這就
是為什麼你們來到這裡。儘管有很多其他⼈住在
附近，但是他們沒有來。依我看，⾄上意識應該
為這些好⼈做些事情…因此，如果⾄上意識應該
取⾛個體的⼀些罪，他們將會感覺到如釋重負⽽
感到愉快。這些免除於罪和潛伏因果業⼒的束縛
之⼈們，會做出許多⼤事業。藉由他們集體的努
⼒，他們會為這世俗的地球帶來天堂...因此，法
性檢視是過去⼀萬五千年裡最具劃時代的事件。」

來⾃瑞典北部的姊妹阿魯娜(Aruńá)站在巴巴的⾯
前。在檢視完她的姓名、職責等⼿續後，秘書⾧
開始詢問她⼗六點原則。

巴巴打斷說：「不必質疑她的⾏為。她正在盡⼒
⽽為。」

我們都感到很驚訝。這是宣佈瑪琪不可被批評的
第⼀例。

我看著阿魯娜的臉。沒有看到這樣的評論幾乎會
在其他任何⼈之中引起的⾃我膨脹，她反⽽是看
起來很⾃然—她的眼睛閃著眼淚。她陶醉在與巴
巴在⼀起的狂喜中。

與神秘⼤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法性檢視是在我們加爾各答的喬德普爾公園辦公室⼀樓進⾏。這是同⼀時間建築物外部的平⾯圖。



84.新⼈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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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2⽉31⽇，巴巴在喜悅之城⾸次談
到社會平等原則(sama-samája ta�va)的概
念，該講道後來成為這本具有⾥程碑著作
《⼼智圓融之鑰：新⼈道主義》(The
Libera�on of Intellect: Neohumanism)的⼀部
分。

次年年初，他把這本書的其餘部分作為⼀
系列主要是星期天的靈性開⽰，從1982年2
⽉21⽇⾄3⽉29⽇持續提出新⼈道主義的社
會理論。

編者

但事實上，在此之前的⾄少⼗年裡，他已
經使⽤了這個詞「新⼈道主義」(Nayá
Mánavatávád或Navyamánavatávád)。在出版
《⼼智圓融之鑰：新⼈道主義》六年後，
他批准開始⼀系列旨在包含他的其他與新
⼈道主義有關的講道：《⼼智圓融之鑰》
之前的講道，《⼼智圓融之鑰》之後的講
道，以及將來可能還會出現的講道。該系
列的兩個部分—《新⼈道主義概要》卷⼀
和卷⼆(Neohumanism in a Nutshell Part 1
and Part 2)—在[巴巴的]⾁⾝在世期間已出
版。

《新⼈道主義概要》(Neohumanism in a
Nutshell)的出版部註解

多年以後，1988年4⽉13⽇，巴巴說：

「任何狹隘的『主義』都可能轉化為宇宙

主義，只有當所有物理障礙、⼼理障礙和
靈性障礙都已從『主義』的圓周移除後，
所有⼈才能接受。這是我在《⼼智圓融之
鑰：新⼈道主義》⼀書中解釋的新觀念。
該書使⽤了『新⼈道主義』⼀詞，記住這
個新觀念。」

《⼼智圓融之鑰：新⼈道主義》的⼀些語
錄：[精簡版展覽]

「當⼈道主義的基本精神擴展到宇宙中⼀
切⽣命與無⽣命之物時—我稱它為『新⼈
道主義』。這種新⼈道主義將會提昇⼈道
主義成為宇宙主義，成為對宇宙萬物的⼤
我之愛。」

1982年2⽉21⽇，加爾各答

「[⼈道主義]⼀定要有不斷的激勵源泉來激
發它—我稱它為新⼈道主義。」

1982年2⽉28⽇，加爾各答

「⼈類在新⼈道主義⽅⾯實⾏的愈多，他
們內在⼼靈的顏⾊(⾮外在世界的⾊彩)將會
被吸收得愈多。」

1982年3⽉9⽇，加爾各答

「這新⼈道主義是甚麼呢?新⼈道主義是過
去的⼈道主義、現今的⼈道主義以及未來
的⼈道主義...新⼈道主義對⼈類存在的觀
念將給予新的激勵並提供新的解釋。它將
幫助⼈類了解，在這創造的宇宙中作為最
有思想及聰明的⽣命，⼈類必須接受照顧
整個宇宙的重責⼤任，必須接受整個宇宙
相繫於他們的責任。」

1982年3⽉29⽇，加爾各答

「根據新⼈道主義，最後及最⾼的⺫標是
要使個體⽣存的核⼼與宇宙⽣存的核⼼相
應⼀致，結果個體的整體⽣存與宇宙次序
的控制核⼼結為⼀體，⽽那將是新⼈道主
義的最⾼表現。」

1982年3⽉29⽇，加爾各答

有⼀天早上⼾外散步回來後，巴巴爬上湖
濱花園的樓梯。他停下來並且問道：什麼
是新⼈道主義?沒有⼈回答。然後他說
：「當⼈⼼的愛擴展到擁抱整個有情⽣命
和無情⽣命的世界時，那就是新⼈道主
義。」

朝向更光明的未來(Towards a Brighter Future)

這是巴巴於1961年1⽉8⽇親筆書寫的⽂稿，是巴巴在正式介紹該術
語之前，所表達新⼈道主義概念的早期例⼦。



85.曙光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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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14⽇，巴巴在⽐哈爾邦的德奧加爾創作了
他的第⼀⾸曙光之歌(Prabhát Saḿgiita)。「Saḿgiita」
是指⼈聲、器樂和舞蹈的結合。沿襲以作曲家的名字
來命名樂派的傳統，他以普羅巴(Prabhát)作為前綴。
也因為「prabhát」的意思是「黎明」，「Prabhát
Saḿgiita」意味著⾳樂新時代的曙光。在不到三個⽉
的時間裡，巴巴已經創作了150多⾸歌曲，並且在接
下來的⼋年多裡，他的歌曲總數達到5,000多⾸，超過
了他之前的任何知名作曲家。

編者

⼤多數歌曲都是⽤孟加拉語創作的，但有40多⾸是⽤
其他語⾔創作：英語、梵語、北印度語、烏都語、摩
揭陀語、邁蒂利語和昂加語。曙光之歌不僅代表了印
度⼤多數重要的古典和民間⾵格，⽽且在某些情況下
⾸次將這些⾵格與波斯、斯堪的納維亞、中東、中國
和世界上其他重要的⾳樂⾵格融合。在這部作品中，
我們發現了虔誠的歌曲、[神秘的渴望之歌]、靈性覺
醒的歌曲、⾃然之歌、社會復興之歌、民歌、兒童歌
曲、[季節性歌曲]等等。我們發現許多不同場合的歌
曲，例如婚禮、⽣⽇和公共節⽇。

曙光之歌的表演—歌曲的演唱，時常伴隨著舞蹈—很
快成為幾乎所有阿南達瑪迦場合的特⾊。如果場合是
重要的靈性聚會⼤法會，作曲家會希望把孟加拉語歌
詞翻譯成英語和北印度語。教範師維杰亞南達(Ácárya
Vijayánanda Avadhúta)負責準備英語翻譯並在聚會之前
朗誦它們，⽽教範師坎德拉納特(Ácárya Candranáth)則
負責北印度語翻譯朗誦的⼯作。

隨著時間的流逝，曙光之歌達到了新的流⾏⽔平，⾳
樂界的許多傑出⼈物現在正積極參與[它們]的錄製。

曙光之歌的出版部註解

達達•克沙⽡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告訴我，巴巴
在離開⾁⾝的前幾天，醫⽣反對他在急診病房中持
續創作曙光之歌的歌曲，儘管他們要求他不要做任
何⼯作，因為這會給他的⼼臟增加負擔。光是⼀
天，他就寫了⼗三⾸歌。當某位醫⽣強烈反對時，
巴巴回答說：「創作曙光之歌不需要我的任何特別
努⼒。同樣地，每當我寫《⾳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他的百科全書]時，它都是⾃發的表達。與
其將這些過程視為我的⼯作，不如將它們稱為我的
榮幸。」

克沙⽡南達吉(Keshavánandaji)曾問巴巴他認為的⼯
作是什麼。他回答說：「當我把阿南達瑪迦、進步
利⽤論、微⽣元或新⼈道主義的觀念概念化時—這
些原始的⾰命性創作需要⼀點點努⼒。」

與神秘⼤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那個時候達達•克沙⽡南達提出另⼀個問題：「您的
哪些⼯作花費您最多的時間和精⼒?」巴巴回答說靈
性標幟的設計花了他最久的時間。參⾒模塊20：巴
巴設計靈性標幟(Pra�ika)。

1990年10⽉20⽇，巴巴在蒂利亞拉(Tiljala)創作了最
後⼀⾸歌古魯庫拉歌(Gurukula song)，使總數達到
5,018⾸。有些⼈說發現了另外⼀⾸歌，現在總數為
5,019⾸。無論如何，這個數字是泰⼽爾詩歌總集
(Rabindra Saḿgiita)的兩倍多，這滿⾜了巴巴在創作
開始時輕鬆愉快的⾃豪：「我寫的歌會⽐羅賓德拉
納特•泰⼽爾(Rabindranath
Tagore)還要多。」

瑪琪們在⼩⾵琴的伴奏下演唱曙光之歌。達達•達薩拉斯(Dádá Dasarath)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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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在⼤法會巡旅中，巴巴經常參觀歷史和考古遺
跡。1962年2⽉，他在阮琪停留了兩個星期，探索佛教
和耆那教的考古遺跡。1966年的印度全國之旅期間，他
經常會把古代神廟和其他類似景點納為⼾外散步的⼀部
分。在喜悅之城停留時，他指出了⼀些具有特殊歷史影
響的遺址，例如化⽯⼭和九脈輪洞⽳。關於喜悅之城所
處的古代拉爾(Rárh́)⼟地，他說：「拉爾—是岡⽡納古
陸(Gondwanaland)最古⽼的地區，⾄今仍在海平⾯之上
—是⼈類的出⽣地。在拉爾的喜悅之城，其⼭丘也⾄少
有3億年的歷史。當時沒有喜⾺拉雅⼭。」據說他談到
的那些⼭丘，⾄少有⼀個曾經⽐喜⾺拉雅⼭還要⾼。

編者

特別是從1979年開始持續數年，[巴巴]作了幾次艱苦的
汽⾞旅⾏，在此期間，當他沒有把靈性聚會作為旅⾏的
主要⺫的時，他和他的隨⾏⼈員通常會經過偏僻的地
區，和單純的普通⼈們交往。每當這個時候，他會向他
的同伴解釋那些地⽅和⼈民的歷史—在現有歷史書籍的
⾴⾯中找不到這樣的歷史…在1984年作了⼀次著名的旅
⾏之後，他開始將這種旅⾏稱為他的「歷史巡旅」。

沿途歷史(Histories Along the Way)的出版部註解

在1984年前四個⽉的北印度之旅中，巴巴訪問了許多歷
史遺跡，並廣泛地談論了每個地區被遺忘的歷史和當地
⼈民的⽂化遺產。教範師拉古納斯(Ácárya Raghunáth)也
是⼀位歷史學教授，陪同他訪問，並負責記下他的觀察
結果，這些觀察結果於1994年出版為《P.R.沙卡論及歷
史》(P.R. Sarkar on History)。

1987年，巴巴指⽰將他的《⽂字科學》(Varńa Vijiná̭na，The Science of
Le�ers)、《⽂字的各種⽤法》(Varńa Vicitrá，The Various Uses of Le�ers)
和《⾳聲字彙集》(Shabda Cayaniká，A Collec�on of Words)講道中有關歷
史的段落，彙編成⼀本新書，書名為《沿途歷史》(Path Calte
I�kathá，Histories Along the Way)。該書於同年出版，並題辭：

「⼈們⼀路上遇到的那些⼈，⼈們卻沒有仁慈地看待或給予關愛⺫光，
或即使碰巧看到，也認為他們⾎統不明，並視他們為賤民—為了紀念他
們，我寫下了這幾句話。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愛這宇宙中的創造物，與
⽣命⼀起悸動，與⼈類、動物、⿃類、樹⽊、爬⾏動物、花朵和⽔果⼀
起振動。我不願意接受任何的地球物理學的距離或障礙。所有⼀切都是
我⾃⼰的⼈。我把這本書交給我的那些⼈。如果他們笑著接受，我將會
很⾼興。」

1960年9⽉29⽇，巴巴站在拘⼫那揭羅(Kushinagar)的般涅槃廟(Parinirváńa temple)的前⾯

在⾺德拉
斯(Madras)
的⼾外散
步，1966年

巴巴繪製的雅利安⼈⼊侵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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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巴巴的⽇常⼯作因⽣活的不同階段⽽有所
不同。⼀些常⾒的⼯作是：每天早上⼆到三個⼩時
以及晚上⼀到⼆個半⼩時的靈性鍛鍊；每天⾄少⼀
次⼾外散步(在隨後的幾年中通常每天兩次)；根據階
段和地點以及是否在旅⾏期間，進⾏各種組織⼯作
；接受報告和好消息；給予個⼈接⾒；給予⼀般的
靈性開⽰；⼝述各種主題，通常是為了闡明或詳述
⼀般的靈性開⽰；給予曙光之歌；當然，他⼀天之
中較世俗的層⾯，諸如沐浴、吃飯、休息和睡覺，
據說，不是最少，就是與其他任務相結合，諸如給
予⼝述或曙光之歌，或對虔誠者給予個⼈建議和關
注，⽽他們經常得到⼈⼈都嚮往按摩他的職務。

巴巴曾經說過：「沒有系統的速度是危險的，沒有
速度的系統是沒有⽤的。」他說：「⼀切都必須按
照系統來做。當我⾚腳⾛在瑞⼠的雪地上，我沒有
感到任何困難—⽽是我的腳很熱。創建⼀個系統。我
沒有攝取任何⾷物已⾧達五年四個⽉⼜兩天—我也沒
有感到任何困難。當特定的醫療團隊從德⾥來的時
候，醫⽣說：「巴巴的⼼臟⽐我們的⼼臟還要強
健。」既沒有記憶⼒不⾜，也沒有⼤腦問題。從我
⼀出⽣以來，我的記憶⼒就⾮常的完美。我記得⼀
切。」

在巴巴居住在加爾各答的那些年期間，我們經常會
帶他去⼀些⼾外散步的地⽅，諸如植物園或蘇達班
(Sundarbans)。像是這張藍⾊的照⽚是巴巴坐在船上
的房間裡，當時我們正在前往植物園的途中，穿越
胡格利河(Hooghly)時拍攝的。如果這個地⽅有點遠，
例如蘇達班，我們就不得不提前⼀天通知巴巴並獲
得他的許可。但是我們最常去的⺫的地是拉賓德拉
薩羅巴爾(Rabindra Sarobar)，這是⾼爾公園附近的⼀
個⼤湖，周圍環繞著⼀條蔭蔽的⼩徑。距湖濱花園
的房⼦只有⼀⼩段距離，是散步的好地⽅，尤其是
在晚上，當我們沒有⾜夠的時間可⽀配時，只能帶
他到附近地區。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巴巴在喜悅之城的Madhu Karńiká的屋頂上散步
這張「藍⾊照⽚」，是在前往植物園散步的途中，搭乘渡船
穿越胡格利河(Hooghly)時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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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巴巴的個⼈接⾒(PC)是⼀種珍惜⽽寶貴的經歷，
即使不是弟⼦⼀⽣中最珍惜和寶貴的經歷。但是，
由於社會限制和禮節，巴巴只能將其單獨授予男性
⾨徒。在與巴巴的私⼈會晤中，巴巴會藉由承擔潛
伏的因果業⼒來提昇弟⼦的⼼靈(否則在正常事件
的過程中就必須被耗盡)，因此使他獲得了極⼤的
靈性提昇。無論是巴巴把他抱在膝上，以慈愛⽗親
的摯愛撫摸他，或是深深地看著他的眼睛說：「為
⼈類服務，我的孩⼦，」弟⼦都會成為⼀個嶄新和
新啟發的⼈。

在眾多PC故事中，出現了⼀系列常⾒的事件：

你會進⼊巴巴的房間，⾏五體投地禮，然後坐在他
的⾯前。巴巴會問你的名字、你來⾃哪裡、職位、
職務等。然後他會以無所不知的洞察⼒看著你的⼼
靈，並從你的過去中挖掘出⼀些東⻄。他知道⼀
切，甚⾄是你可能已經忘記的事情。沒有⼀件事情
可以隱瞞他。他會選擇集中在你的不端⾏為⽽責罵
你，甚⾄可能會⽤拐杖來懲罰你。然後他會要求你
給予某種承諾：改善⾃⼰、成為理想的⼈、承擔某
種責任、為受苦的⼈類服務。然後，他會給你遠⽐
任何世俗的愛或感情都要⼤的愛和感情。最後，他
會⽤⼤拇指在你的眉⼼輪上以及⽤⼿指在你的頂輪
上祝福你。

編者

巴巴在1960年訪問⼽勒克布爾期間… [普拉達帕迪亞
(Pratápáditya)問巴巴，他怎麼能對⼀個⼈的過去了
解那麼多。巴巴回答：]

「普拉達帕迪亞，如果你讓意識⼼靈與因果⼼靈⼀
樣精細，那麼你就可以深⼊到任何⼈的內⼼最深
處，並知道該⼼靈⾃其起源以來經歷的所有經歷。
⼀切都儲存在因果⼼靈裏。如果你讓⾃⼰的⼼靈⾜
夠精細，那麼你就能知道⼀切。」

阿南達慕提：佳滿坡的歲⽉
(Anandamur�: The Jamalpur Years)

在個⼈接⾒後，巴巴親⼿寫給弟⼦的便條⽚段。便條底部寫著：「PC後，給雪莉•南丹(Shrii Nandan)的指⽰。」

巴巴在1962年5⽉31⽇的⽇記條⺫：

「早上去了道場。給予⾺杜巴尼的納倫德拉•庫瑪
(Narendra Kumár)個⼈接⾒。舉⾏有關勞⼯問題的
課程。還去了辦公室。健康狀況良好，但⾝體虛
弱。很⾧⼀段時間後，傍晚，杜姆拉奧恩的薩雅
娜拉亞娜(Satyanáráyańa)從賈巴爾普爾(Jabalpur)前
來。許多其他的⼈也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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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解釋了他的⾰命性婚姻的概念[因此]：「⽡解區別
不同種族和不同⽂化的障礙之最簡單及最好的⽅法就是
透過跨種姓和跨⽂化婚姻。假設來⾃不同種姓的⼥孩和
男孩結婚。這將有助於消除⾃⼰的種姓感覺，⽽他們的
⼦⼥將沒有種姓。假設這⽚⼟地上的⼀個男孩與⼀個來
⾃英國的⼥孩結婚。他將永遠都不想看到英國被毀滅，
反之亦然。他們的孩⼦也不會有反英或反印度的感覺。
這是⽡解這些障礙的最簡單⽅法。」

阿南達慕提：佳滿坡的歲⽉(Anandamur�: The Jamalpur Years)

1957年，巴巴在佳滿坡說：

「在[阿南達瑪迦]的集體活動中，所有種族、種姓或信
仰的成員都平等參與。社區或種姓，種族或民族，通常
是安排婚姻等⽅⾯的主要考慮因素。在瑪迦，沒有這種
考慮。在瑪迦，⼈類之間的這些細微差別沒有給予任何
重視。

「在阿南達瑪迦，男性和⼥性都有同等的責任。按照在
瑪迦規定的結婚⽅式，男性和⼥性都必須承擔同等的責
任…男性和⼥性被認為處於同等地位，男性視⾃⼰優越
於⼥性是不可能的。」

1959年10⽉17⽇，他說：

「藉由允許婦⼥經濟獨⽴並⿎勵跨種姓和跨國婚姻，
可以消除[嫁妝制度中的]社會不公。⺫前迫切需要這
樣的運動。」

1978年10⽉15⽇，他在帕特納說：

「儘管沒有將其記錄為任何⾏為準則的⼀部分，但我
認為，如果某⼈未結婚或未能安排其兄弟、姐妹、兒
⼦或⼥兒的婚姻，依據⾰命性婚姻制度，我們將不允
許此⼈成為教範師。如此，將不會為他們成為教範師
以及享有其權利提供機會。換句話說，那些依據⾰命
性婚姻制度結婚的⼈，以及那些在結婚後加⼊阿南達
瑪迦的⼈，應該為其兄弟姐妹安排⾰命性婚姻。如果
他們的兄弟姐妹已經結婚，那麼⾄少他們應該為兒⼦
和⼥兒安排⾰命性婚姻。我認為這是⼀個⾮常合乎邏
輯的措施。我們組織中沒有偽善者的地位。」

1990年8⽉，巴巴在⾁⾝離世之前，問達達•克沙⽡南
達(Dádá Keshavánanda)：「阿南達瑪迦最⼤的鍛鍊貢
獻是什麼?」達達想出各種東⻄
(Prout，Microvita，AMURT等)，但是巴巴不接受為正
確答案。然後，⾰命性婚姻的念頭在他的腦海中閃
過。巴巴說：「是的，⾰命性婚姻是阿南達瑪迦最⼤
的鍛鍊貢獻」，因為它將有助於⽡解種族、種姓、宗
教和⼈類社會其他分裂障礙的分歧。另據報導，巴巴
提過⼀次或可能不⽌⼀次，阿南達瑪迦將通過(多⽅⾯
地)AMURT、Bábá Nám Kevalam kiirtana和⾰命性婚姻⽽
廣為⼈知。

1963年3⽉24⽇，巴巴
的⽇記條⺫：

「沙希蘭詹
(Shashiirainj̭an)來⾃德
⾥。與他討論了在國會
通過的議案，以便來⾃
不同宗教的⼈們可以按
照瑪迦原則來結婚，⽽
沒有任何障礙。」

1987年12⽉14⽇，巴巴收養了⾦舒克(Kiḿshuk)，他原是阮琪(Ranchi)的⼀個善良瑪琪家庭的拉傑特杜塔(Rájat Du�a)，於1966年⾄1974年在喜悅之城就學。1989
年12⽉12⽇，教範師⾦舒克與教範師哈拉•普拉薩德(Ácárya Hara Prasád)的⼩⼥兒塔努卡(Tanuká)結婚。巴巴出席婚禮並祝福他們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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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Dharma Mahácakras)是最正式的靈性聚會，巴巴做
為瑪迦上師向⼤法會作靈性開⽰。只有在他本⼈出席的聚
會⽽且只有在他給予⼤無畏⼿印(Varábhaya Mudrá)時才被
視為是⼤法會。否則，靈性聚會會被宣佈為DMS(⼤的靈
性聚會)，有他出席的DMS只有三次：⼀次在德國的蒂默
恩，以及⼆次在印度。

到1980年代，DMC的事件順序⼤致如下：

巴巴抵達遮篷，獻花環給巴巴，唱曙光之歌，巴巴給予婚
禮祝福，巴巴給予獎賞，在他⾯前跳⼼靈之舞(kaosiikii)和
勇⼠舞(táńd�ava)，唱曙光之歌，巴巴的⼤法會靈性開⽰，
⾏動在⼀起(Saḿgacchadhvaḿ)，巴巴的⼤無畏⼿印，對上
師的敬拜(Guru Pújá)，巴巴的祝福，最後巴巴會在六⾯靈
性舞蹈(avarta kiirtan)期間離開遮篷。

巴巴⼀⽣中給了⼤約350次⼤法會—在1966年—⼀年之中
給了39次。我們⺫前有215個正式記錄的⼤法會靈性開
⽰。其他的不是未被記錄，尚未被發現，不然就是失傳。

1989年1⽉1⽇，巴巴在喜悅之城的⼤法會靈性開⽰是「⽣
理轉化和⼼理轉變相互為⽤」(Biological Transforma�on
Associated with Psychic Metamorphosis and Vice Versa)。他
總結說：

「所以你們的未來是光明的—不只是光明的，⽽且是已經
獲得保證了。⼀個全然沒有各⾊教條束縛的嶄新靈性⽣
活，在最近的未來就要到來了。在這向內轉化階段，在這
物質、⼼理、靈性實體都向前邁進的⾄上意識之永恆遊戲
中，有⼀天，⼼理領域會提升⾄靈性中，⽽個體意識會和
宇宙意識合⽽為⼀。⾄上意識也在等待著那幸運的⼀天。
祂和你們同在—祂會給你們適當的指引，所以以祂那解脫
宇宙萬有的福⾳，你們不⽤很困難就能達到⺫的地。

「祂會做必要的事，你們只要⼀直聽祂的話，只要⼀直做
祂的⼯作，並且⼀直遵守祂的話，讓祂向內轉化思想的速
度，因你們⾼貴的⾏動和靈性的追求⽽加快。讓那⾦⿈⾊
的⽇⼦提早到來，並讓你們的⽣命光輝燦爛。」

1989年6⽉4⽇喜悅之城⼤法會



91.⼤無畏⼿印(Varábhaya Mudr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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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印是施予⼤無畏與恩典的⼿勢，結合了施予恩
典(vara mudrá)和⼤無畏(abhaya mudrá)。左⼿放在左⼤
腿上，⼿掌朝上和朝外(vara mudrá)，⽽右⼿抬起⼿掌朝
外(abhaya mudrá)。

巴巴解釋：

「…abhaya意指『⼤無畏』。當我們⾯對創造和毀滅的
幻覺時，⾄上本體告訴我們：『不要緊張，不要害怕，
還會有創造。』…如果個體把⼼靈集中在⼤無畏⼿印，
那麼正性微⽣元將對聽覺或其他神經細胞以及對控制細
胞產⽣直接影響…個體應該仰視這⼆個⼿印，⽽不是別
的。微⽣元透過這⼆個⼿印流出。這是內在的秘密。」

每⼀次⼤法會靈性開⽰之後，巴巴通常都會在這特殊的
祝福之前，有時是之後，給予他的⼤無畏⼿印：

Sarve’tra sukhinah bhavantu sarve santu nirámayáh;
Sarve bhadráńi pashyantu na kashcid duhkham ápnuyát.
Onḿ̭ shán�h onḿ̭ shán�h onḿ̭ shan�h.

1989年6⽉4⽇，他在喜悅之城的靈性開⽰「法⾨、介波
與⼼緒傾向」(Cult, Inference and Propensity)之後，給予
了祝福的譯⽂：

「讓每⼀個⼈都快樂；讓每⼀個⼈都免於⼀切⾝體或⼼
理疾病；讓每⼀個⼈都看到事物的光明⾯；不要讓任何
⼈在環境壓⼒下被迫遭受任何⿇煩…⼀切祥和平安，⼀
切祥和平安，⼀切祥和平安。」

當巴巴給⼤無畏⼿印時，他會先以namaskár開始，然後
把雙⼿分開，左⼿放到左膝蓋上，⼿掌朝上並朝外，右
⼿則上舉靠近右肩，⼿掌朝外。

1988年1⽉1⽇在喜悅之城舉⾏⼤法會，巴巴給予⼤無畏⼿印之前(左)以及給予⼤無畏⼿印之後(右)[由於觀看限制，mudra本⾝無法顯⽰]。另請參⾒模塊90⼤法
會的照⽚，其中也顯⽰了巴巴給予⼤無畏⼿印之前和之後。

此敘述是接受⼿印的⼈之許多類似經歷之⼀：

「突然之間，感覺就像⼤浪從我⾝上打了過去。然後我
感覺到⾃⼰的⼼靈極其擴展。好像巴巴正在打開⼀個無
限的⼩⾓落，只傾注在我的全⾝。我⾝體的每個細胞都
因著喜悅⽽振動。我哭了⼜哭，真的第⼀次感覺到恩典
是什麼。」

靜坐第六課⼤無畏⼿印的照⽚有兩個版本：第⼀次是1940年代初期⾄中期
在阿吉特•⽐斯⽡斯(Ajit Biswás，巴巴的堂兄Nanku)的家裡拍攝，第⼆次是
1960年代在加爾各答的D. Ratan & Co.攝影⼯作室拍攝。這兩次還包括
jánusparsha⼿印(雙⼿放在膝蓋上，⼿掌朝上)的照⽚。第⼆次(1960年代)也
拍攝了眾所周知的「紳⼠照⽚」，作為巴巴許多已出版書籍的⾸⾴。巴巴
⾃⼰將其稱為「紳⼠照⽚」。



92.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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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組織的發展，巴巴逐漸建⽴起報告系統。他
會⾸先從全⽇⼯作者那裡獲取關於部⾨的組織⼯
作報告，但後來也會從負有重要責任的⼀般瑪琪
那裡獲取報告，例如地區秘書(bhuk� pradháns)和
當地全⽇⼯作者(LFT)。最後，報告會期被命名為
RDS(審查、缺點、解決)。

編者

當巴巴來聽取報告時，⼯作者會站起來，他們通
常會在整個報告期間保持站⽴。有時，如果持續
時間過⾧，巴巴會要他們坐下…通常，巴巴會請
秘書⾧(general secretary)唸出當天要提出報告的名
單。然後，GS會宣佈名單，諸如⾺尼拉區的區域
秘書(SS Manila Sector)，如果是區域報告的話，或
是胡格利區(Hooghly)地區秘書，如果是地區秘書
報告的話…

有個固定的順序：⾸先是ERAWS(教育、救難和福
利部⾨)，然後是SDM(法性宏揚服務部⾨)、PU(泛
宇進⽤論者組織)、Seva Dal(服務隊)，最後是不同
的部⾨。巴巴會問他們⼀些問題，並且總是會抓
到那些違反規定的⼯作者，並把他們暴露在所有
⼈的⾯前。然後他會給他們懲罰—或者更確切地
說，我會在他的指⽰下給他們懲罰。每個⼈都有
⼀些缺點，因此總會有⼈因⾃⼰的不當⾏為受到
懲罰。那些尚未完成⼯作的⼈則必須書⾯表⽰，
他們將會在⼀定的時間之內完成⼯作，通常不超
過⼀天。

巴巴說話時還有某些禮節。我舉⼀個例⼦。這是
⼀條規則，即如果巴巴與某⼈講話，那麼任何⼈
都不應打擾。只有在他表⽰你應該發⾔時，你才
應該發⾔。有⼀次，巴巴詢問某個海外達達
(dádá)，當⼈們將麵粉和⽔混合在⼀起並準備⽤於
製作印度麵包的未發酵麵糰時，會使⽤的英⽂動
詞。巴巴問了他好幾次，但達達不記得這個詞。
然後⼀位印度籍達達⾃願提出這個動詞。「巴
巴，這個動詞是『揉』。」巴巴⽴刻很⽣
氣。「我沒問你。我是在問這個男孩。我想教他
⼀些東⻄。這是他的語⾔。他知道這個動詞，但
他不記得了。你為什麼要打擾?」巴巴讓我懲罰他

相當⼀段時間，因為他違反了系統。「⽤⼒打
他，」他告訴我。「⽤⼒打他。」

易於被取悅的巴巴(Ashutosh Baba)

巴巴：

「我們的⺫的是糾正，⽽不是懲罰。我們不想騷
擾任何⼈。⼀旦他們意識到⾃⼰的錯誤，這件事
就結束，⽽且處理了…我堅決且嚴格，但是我愛
你們所有⼈。我深深地愛著。你們不知道我有多
愛你們。但是我很嚴格。」

來源不詳

後來我有機會問⼀位資深⼯作者，每⼀個⼈如何
忍受巴巴的辱罵。他說：「我們從密宗的悠久傳
統中知道，上師有責任將他的⾨徒從動物⽣活提
升到戰⼠⽣活，再到神聖⽣活。為此，上師的⾏
為將必須時⽽極度痛苦時⽽極度甜美。每個弟⼦
的情況也不同。

「更重要的是，巴巴指⽰我們如何對待部下⼯作
者。他說，我們每使⽤⼗分的嚴格，就必須給予
⾄少⼗⼀分的愛。就他⽽⾔，我覺得他使⽤的所
有嚴格無法與他無限的愛相提並論。巴巴只為我
們存在。他不為⾃⼰做任何事。關於巴巴，不管
別⼈是否相信我的對與錯，都沒關係，因為那是
我的⽇常經歷。這就是為什麼嚴厲的對待再多也
動搖不了我與他的關係之原因。」

每個⼈都有不同的需求—有⾃⼰的道路。多年
來，我看到有些達達經常遭到巴巴的嚴厲責罵，
有些達達則從未受過⼀次責罵，⽽⼤多數達達介
於兩者之間。⾄於他對嫡嫡們(didis) —她們從未被
打過。她們只是感覺到張開的⼿掌上有他的棍⼦
⽽已。然⽽，儘管她們的⾝體疼痛可以忽略不
計，但它以某種⽅式讓她們像達達們⼀樣打開⼼
扉、⾂服和改變。

與神秘⼤師同遊(Travels with the Mys�c Master)

1986年6⽉在蒂利亞拉(Tiljala)的報告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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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早年被稱為「活的百科全書」。在他的後幾年，
除了作為瑪迦上師的其他職責外，他還撰寫了⼀部百
科全書。延續週⽇靈性開⽰的傳統，始於1980年的
《禮敬優美的克⾥斯那》(Namámi Krśn'asundaram)，
然後是1982年的《⼼智圓融之鑰：新⼈道主義》和
《禮讚祥和的希⽡》(Namah Shiváya Shántáya)；1985
年9⽉8⽇，他開始了⼀系列⾮凡的週⽇靈性開⽰，持
續到接下來的五年，最終構成了《⾳聲字彙
集》(Shabda Cayaniká)26卷。

編者

表⾯上，《⾳聲字彙集》是⼀個專⾨研究孟加拉語⾔
的語⾔學和⽂獻學的系列⽂章，但事實上，不僅如
此。作者使⽤這個詞的平台作為起點，帶領讀者探索
⼈類知識的所有多彩景⾊—歷史、地理、醫學、科
學、藝術、宗教、哲學等—並在此過程中加上⾃⼰獨
特智慧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以新的觀念豐富我們的經
驗，使我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式看待⼈類的遺產…
像⼤多數偉⼤的作家⼀樣，他是⼀位完美的說書⼈，
似乎有取⽤不盡的軼事、個⼈經歷和故事，以吸引讀
者的興趣，並輕鬆地帶領他或她穿越⼈類知識的花
園。在此過程中，作者精鍊和發展該語⾔，它是世界
上第五種使⽤最廣泛的語⾔，並且是與其偉⼤的古典
祖先梵⽂最接近的活語⾔。

《⾳聲字彙集》的出版部註解

在給予《⾳聲字彙集》講道之前，巴巴於1983年6⽉
⾄11⽉給予了《⽂字科學》(Varńa Vijiná̭na，The
Science of Le�ers)，隨後於1984/1985年出版了⼋卷系
列的《⽂字的各種⽤法》(Varńa Vicitrá，The Various
Uses of Le�ers)。孟加拉的⼀位著名學者在閱讀了《⽂
字的各種⽤法》的⼀些章節之後，表達了⾃⼰的感受
：「我很驚訝。它不是學究知識的表達，⽽是啟⽰。」

1979年，巴巴在德國漢諾威說：「你們可以期望集體
⼼理學從1980年以後會發⽣重⼤變化，⽽⾰命性變化
將在2000年開始。」

1984年5⽉26⽇，他說：「⼈類處於新紀元的⾨
檻。」1987年10⽉，他在地區秘書(bhuk� pradhán)報
告期間說：「我們已經跨過新紀元的⾨檻。」當時坐
在他⾯前的吉⾥達拉(Giridhára)回憶說：「他告訴我
們，我們的⼯作是解決如何適應新時代。他給了我們
理想，但是我們必須解決如何使其切實可⾏。」

編者

依據達達•普拉納⽡特瑪卡南達(Dádá
Prańavátmakánanda)，巴巴曾經告訴蘇巴斯•奈克
(Subhásh Naik)：「當宇宙⼼靈認為建⽴以上帝為中⼼
的哲學的時機已經到來時，所有的個體⼼靈也將開始
據此思考。那麼現在看起來不可能的事情將變成⾃然
的事情。」

有⼀天晚上，當巴巴從⼾外散步回來時，我們開始為
他演唱曙光之歌。但是巴巴沒有坐下來。取⽽代之的
是，他站起來，開始⽤古⽼的語⾔與我們交談，這種
語⾔具有許多深奧及獨特的聲⾳。然後他說：「已經
有⼀萬多年沒有聽過這種語⾔了。」

巴巴繼續⽤低沉的聲⾳說：「你們初次接觸到⾄上意
識的那⼀刻是如此古⽼，以致於記不起來。」他拉⾧
了最後這些單詞的發⾳。

然後，巴巴⾛進他的屋⼦裏，⽽古⽼和直覺迴蕩在夜
空中，令我們暈頭轉向。

與我的⼤師會晤(Mee�ngs With My Master)

巴巴的烏都語(Urdu)、奧⾥亞語(Oriya)以及另⼀個未辨別出的
筆跡。寫於1958年，在蘭姆納嘎爾(Ramnagar)。

1983年7⽉24⽇，巴巴⽤施裡哈斯(Shriiharsá，南亞洲古⽂字的
⼀種)字⺟寫下約1500年前的國⺩哈沙⽡爾達那(Harsávardhana)
之名字。1981年，他說：「古代婆羅⽶
(Bráhmii)字⺟的變形形式是施裡哈斯字⺟。它是以國⺩哈沙⽡
爾達那的名字命名為施裡哈斯，因為發現了他筆跡上的印信是
以該字⺟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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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在蒂利亞拉的德⾥區RDS(審查、缺點、解
決)期間，暴⾬淹沒了整個VIP納加爾(VIP Nagar)地區。
⼯作者們在AMURT和AMURTEL(阿南達瑪迦泛宇救難隊
和⼥志⼯)的旗幟下⽴即⾏動，透過救助那些被困的⼈
們並將其疏散到更⾼的位置，為附近社區的⼈們提供
救災。然後，他們分發了⾷物和補給品，並在附近的
東部⼤都會繞道(Eastern Metropolitan Bypass)建⽴了免
費廚房，每天為數千⼈提供⾷物。有⼀次，為了巴巴
的安全起⾒，還決定將他從蒂利亞拉住所的Madhu
Koraka撤離到他在湖濱花園住宅的Madhu Málainc̭a。

巴巴拒絕撤離，除⾮鄰近地區的居民都安全，
⽽且基本⽣活需求都有保障之後，他才會同意撤離

9⽉25⽇，巴巴從蒂利亞拉撤離是個令⼈感動的場
⾯。他坐在⼀艘類似吊船的船上，⼯作者和瑪琪們拉
著它渡過⿑胸⾼的⽔到更⾼的地⾯，然後讓他在旁邊
的道路坐上前往湖濱花園的專⾞。但是巴巴拒絕撤
離，直到附近所有居民安全並獲得基本需求為⽌，他
才同意撤離。



95.泛宇⽂藝復興(RU)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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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演講是巴巴擔任泛宇復興(Renaissance Universal)主
席的演講。第⼀個是《今⽇的問題》(Problems of the
Day)，於1958年1⽉26⽇在帕格爾布爾縣特⾥莫漢
(Trimohan, Bhagalpur)⼤法會就職RU主席的演講。我們
有超過26個正式記錄的RU演講，可能還有更多有待發
現。其中包括：《科學與⼈⼝控制》(Science and
Popula�on Control)、《密宗和印度－雅利安⽂
明》(Tantra and Indo-Aryan Civiliza�on)、《⽂明的未
來》(The Future of Civiliza�on)、《微⽣元，⽞秘的宇
宙原素放射物》(Microvitum, the Mysterious Emana�on
of Cosmic Factor)、《⼩宇宙⼼理渴望的四個向
度》(Four Dimensions of Micropsychic Longing)以及《物
質與抽象》(Ma�er and Abstract)。

最後⼀個是1990年6⽉2⽇在喜悅之城給予的《⼼量擴
充》(The Mind Grows in Magnitude)。該講道的結尾如下：

巴巴作了最後的RU講道《⼼量擴充》(The Mind Grows in Magnitude)

「只有從靈性層⾯發送出來的思想波動，才會把⼈
類從教條的毀滅性影響中拯救出來。教條使⼈與⼈
離異，⽽且在重建⼈類社會為⼀體存在中製造障
礙。从教條到理性化的過程，需要⼈類發挥潜能，
重塑⼼靈的每個層⾯。我們⼀定要在這最近的將來
辦到。這是⼀個特別的問題，但我們⼀定要解決
它，因為它已經在⼈類社會中製造了這麼多的⿇
煩，這麼多分化，這麼多⾎腥戰役，這麼多戰事。
這個問題會干擾到整個宇宙的和平。

「所以我們⼀定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在⽣命的三種
展現中—物質、⼼理和靈性，創建⼀個新世界。我希
望你們男孩和⼥孩，靠你們群策群⼒，將會在這⽅⾯
做⼀些具體事情。你們並⾮無⾜輕重的存在；你們是
上主的光榮展現。所以你們⼀定要⽴刻實際做⼀些事!
這問題不可再拖延了!」



96.微⽣元(Micro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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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31⽇，巴巴在加爾各答介紹了微⽣元
的科學—據他說，微⽣元的科學⽐⺫前⼈類的智能
先進了200年—有發展性的劃時代RU(泛宇復興)講
道：《微⽣元，⽞秘的宇宙原素放射
物》(Microvitum, the Mysterious Emana�on of
Cosmic Factor)。

該講道的⼀些摘錄：

「在物質性和⼼理的顯現範圍內都有些實體：它
們在物質界，⽐原⼦、電⼦、質⼦還要⼩，還要
精細；在⼼理界，它們可能⽐⼼質還要來得精
細。對於這樣的東⻄或存在體，我稱它『微⽣
元』(microvitum複數形microvita，另譯『微⽣
命』)。這種微⽣元不屬於原⽣質的層次，因此之
故本⾝也與碳分⼦或碳原⼦沒甚麼相關，後者被
當成是宇宙⽣命最原始的階段，亦即是最初的起
點。就物質性的層⾯來說，微⽣元的存在恰位於
⼼質和電⼦之間，但它既⾮⼼質，亦⾮電⼦。

「…關於任何主體或客體，當我們知道它存在但不
知道其特徵或其他細節時，我們說它是『⽞秘
的』。因此說到微⽣元，我們可以說它們是⽞秘
的。…它們並不屬於原⽣質的層次，因此，就談不
上有甚麼原⽣構造或後⽣構造了，它們是相當⽞
秘的東⻄…

「現在我們應廣泛地進⾏對微⽣元的研究。我們
的任務是⾮常巨⼤的，⽽且這項⼯作必須⽴刻著
⼿去做，不能有絲毫的耽擱，否則現代社會的許
多問題，將無法獲得圓滿的解決。整體的『原
衡』(pramá)在知性領域中、在追尋知識的過程中
是絕對必要的；同樣地，在更⾼知性領域的研究
上，對於微⽣元的探討也極為必要…⼈類能正確地
控制微⽣元的⽇⼦必將來臨。

「我認為憑著我們的靈性修持，說得更恰當⼀
點，靠著我們由⾝⽽⼼⽽靈的靈修，我們的⼼靈

在各個不同的層次都會發展，⽽思維的能⼒，思
考的能⼒也將同時發展出來，到那時候，以我們
發達的思考能⼒，我們將洞察並了知微⽣元的⼀
切奧秘。」

在接下來的兩年半中，從1986年年底的第⼀次演
講到1989年6⽉，巴巴就此新科學給了約⼆⼗多篇
演講，1989年6⽉10⽇，以他最後⼀次的⿊板研討
會「微⽣元和宇宙學」(Microvita and Cosmology)作
為結尾，他稱之為「⼀條新的思維路線…⼀種新的
哲學作法…⼀個哲學思想的新學派。」1988年，
他成⽴負責微⽣元研究的微⽣元⼩組委員會。他
曾經告訴委員會：

「現在，宇宙本體已經把正性的微⽣元安置在控
制地球的位置上。甚⾄透過最令⼈震驚的事件，
地球也只會更接近光明的未來，把⼈類帶到法性
的喜悅中。」

基於微⽣元科學，巴巴教導養⼦⾦舒克(Kiḿshuk)
草藥和化妝品的配⽅，並指導他有關其製備和⽣
產的細節。從那時起，除了其他組織職責外，教
範師⾦舒克•阮將•沙卡(Ácárya Kiḿshuk Rainj̭an
Sarkár)⼀直都在監督蒂利亞拉(Tiljala)的微⽣元研究
實驗室和⼯廠對微⽣元健康產品的商業⽣產和銷售。

1988年7⽉15⽇，巴巴宣佈將對來⾃世界各地被選
中的靈修者給予⼀種特別的靈修—微⽣元靈修—他
們必須在⼀定的時間之內到達那裡才能學到它。
從1988年7⽉15⽇⾄1989年3⽉9⽇，把微⽣元靈修
教給了155位瑪琪和⼯作者。他們必須親⾃從巴巴
那裡得到它，因為它需要注⼊只有他才能傳授的
正性微⽣元。

1989年12⽉12⽇，教範師⾦舒克與教範師哈拉•普
拉薩德(Ácárya Hara Prasád)的⼩⼥兒塔努卡(Tanuká)
結婚。巴巴出席婚禮並祝福他們的婚姻。

1989年6⽉10⽇，巴巴舉⾏了他的最後⼀次⿊板研討會「微⽣元和宇宙學」(Microvita and Cosmology)，⼝授達達•⾹布什萬南達(Dádá Shambhúshivánanda)在⿊板上寫下這張圖表。



97.模範社區(Master Units)、農業和⽣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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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6⽉，巴巴警告說：「從現在起，⼈類必須⼩⼼謹
慎。他們必須根據⽣態學重建思想、計劃和活動。沒有選擇
餘地。」

從1987年年底到1990年年中，他作了許多有關農業和⽣態的
演講，其中許多演講由受過農業科學家培訓的達達•阿⻄曼
南達(Dádá Asiimánanda)記錄下來。由於達達在1990年4⽉2⽇
早逝，無法親⾃監督《理想農業卷2》(Ideal Farming Part 2)的
出版，所以該書是根據他在1988年2⽉和3⽉以及1989年3⽉
的筆記和其他講道⽽出版的：

1988年2⽉，巴巴對重要農作物、農作物混種、輪作以及整
體農業的各個⽅⾯給予了詳細說明，並於同年3⽉談到了湖
邊和河邊的⼈造林。⼀年後，他給了關於⽔資源保護的演
講，預⾔會有⼀場全球性的⽔危機，概述了乾旱的原因，並
詳細介紹了最佳灌溉⽅法。他主張在河流上建造⼩型⽌⽔
壩，並且在沒有天然⽔體的地⽅建造⼩型池塘和湖泊。他強
調了造林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與河流接壤以及池塘、湖泊和
其他⽔庫周圍的造林，以在降⾬少時保護地表⽔。從1960年
代的乾旱開始到如今相對蒼翠繁茂的景觀，多年來喜悅之城
的綠化是巴巴⽔資源保護建議有效的證明。

1987年介紹了模範社區(MU)計畫，模範社區是農村多功能發

展中⼼的模範。直到那時，喜悅之城⼀直是模範，⽽在隨後
的幾年，世界各地建⽴了更多的MU。

1989年11⽉10⽇，巴巴給了關於模範社區的演講。⼀些摘錄
如下：

「…模範社區將是喜悅之城的縮影，⽽這些模範社區將是阿
南達瑪琪的主要中⼼…
模範社區的梵⽂名字是『cakranemii』，意指『脈輪的核
⼼』。我要所有的模範社區在各⽅⾯經濟上⾃給⾃⾜…

「模範社區將擴⼤所有可能的服務，尤其是在教育、⽂化、
經濟和靈性提升。這些模範社區⾸先將會改善⼈類的前途，
不論其階級、信仰、膚⾊、宗教及國界為何，接著也將普及
於其他所有⽣物。⼈們將不再有⼈為的隔閡…

「理想模範社區的主要條件是什麼?有五個，相當於進步利
⽤理論(Prout)的五個最⼩的需求。第⼀，要全年提供⾷物…
第⼆，應該⽣產⾜夠的纖維和織物⽤於⾐服…第三，所有的
模範社區都應該開辦中⼩學教育…第四，還應該建⽴⼀般的
和特別的醫療單位…醫療單位應該強調另類醫療…第五，模
範社區應該著⼿計劃為極度貧困的⼈們建造房屋…」

「我們的模範社區計畫是東⽅崇⾼與⻄⽅動⼒的結合。」

達達•阿⻄曼南達(Dádá Asiimánanda)



98.阿南達瑪迦古魯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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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古魯(Guru)⼀詞的意思是「⿊暗的驅除
者」⼀樣，古魯庫拉(Gurukula)的意思是從學⽣
的⼼靈中驅除無知的⿊暗。

1990年9⽉7⽇，巴巴根據古代聚會所的教育⽅
式創⽴了阿南達瑪迦古魯庫拉(AMGK)，並任命
達達•⾹布什萬南達(Dádá Shambhúshivánanda)
為校⾧(kulapa�)。幾天後，巴巴問他：「你了
解我給你的責任範圍嗎?」即使達達不知道這
項⼯作將要做什麼，但他回答說：「是的，巴
巴。」巴巴接著問：「我可以依靠你嗎?」達
達回答說：「是的，巴巴。」最後，巴巴問
：「你能做這項⼯作嗎?」再⼀次，達達不知
道他是否能夠，但他回答：「因著你的恩典，
巴巴，是的。」那就是巴巴正等著聽到的答
案。然後他笑了，幾近狡黠地說：「我已經為
你完成了⼤部分的⼯作。」

巴巴指⽰AMGK取代(並擴⼤)阿南達瑪迦教育委
員會，作為阿南達瑪迦教育系統的平台，此後
不久，他列出了在古魯庫拉範圍內發展的46個
學院。

1986年5⽉4⽇，巴巴在他的《⾳聲字彙集》

(Shabda Cayaniká)演講中談到了「kulapa�」
的含義；1989年9⽉3⽇，他談到了古魯庫拉的
歷史觀；1990年9⽉22⽇⾄25⽇，他為古魯庫
拉的幾個學院提供了指導，諸如醫學、地理、
地質和採礦、歷史和哲學；1990年9⽉29⽇，
他給了關於古魯庫拉歷史和規劃的演講。這最
後⼀次有關古魯庫拉的演講其摘錄如下：

「如果⼈們認真思考，他們可以以優美的⽅式
團結起來執⾏⼤⼤⼩⼩的任務。可以在很短的
時間內完成⼯作，⽽且只需極少的努⼒。可以
實現最⼤⼈數的福利。為了以這種團結的⽅式
來⼯作，我們已經制定了計劃，以建⽴教育和
研究⺫的的古魯庫拉。在這個計劃中，已經招
募了幾位負責⼈…我也宣佈，古魯庫拉將不會
成⽴，⽽是已經成⽴。願你們⼤家以集體努⼒
加強它並確保其進展…每個⼈的⼯作都是以集
體⽀持來建⽴它。從這個⾮常吉祥的時刻起，
你們應該誓⾔個體和集體進步，並在地球上建
⽴⼀個新的社會。」

根據達達•巴斯卡拉南達(Dádá Bháskaránanda)
的說法，巴巴說：「如果有任何項⺫涵蓋我所
有的計劃，那就是古魯庫拉。」

達達•⾹布什萬南達(Dádá Shambhúshivánanda)，1990年代初期



99.巴巴離開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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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曾經說過：「當我的⼯作完成時，我將⽴即離開。我甚⾄
不會多呆⼀會兒。」

到了1990年，由於中毒的後遺症和繁重的⼯作量，他患了許多
健康問題，包括糖尿病和⾼⾎壓。他經歷了兩次⼼臟病發作，
並在伍德蘭茲醫院接受療程，有⼀天他說：「未來已經來臨，
深紅的曙光已經來臨。只要繼續履⾏你們的職責。⼯作已經完
成。」

這是巴巴在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裡⼀系列暗⽰中的第⼀
個。但是儘管有這些暗⽰，他還是創造了這些環境，直到1990
年10⽉20⽇他離開的前⼣，⼈們才開始意識到它們的含義。那
天晚上，在蒂利亞拉Madhu Koraka的進⽤論報告會期，他要⼯
作者和瑪琪們把⼿放在胸⼝上重複幾天前他要ASD⼯作者的宣
誓(VSS已變成ASD — Ananda Marga Seva Dal阿南達瑪迦服務隊
—在1980年代初期)：

「從這⼀刻起，直到活在此星球上的最後⼀刻，我以所有的能
量、所有的⼼靈、所有的思惟，以及所有的⾏動，都導向於⼈
類社會的整體提昇，同時不忽略其他有情⽣命及無情⽣命。」

然後他引⽤羅賓德拉納特•泰⼽爾(Rabindranath Tagore)⼀⾸詩
的結尾，談到了地⽅⾃治主義的危險：

「蛇在到處吐出毒液。甜美的和平福⾳聽起來像是空洞的嘲
弄。這就是為什麼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前⼣，我向每⼀間房⼦
裡那些準備與⼈形的惡魔對抗的⼈們發出響亮清澈的號召。」

然後他說：「蛇在到處吐出毒液。現在，在這個緊要關頭，我
們應該繼續宣講和平福⾳嗎?不，不，不，不!所以，在我離開
世界之前…」

突然地，每⼀個⼈都強烈地感覺到巴巴即將離開⾁⾝的可能性。

「…羅賓德拉納特說…」

他們都鬆了⼀⼝氣（很快就被證明放錯了位置）。

他們都發出如釋重負的輕嘆(很快就被證明是不合時宜的)。

「…為了與這些惡魔對抗，我做了必要的準備。你們都聽懂了
嗎?」

每⼀個⼈都答覆說：「是的，巴巴。」

「羅賓德拉納特60年前所說的話，在20世紀後半葉還是如此。
你們都明⽩嗎?」

他們回答：「是的，巴巴。」

他問：「我可以依靠你們嗎?」

他們答覆說：「是的，巴巴。」

正如《Anandamur�: The Jamalpur Years》書中所引述，達達•克
沙⽡南達(Dádá Keshavánanda)回憶起第⼆天1990年10⽉21⽇發
⽣的事情：

「在最後⼀天，他的健康狀況事實上有所改善。⽐之前很⾧⼀
段時間都來得好。早上很正常。在過去的幾個⽉來，他以同樣
驚⼈的速度在⼯作。儘管他在前⼀天深夜創作了最後兩⾸曙光
之歌，但他還是像往常⼀樣在三點鐘起床做他的靈性鍛鍊。之
後，他檢視各個部⾨的⼯作，並在刮臉時給予指⽰。這甚⾄是
他忙碌⽇程中的⽇常⼀部分。他總是告訴我們：『你們應該準
備在⼯作中死去，甚⾄最好是臨終時仍在⼯作。』

「下午兩點之前，他對我說：『我想要思考⼀下。』我關上
⾨，⼼想，他以前從未說過這樣的話。幾分鐘之後，他叫喚了
我。我相信是在那幾分鐘之內，他仔細審視了他的所有計劃，
並確認沒有甚麼事情要去做。他要我去叫⼀位新的達達來⾒
他。他花了⼀個⼩時與那位達達獨處。那是巴巴⽣命中最後的
⼯作，把個⼈的關注給了⼀位年輕的全⽇⼯作者。後來，他告
訴我：『我現在想要休息。』這些話也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
約五分鐘之後，他按了電鈴。當我進來時，他指著胸⼝說
：『⼼臟。』我跑去找[瑪琪]醫⽣們。他們很快就來，但是當
他們為他診脈時，他們的臉⾊轉為蒼⽩。他的⽣命⼒消失了。」

巴巴離開了他的⾁⾝。時間是下午3點23分。

五天後，成千上萬的虔誠者擠滿了蒂利亞拉的⼤院，準備舉⾏
紀念儀式和⽕化。建造了⼀個⼤的六⾓形靈性標幟，巴巴的⼤
體被放置在上⾯。點燃了檀⾹⽊的柴堆，⼀群鴿⼦在其正上⽅
盤旋，彷彿在致意。甚⾄造化勢能(Prakr�)都以⾬⽔的形式流了
幾秒鐘的眼淚。在接下來的幾個⼩時裡，⽕焰吞沒，並且逐漸
燒毀了解脫本體(Táraka Brahma)的⼤現⾝(mahásambhú�)。

巴巴曾在監獄裡說過：「我不是這個⾝體。這個⾝體不是我。
如果你想知道我，那就為我的使命⽽⼯作，因為我已將⾃⾝融
⼊於我的使命。我在你⼼中，你也在我⼼中。只有虔誠能夠要
求我的現⾝。」

他也曾經說過：「過去，我幫助過靈修者達到喜悅之境，現在
我正在幫助靈修者，⽽未來，即使我的⾁⾝不在，我也會透過
其他⽅式給予幫助。」

來源未經證實



100.巴巴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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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某⼀天，⼀⼩群弟⼦聚在⼀起寫
了⼀部巴巴的傳記。但是當他們坐下來開
始寫作時，他們意識到⾃⼰對他的⽣活真
的⼀無所知。因此，他們決定接近他，並
請他寫他的⾃傳。起初，巴巴拒絕了，並
聲明他沒有時間處理這些事情。但是經過
再三的懇求，他終於默許了他們的懇求。
第⼆天，在固定的星期⽇靈性開⽰期間，
巴巴宣佈他已完成⾃傳，上述的弟⼦們感
到驚訝。「你們想要看它嗎?」他問。他

的好奇虔誠者彼此互看，想知道他怎麼可
能這麼快就完成了，即使⼤師通常以驚⼈
的速度在⼯作。巴巴把他們叫到他的床
前，遞給他們⼀張紙。他們在紙上找到了
⼀個⼿寫的單句：

「我過去是個謎，現在是個謎，未來也仍
然是個謎。」

喜悅的化⾝：佳滿坡的歲⽉
(Anandamur�: The Jamalpur Years)



「匹阿沙卡研究所」簡稱 ( www.prsins�tute.org )
是阿南達瑪迦古魯庫（教育部⾨）成⽴的機構，
宗旨是研究、發展、推廣師利匹阿沙卡先⽣的教
誨和相關的理念。

PRSI負責將師利匹阿沙卡先⽣的著作及相關資源
存檔建⽴完整的線上資料庫，也負責主辦研討會
研究發展其理念並推廣其先進的教材。

阿南達瑪迦 ( www.anandamarga.org )是⼀個遍佈全
球⽽且致⼒於靈修鍛練和社會服務的靈性暨社會
服務組織。⼀九五五年由師利師利阿南達慕提
（師利普羅巴·阮將·沙卡）創⽴。阿南達瑪迦的
使命是⾃我了悟（個體的解脫）和服務眾⽣（集
體的福祉）：實現所有⼈類、動物、植物在物
質、⼼理、靈性三層⾯的需求。透過分佈世界各
地的靜坐中⼼和社會服務計劃，阿南達瑪迦以⾮
商業的⽅式指導靜坐、瑜珈體位法，和其他個⼈
⾃我成⾧⽅法。社會服務計劃包括急難救助，成
⽴學校、兒童之家、醫療診所、靈性⽣態村和
其他社區發展計劃來回應社會的需求。

https://www.anandamarga.org
https://www.prsinstitute.org
https://www.anandamarga.org
https://www.anandamarga.org
https://www.prsinstitu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