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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位神化身 

 

导言 

 

我以一个唵字随愿开天辟地，但没有人知道我是何方神圣。山峦

立即耸起，河流立即流动。地在下而天在上，海洋，土地和水域，

日月和沙漠，不知从何处涌现了。所有形相兴起而证明我的存在。

禽兽飞奔，人...人类...口言...耳听。而在我的指令下一切力量与潜

能皆授予他们。人类乃万物之灵，任重道远，而我的知识也就置

于他的心念之中。 

- 斯里沙迪亚赛峇峇 

 

序言 

 

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一个偏远的角落，有

一个叫格拉巴里（Gollapalli）的非常景气的乡村。土地

肥沃，农作物丰登。牛群健康成长，提供丰富的牛奶。

简朴的村民对现状甚感满足。 

 

一个牧牛者发现他最好的母牛从牧场回来时，乳房平扁，

没有奶汁。他发誓要找出盗奶者是谁。于是，一天，他

跟在母牛后面，发现母牛往蛇蛰居的蚁丘（putta）走去

并站立在那不动，这时一只蛇从蚁丘出来，把口置于母

牛的乳房并吸取乳汁。愤怒的牧牛者毫不考虑地捡起一

块石头向蛇抛去。蛇受了重创。死之前，牠发出一诅咒，

此地将成为蛇的聚居地。繁荣将渐趋衰退而人们将难以

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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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果然应验了。土地变得贫瘠，牛群的健康欠佳，数

量减少。村子的名字改为跋弥普拉（Valmikipura），后

又改为布达峇地（Puttaparthi）。虽受到蛇的咀咒，拉

纳卡拉拉祖（Ratnakara Raju）家族还是留下来。我们

的故事始于这家族的一个成员，昆达玛拉祖（Kondama 

Raju）。他以温馨的本性和智慧而深得众人的敬重。 

 

（击中那只蛇的石头现正收藏在布达峇地的哥巴拉斯瓦

米（Gopalaswamy）神庙里。） 

 

 

文卡瓦杜达 -- 神的使者 

 

有一天，他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那不是别人而正是

他的导师，文卡瓦杜达（Venkavadhoota）。他的两个

儿子都以导师的名字命名。昆达玛拉祖恭敬地款待他的

导师。一番寒暄后，他表示感觉到导师此行似乎有目的。

文卡瓦杜达承认这一点，他说，“Bhoodevi（地母娘娘）

哭泣了，所以那罗延（Narayan）必须降临。祂会诞生

在你的家庭。祂会爱你。祂会在你怀里嬉戏。要做好

准备。” 文卡瓦杜达说完便离去，留下困惑的昆达玛拉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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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身的下凡 

 

光阴荏苒，好多年过去了。昆达玛拉祖建议一个远亲，

苏 巴 拉 祖 （ Subba Raju ） 来 卡 尔 纳 淡 纳 哥 巴 里

（Karnatanagepalli）定居。两家结为亲家，苏巴拉祖的

女儿，纳玛吉利雅玛（Namagiriamma）与昆达玛拉祖

的长子，伯达文卡巴拉祖（Pedda Venkappa Raju*）缔

结良缘。想起导师的预言，昆达玛拉祖就为其媳妇取名

依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 

 

一年后，第一个儿子出世，取名舍沙玛（Seshama）。

接 下 来 ， 两 个 女 儿 相 继 出 世 ， 取 名 文 卡 姆 玛

（Venkamma）和巴尔瓦塔姆玛（Parvathamma）。然

后有四次的流产。一天，当依斯瓦罗姆玛在井边打水时，

晴朗的天空突然发出一道闪光而一蓝光的球体向她滚来

并进入她的身体。她惊喜过度而晕了过去。村长的妻子，

卡尔纳姆苏巴姆玛（Karnam Subbamma）把她扶起并带

她回家。多年后，斯瓦米告诉一组信徒说，那就是祂下

凡的经过。那是一个“pravesh”（进入或降临）不是一

个“prasav”（正常怀孕）。不久，依斯瓦罗姆玛确认自

己怀了第八胎。为了安全起见，她的家婆安排了一系列

的沙迪亚那罗延祭礼（Sathyanarayan puja）。昆达玛拉

祖告诉家人，就如基士拿是第八个孩子一样，依斯瓦罗 

 
*  注：斯瓦米父亲的名字，在不同的书籍里都有不同的拼音。大部分的书籍都拼为

Pedda Venkama Raju。这是斯瓦米在讲道中说的。然而在地方口语上，大家都用

Pedda Venkappa Raju。在这本书里，我们采用这流行的拼音 Pedda Venkappa R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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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玛怀的孩子也是第八胎。昆达玛拉祖很肯定地认为主

那罗延即将下凡。然后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晚上，

家中的乐器开始自动奏起乐曲。乐曲是那么的甜美和柔

和，令人陶醉。当昆达玛拉祖与两个儿子前去查看时，

他们看不到有人演奏而音乐也就停止了。经过了这样的

几个晚上，他们都紧张得不能安寝。昆达玛拉祖想起住

在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的一个受众人所尊重的

占星家。于是他们特地去请教他，并告诉他，他们之所

以感到焦虑的原因。他静坐一段时间，然后宣称依斯瓦

罗姆玛将生下一个非凡的人。天神如 Devatas ，

Kinnaras 以及 Gandharvas 正演奏圣乐以取悦在子宫之内

的婴儿。 

 

一个很不平凡的婴孩 

 

婴 儿 临 生 时 ， 昆 达 玛 拉 祖 之 妻 ， 勒 斯 曼 玛

（Lakshmamma）正出席沙迪亚那罗延祭礼。祭礼完毕

时，她带了些祭品回家给依斯瓦罗姆玛吃。就在此刻婴

儿诞生了。勒斯曼玛把这好消息告诉昆达玛拉祖。他甚

感惊讶，因为他没听到婴儿的哭声。诞生后，婴儿保持

绝对的安详、静默，令在场的妇女们都不能确定婴儿是

否还活着。依斯瓦罗姆玛用手捏婴儿，想弄他哭。婴儿

张开眼睛，露出迷人的微笑。妇女们无不为之着迷。昆

达玛拉祖与其妻子都肯定地认为，那确实是主那罗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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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临，于是，昆达玛拉祖就为婴儿取名沙迪亚那罗延那

（Sathyanarayana），时为 1926 年 11 月 23 日。 

 

幼年期 

 

在三四岁时，他已体现出他的仁慈之心。看到人家受苦，

他的心溶化了。只要有人求乞于他家门口，我们现在所

称呼的沙迪亚，就会要求和游说母亲或姐姐施舍一些粮

食或食物。有一次，感到不耐烦的母亲告诉他，假如他

是那么热心于喂养他们，那就把自己的那一份食物给他

们吧！沙迪亚很愉快地这么做而那一天，他就拒绝向母

亲求取食物。为了减轻长者的挂虑，他说有一个老人给

他食物。他的肚子显得涨涨的而他的手也发出食物的味

道。 

 

年轻的导师 

 

那是 Ramanavami（罗摩诞辰节）之日的深夜时，游行

队伍环绕村子游行。游行队伍由一装饰着花卉并挂着罗

摩大画像的牛车带领。沙迪亚母亲以为沙迪亚喜欢看游

行，但就是找不到他。当队伍来到拉祖的家时，他们很

惊讶地看到五岁大的沙迪亚竟然坐在罗摩画像的旁边。

他们问他的同伴，为什么他坐在牛车上而不是跟着队伍

一起走。回答是，“他是我们的导师，怎么可以跟我们

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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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求学期间 

 

八岁时，沙迪亚进入布卡巴特南高等小学就读。在学校

里，他非常听话，很单纯，沉默寡言。一天，一个老师

发现沙迪亚没有把听写的笔记记录下来。老师生气地责

问沙迪亚为什么不作笔记。沙迪亚天真地回答说，他已

读过了这课业，并且有把握回答有关这课业的任何问题。

但是，老师的尊严受到伤害，于是他罚沙迪亚站在凳子

上。沙迪亚毫无怨言地接受惩罚。下课铃声响起，这一

节课的时间到了，而下一节课的老师麦布侃进来课室。

看到前一节课的老师，昆达巴，还坐在椅子上而沙迪亚

则站在凳子上。麦布侃甚感惊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昆达巴轻声地对麦布侃说，他被椅子胶着了，不能起来。

当他站立时，椅子也随着起来。在麦布侃的规劝下，昆

达巴叫沙迪亚坐下，这时他发现椅子就再也不胶着于他

了。 

 

般塔里峇赞（Pandhari Bhajan） 

 

沙迪亚在十岁时组织了‘般塔里峇赞团队’，一个由 16

到 18 个年龄相仿佛的男孩组成的队伍。他们唱民谣和

歌谣。人们注意到，当霍乱席卷整个区域时，只有布达

峇地完全不受影响。智者认为那是由于般塔里峇赞的关

系，因为它发出神圣的力量以抵御疾病。般塔里峇赞的

声名很快不胫而走，而哪里有传染病，人们就会邀请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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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团前往表演。凡经他们唱了峇赞的地方，传染病即告

销声匿迹。 

 

哈奴曼神殿 

 

在印度历 11 月（Magh）的清晨，沙迪亚经常带领村子

里的所有小孩到哈奴曼神殿去。当孩子们正执行庙里的

parikrama（绕庙而行）时，他找个地方坐着。一天，孩

子们坚持沙迪亚应该跟他们一道绕行。就在沙迪亚准备

跨出一步时，一只不知从何处来的大猴子尊敬地挡住沙

迪亚前进。孩子们都感到惶恐而想逃离现场。沙迪亚平

息和安抚他们并要他们注意这猴子的尊敬的神态，同时

又向他们解释那可不是一只平凡的猴子而是哈奴曼本身。

哈奴曼对沙迪亚说，即便他看起来是个孩子，但他一眼

就看出沙迪亚是罗摩，而他，哈奴曼，是罗摩的崇拜者、

仆人，因此如果沙迪亚执行绕庙礼以献给哈奴曼，那么

就会给哈奴曼造成一大罪行了。沙迪亚说，他不得不答

应哈奴曼的请求而不执行绕庙礼。孩子们无不感到兴奋，

庆 幸 得 到 罗 摩 与 哈 奴 曼 在 一 起 的 罕 有 的 达 瞻

（darshan）。这事件给孩子们的心灵带来了一个巨大

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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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众生 

 

沙迪亚不能忍受对动物的虐待。小时候，他经常远离牛

羊或家禽的宰杀场以及捕鱼的地方。每当拉祖家里烹调

肉类时，沙迪亚经常去苏巴玛（Subbamma）家回避，

因为苏家是婆罗门阶级（Brahmin），故为素食者。当

他长大一点时，他帮助终止村里的牛车竞赛和斗鸡游戏。

当一些孩子收集一些青蛙于篮子内，准备带回家去观赏

牠们跳跃时，他把那些青蛙变成鸽子飞走。他教导孩子

们，要善待一切生物。 

 

 

卡玛拉布拉姆（Kamalapuram） 

 

此后不久，舍沙玛拉祖（Sheshama Raju）被派往卡玛

拉布拉姆接受师资训练，沙迪亚也跟他前往，以便在较

好的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舍沙玛拉祖相信沙迪亚有能力

进入大专院校就读并成为一个政府官员。虽然他只来了

卡玛拉布拉姆一段短时间，就是在那儿，他因温馨的天

性和神奇的力量而声名大噪。有这样的一句话，他彰显

自己于乌拉瓦昆达，却从卡玛拉布拉姆扩大他的荣耀。 

 

师训结业后，舍沙玛拉祖被派往乌拉瓦昆达当泰卢固语

老师。就在这里，沙迪亚的灵性生涯开花结果。在来乌

拉瓦昆达之前，他的名气已家喻户晓。不久，他成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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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里最出名的孩子，很受教职员与同学的爱戴。1940

年 3 月 8 日，沙迪亚的举止好像是被蝎蜇了，可是却找

不到蝎子。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借口以开始他下一阶段

的彰显，因为他的性格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当人家跟他

说话时，他总是不愿回答。他对食物不感兴趣。大部分

时间保持静默，有时吟唱歌曲与诗歌，并把背诵冗长的

梵文赞诗（stotras，或神圣事迹的诗歌），及谈论最精

奥的吠檀多（Vedanta），穿插其中。 

 

 

回到布达峇地 

 

舍沙玛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在他的催促下，父母亲把

沙迪亚带回布达峇地。不同的人建议不同的治疗方式。

昆达玛拉祖提醒家人，主罗摩及其弟弟们在同样的年龄

也经历了这种体验。（见沙迪亚赛峇峇的著作

‘Ramakatha Rasa Vahini’*  44 至 49 页）家庭导师婆喜

史多穆尼（Vashishta Muni）被十车王（Dasharath）

（译注十车王：罗摩之父）叫来以找出事情的根由。婆

喜史多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并把罗摩请来。罗摩不断地问

他许多深奥的灵性问题，婆喜史多一一给予详尽的回答。

这对话以‘Yoga Vashishta’（婆喜史多瑜伽）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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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达玛拉祖虽作了明智的解释，但家庭成员不为所动而

坚决认为沙迪亚有鬼附身，并把他带到住于卡地理

（Kadiri）附近的梵巴里（Brahmanpalli）的一个可怕的

驱魔师求救。昆达玛拉祖很生气并有话要说，但是，沙

迪亚使个眼色，要他保持缄默。他后来解释说，这都是

他的游戏。这魔鬼化身的驱魔师让一个活泼可爱的十二

岁小孩遭受不可言喻的折磨以赶走附身的幽灵。最后母

亲和姐姐们再也看不下去了，才把沙迪亚带走并付了足

够的费用给驱魔师作为酬劳。沙迪亚自始至终都保持不

在乎与自若的态度以应之。当他们回来时，昆达玛拉祖

听到所发生的一切和看到沙迪亚头上的疤痕，不禁老泪

纵横。沙迪亚再解释这一切都是他的游戏而类似的事情

再也不会发生了。这使万分痛苦的昆达玛得到了舒缓。 

 

（* 译注：katha，事迹；rasa，菁华；vahini，河川。） 

 

 

你是谁？ 

 

这疑问仍继续。于是在 1940 年 5 月 23 日发生了一件可

视为里程碑的事件。听到喧闹之声，其父伯达文卡巴拉

祖从屋内出来并发现沙迪亚坐在昆达玛拉祖的屋外，为

一群人所包围。沙迪亚分发经他仅一挥手即变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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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与糖果给他们。其父以为这简直是欺诈并感到愤怒。

他决定阻止这一切，使之不再得以继续下去。于是他拿

了一根令人生畏的木棒，气呼呼地走近沙迪亚并喊叫道，

“你到底是神，是鬼，还是一个顽童？回答我！”沙迪亚

第一次亲口说出他真正的身份。他冷静地宣布，“我是

赛峇峇”。木棒从伯达文卡巴拉祖的手中滑落。他发呆

地站在那儿，注视着沙迪亚。沙迪亚继续说，“我隶属

‘Apasthamba Suthra’ 而我属于‘Bharadwaj Gotra’（跋勒

瓦贾氏族的后裔）。保持你家的干净和纯洁。你的文

卡瓦杜达（Venkavadhoota）祈求我降临于你的家庭，

所以我来了。每逢周四，膜拜我吧！” 

 

 

赛峇峇是谁？ 

 

这是一个新谜团。这赛峇峇是何方神圣？经过多方咨询

后所获得的讯息是，赛峇峇是个圣者，曾住在马哈拉施

特拉邦（Maharashtra）的舍尔地（Shirdi）。他们也得

知伯奴昆达（Penukonda）的注册主任是一个虔诚的赛

峇峇信徒，每个星期四都执行祭礼。沙迪亚被带到他那

儿，他跟这孩子谈话后宣布说，这孩子不是赛峇峇而是

受到幻觉的困扰。沙迪亚斥责他，竟然认不出一直膜拜

的那个人，他自己才是受到幻觉的蒙蔽。然后沙迪亚一 

挥手，即变现圣粉（vibhuti）给予注册主任，他简直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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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了。沙迪亚说，在舍尔地时，他经常从 dhuni（壁炉）

中取出 Udi（圣灰），但在此化身中，他不需要壁炉。

看到注册主任目瞪口呆的样子，沙迪亚把圣粉散撒于整

个房间，然后回返布达峇地。 

 

 

证实 

 

几天后，在 1940 年 5 月 30 日那一天，自伯奴昆达来的

一个绅士要求沙迪亚立刻证实，他确实是舍尔地赛峇峇。

此人显然得知在注册主任家所发生的事情。沙迪亚以其

一贯的平静态度要求一些花朵。他母亲抓满一手茉莉花

给沙迪亚，然后沙迪亚若无其事地把花撒在地上。当花

落地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惊讶地看到花儿自动排列

而形成泰卢固文的‘ 赛峇峇’ 的字样。沙迪亚说，现在

这已经足以证实他的身份，而以后他会再提供更多的证

明以示众人。 

 

再一次回到乌拉瓦昆达 

 

沙迪亚的情绪改变了，他又回到以前的自己。舍沙玛拉

祖前来把沙迪亚带回到乌拉瓦昆达的学校就读。他唯恐

沙迪亚因缺课而被拒升级。在学校里，他受到上自校长，

下至同学的欢迎。星期四已成了乌拉瓦昆达的一件大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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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鲁巴克沙神殿 

 

现在又有一件可作为标记的事件发生了。贝勒里

（Bellary）的市议会主席及其妻子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梦见他们都应该到乌拉瓦昆达的一所房子去而把住在那

儿的孩子带到位于韩比（ Hampi）的维鲁巴克沙

（Virupaksha）神庙。房子的地址及孩子的脸孔也清晰

可见。他们立即动身，按地址去寻找而遇见沙迪亚及其

哥哥并向他们解释来意。舍沙玛拉祖去见校长，告知原

委并申请假期。校长很高兴也很支持。他甚至提供他的

车子给他们使用。其中一个老师，名叫坦米拉祖

（Thammiraju）的，决定陪同沙迪亚及舍沙玛夫妻前往。

市议会主席和其妻子立即先行离开而其他人几天后才跟

着来。 

 

在贝勒里，他们与主席及其一组人会合，大家一道前往

在韩比的维鲁巴克沙神庙。抵达时，斯瓦米装着肚子疼

痛的样子而拒绝进入神庙。主席深感失望，但沙迪亚向

他保证，他的愿望必将如愿以偿并请他跟其他人一道走。

之于他们，一大惊讶就在他们步入神庙的当儿就要发生。

这时，圣火礼（Arati）正在进行中，而在神像之处，他

们看到沙迪亚站立在那儿，接受圣火礼。舍沙玛认为这

是沙迪亚耍的伎俩。他冲出外面，却发现沙迪亚跟先前

一样坐在那儿，看管行李。他跑到里面，又看到沙迪亚

正在接受圣火礼。于是他吩咐妻子到外面而自己留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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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的妻子回来并确定沙迪亚正坐在那儿。圣火礼结

束后，主席和夫人及其团队都跪拜在沙迪亚的莲花足下。 

 

 

衣领的金别针 

 

这事件的消息在附近的市镇，侯斯伯特（Hospet）象野

火般迅速传播开来，然后延伸到乌拉瓦昆达。沙迪亚，

舍沙玛拉祖及其妻子陪同主席及主席夫人到贝勒里几天。

主席供奉许多礼物给沙迪亚，但他拒收任何一件礼物。

在舍沙玛拉祖的相劝下，沙迪亚决定收下一个衣领金别

针，并说它以后会有所作用。他们于 1940 年 10 月 19

日回到乌拉瓦昆达。第二天早上，沙迪亚照常去上学，

但中途折回，声称他的领针丢了。到家时，他把书本扔

在嫂嫂的脚下。沙迪亚的头上有一道光环围绕着；它是

那么的明亮致使苏西拉姆玛（Susheelamma）不得不把

她的眼睛遮盖起来。他于是宣布，他不再是他们的沙迪

亚。他是赛。幻觉已经离去。他的信徒正呼唤着他。他

必须执行使命，因为那是他降临的目的。时为 1940 年

10 月 20 日。 

 

第一首峇赞 

 

他去到盐税局检察员，安贾尼玉鲁（Anjaneyulu），的

院子里并坐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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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唱那首峇赞，‘Manasa bhajare gurucharanam’ 而群众

也跟着唱。几天后，沙迪亚的父母来了。他称他的母亲

为 Maya。依斯瓦罗姆玛，他的母亲，担心沙迪亚或会

成为一个舍离者（sanyasi）而远遁喜马拉雅山去修行。

她请求沙迪亚回到布达峇地并保证他完全会有行动自由。

沙迪亚接受并宣布神恩正在降临，不止降临于她一人而

是全村的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人。他选择了布达峇地

作为他执行使命的中心。 

 

使命开始 

 

回来后，他住在父母亲家一段时日，但家庭的气氛不尽

如其意而群众的人数越来越多，已超越伯达文卡巴拉祖

和舍沙玛所能应付了。群众阻碍了大街。于是，他移到

卡尔南苏巴玛（Karnam Subbamma）的家，而傍晚的集

会就在吉特拉瓦底河（Chitravathi）的沙地上举行。苏

巴玛安排了几个气化灯照亮沙地。在乌拉瓦昆达，人们

称他为沙迪亚赛峇峇。在布达峇地，人们则称之为

‘Bala Sai’（小赛）。 

 

舍尔地的显灵 

 

一天，来自伯奴昆达的一位律师，基士拿马查里

（Krishnamachari），莅临并责备伯达文卡巴拉祖，以

沙迪亚神圣力量的夸张故事来欺骗和误导单纯的村民。 



16 
 

愤怒的伯达文卡巴拉祖和苏巴玛把他们一伙人带到沙迪 

亚那儿并告诉沙迪亚，他如何遭到侮辱而这完全是因为

沙迪亚的关系。沙迪亚答应提供他们所要寻求的一切证

据。他首先带苏巴玛到里面的一间房间并让她目睹舍尔

地的陵墓的景象，陵墓有花卉与琼脂的香味，还有一个

随从坐在角落，念诵着经文。苏巴玛兴奋无比。她走出

房间后，Bala Sai（小赛）一一请基士拿马查里及其友

人进入，让他们一睹同样的情景并指出各种标记。最后

才轮到伯达文卡巴拉祖进入。他出来后简直判若两人。

他的怀疑完全消失了。来自伯奴昆达的基士拿马查里及

其友人不断地为自己的藐视言论道歉。苏巴玛告诉他们

直接到舍尔地去亲眼目睹他们刚才所看到的景象的真实

性。伯达文卡巴拉祖吩咐家人要视沙迪亚为圣灵而不再

以琐屑之事烦他，不再疏忽他，或急躁地对待他。他领

悟到他的父亲昆达玛拉祖所持的态度和观念一直是正确

的。 

 

小小的赛劝导年长的修行者 

 

1941 年，一位名叫迪甘巴拉斯瓦米（Digambara Swami）

的年长修行者，被带到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来；

他已丧失了双腿的操作功能并且不穿衣服。他也发誓保

持缄默。他的崇拜者争相观看，当面对着这进行了诸多

苦行的老者时，沙迪亚会有什么反应。很多人以为沙迪

亚会避开他。适得其反。当迪甘巴拉斯瓦米被抬到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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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的家门时，沙迪亚走出来并把一条大毛巾抛在老修行

者的腿上，然后吩咐他身边的人帮他遮蔽好身体。之后，

他温和地告诉修行者，如果他已切断与社会的一切关系，

就如他的裸体似乎所要表达的，那么他应该远离社会，

远遁山林。远遁山林有什么可怕？另一方面，如果他渴

求声誉，名望，食物和信徒，那么他就不应该裸体。沙

迪亚拍拍修行者的背并说他知道修行者的问题。修行者

担心在山林中没有食物和蔽身之所。沙迪亚保证，不论

他身在何处，沙迪亚都会提供食物给他。他甚至可以在

当下所处的场地静坐，如果他不想离群而居的话。他不

应该麻烦他人把他赤身露体地从一处抬到另一处。这老

修行者不禁潸然泪下。他吩咐追随者把他抬走。 

 

从此以后，沙迪亚就被称为斯瓦米（Swami）。 

 

 

开始启程 

 

斯瓦米现在开始到不同的地方去给在痛苦中呼喊神的人

们，传达祂的福音，带给他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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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神殿 

 

即便是苏巴玛宽敞的房子现在也显得不足以应付剧增的

信徒人数。于是，苏巴玛提供位于哥巴拉斯瓦米神庙

（Gopalaswamy temple）附近的一块地来盖一座棚式建

筑物。盖好了之后，斯瓦米于 1945 年 12 月 14 日的

Vaikuntha Ekadashi 节庆（译注：Vaikuntha，无欲天，

毗湿奴的住所；Ekadashi，十一日）迁入。在这之前三

周，苏巴玛溘然长逝。在弥留之时，斯瓦米把恒河之水

倒入她口中以完成祂的承诺。 

 

 

强盗的改造 

 

尽管有一部分嘲笑者，这地区大部分的人都热爱斯瓦米

并对他怀持十足的信心。这可以从以下的事件中证实之。

有一天，时已黄昏，斯瓦米从旧神殿出来，并径自快步

地朝向吉特罗底河走去。人们不知道斯瓦米这么匆忙要

赶到哪儿。祂渡过河，直向一个圆石走去并迂回地绕着

圆石走着。有十七个强盗坐在那儿，瓜分所掠夺之物。

斯瓦米变现圣灰，并点在人人头额上。祂跟他们说话并

答应为他们所有人寻找工作。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斯瓦

米并跟随斯瓦米到布达峇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如斯

瓦米所答应的，人人都改过自新，安份守己。党羽的首

脑，名叫苏班纳（Subbanna），被分派到旧精舍去当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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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工作。他忠于职守并以此工作为荣。斯瓦米向信徒

们解释说，罗摩能够轻易地歼灭邪恶者，因为善者与恶

者居于不同之处。基士拿也一样很容易地这么做，因为

善者与恶者虽同属一个家庭但却存在于不同的支系里。

现在他们存在于同样的躯体，因此祂必须毁灭邪恶的性

质而非邪恶者。所以这次化身的重点是在于改造而非毁

灭。而那就是祂对那十七个强盗所做出的善事。这就是

祂任务的一个早期的范例。 

 

 

新神殿的场地 

 

那是 1947 年的事。举国上下都为即将来临的独立而欢

腾。旧神殿也随着独立的到来而显得不足以接纳所预期

的人潮。一天傍晚，斯瓦米偕勒斯麦阿（Lakshmaiah）

散步并指出一所大楼将建立的所在地。整个地区将会有

重大的改变，而来自印度各地，乃至整个世界的数以万

计的人会前来接受斯瓦米的达瞻（darshan）。祂更告

诉勒斯麦阿，他不得不相信，到那时候在他所站立的地

方想望一眼站在大楼凉台的斯瓦米将很费力。翌日，斯

瓦米也带其他信徒到那儿并示知建筑场址。它距离旧神

殿有一段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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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斯瓦罗姆玛的不安 

 

消息传到伊斯瓦罗姆玛（Easwaramma）的耳朵里。她

甚感困扰而去找斯瓦米问个明白，并告知自己的想法，

同时责怪斯瓦米老是静不下来。斯瓦米再向她保证一切

安然无事，不要道听途说。一旦建筑物耸立，再也没有

她所畏惧的丛林或蛇蝎的出没其间了。每天将会有成千

上万的人潮涌入而此地将演变成一个舍尔地（Shirdi），

一个帝如巴蒂（Tirupati），一个卡西（Kashi）了。她

还是不能完全平息下来，并要求舍沙玛拉祖（Sheshama 

Raju）写信给斯瓦米。他照做了，斯瓦米的回信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文件，在信内，祂提供对未来发展状况的一

瞥。 

 

一个英国官员射杀一只母虎 

 

独立的到来引起诸多激动人心的欢腾和兴奋的庆祝。两

个月后，另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又发生了。斯瓦米坐在

旧神殿的椅子上，信徒们则坐在行李箱上，围绕着祂讨

论灵道上的问题。祂突然站起来，走入房间。不久，一

个英国官员和他的司机进来。那英国官员立即坐在斯瓦

米的空椅上。司机描述那导致他们到来的事发经过。 

 

那官员去狩猎并射杀了一只老虎，而将之置于吉普车的

后座。当他们朝向 Karnatanagepalli（卡尔纳塔纳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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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回来途中，吉普车经过干涸的吉特拉瓦底河的河床

时熄了火。他们多方尝试，均告失败。于是，司机到村

里去买了三对公牛，系于吉普车上试图拉动车子，但是

都拉不动分毫。这时，司机想起村子里有一个神童，具

有神奇的威力，于是他们就前来求援。斯瓦米那时年近

21 岁，但看起来像个少年。斯瓦米从容地走出来。祂

责备英国官员杀死那只母虎，遗下三只既饥饿又害怕的

幼虎。他不应该杀害一只没有恶意伤害他的动物。斯瓦

米特意让吉普车熄火被困使他得此教训。斯瓦米然后挥

手变现圣灰并叫官员撒在车上，车子即可启动。他应该

回去把三只幼虎送去动物园照顾和抚养，而此后只能用

摄影机来拍摄动物而不是用枪来射击牠们。那英国官员

遵照斯瓦米的指示，并且把虎皮处理之后送给斯瓦米。

从此以后，官员放弃狩猎。 

 

 

出游持续 

 

那是 1948 年的事。新神殿的蓝图正在准备中。同时，

斯瓦米继续祂的出游。祂的名声传遍泰米尔纳德

（ Tamil Nadu ），安德拉（ Andhra ）和卡纳塔克

（Karnataka）诸邦的许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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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bandhan 

 

最近刚从迈索尔（Mysore）邦森林首席主管职位退下来

的克沙夫韦德尔（Keshav Vittal），得知斯瓦米在班加

罗尔（Bangalore）而这地方正是他退休之后定居之地。

他获得斯瓦米的第一个 ‘达瞻 ’（darshan）于萨卡玛

（Sakamma）的住所。萨卡玛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只要

斯瓦米到班加罗尔来，他必是常客之一。斯瓦米邀请克

沙夫韦德尔（斯瓦米称他为韦德尔劳勿）到布达峇地。

他偕妻子，小女儿，贾耶勒斯米（Jayalakshmi），及其

他两个女人，一个较长，一个年龄与其小女儿相仿佛，

在预定的时候抵达那儿。晚上，女性们就睡在旧神殿的

大厅上。两个年长的妇女已入睡而两个年轻的女孩则滔

滔不绝的大谈有关斯瓦米的事迹。大厅显得有点闷热，

半夜时分，这两个少女于是决定出来透透气。这时她们

看到整个村子沐浴于炽热的亮光之中，她们顿时目瞪口

呆。她们也惊讶地看到布达峇地周围的山丘散发出炽热

的亮光，有如在火焰中一般。灿烂的亮光令人目眩。早

上，斯瓦米证实与确认她们所见到的一切。祂更进一步

地解释，那亮光总是在那儿，不论人们能否看到。这光

被称为‘Dikbandhan’，那阻止一切邪恶和负面思潮进入

的光，并防止它们进入布达峇地，这个神圣的地方。贾

耶勒斯米后来成为阿南达布女子大专院校的监督，而曾

经有一段时间受任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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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地神庙 

 

在此同时，新神殿的建筑工事已经开始。斯瓦米一如往

常地继续祂的出游，而在 1949 年 2 月 3 日祂又一次前

往位于真乃（Chennai）的古印地（Guindy），这一次

是执行舍尔地赛神殿的开光典礼（或圣化仪式），而这

神殿是祂于 1946 年 7 月 10 日奠基的。斯瓦米变现一个

象头神的银像及九颗宝石而置它们于安装舍尔地神像之

下的凹陷处。然后祂又变现一个 Srichakra（天体图或

人体图或经脉图）而祂用祂神圣的手把神像置于其上。

当斯瓦米把能量充斥于神像时，神像浮起空中，为时几

秒钟，然后徐徐降落至原来的位置。一个神化身圣化其

前世的神庙，这算是第一次。 

 

 

罗摩那摩诃尔西来到神那儿 

 

1950 年 4 月 14 日，时间是晚上九点。在布达峇地，一

个名叫瓦拉杜（Varadu）的信徒宣称罗摩那摩诃尔西

（Ramana Maharshi）罹患重病，已奄奄一息了。突然

间，斯瓦米的身体变得僵硬并且快跌到了。瓦拉杜和另

一个叫基士拿的信徒，手拉着手，防止斯瓦米跌倒，并

支撑祂的身体以保持平躺状态。突然，斯瓦米的身体摆

脱瓦拉杜和基士拿的手而升起，并听到祂含糊的声音，

“摩诃尔西已到我这儿来了”。当祂还在空中时，祂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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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板分开而大约有两公斤芳香的圣灰涌出来，而在场的

其他信徒赶快的用器皿把圣灰盛起来。两分钟后，祂的

身体下降到瓦拉杜与基士拿的怀里。第二天，消息传来，

罗摩那摩诃尔西已于前一晚九时左右离开人世。 

 

 

新神殿的建造 

 

新神殿现在已做好落成典礼的准备。工程师们必须克服

极大的困难以建成这建筑物。当设计完成时，经费又不

足。屋顶的铁梁已运到伯奴昆达（Penukonda）。如何

运往布达峇地是个大问题。最后问题以一个戏剧性的方

式 顺 利 解 决 。 一 天 早 上 ， 来 自 东 卡 巴 特 拉

（Tungabhadra）水坝工地的一辆起重机突然出现而在

总工程师位于阿南达布（Anantapur）的住所门口抛锚。

蒙斯瓦米加持，起重机修好了，而司机答应从伯奴昆达

火车站运载铁梁到布达峇地。狭窄而又弯急的道路，载

着铁梁的起重机如何通行，还有，为什么那破旧的涵洞

不因承受起重机与铁梁的重量而坍塌，至今仍是一个谜，

只有斯瓦米才知道。它总算抵达吉特拉瓦底河的那一边，

然而，要横越河床的沙地似乎是不可能的。斯瓦米自己

坐在起重机司机的旁边并控制起重机，而最终完全卸下

铁梁于工地。由于从东卡巴特拉水坝工地来的起重机班

子的突然出现，吊起铁梁诚属可能。没有人是会愿意到



25 
 

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蛮荒之地来工作的。大家都知道，

若非斯瓦米神圣的插手，这工程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 

祂是个激励人心的领导者，也是一个权威的建筑师和工

程师，提供一个比专业者更为完善的设计，更为完善的

建造方法及更为完善的美学观点。祂是一个熟练的人事

经理，一个令人惊讶的资源采集者，并展示如何以一个

务实的方式引导和指示人们。 

 

 

百善地尼乐园的落成典礼 

 

1950 年 11 月 23 日，取名为百善地尼乐园（Prasanthi 

Nilayam）的新神殿由斯瓦米主持落成典礼。斯瓦米坐

在点缀得极为光辉灿烂的开敞的轿子里，由人从旧神殿

抬来并高喊着‘Jai Sai Ram’。一路上，斯瓦米满脸笑容

地祝福大家。在祂身旁安放了一堆花卉，让斯瓦米不时

拿起一些花卉，剥开花瓣，抛向信众。当花瓣落在地上

时，人们发现这些花瓣竟转变为金币，刻有舍尔地赛峇

峇或沙迪亚赛峇峇或两者的画像。在致辞中，斯瓦米说，

“ Prashanti 意谓崇高的 Shanti 或平和，而不是介于两

个风暴之间的平静。它是心念的至高无上的，不可动

摇的宁静，不受激情的干扰；是反映神的爱的一种清

明而纯净的智能。Prashanti（百善地）的境界是没有

恐惧的。我正在主持的不是一所名叫 Prasanthi 

Nilayam 的建筑物而是一个 Prasanthi Nilayam（崇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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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世界。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邪念，只会有新生婴

儿的纯净心念。凡住在 Prasanthi Nilayam（百善地尼

乐园）而修习坐禅，赞唱峇赞或执行其他灵性修习者，

将不会轮回。” 在回答祂为何给此神殿取名 Prasanthi 

Nilayam 时，斯瓦米解释说，“你不能把我放在人生四

个阶段（four ashrams of life）的任何一个，因为我不

是一个学生或一个掌管家务者或一个隐遁者也不是一

个舍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能算是一个修道院

（ashram）。我也不是一个僧侣，一个隐居者或一个

苦行者。它不是一所神殿，因为我没有规定任何膜拜

仪式或提倡一个赛膜拜方式。然而它确是一个膜拜神

明的场所，一个寺庙，人人都可以从中获得 Prashanti，

即至高无上的平和，凭借静虑于我，也就是无穷无尽

的爱就得了。我的任务就是去改造每一颗心，使之成

为一个 Prasanthi Nilayam（百善地尼乐园）。” 

 

 

第一所教育机构 

 

在 1951 年 12 月 16 日，斯瓦米出席布卡巴特南

（Bukkapatnam）县政府高等中学的年度聚会，使之生

色不少。祂吩咐卡斯杜里（Kasturi）在聚会上展示祂的

照片。这所学校是斯瓦米促进和赞助教育机构的第一步。

文卡达基梨（Venkatagiri）国王捐献了相当数目的款额，

作为这所学校的建校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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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瓦罗姆玛的第二个愿望 

 

1953 年，伊斯瓦罗姆玛去找斯瓦米，谈及有关她的第

二个高尚的愿望。她的第一个愿望是在 1948 年跟斯瓦

米提起的，那就是在村里挖口井，让村民们有水饮用。

斯瓦米于是在旧神殿后面掘了一口井；这口井从不干涸，

不论抽出多少水。这一次，她的愿望是为村民们提供医

药服务。斯瓦米很赞赏她的高尚愿望；这些愿望都是造

福社会人群的。她从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任何东西。

斯瓦米接受她的愿望并发出指示，建一所十二个床位的

医院，六个男床位，六个女床位。计划已拟定而蓝图也

准备好了。斯瓦米于 1954 年 11 月 23 日主持奠基典礼。

志愿工作者们既虔诚又献身地工作，而最后这所中央医

院于 1956 年 10 月 4 日由安得拉邦首席部长劳勿博士

（Dr Bezawada Gopal Rao）主持开幕典礼。 

 

 

出行 

 

斯瓦米的旅程仍旧不减。每当祂不出门，留在布达峇地

时，大部分的傍晚时光斯瓦米会带信徒们到吉特拉瓦底

河沙滩去并以神圣游戏及灵性讨论来消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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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身是一个 

 

那时正是 1957 年 3 月初。文卡达吉利（Venkatagiri）

的国王来拜访斯瓦米并邀请斯瓦米当第九届全印度神圣

生命协会大会主席。这大会在文卡达吉利举行，时为

1957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斯瓦米提出异议，说祂名不

见经传，而且周遭有许多知名的圣贤高人。国王回答说，

高人众多但神化身只有一个。斯瓦米莞尔而笑并接受邀

请。这造成一阵骚动，因为有关祂的传说甚嚣尘上，但

没有一个是恭维的。很多学者前来观礼，不是出自好奇，

看热闹，就是带着试探的心理而来。 

 

斯瓦米于 1957 年 3 月 16 日所作的主旨讲演在观众间掀

起一阵骚动。人们站起来热烈鼓掌并要求祂第二天再作

一次讲演。斯瓦米于 1957 年 3 月 17 日的讲演受到如雷

掌声的欢呼。学者们无不陶醉其中而感到心悦诚服。有

两位来自‘ 神圣生命协会’ 的修行者，Satchidananda（萨

基达南达）和 Sadananda（萨达南达），就是这聚会的

发起人，他们对斯瓦米的印象特别深刻，崇拜得五体投

地，并要求斯瓦米准许他们陪伴祂到 Kodaikanal（歌戴

卡纳尔）。斯瓦米不但允许他们同往，甚至还允许他们

继续到坎雅古曼里（Kanyakumari）和布达峇地。他们

喜出望外并见证了许多扣人心弦的神迹而完全证实与确

认斯瓦米的神性。萨基达南达描述当斯瓦米叫他面谈的

情形。祂谈及一个 37 年前发生在萨基达南达身上的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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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神奇事迹，那是斯瓦米诞生前五年的事情。萨基达

南达深感惊讶并问祂，怎么知道在祂出生之前的事。就

這一点，斯瓦米回答，“我是生出来的吗？我会死亡吗？

我超越生死，超越意识，超越属性。超越任何可以被认

知的事物，因为我是我。” 他们决定写信给他们的导师，

住 在 里 希 克 士 （ Rishikesh ） 的 斯 瓦 米湿 婆 南 达

（Sivananda），报告有关他们所体验的事迹并要求他

邀请祂到精舍来。这两个修行者觉得斯瓦米能治愈他们

导师，导师坐在轮椅上，下半身瘫痪。湿婆南达的邀请

函寄到而斯瓦米决定接受邀请并带一组信徒到位于里希

克士的精舍。祂微笑地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他们导师的

健康。祂会照顾他们的导师。 

 

 

修行山林徽章 

 

1957 年 4 月的一个傍晚，在吉特拉瓦底的沙滩跟信徒

们讲话时，斯瓦米从沙中拿出一块很厚的铜盘，大约

15 英寸长，10 英寸宽，有着神秘的标记及许多已经知

晓的和不见经传的字母。祂说 Sadhaks（求道者）进修

其 tapas（苦行）的树底下都埋着 Sasana（徽章）。祂

宣布祂会放置那个铜盘徽章于一颗榕树下而那颗树就是

祂提议栽植于修行山林（Tapovana）里的。此仪式于

1957 年 6 月 29 日完成。斯瓦米萨基达南达也出席这盛

会，并且在布达峇地的聚会时谈及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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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米荣耀里希克士 

 

斯瓦米于 1957 年 7 月 22 日傍晚时分带着祂的一组人到

达位于里希克士的‘神圣生命协会’ 精舍。斯瓦米湿婆南

达坐着轮椅来迎接祂。第二天早上，斯瓦米向精舍的学

生们致辞，而致辞完毕后，祂变现一条具有 108 颗

rudraksha（金刚菩提子）念珠的大项链，每一颗念珠都

以金包装，于其中央的是一颗五面大珠。祂置此礼物于

斯瓦米湿婆南达的颈上并向他保证，在一个极短的时间

内，他会变得精神奕奕，健康如初。 

 

第二天斯瓦米首先带祂的团队到噶哈瓦尔王后（Rani of 

Garhwal）的居所，而在回程中，停留于婆喜史多山洞

（Vashista Guha）并赐予达瞻（darshan）给受人尊敬的

高人，布鲁烁塔曼南（Purushottamanand）。第二天他

们又到婆喜史多山洞。祂变现一条闪闪发亮的水晶念珠

给布鲁烁塔曼南。然后祂吩咐大家离开山洞。布鲁烁塔

曼南以坐禅的坐姿坐着，斯瓦米躺下把头放在布鲁烁塔

曼南的腿上。突然间，斯瓦米的身体浸濡于神圣的光辉

之中而祂的头和脸看似增大了。祂的脸散发出光辉。有

一个人从半开的门外看到这景象，他感到既惊讶又喜悦，

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斯瓦米除了出门之外，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精舍回答各

个小组所询问的灵性问题。在旅程的最后一天，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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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7 月 28 日，斯瓦米湿婆南达现在能够自己走动

了，表示有意愿亲自带领斯瓦米到精舍周遭看看。斯瓦

米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开始出发。他们一度走下恒河而

斯瓦米用杯子盛了河水并给予湿婆南达。他非常高兴而

充满喜悦，由于杯子里面的水已经转变为甘露。斯瓦米

祝福湿婆南达和其他住院者，然后离开到德里去。 

 

在他们回到德里时，斯瓦米带领祂的团队到马图拉

（ Mathura ）， 平达 弯（ Brindavan ）和 斯里那噶

（Srinagar）作短时间的拜访，然后回到布达峇地。队

员们无不感到疲惫，但斯瓦米却总是精力旺盛。 

 

 

斯瓦米改正沙斯特里的错误 

 

当时每天下午四点都有著名的学者来讲演。在 1957 年

12 月 2 日，一个来自萨勒姆（Salem），名叫勒斯米那

罗延那沙斯特里（Lakshminarayana Shastri）的学者讲

述国王安巴里沙（King Ambarisha）的一则故事。讲到

一半时，斯瓦米插进来说，那学者所描述的故事是一个

普遍的说法，就是，国王在提供食物之前，正等着敝衣

仙人（Durvasa Muni，印度神话中的仙人，脾气古怪）

从他的早浴回来。斯瓦米说实际上是国王提供食物给来

到那里的圣贤。当敝衣仙人回来时，食物已供应给两三

组的圣贤了。敝衣仙人看到圣贤们在他回来之前已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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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怒之下咀咒食物变成蛆蛆，强迫圣贤们抛开食物而起

身。国王安巴里沙深感伤痛而向毗湿奴（Vishnu）祈求。

毗湿奴发出祂的盘状武器 Sudarshan Chakra（Sudarshan

美妙的显现，chakra 轮或盘）瞄向敝衣仙人。敝衣仙人

在 Chakra 紧追之下逃向湿婆，请求保护。湿婆拒绝他

的请求因为他太过自我膨胀。敝衣仙人于是转向毗湿奴

请求保护，但毗湿奴说，祂只知道怎么发出 Chakra，

而不知道如何召回它。Chakra 于是告诉敝衣仙人，如

果他跪在国王足前请求原谅，并向每一个人道歉，它就

放过他。敝衣仙人以自己藉遵从苦行法（gyana marg）

练得的八大法力（ashtasidhis）而引以为傲；必须挫挫

他的锐气而 ashtasidhis 修习的危险也必须给予表明。斯

瓦米说，持名是最简易和方便的法门。敝衣仙人咽下他

的傲慢并要求宽恕，于是，Sudarshan Chakra 便放他一

马。 

 

斯瓦米召唤卡斯杜里到布达峇地 

 

斯瓦米到克沙夫维特尔（Keshav Vittal）位于班加罗尔

的家去，看到卡斯杜里（Kasturi）站立在群众的边缘并

叫他和告诉他一本每月一期的杂志不久就要开始出版，

而斯瓦米要卡斯杜里当编辑。卡斯杜里喜出望外。他立

即辞去在班加罗尔印度广播电台（Akashvani）的工作

而稍后搬到布达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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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战车御者的问世 

 

一天，斯瓦米派人去请卡斯杜里来并告诉他第一期的

《永恒的战车御者》刚在大湿婆之夜（Mahashivaratri）

发行，由拉惹雷迪（Raja Reddy）编辑。但从那天起，

编辑之职概由卡斯杜里负责。斯瓦米带他们两人去位于

班加罗尔林荫道（Avenue Road）的威查拉达潘出版社

（Vichara Darpan Press）并买了一台便宜的印刷机，及

活字盘，英文和泰卢固文各一。印刷机安装于名叫

Patashala（巴大沙拉）那栋楼的东端的一个小房间内。

好几个月，《永恒的战车御者》以两种语文合起来出版，

包含英文与泰卢固文的文章，斯瓦米是主要的撰写者。

过后，两部份分开寄出。 

 

 

斯瓦米传记的第一部份出版 

 

在 1954 年卡斯杜里恳求斯瓦米允许，为斯瓦米写传记，

但遭到祂的拒绝，说是时机尚未成熟。人们会认为那仅

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当他真的动笔时，人们又会责怪他花

那么多的时间才完成。现在，在 1961 年斯瓦米终于批

准卡斯杜里执笔。卡斯杜里建议书名采用“Sathyam 

Sivam Sundaram”（真善美），斯瓦米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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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1 年斯瓦米生日那一天，卡斯杜里呈献“Sathyam 

Sivam Sundaram”的第一部分于斯瓦米的莲花足前。斯

瓦米非常讶异卡斯杜里的速度，在斯瓦米允许之后，这

么快就把书印好。卡斯杜里说，他一直写日记，所以在

得到斯瓦米批准之后，他只要整理所收集的资料就可以

付梓了。 

 

斯瓦米拜访那加赛神殿 

 

斯瓦米于 1961 年到哥印拜陀（Coimbatore）并在 1961

年 2 月 6 日为那加赛神殿（Naga Sai Mandir）的舍尔地

赛峇峇神像开光。神殿得名自一事件，即，舍尔地赛峇

峇以一只眼镜蛇现身，让无数的信徒一睹圣容。眼镜蛇

从花丛中钻出来，聆听几小时的峇赞后，牠还一展英姿

让人拍照，然后消失踪影。这件事情发生在 1943 年。 

 

 

1961 年到巴德里纳的拜访 

 

斯 瓦 米 决 定 于 1961 年 6 月 间 拜 访 巴 德 里 纳

（Badrinath），因为商羯罗阿者梨（Shankaracharya）

在那里安装的林伽（lingam），其灵力已大为减弱了。

拜访的另一个目的是要灌输在信徒及所有求道者的心中，

对论及某些地方之神圣性的经文的信心。祂经常强调



35 
 

Shastravishwas 和 devavishwas，对典论（Shastra）的信

心跟对神的信心是一样重要的。 

 

1961 年 6 月 17 日在巴德里纳寺庙，斯瓦米面对神像坐

着，祂变现一个美丽的四臂那罗延那（Narayan）神像

及海螺、法轮、棍棒和莲花等法器。然后祂变现一朵千

瓣金莲花，而当祂再挥动祂的手时，在祂的手掌上出现

了一个林伽（Lingam），这林伽与商羯罗阿者梨安装

在庙内一个秘密的壁龛里的林伽是完全一样的。祂把林

伽放在莲花的中央并且把莲花与神像两者置于一个银盘

上。祂展示祂所谓的 Netralingam 给与会的每一个人。

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首长，罗摩基士拿劳勿博士

（Dr B Ramakrishna Rao）代表所有与会者主持祭拜仪

礼。接着，斯瓦米把 Netralingam 送回到它原来安装的

地方。 

 

出行仍继续 

 

斯瓦米继续到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及卡纳塔克

邦（Karnataka）的各个不同的地区去活动。在南印度

的学术界和灵道圈里，祂可谓家喻户晓了，主要是因为

祂在 1957 年 3 月在文卡达吉利（Venkatagiri）的‘神圣

生命协会’大会的讲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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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导师节。巴拉德瓦者大仙（Bharadwaj Rishi）

的一段经历 

 

1963 年 6 月 29 日斯瓦米召唤卡斯杜里并要他宣布下一

个星期，他一整个星期都不会赐予面谈。第二天，斯瓦

米病了。祂的左手捏紧着拳头，左脚变得僵硬而脚趾则

绷紧。卡斯杜里和拉惹雷迪两人一直看守着祂。接下来

的几天，斯瓦米罹患中风，结核性脑膜炎，心绞痛及一

系列的心脏病发作症状。祂拒绝所有的治疗，不管是注

射，腰椎穿刺或静脉注射葡萄糖。有很多人守夜，也有

些人泣不成声。在 1963 年 7 月 6 日导师节那一天，在

卡斯杜里，拉惹雷迪及其他人的协助下，斯瓦米被带到

台上，让祂坐在银制的椅子上。祂的左半身瘫痪。斯瓦

米接着要了一杯水来喝。祂喝了几滴，然后用右手把一

些水洒在软弱的左手也洒在祂的左腿上。祂用右手按摩

左手并用两只手按摩左腿。祂站起来，把口靠近话筒并

以正常的声音说，“Premaswarooplara”。在场的观众群

起欢呼，狂舞，久久不能平息。 

 

斯瓦米然后宣布，透露祂的真实身份及为何降临世间的

时间到了。故事是从大仙巴拉德瓦者（Rishi Bharadwaj）

的渴望得以精通吠陀经起始。经三百年的苦功，大仙认

为离目标尚远。当他要求因陀罗（Indra）延长一百年

来完成他的研究时，因陀罗告诉他，这起不了什么作用。

他 规 劝 大 仙 ， 要 执 行 一 种 名 叫 Savitra 的 祭 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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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gnya）；而在那祭祀中，他会把吠陀经的精华传授

给大仙。但要达到这目的，大仙必须邀请湿婆（Shiva）

与萨克蒂（Shakti）参加仪式，增添光彩。大仙巴拉德

瓦者于是去凯拉沙（Kailash）邀请湿婆与萨克蒂，他看

到祂们正投入于一个舞蹈比赛中，比赛谁跳的最久。萨

克蒂向他微笑，然后转向他处，继续跳舞。湿婆告诉萨

克蒂，祂们应该扮演互补性的角色而不是竞争性的角色，

所以，她的做法是不对的。除此之外，她还忽略了大仙

的渴求而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大仙巴拉德瓦者感到很

失望和沮丧，准备回去时却由于中风而倒下。湿婆与萨

克蒂停止跳舞，赶紧向大仙奔去。湿婆从祂的壶中拿了

些水洒在大仙身上而使大仙苏醒过来。祂们告诉大仙，

祂们对他的虔诚甚感欣慰并答应会参加他的祭祀仪式。

祭祀顺利进行而神圣的湿婆与萨克蒂赐予大仙无比的恩

惠。最后，祂们告诉他，在伽利期（Kaliyuga），祂们

会下凡三次于巴拉德瓦者家族。第一次，湿婆单独化身

为舍尔地的赛峇峇。第二次，他们两人同时来到一个肉

身，那就是沙迪亚赛峇峇的这个肉身。第三次，萨克蒂

单独化身为伯里玛赛峇峇（Prema Sai Baba）。湿婆继

续说，当祂们同时化身为一个身体时，萨克蒂会承受八

天的痛苦，一如巴拉德瓦者所受者然，以补偿她的忽略。

斯瓦米之所以左半身瘫痪就是这个原因。直接的起因就

是等待合适的机会演出这个事件并且展露祂的真实身份。 

 

这就是第十位神化身下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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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遮里（Manjeri）事件 

 

1964 年 12 月 13 日，斯瓦米身在文卡达吉里

（Venkatagiri）镇。 当天的早上八时，斯瓦米出现在喀

拉拉邦（Kerala）曼遮里初级技术学校校长，罗摩莫汉

劳勿（U Rama Mohan Rao）的家门前。他和他的夫人

在斯瓦米面前毕恭毕敬地顶礼，然后引领斯瓦米进入屋

内。斯瓦米坐在祭拜室内并告诉罗摩莫汉劳勿通知大家

来参加峇赞。祂于是宣称，祂那天的到来是因为祂欣赏

劳勿的女儿赛拉贾（Shailaja）的虔诚。用了一些点心

后，斯瓦米走出闸门便消失了。 

 

 

斯瓦米出游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各地 

 

斯瓦米的出游次数更加频繁。祂出游 Kakinada，

Nellore，Vizag 等县及马哈施特拉邦（Maharastra）南

部地区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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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现在取名百善地尼乐园 

 

1966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百善地尼乐园被宣布为一个

行政单位，称为百善地尼乐园乡镇行政区（Prasanthi 

Nilayam Township）。在新神殿落成之后大约 16 年间，

新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不断冒起。到了 1966 年，它

已经足以被划分为一个乡镇。一年后的 1967 年 8 月 5

日，它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乡镇行政区，由一位主席及

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行政管理。当局举行了一个集会以

示庆祝。罗摩克里希纳劳勿博士（Dr B Ramakrishna 

Rao）是首席贵宾。 

 

独特的封面设计 

 

当时正是 1967 年 2 月，卡斯杜里去找斯瓦米，谈论有

关《永恒的战车御者》的特别发行之封面设计事宜，该

特刊适逢 1967 年 3 月 9 日的‘湿婆之夜’（Shivaratri）庆

典发行。斯瓦米坐下来而画出一个结合五大宗教的设计。

祂告诉卡斯杜里把祂的相片置于中央的圈圈。这就是

Sarvadharma（一切法）标记的先驱。 

 

 

露天会谈 

 

在吉特拉瓦底河畔沙地上的露天会谈是斯瓦米所喜欢的。

这问与答的会谈令人难忘。在这些过程中，斯瓦米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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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要点。有人问祭拜（puja）是否适用于偶像。斯

瓦米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心念专注于一样事物。外

在形象协助心念免于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闯。当膜拜偶像

时，你可以看到你所选择的形象于其内。它唤起必要的

感受并把无生命的泥土或石头转变为一个活生生的神。

你不晓得在做成偶像前的泥土或石头，它的杂质有多少！

整个的专注只在于神明的形相，不在于制造神像的材料。 

 

在另一次，斯瓦米问包括许多学者的群众，一个看似很

简单的问题，“哪一个是最伟大的？”没有人敢给予回答。

斯瓦米环顾四周，然后说，“怎么，没有回答？我会告

诉你们答案。空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最纯净的。在

它之内空无一物，但却有着一切。你若不深思，你不

可能认知此真相。我的手空空，无一物于其内。但实

际上，整个大自然就在此，在其内。” 

 

 

主之名号的力量 

 

祂重复地说在伽利期（Kaliyug）时期，持名就足以达

到救赎并以以下的轶事加以说明之。 

 

一天，那喇（Narad）自忖，“地球上发生了那么多差错

的事物，然而主毗湿奴（Lord Vishnu）却保持缄默。

若祂派遣我去执行，我会使到人们步上正轨。” 他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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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些思想去见毗湿奴并表达他的感受。毗湿奴说，

“很好，那么你就到地球去弘扬虔诚吧！我累了，所以

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在地球上的一座森林里，你会看

到一只乌鸦在树枝上栖息。在乌鸦前面重复念诵

‘Govinda’三次，之后告诉我有什么变化。” 

 

在那喇念完三次 Govinda 之后，那只乌鸦也跟着念了三

遍，然后掉下来死了。他回去告诉毗湿奴，毗湿奴要那

喇这一次对着一只鹦鹉如法泡制。鹦鹉也在重复念了三

遍 Govinda 之后，就一命呜呼了。那喇这时感到恐惧，

把事情原委告诉毗湿奴。毗湿奴告诉他不用担心而这一

次在一个婆罗门（Brahmin）的牛棚里对着一只小牛如

法泡制。那喇抗议并说，如果小牛死了，婆罗门一定会

诅咒他，那麻烦就大了。毗湿奴劝解他并说服他再一次

这么做。那喇对着小牛以同样的方式为之而小牛念了三

遍后也立即死亡。那喇匆匆离开而把一切告知毗湿奴，

并说如果他再听毗湿奴的话，他肯定永远被谴责。毗湿

奴劝诱那喇做最后一次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再

也不必听从祂的话了。毗湿奴现在要他在刚诞生的王子

前面念诵 Govinda。很勉强地且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

那喇进入王宫。国王带着喜悦和尊敬欢迎他并祈求那喇

祝福他的儿子。那喇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他在婴儿

面前念诵三次 Govinda，便屏息等待。婴儿张开眼睛，

露出笑容而说，“噢，圣者，我深深地感激你。当我是

一只乌鸦时，你给我 upadesh（灵性启蒙或灵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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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我拥有一只鹦鹉的生命。你又再给我 upadesh，使

我化身为一只小牛。之后，再一次我又得到你的

upadesh，得以诞生为一个王子。你已圆满了我的生命。

请接受我的敬礼。” 

 

那喇认识到仅仅念诵主的名号，一个人即可攀登更高的

生命领域。倘若名号具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主的力量有

多大就不在话下了。忏悔的那喇请求主的宽恕。 

 

 

另一个露天会谈 

 

在另一个露天会谈里，有人问斯瓦米，“我们是否必须

承受业报（karma）？有无途径可以消除我们的业报？

苟若不然，那么，执行礼仪，峇赞，冥思等等又有何

用！” 斯瓦米澄清，典论（shastra）这么说，仅适用于

那些意志不够坚强去修持其他方法来减轻业报的人。对

其他人而言，是有方法的，否则执行仪式，礼仪，朝圣，

峇赞，会见圣者等都是枉然的。这些举措确实对减轻业

报有所帮助。借静虑于神，一个人可以完全改变他的命

运（God's sankalpa 神的旨意或恩典），因此，除去业

何困难之有？斯瓦米要我们在承受业的当儿，应该有信

心和虔诚去深思冥想神。祂保证祂会留意，使一个人不

会感到痛苦并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承受着业。斯瓦米

说持名（Namasmarana）是至高无上的。持名甚至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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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当今的业可以被持名的火给烧掉。你可以因此封

锁未来所发生的事故。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两则事件说明斯瓦米对有关一个人能够改变他的命运的

主张。在 1967 年 11 月，由阿德克医生（Dr Adke）所

组织的一个大型医疗营在哈布里（Hubli）举办。斯瓦

米抵达后，祂径自向着两个妇女走去，一个站立着哭泣，

另一个坐着不断念诵着某种真言。斯瓦米吩咐那个母亲

停止哭泣，祂已到来给她女儿视力，因为她女儿念诵

‘Om Namah Shivaya’真言的苦行（tapas）已至圆满。这

真言是母亲在女儿五岁时教她的，从那时起，她一直不

断地念诵这真言。那女孩今天已 18 岁。她一生下来双

目就失明，显然，那是她过去的业所带来的。正值斯瓦

米用祂的两个拇指按着她的眼睛而给了她正常的视力，

一个摄影师快速拍下盲女的照片。她喜出望外。 

 

一条腿有问题而必须仰赖拐杖走路的一个欧洲妇女刚好

看到报章刊登盲女获得视力的照片，于是她第二天前来

也希望她的腿被治愈。由于不良于行，该女士害怕人群

拥挤，因此远远地坐在一块大石上。斯瓦米赐予‘达瞻’

（darshan）给等候的群众，然后走近她并告诉她说，

她对耶稣极为虔诚，所以斯瓦米让她看到报纸以吸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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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来。斯瓦米告诉她，“来，站起来，把两只拐杖

交给斯瓦米。”祂把拐杖放在一边而挽着她的左臂并喊

道，“快步跑吧。”她于是开始跑起来。她声音哽咽地感

激斯瓦米治愈她的腿。 

 

 

真善美（Sathyam Shivam Sundaram） 

 

1967 年 11 月 3 日，斯瓦米为孟买的一个赛活动中心，

Dharmakshetra（正义战场）奠定基石。祂变现一个刻

有 9 大星球标记的银盘并置于基石上。之后，在 1968

年 5 月 12 日（佛诞日），斯瓦米为 Dharmakshetra 中心

主持开幕典礼。斯瓦米以一讲道祝福广大群众。祂从 5

月 12 日起就住入名叫‘Sathya Deep’（真理深处）的新

建成的住所。 

 

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那天，斯瓦米到海德拉巴市

（Hyderabad）为祂的住所和峇赞礼堂大楼奠基。斯瓦

米为它取名‘Shivam’。斯瓦米于 1973 年 4 月 4 日为

Shivam 主持落成典礼。 

 

现在该轮到马德拉斯市（Madras）了。1981 年 1 月 9

日，斯瓦米为祂在马德拉斯（现称 Chennai 真奈）的新

居，Sundaram 主持落成典礼。在这之前，所有庆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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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集会经常在 Abbotsbury 举行。现在赛组织有了自

己的大楼，作为马德拉斯（真奈）的赛活动中心。 

 

 

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卡斯杜里感到困惑为什么斯瓦米治愈某些慢性疾病而允

许其他人受苦，不予治愈。斯瓦米解释，祂必须核算他

们的潜能，应得的果报，以及那人会否善用或误用恢复

后的才能与能力。以下举几个实例予以说明。 

 

一次一个眼瞎的男子来找斯瓦米，希望他的视力得以恢

复。斯瓦米起初不予理会，然后有一天，祂指着那人给

卡斯杜里看并告诉卡斯杜里，那人的眼瞎对他来说是个

福气。两天后，那瞎子收到中央政府的一封信，提供他

奖学金到德里的一所学院接受教导盲者的训练课程。之

前，他曾是个教师。 

 

对另一个瞎眼的男子，斯瓦米告诉卡斯杜里，他太轻易

同情别人。斯瓦米说如果祂回复那人的视力，他肯定毁

掉他自己。 

 

1966 年 2 月的一个中午，一对年轻夫妇从德里（Delhi）

乘飞机下降班加罗尔（Bangalore），之后再乘车子抵

达。该女士的哥哥由于罹患绝症而从新德里医院被遣返

家乡。听某些人谈及有关斯瓦米，他们前来寻求祂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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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以挽救哥哥的生命。斯瓦米给卡斯杜里两包圣粉并吩

咐他把圣粉转交给那女士，且交代将一些圣粉倒入水中，

给她哥哥啜饮，而一些则涂满全身。这一对夫妻要立即

回到德里。在不到两个个星期的时间，收到一封电报说，

他们正准备把病人带到百善地尼乐园。第二天车子从班

加罗尔到达，那对夫妇和一个陌生人下车。卡斯杜里看

到他们并问道，病人在哪儿。他们笑笑并指着第三个人；

他现在已精力充沛。 

 

有一个一岁大的女孩，她被诊断罹患脊椎结核病

（Pott’s Disease）。她的脊椎第五六节间盘已完全损坏。

专家建议孩子必须包扎石膏来保住钙质和稳定之。这是

1957 年 5 月 4 日的事。1958 年 6 月间，解除了石膏，

并以铁架取而代之。1958 年 11 月 4 日，家人与她来到

布达峇地。斯瓦米恩赐他们 45 分钟的面谈。祂祝福孩

子，抚摸她的背，给她圣粉并告诉她的祖母说，“把一

切交给我，我会一直照顾她的”。祂向她家人保证，孩

子在一月份时会开始走路，而她果然做到了。 

 

 

斯瓦米执行一个开刀手术 

 

在一个场合中，斯瓦米吩咐几个男医生和女医生（大多

数是外科医生）到中央医院的手术室来并叫他们围绕着

一个罹患胃溃疡的病人。然后指定几个医生，斯瓦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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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他们的资历去执行一个胃空肠吻合手术

（gastro jejunostomy）要花多少时间。医生们感到惊讶，

从斯瓦米口中说出这些医学术语。他们都认为这样的一

个手术需时约两个钟头。祂要他们注意，斯瓦米在他们

面前执行同样的手术要用多少时间。祂挥挥手即变现手

术刀，开一个切口后使之消失。祂又变现剪刀和一个接

一个的其他所需的工具而用完后即告消失。注意到斯瓦

米执行的整个手术只用了半个钟头，医生们都惊讶不已。 

 

 

义工的起源 

 

今天义工（Sewadal）是赛组织的骨干。直到 1966 年，

每当百善地尼乐园有任何重要的庆典，斯瓦米经常挑选

强壮的义工并鼓励他们志愿加入服务工作，服务越来越

多前来参加这些庆典的信徒。这系统促使几个信徒值勤

小组的形成，每逢各邦的城镇有聚会的时候。于是就觉

得有必要把他们归入一个名义下。然后，1967 年 3 月

29 日在鲁西莫迪（Russi Modi）位于安德里（Andheri）

的屋子举办的晚餐上，斯瓦米问克基密斯特里医生（Dr. 

Keki Mistry），对‘Sewadal’这个名字有什么看法。密斯

特里医生回答说这是个好名字。第二天早上，斯瓦米召

唤密斯特里医生并要他开始着手组织祂所命名的

‘Sewadal’义工团队。密斯特里医生起草集训方案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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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把课程分成三个部分；那就是灵性部分，急救处

理部分以及服务部分。初时，64 名义工被甄选，给他 

 

们密集训练。同时，于 1967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在马

德拉斯的阿博特斯布里礼堂（Abbotsbury）举行的第一

届斯里沙迪亚赛服务机构全印度职员会议上，大会决定

把 sewadal 组织起来。1967 年 11 月 4 日，Sewadal 的就

职典礼于孟买的 Worli Dairy Hall 在斯瓦米的见证下举

行。1968 年 5 月 16 日至 19 日，第一届斯里沙迪亚赛服

务机构世界会议于孟买举行的场合里，斯瓦米赠送每一

个第一期的会员一个服务臂带及一个银制的佛塔徽章，

上刻有‘Sri Sathya Sai Sewadal’字样。后来，臂带被围

巾所取代。 

 

 

妇女组和儿童道德教育班 

 

1968 年 5 月斯瓦米成立 Mahila Vibhag，妇女组。1969

年 5 月斯瓦米又给她们一个附加的责任。祂要她们主持

一个为孩童而设的 Bal Vihar，让孩子们从中聆听取自

经书，史诗以及属于所有宗教之圣者的故事。孩子们也

要接受训练去学习唱峇赞及表演选自名著题材的小型戏

剧。最重要的是必须教导他们培养纪律习性。1975 年 5

月间斯瓦米把 Bal Vihar 的名字改为 Bal Vikas。祂称赞

妇女组的优异工作表现并要她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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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之行 

 

依斯瓦罗姆玛得知斯瓦米计划到东非去，并因此而对其

安全深感担心和恐惧。她听说东非有凶猛的人和野兽。

斯瓦米再三向她保证绝对安全并于 1968 年 6 月 30 日启

程到东非。这一趟东非之行获得极大的成功。前来接受

祂的‘达瞻’（darshan）和聆听祂致辞的印裔侨民和非洲

人有数千人之多。回来时，依斯瓦罗姆玛看了访东非的

照片而对自己出自无知而引起的担心和恐慌深感忏愧，

并且体认到女性必须跟男士们一样接受教育。一辆套着

两头牛的牛车，假如一头牛健壮而另一头则衰弱，牛车

绝不能正常操作。当她获知斯瓦米将要在阿南达布

（Anantapur）创办一所女子学院，依斯瓦罗姆玛感到

很高兴。 

 

教育机构 

 

1968 年 7 月 22 日斯瓦米邀请 Sri TV Raghavalu（拉卡

瓦鲁），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教育部长为在

阿南达布（Anantapur）的女子学院，名为‘Sri Sathya 

Sai Arts and Science College for Women’（斯里沙迪亚赛

女子艺术与科学学院）主持开幕典礼。初期，不得不借

用政府女子学校的课室上课，并借用一些临时宿舍。在

致辞时，斯瓦米说每一个孩子有五个母亲，并且要对这

五个母亲忠诚。第一个母亲是 DEHAMATA，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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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母亲是 GOMATA，提供牛奶的母牛。第三个母

亲是 BHOOMATA，提供食物及滋养身体的大地。第四

个母亲是 DESHMATA，他所诞生于其内之社会的所在

地。第五个母亲是 VEDAMATA，他所继承的灵性宝藏。

第一个母亲必须揭露其余四个母亲的荣耀给孩子，所以

她的角色，地位和身份极为紧要，她的责任很关键。那

就是为什么首先祂决定开创一所女子学院的原因了。 

 

这所学院还有其独特的另一面。在安得拉邦教育部长主

持开幕典礼之后，学院校舍的奠基仪式由印度副总统斯

里巴塔克（Sri G S Pathak）于 1969 年 11 月 7 日主持，

随后宿舍的奠基仪式由安得拉邦首长斯里坎杜白德赛

（Sri Khandubhai Desai）主持。 

 

然后，在 1971 年 7 月 8 日，学院校舍由印度总统，斯

里吉利（Sri V V Giri）主持落成典礼，而宿舍的落成典

礼则由第一夫人斯里玛提萨罗斯瓦提白吉利（Srimati 

Saraswathibai Giri）在同一天主持。 

 

同时在平达弯的男生学院已于 1969 年 6 月 9 日由卡纳

塔克邦（Karnataka）首席部长巴迪尔（Sri Veerendra 

Patil）主持开幕典礼。学院校舍的奠基仪式则由迈梭

（Mysore）首长斯里莫汉拉尔苏坎迪亚（Sri Mohanlal 

Sukhadia）于 1972 年 3 月 16 日主持。校舍的落成典礼

则于 1978 年 5 月 19 日由斯瓦米亲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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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伊斯瓦罗姆玛中学由斯瓦米于 1972 年 7 月

20 日在村子里主持开幕典礼。这学校新校舍的 Bhoomi 

Puja（土地公祭祀）由斯瓦米于 1972 年 5 月 13 日亲自

执行，而校舍的落成典礼则由重工业部长斯里帕依

（Sri T A Pai）于 1976 年 7 月 11 日主持。 

 

在百善地尼乐园的学院，其校舍的奠基仪式是由斯里罗

曼那丹哲迪亚（Sri Ramanathan Chettiar）于 1978 年 11

月 21 日主持，而学院的落成典礼是于 1979 年 7 月 1 日

举行。第一年的课程是在依斯瓦罗姆玛学校的新校舍上

课。 

 

学院的宿舍建筑物的 Bhoomi Puja 由贾姆讷格尔的母后

（Rajmata of Jamnagar）于 1978 年 11 月 21 日执行。然

后斯瓦米于 1980 年 11 月 19 日主持学院校舍的落成典

礼，而宿舍的落成典礼则于 1980 年 12 月 25 日举行。

在 1981 年 6 月 15 日小学与高等中学开始运作。最高的

成就要算是大学于 1981 年 11 月 22 日开始运作了，而

其最高峰则是由卡尔纳达卡邦（Karnataka）首席部长，

斯里昆都拉奥（Sri Gundu Rao）于 1982 年 11 月 22 日

所主持的大学行政建筑物的落成典礼。同一个傍晚，斯

里沙迪亚赛高等学府第一个年度的大学毕业典礼在满月

礼堂（Poornachandra Auditorium）举行。当时的主要贵

宾是斯里纳尼巴尔瓦拉（Sri Nani Palkhiv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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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尚未提到的是平达弯宿舍的落成典礼。此事说来话

长。1976 年 3 月间，斯瓦米对平达弯学院的学生说，

祂已决定在学院的旁边建一所新的宿舍，以方便他们上

课，不必走太远的路。奠基仪式定于 1976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四举行。斯瓦米离开后，孩子们心中并不感到快乐，

取而代之的是惊愕。 

 

第二天斯瓦米来了，由院长陪伴，并问学生们对拥有一

座新的，舒适的宿舍是否感到快乐。一个小孩站起来，

踌躇不决地把一封信交给斯瓦米。斯瓦米打开信读了起

来，并对那孩子笑笑。斯瓦米召唤院长并把信交给他，

要他大声朗读给大家听。这是孩子写的，“亲爱的母亲

赛，我们谦卑地顶礼于您的莲花足下。您对我们不满

吗？您可贵的平静受到我们的干扰吗？我们是否触犯

了纪律准则，没有适当克制自己的行为？一定是如此

吧！否则，您为什么试图把我们从美丽的平达弯园区

遣走呢？为什么您坚持建一所新的宿舍于一个遥远的

地区？平达弯是一个优美的地方。它把您温馨的，护

佑的爱那么亲近地带给我们。即便是神祇也会争取这

样的爱。斯瓦米，我们不要任何新的宿舍。现在的住

所还可以容纳多 200 个学生。我们总是可以调整的。如

果搬到新的宿舍，我们距离斯瓦米的神殿会更远。我

们只是不想远离斯瓦米。如果斯瓦米一定要新的宿舍

建在学院旁边，那么，就请您也建一所新的神殿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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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旁边吧！否则，我们还是喜欢住在此，在斯瓦

米身边。您的孩子敬上。”斯瓦米的心被感动了。祂把

新的宿舍建在祂住所的旁边。 

 

 

瓦尔特高文的复活 

 

1971 年圣诞节，瓦尔特高文（Walter Cowan）在马德拉

斯（Madras）的歌尼马拉酒店逝世。斯瓦米觉得祂不能

让这样的悲剧降临于他的妻子伊丽西（Elisie）的身上。

所以，当伊丽西高文和罗丹拉尔（Ratan Lal）夫人前来

求助时，斯瓦米说，祂已知道瓦尔特发生了什么事，并

告诉他们早上 10 点到高文被送去的医院。当他们抵达

病房时，他们得知斯瓦米来而又走了。他们很惊讶，也

很高兴地看到瓦尔特活生生地坐在床上。 

 

 

第一次拜访德里 

 

斯瓦米在 1972 年 3 月 25 日第一次拜访德里（Delhi）而

于 1972 年 4 月 5 日回返百善地尼乐园。前来接受祂的

‘达瞻’（darshan）的来宾名单堪称一本名人录。库士宛

辛格（Khushwant Singh）在‘印度周刊画报’写道，当天

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交通堵塞，从斯里沙迪亚赛峇峇

住处算起约半径两英里的街道上，汽车与巴士拥挤得水

泄不通。美国大使吉丁（Keating）教授完全感动与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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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不能通过阅读书籍来掌握印度文化的全面影

响，我也不能屈尊俯就这块土地的经典的权威，但是，

当我看到这块土地的首都，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发

生了这种现象 --- 五十万善男信女来往盘桓以期获得一

个身材约五英尺的人物的振奋人心的一瞥 --- 我觉得我

能听到这古老民族的心跳声”。斯瓦米到美国大使馆去

和教授喝茶，并变现一枚戒指给他。翌日，祂到米路特

（Meerut）向广大群众演讲。由于通往会场的所有道路

完全堵塞，祂被堵在距离讲台的一英里外。在一瞬间，

祂却出现在讲台上，领唱几首峇赞，广大群众也跟着祂

唱，然后同样神奇地祂又回到祂的车子里。 

 

 

依斯瓦罗姆玛的逝世 

 

1972 年 5 月间，以印度文化与灵性为主题的研讨会第一

次在平达弯校内举行。斯瓦米带着依斯瓦罗姆玛一起前

往。几天后，她私下向博达波都阿姆玛（ Pedda 

Bottuamma）轻声说，斯瓦米确实是神。她说她曾发高

烧及全身疼痛，而当斯瓦米以罗摩月（Ramachandra）

的形像，带着王冠和弓箭，出现在她面前时，祂命令感

冒立即离开她。几天后的早餐时间，依斯瓦罗姆玛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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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文甘姆玛（Venkamma）以及女儿的子女坐在一

起。突然间，她喊道，“斯瓦米，斯瓦米”。正要去洗澡

的斯瓦米回答，“来了，来了”而她就过世了。斯瓦米指

出，虽然她与女儿和孙子们坐在一块，当最后一刻降临

时，她的思想只集中于斯瓦米。 

 

基士拿达斯峇峇（Krishnadas Baba）应斯瓦米的召唤 

 

在喜玛拉雅的一个山洞里有一个人正深沉地打坐。他听

到一个声音，“基士拿达斯，毗湿奴以人身降临而住在

安得拉邦的布达峇地。尽可能快一点赶来。”那人张开

眼睛，满脸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立即出发而经过了一段

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之后，他抵达新神殿。斯瓦米满脸笑

容出来并告诉基士拿达斯，在他解脱之前，他还有一项

任务要执行。祂告诉基士拿达斯到孟买的某一寺庙去并

一如往常般执行他的打坐。几天后，一个有钱人会到来

提供一祭司职位给他，担任一座供奉 Dattatreya 神的寺

庙的祭司。该寺庙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雷夫丹达（Revdanda）县查尔镇的一座山上。他应该接

受那职位并立即启程前往寺庙。他的三餐有斯瓦米照顾，

所以他不必从山顶寺庙跋涉下山。如果他要传达什么消

息给斯瓦米，他只需打坐即可。如果斯瓦米要传达消息

给基士拿达斯，同样的方法即可采纳。卡迪亚医生（Dr 

Gadhia）从某些赛信徒得知有关基士拿达斯的事情并去

见他。当他们抵达山脚而即将爬石级上去时，他们看到



56 
 

有人匆匆忙忙地下来，来者可不是别人，正是基士拿达

斯峇峇他自己。他们更是惊讶地听到他问道，“哪一位

是卡迪亚？”当指出卡迪亚时，他告诉卡迪亚说，他奉

斯瓦米的指示转告卡迪亚在山脚举办他的节目。那节目

就是为那地区的村民播放一些有关斯瓦米的影片。放完

影片之后，基士拿达斯邀请卡迪亚到寺庙小住几天。卡

迪亚医生答应了，但只能在三年后才能落实。在卡迪亚

离开之际，基士拿达斯峇峇传一则信息给他，那是斯瓦

米传来的。信息这么写道，“通知卡迪亚，他会把斯瓦

米的福音弘扬到全世界去。” 卡迪亚果然尽其一生弘扬

斯瓦米的福音。 

 

斯瓦米的恩典 

 

回到百善地尼乐园，当斯瓦米恩赐‘达瞻’（darshan）时，

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女士站起来，开始大吵大闹，要得到

斯瓦米的恩典。斯瓦米仅只一笑而继续前进；但该女士

继续提高嗓子叫嚣。斯瓦米停下脚步，折返并说，“如

果你真的要得到我的恩典，你就得事先做好准备以面对

每一种困苦与不幸。你将会失去所有财富和快乐，却仍

是不后悔不哭泣，内心始终沉浸于静虑着我及我的名号。

你亲近的人会与你翻脸。有人将阴谋陷害你，虽然你是

无辜的。他们会挑剔你的缺点而你完全是被冤枉的，有

苦难言。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你必须只想着我而默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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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一切痛苦。来吧！你是否做好准备面对这一切？”

那女士低下头，静静地坐了下来。 

 

 

贾耶勒斯米医生的英国之行 

 

稍后，斯瓦米召唤中央医院的贾耶勒斯米医生（Dr. 

Jayalakshmi）并吩咐她到英国深造。蒙斯瓦米的恩典，

她在短时间内得到入学准证。在出发前，她去见斯瓦米，

接受祂的祝福。当问及她需要什么时，她只要斯瓦米把

她平安带回来。斯瓦米答应她的要求后，她便离开。她

很努力进修，成绩优异，学成后就要踏上归程。在巴黎

机场时，她发现乘搭赴孟买的班机尚有四个小时，于是

她决定去参观埃菲尔铁塔。她雇了一辆计程车而司机向

她保证参观埃菲尔铁塔，时间足足有余。从铁塔回来时，

计程车堵在一个平交道口。平时，铁道闸门只关闭不超

过 7 分钟，但在那天它关闭了半个小时，致使她赶不上

飞孟买的班机。贾耶勒斯米医生暴跳如雷并责骂司机选

错了路线。她悻悻地付了车资，气呼呼的下车。航空公

司安排她乘搭下一趟班机，但这也消不了她的气。过了

一阵子机场报告说，前一班机失事坠毁，机上所有人全

部罹难。她惊讶万分并开始哭泣。当她抵达百善地尼乐

园时，她满脸泪水去见斯瓦米。斯瓦米确认是祂作的安 

排，把火车闸门关闭那么久，致使她改乘另一班机平安

回来，落实祂早前的承诺。祂责备她不该对司机说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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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气并告诉她切切要记得，当一个人降服于斯瓦米后，

不论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他好而发生。 

 

 

白草原的中央医院 

 

当斯瓦米的心育（Educare）快速地发展，斯瓦米的医

药照顾（Medicare）以比较平静的步伐前进。在布达峇

地的中央医院落成约二十年后，祂才于 1976 年 8 月 29

日象神节（Ganesh Chaturthi）那天为白草原中央医院主

持开幕典礼。这所医院也一样为贫苦人士提供最佳的医

疗照顾，而且绝对是免费的。 

 

 

穆登那哈利（Muddenahalli）的 Lok Seva Vrinda 

 

1977 年 1 月 8 日，那罗衍那巴特（Narayan Bhat，Lok 

Seva Vrinda 的创办人）英年早逝，令大家惊愕得不知所

措。斯瓦米发了一份电报，“那罗衍那巴特已永远与斯

瓦米融为一体，别担心，要勇敢 ”。笼罩着阿里克

（Alike，Lok Seva Vrinda 的其中一个校园）的悲伤阴

影因斯瓦米的这一番话而有所缓解。收到卡斯杜里打来

的电话，传来斯瓦米的信息：“执行最终的礼仪之后就

到百善地尼乐园来。斯瓦米会照顾一切”。他们遵照斯

瓦米的指示，并到达了百善地尼乐园。斯瓦米召唤那一

组人，包括那罗衍那巴特的母亲，阿姆妈（Amma）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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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那罗辛哈穆迪（Narasimha Murthy）进入面谈室。斯

瓦米把右手放在阿姆妈的头上而她立即停止哭泣。斯瓦

米安慰她说，那罗衍那巴特已永远与斯瓦米融为一体。

生死轮回的痛苦已永远离他而去。他已究竟人生的终极

目的。斯瓦米说 Lok Seva Vrinda 一直是属于祂的，以

缓解他们对 Lok Seva Vrinda 的未来的担心与不安。那

罗衍那巴特在很久以前就把它交给祂了。祂也说祂将接

管 其 名 下 的 教 育 机 构 ， 并 指 示 纲 噶 达 尔 巴 特

（Gangadhar Bhat）接任主席之位。然后祂要那罗辛哈

穆迪把放在外面盛着那罗衍那巴特的骨灰的瓮带进来。

祂于是把手放在瓮上并指示那罗辛哈穆迪把骨灰洒在基

特拉瓦底河里。 

 

在随后的一次面谈中，纲噶达尔巴特告知斯瓦米，他听

从祂的指令而接手主席之职务，但他谦虚地承认自己远

逊于那罗衍那巴特。斯瓦米很亲切地告诉他，一朵花不

论它有多美都不能单独构成一个花环。他的成功是因为

所有人团结一心在他身后支持他。那种团结必须维系。

斯瓦米也向他保证，所有 Lok Seva Vrinda 的债务，斯

瓦米会负责清还。 

 

1977 年 Vijay Dashami 的吉祥盛会里，斯瓦米宣布两则

消息于祂的讲道中。一则是有关位于乌地（Ooty）的斯

里沙迪亚赛维迪亚维哈尔学校（Sri Sathya Sai Vidya 

Vihar School）的成立；另一则是祂将接管在阿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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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ke）和穆登那哈利（Muddenahalli）的 Lok Seva 

Vrinda 教育机构。祂已安排人员去制定可行的方式与步

骤。整个事件于 1978 年 8 月 14 日达到高峰，当斯瓦米

欣然在穆登那哈利为斯里沙迪亚赛世界服务信托（Sri 

Sathya Sai Loka Seva Trust）主持开幕典礼。 

 

 

人类的光环 

 

继 1978 年在平达弯校园举办的夏令营之后，又举办了

一项 665 位年轻教师出席的灵性启导课程。在这期间，

一位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著名教授，巴拉诺夫斯基

博士（Dr Baranowski）莅临。他对基尔良（Kirlian）摄

像机拍摄的人类光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天傍晚，

当他向学生及教职人员演讲时，他说他观察了几千名社

会各阶层的卓越人士的光环。他从来没看过任何超出身

体二英尺的光环。他斩钉断铁的说，斯瓦米所展示的光

环不是一个人的光环。在斯瓦米的光环里，白色的幅度

是任何人的两倍，而蓝色几乎是无极限的，在这以外甚

至还有金色和银色的光环，超越建筑物的另一端，直达

水平线。他说，“我国的科学团体很难接受神的观念。

因此，我是冒着声誉危险来发表这看法：两天前，在这

礼堂外面，我向着祂的眼睛看去，看到祂双眼闪闪发亮。

我很清楚，我是在看着神的脸。如果我能用这样的词句

描述的话，我会说我看到了爱在人间行走，就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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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在印度所见证的奇迹当中，没有一个奇迹能比得

上一个人能把那么多的爱给那么多的人的这个奇迹了。” 

 

 

Trayee 

 

接下来的四年里，斯瓦米大部分时间都忙于计划和

建设教育机构事宜，尤其是百善地尼乐园大学的行

政大楼，其落成典礼更是此期间的最高潮。 

 

斯瓦米已同意平达弯校园孩子们的请愿而在旧宿舍

旁边建新宿舍。那旧宿舍仅是一座长长的礼堂而已。

现在斯瓦米拆掉祂的旧居而在原地建造一所美丽的

新居，名之为 Trayee（特雷毅或三吠陀学），并于

1984 年 4 月 26 日举行落成典礼。这样，祂就能继

续接近孩子们。 

 

每天傍晚达瞻和峇赞过后，斯瓦米会带着孩子们以

及教职员到 Trayee 的一个大房间举行问与答的讨

论会，就跟以往在吉特拉瓦底河沙地上的露天讨论

会一样。 

 

神圣的讲道 

 

由于信徒人数的日益增加，吉特拉瓦底讨论会必须

停止。现在斯瓦米会在所有重要聚会都给予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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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们通常会在这些讲道中得到他们所要的答案以

解除疑问。至于个人的问题，信徒们开始写信给斯

瓦米，询问所要的答案。他们会从间接的方式获得

解决。幸运的几个会被叫入面谈室，而在那私下的

会谈中，他们的问题会得到讨论与回答。百善地尼

乐园的例常作业经已定下。一天的节目从早上的

Omkaram（念诵 21 次 OM），Suprabhatam（清晨

唤醒赞歌），Nagarsankirtan（赞唱游行）开始，继

之以早上的 Darshan（达瞻）和 Bhajan（峇赞），

以及下午的达瞻和峇赞。例常节目的的高峰当然是

Darshan。为了它，成千上万的人从老远的地方蜂

拥而至。斯瓦米的讲道被编辑和出版于‘Sathya Sai 

Speaks’（《沙迪亚赛曰》）之中，总共已有 42 集

了。 

 

 

精舍的发展 

 

随着百善地尼乐园小镇成长，百善地尼乐园精舍也

发展起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永久居留此地，而更多

的人蜂拥而至作短暂的拜访。在斯瓦米的指令下，

宿舍及相关的设施，诸如餐厅、店铺和书店如雨后

春笋般建起来为他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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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罗衍那沙尔马事件 

 

1985 年 10 月的一个清晨，一个研究学者，名叫那

罗衍那沙尔马（Narayan Sharma）的男孩，被担架

抬到百善地尼乐园中央医院。 

 

主任医生查理（Dr Chari）进来，主治医生珊达

（Dr Shanta）也随后进来。经检查后发现病人已没

有心跳也没有脉搏。查理医生去通知斯瓦米。当斯

瓦米把两包圣粉给他，交代他擦在病人胸口并且把

热水袋放在病人背部时，他感到非常的疑惑。学院

总监，那罗辛哈穆迪（Narasimha Murthy）这时进

来，得知此事，就去找斯瓦米。当斯瓦米给他一瓶

咖啡，告诉他拿给那孩子一口一口喝而孩子就会好

转时，他更感困惑。他把瓶子交给困惑的珊达医生。

怎么把咖啡给一个死去的孩子喝？他们祈求斯瓦米

而当看到孩子的右脚趾头动了起来时，大家都感到

兴奋至极。她解开病人的氧气面罩并喂咖啡给孩子，

每一次一茶匙。学院总监简直惊呆了。珊达医生于

是决定检查孩子的血压。就在此刻，斯瓦米进入病

房，莞尔而笑。查理医生重申孩子已被诊断临床死

亡。斯瓦米变现一个褐色的类似巧克力的东西而把

它放在孩子的嘴里。查理医生注意到孩子的脉搏率

和血压变得正常。斯瓦米指示查理医生给男孩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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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注氢化可的松（Hydrocortison drip），然后祂回

到神殿去，给孩子送来药物。孩子很快就痊愈了。 

 

 

医疗营 

 

斯瓦米的 mahimas（神性彰显）和 leelas（神圣游

戏）继续在世界各地展现。如祂的名声扩散一样，

mahimas 事件也层出不穷。遵照斯瓦米的指示，乌

巴德耶（ Upadhyay ）医生及其团队在舍尔地

（Shirdi）举办一个医疗营。结束后，医生们到班

加罗尔（Bangalore）的平达弯去接受祂的达瞻

（darshan）。到了那儿，他们得知祂已去了乌地

（Ooty）。医生们晚上租了车子赶到乌地。第二天

早上他们获得斯瓦米的达瞻，就在祂到歌戴卡纳尔

（Kodaikanal）之前。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斯瓦米

问一位英国医生，为什么她送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

婆去照 X-光。她咳得厉害且痰中有血，身体瘦弱，

穿着一件破旧的纱丽。医生回答，他以为她患上肺

痨并需要证实。斯瓦米责怪他已忘了他的基本医学

并指出，她发烧，体重锐减。这些症状以及医生所

观察到的已足够得出病因。斯瓦米于是要乌巴德耶

医生把背转过来并指示如何轻敲背部。后又转向医

生，告诉医生，如果他这样做并用听诊器听，就不

难知道她的肺里有一个洞。这已足够证实肺痨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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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这些淳朴的村民害怕 X-光机器，所以她并

没有去照 X-光。她所需要的是治肺痨的药而她根

本付不起这笔费用。医生现在可担心她的情况了。

斯瓦米慈祥地告诉他不必担心，因为祂已经把她的

病治好了。 

 

乌巴德耶医生问斯瓦米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那

就是，如果医药不够提供给那些前来求医的人士，

他该怎么做。斯瓦米简单明瞭的回答是，“给他们

圣粉”。乌巴德耶医生指出大家对圣粉都没信心。

斯瓦米回答说，就如一个医生会把病人转诊给专科

医生一样，当圣粉接触到病人前额的那一刻，病人

就转诊于斯瓦米。那么，照顾病人就是斯瓦米的责

任了。 

 

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方式下，乌巴德耶医生得到斯

瓦米的断言的证实。他在接近加纳（Ghana）与象

牙海岸（Ivory Coast）边境的地方举办一个医疗营。

在医疗营的最后一天，他们正忙于收拾。在预定离

开前 15 分钟，一个 21 岁的非洲女子带着一个 7 天

大的婴儿进来。婴儿眼睛长满了脓液，完全看不到

眼睛。身为眼科专家的乌巴德耶医生知道其病况，

也知道怎么治疗，但却苦无适宜的药物，因为他没

料到这样的病例。他感到无助。他知道若不予以医

治，婴儿眼睛肯定会瞎。在沮丧之余，他拿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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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尼西林药丸并要磨成粉末，参以蒸馏水，然后吩

咐婴儿的母亲敷在婴儿的眼睛上。当他正要这么做

时，护士问他，如果是他自己的婴儿，他是否会这

么做。那当场阻止了他。他慢慢地把碗放下，想到

斯瓦米说过的圣粉。他拿出一包圣粉，涂一点在婴

儿的前额并把其余的交给母亲，要她撒在婴儿的眼

睛。就在此时，货车司机带着一个小盒子进来，说

是在楼梯底下捡到的。它没有记号，不知是否属于

他们的。乌巴德耶医生的最初反应是，它不可能是

他们的，因为所有他们的纸盒都有标记以符合海关

要求。他想还是打开来看里面是什么。他打开纸盒

一看，发出了一声惊呼。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它装有治疗婴儿眼睛所需的药物。其余的事，大家

都知道，不必多说了。 

 

 

卡斯杜里教授的逝世：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是 1987 年 8 月 14 日。百善地尼乐园学院的学生

们正在排练一出戏剧而斯瓦米正在观看。那是上午

十一点半。斯瓦米突然起身而走向祂的车子。指导

排练的老师担心而问斯瓦米，排练有什么不妥。斯

瓦米回答说祂要到中央医院去看卡斯杜里。到了卡

斯杜里的床边时，斯瓦米坐在椅子上并轻声细语地

叫道“卡斯杜里”。卡斯杜里张开眼睛看着斯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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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和的微笑展露在他脸上。斯瓦米变现圣粉而

放一些在他的嘴里和额头上。祂把其余的都给了卡

斯杜里的女儿并告诉她加水然后一点一点地喂卡斯

杜里。祂告诉卡斯杜里只念着斯瓦米，然后祂就静

静地离开了。一小时之内，卡斯杜里咽下最后一口

气。河流已融入海洋。一个时代结束了。 

 

 

博斯准将的复活 

 

1988 年 10 月 20 日达萨拉（Dasera）节日的那一天，满

月礼堂（Poornachandra Hall）挤满了大约两万信徒。查

理医生（Dr Chari）看到博斯准将（Brigadier Bose）已

到并温柔地责怪他为何前来接受达瞻，因为他前一天还

发着高烧。博斯准将回答，他不想错过斯瓦米的达萨拉

讲道以及接下来的喷洒圣水（Shantijal）仪式，而且他

早上已退烧，所以才决定前来。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而斯

瓦米开始祂的讲道并以一首泰鲁固诗作为开场白。突然

间，博斯准将从椅子上倒下来。志工们把他平躺着。查

理医生和巴特尔医生（Dr Patel）检查他而发觉已没有

脉搏也没有心跳。在这同时，斯瓦米关了扩音器而赶去

看博斯准将。那两个医生做手势示意博斯准将已经死了。

斯瓦米像是用右手在空中抓住某样东西并握紧拳头，祂

没有停下脚步，一把推开两个医生并以右手轻拍博斯准

将的头后部。博斯准将立即睁开了眼睛。那些看到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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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坐在前几排的人，开始拍手叫好。斯瓦米吩咐博

斯准将站起来，到靠近阶梯的地方去坐，那里空气比较

新鲜。博斯准将照着斯瓦米的指示去做，而斯瓦米走回

去继续祂的讲道，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散会后，

博斯准将回到他的房间并很惊讶地看到两个医生跟着进

来。他从他们口中得知发生了什么事，而原先他以为自

己仅是一阵头晕，其实是斯瓦米在医生已宣布他死亡之

后才把他带回人世的。那天傍晚在一个信托会议里，斯

瓦米证实博斯准将的确已死亡但祂不能让后者就这么离

开，因为他还有工作要为斯瓦米做。那工作就是 1991

年在百善地格拉姆（Prasanthi Gram）建造一所高等专

科医院。 

 

出游减少 

 

随着时间的过去，虽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数量减

少了，可是在理念、前瞻性和规模方面却是更宏伟。斯

瓦米出游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无线电通讯，道路交通

都有极大的进步。随着电视的到来，电子通讯领域发生

了巨变。斯瓦米的讲道开始出版在《永恒的战车御者》

（Sanathana Sarathi）中，并被编印成册，题名《沙迪

亚赛曰》（Sathya Sai Speaks）。祂的讲道的数量及其

主题范围的规模令人惊讶不已。如前所述，《沙迪亚赛

曰》的数量最后达到 42 集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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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航空终点站 

 

1991 年 11 月 15 日，斯瓦米为位于布达峇地的斯里沙迪

亚赛机场的新航空终点站主持落成典礼。它现在可供中

等航程的飞机起降。 

 

在百善地格拉姆的高等专科医院 

 

1991 年 11 月 22 日破晓时分，大地既明朗又令人振奋。

有一股期待的气氛笼罩着。斯瓦米的心情非常愉快。祂

正各处走动，提供最后一分钟的指示。刚好在一年前，

当祂作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布，要建立一所高

等专科医院时，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会实现。即便在这重

大历史意义事件成为事实前几周还是有很多人抱着怀疑

的态度。所有怀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对斯瓦

米的人的形相感到迷惑，而未能看到在那形相之内的神

圣力量。 

 

在早上 9 点之前，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Sri PV 

Narasimha Rao）从德里抵达。没有任何演讲的安排也

没有任何仪式的执行，医院就由总理宣布开幕。当天重

大的活动就是四个心脏手术的戏剧性事件。一个病人已

准备好要动手术并已在手术床上，等候神的指示。随着

斯瓦米的祝福手势，外科医生就为病人动手术。在三个

小时内完成了四个大手术，其中一个是非常复杂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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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手术。所有手术都圆满成功。从那一天起，在这医

院里，总共执行了大约 2 万 2 千起心脏手术，一切都是

免费的。大部分病人都是付不起医药费的贫穷人家，若

非斯瓦米的慷慨和爱心，他们也许已不在人世了。 

 

 

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湿婆庙 

 

1992 年俄罗斯信徒们要求斯瓦米指示乌巴德耶医生

（Dr Upadhyay）在俄罗斯乡村地区举办医疗营。有了

斯瓦米的批准与祝福，他们就着手采取行动。在得到乌

拉尔（Ural）地区的首府，俄卡特林博（Ekaterinburg）

卫生部门的批准后，他们就前往医疗营所预设之地，吉

尔罗格列（Kierrograd）。在途中，他们所坐的车子抛

锚。队中有一个俄罗斯青年建议，趁着车子被修理的时

候，顺便到附近的湿婆庙去逛逛。惊讶甫定后，乌巴德

耶医生立即答应。走了一段短距离，他们便抵达湿婆庙，

一所典型的木制乌拉尔建筑。当他们进入时，乌巴德耶

医生震惊地听到旋律优美的林伽赞颂 – “Brahma Murari 

Surachita Lingam”，由一位个子高大，留着胡须的俄罗

斯祭司赞颂。完毕后，他对着访客们微笑并给他们

‘charnamrita’（糖水，意思是 nectar from the feet of God

神足下的甘露）。他说他从来没到过印度而真言是他心

灵导师传授给他的。当乌巴德耶医生问他，谁是他导师

时，那俄罗斯祭司举起照亮房子的蜡烛，在林伽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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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有一张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的照片。乌巴德耶医生

及其队员甚感兴奋，看到斯瓦米无所不在的这个实例。 

 

 

Deepavali（屠妖节） 

 

1992 年 10 月 24 日，屠妖节，斯瓦米讲解某种具备非常

伟大的宇宙意义的事情。纳拉卡（Naraka）曾是地球的

一颗卫星，运行的轨道跟月球的完全一样。基于某种原

因，它开始朝向地球飞驰。人们祈求主基士拿，阻止即

将发生的灾难。主于是摧毁纳拉卡卫星于太空而使世界

逃过这场灾难。那壮观景象应该宛似千万颗爆竹同时爆

炸一样。从那时起，屠妖节就被看成是一个摆脱灾难的

欢悦日子。 

提供水给渴者 

 

可怜的拉亚拉西玛（Rayalaseema）村民饱受缺水折腾，

他们的困境触动了斯瓦米的心。祂自己体验过那种苦难，

当时祂必须到远在卡玛拉普罗姆（Kamalapuram）的井

去打水并提回来，虽然祂根本不需要任何第一手的体验。

1994 年 11 月 9 日，在百善地尼乐园的一个聚会上，斯

瓦米对村民急需好的饮用水而表达祂的深切关注。出席

在讲台上的是当时的总理斯里那罗西姆哈劳勿（Sri 

Narasimha Rao ）本人。他也是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人。举办盛会是为了表彰文奴哥巴尔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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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Venugopal）在高等专科医院的服务，自 1991 年

11 月 22 日医院开始运作以来，他就当心脏外科医生。 

 

斯瓦米观察到，当拉亚拉西玛的老百姓因缺乏饮用水而

备受折磨的同时，河水却流入大海而浪费了。祂要将河

水善加利用而引到拉亚拉西玛以提供饮用水。不论是安

得拉邦，泰米尔纳德邦或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人民，斯瓦

米要的是所有邦的老百姓都活得快乐。不论所需费用多

少，哪怕是十个亿或二十个亿，祂都准备承担。 

 

斯瓦米给一个机会予总理去解决问题，虽然他深表同情，

但是却不见付诸行动。及至 1995 年 3 月，斯瓦米觉得

老百姓已经等得够久了而决定自行采取行动。于是，祂

下了一道简单的命令给中央信托。祂说， 

 

“老百姓受苦已够久了而你们一定要发起一个果敢，富

有想象力的计划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以阿南达普尔县为

开始并为自己定下目标，提供安全饮用水给尽可能越多

的老百姓，于尽可能越多的乡村，以及，尽可能在最短

的时间内完成，不论费用多少。安全饮用水的最佳水源

是流入运河的雨水，储藏于水坝的水，以及，存在于河

床里的所谓底土的水。要把它们全部都取用。尽可能从

灌溉水道抽取水，再加以净化与分送。尽可能从河床取

水，然后净化与分送。你们或许会遇到困难，例如，把

水泵到地势高于水源的乡村。不要担心，只要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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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考虑成本和费用，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处理。你们的

任务就是以全速向前迈进，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这工程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我要我的爱以一个温馨和安全

饮用水的形式伸向成千上万的人，保证他们不受到水传

播疾病的感染，并把福乐注向他们。” 

 

水供工程如火如荼的展開。工程日以继夜的进行，至

1995 年 11 月，整个工程已大致竣工，并于 1995 年 11

月 18 日总理那罗西姆哈劳勿又到布达峇地来，这一回

是为宏伟的阿南达普尔储存水槽主持落成典礼。五天后，

在庆祝斯瓦米 70 岁诞辰那一天，当时的总统商羯罗达

亚尔沙尔玛（Shankar Dayal Sharma）为整个阿南达普

尔饮用水计划主持落成典礼。对阿南达普尔县老百姓而

言，缺水问题的恐惧终于结束了。水供工程运作了一年

有余，于 1997 年 10 月 19 日那一天，斯瓦米赠送整个

工程给安得拉邦居民，藉以表达祂无限的爱。继这工程

之后，很快地就启动美达克（Medak）与美布那卡

（Mehbubnagar）两县的饮用水计划。 

 

斯瓦米用了 30 亿卢比于阿南达普尔的水供工程，5.3 亿

卢比于美达克与美布那卡的水供工程，而目前中央信托

正 在 扩 充 阿 南 达 普 尔 计 划 至 哥 塔 彻 鲁 布

（Kothacheruvu），布卡巴特南（Bukkapatnam）和布

达峇地（Puttaparthi）三个地方，耗资约 8 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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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古鲁弯礼堂 

 

在这期间，另外一桩有意义的工程亦告竣工。于 1995

年 7 月 9 日斯瓦米为赛古鲁弯礼堂（Sai Kulwant Hall）

主持落成典礼。所有庆祝活动逐渐从满月礼堂

（Poornachandra Hall）转移到此地。其容量较大而因为

侧壁敞开之故显得更通风。一切其他例常事务一如往常

地持续进行。打从在旧神殿的日子时，斯瓦米就强调峇

赞集会的重要性。集体赞唱峇赞的方式是由锡克教创始

人，纳纳克导师（ Guru Nanak）所发起的。峇赞

（Bhajan）或集体齐唱（Sankirtan）共有四种，即：

Guna Sankirtan（属性赞唱），Leela Sankirtan（戏法

赞唱），Bhava Sankirtan（存在或体性赞唱）和 Nama 

Sankirtan（名号赞唱）。斯瓦米要每一个人以虔诚之心

赞唱主的名号从而净化环境并造福国家。 

 

在接下来几年的讲道中，斯瓦米讲述很多重要的议题。

祂说原子武器应该被放弃，而印度最威猛的武器就是

“dharmastra”，正义的武器。祂说，如果我们坚持正义

（dharma）那么正义就会保护我们。我们必须排除仇恨

与妒忌并且培育爱。在 1995 年 11 月 19 日妇女节那一

天，斯瓦米说妇女有多说话的癖好而男士们则有我行我

素的习惯。如果女性遵守言谈的控制而男性控制他们的

行动，对两者而言，都有莫大的好处。在另外的一个讲

道中，斯瓦米说，人有三大敌，即欲望，嗔怒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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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破坏虔诚。嗔怒破坏智慧。贪婪毒化每一个行动。

培育起对神的爱即可克服这三大敌。 

 

 

2000 - 多事的年头 

 

斯瓦米在 2000 年安排了一个活跃的步伐。斯瓦米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发起“斯里沙迪亚赛乡村服务”（Sri 

Sathya Sai Grama Seva），祂挥旗启动一队货车，装满

一包包的食物和衣服并由学生们与教职员们负责分发给

所有附近村庄的每一户人家，作为斯瓦米祝福过的食品

去分发。因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于乡村的提升以及所

有斯瓦米的教育机构的乡村服务活动。其目的在于使到

学生们和教职员们了解村民如何生活和他们所需要的是

什么，以及尤其重要的是，尽可能做出一切让他们生活

得好一些。 

 

不到一个月之后的 2000 年 11 月 18 日那一天，斯瓦米

为‘神识之光’博物馆（Chaitanya Jyoti Museum）主持落

成典礼，作为一个有关斯瓦米的一生与使命的永久展览。

目的在于让世人了解神化身出现在他们之中，及，人类

如何从中获益而且在未来的日子中继续获益。 

 

几天之后，在 2000 年 11 月 20 日，斯瓦米又为‘斯里沙

迪亚赛密尔普利音乐学院 ’（Sri Sathya Sai Mirp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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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usic）主持开幕典礼。这音乐学院也设有一

个乐器博物馆。 

 

 

班加罗尔的高等专科医院 

 

2001 年 1 月 19 日斯瓦米为第二所高等专科医院主持落

成典礼，这一次是在班加罗尔（Bangalore）。它比早

在九年前斯瓦米设立的，以四个心脏手术作为戏剧化的

方式开幕的布达峇地医院还要大。这一次医院以传统方

式举行开幕典礼，由当时的总理斯里阿特尔比哈利瓦兹

巴义（Sri Atal Bihari Vajpayee）点灯。在此，最贫穷者

也同样的得到最好的，免费的医疗照顾。斯瓦米的医院

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开账单的部门。 

 

斯瓦米在仪式致辞时说我们应该为贫困者服务并且为社

区服务。就是这服务从长远来看会护佑我们，因为服务

贫困者就是服务神。因此，要服务贫困者并准备舍身以

赴。这就是人今天应该做的事。祂进一步说，仅仅建立

一所富丽堂皇的医院并不重要，除了富丽之外我们也需

要福乐而福乐唯有在贫困者得到快乐和满足之后才会降

临。这家医院是斯瓦米的医疗保健计划的巅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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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奈的水供 

 

真奈（Chennai）的主要水供是来自东北季候风所带来

的雨水，但这季候风变化无常而经常没带来雨水。到

1950 年，很明显的只有自基士拿河（河水由西南季候

风所带来的雨水补充）所提供的水才足以缓解真奈的食

水问题。及至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斯里罗摩月

（Sri M G Ramachandran），会见安得拉邦的首席部长，

斯里罗摩劳勿（Sri N T Rama Rao），的时候，也就是

1983 年，此问题都一直没有进展。劳勿同意提供方便

给罗摩月于其‘泰鲁固恒河计划’里头。在这计划里，生

水首先会取自位于斯里赛拉姆（Sri Sailam）的基士拿

河，然后，把水调到索玛希拉（Somasila）蓄水池。水

从索玛希拉转运到干达乐鲁（Kandaleru）蓄水池，再

从那里通过 150 公里长的运河把水送到靠近真奈的普恩

地（Poondi）蓄水池，由此再转到真奈。干达乐鲁普恩

地运河于 1983 年开始兴建，并在 1996 年由斯里卡鲁那

尼提（Sri Karunanidhi）主持落成典礼。水从干达乐鲁

蓄水池释放出来，可是只有小量的水流到普恩地。经过

多年策划的梦想化为泡影。 

 

然后在 2002 年 1 月，某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在

祂神圣讲道的过程中，那是班加罗尔高等专科医院第一

周年聚会的活动，斯瓦米作了一个令到每个人都感到惊

讶的宣布。斯瓦米说祂有意愿实行另一个计划。在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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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真奈）没有水供。有钱人可以从远处去购水，但

穷人则负担不起。他们被迫喝坑里和泥潭里的雨水而导

致健康受损。斯瓦米因此决定提供食水给马德拉斯（真

奈）。 

 

几个月之后，在斯瓦米的指示下，斯里沙迪亚赛中央信

托承担起整治疏浚整个干达乐鲁普恩地运河系统的任务，

并从干达乐鲁蓄水池开始。工程日夜赶工，而干达乐鲁

蓄水池的容量增加了三倍。运河的外形根据水力学的需

要而加以适当的设计。沙迪亚赛中央信托不计费用，只

求完美。斯瓦米总共花费了 20 亿卢比使真奈的老百姓

不再缺水喊渴。所有沙迪亚赛食水计划的完美处就是受

惠者连一分钱都不必付。 

 

 

哥达瓦里（Godavari）食水计划 

 

有大量的水流入浩瀚的哥达瓦里河，然而住在河边的主

要部落的村民们还必须为水而发愁。于是斯瓦米又再一

次用自己神圣的双手把问题给扛下。人没有食物还可以

生存，但没有水就不可能活下去。水是一个基本的必需

品。在祂于 2004 年 12 月 26 日，对百善地格拉姆高等

专科医院职员的讲道里，祂说祂已启动了一个费资 6 亿

的工程。完工时的费用接近 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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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一个简明扼要的指示被发到中央信托，要他们

提供安全食水给哥达瓦里县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大约 550

个乡村。这些乡村分布于河流两岸。在概念上，计划看

似简单，但实行起来却又很复杂。所必须做的是通过水

井从河里把河水纳入，然后净化与分配。由于大部分地

带都是浓密森林，实行方面就显得复杂了。工作如火如

荼展开，克服了所有障碍而于斯瓦米 2005 年的生日时，

整个工程大约已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其余的也在不久之

后竣工。 

 

至高无上的湿婆大祭 

 

从 2006 年 8 月 9 日到 20 日，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于

百善地尼乐园。一个深具威力，为世界和平的祈祷，

Ati Rudra Mahayagnya（至高无上的湿婆大祭），在斯

瓦米（Rudra 湿婆的化身）亲自现身下执行。这 Yagnya

（献祭）是为世界的福祉而进行的。它保护和培育神圣

德性于人类之中，同时拒绝和减低恶魔本质，因此，它

可谓是为人类福祉而服务的。这就是斯瓦米为这殊胜事

件所给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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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现林伽 

 

2006 年湿婆之夜（Shivaratri）是最后一次，斯瓦米在

众人面前从祂的口里拿出一颗林伽来。第一次的变现林

伽（lingodbhava）是在 1947 年 3 月 2 日，在这吉祥的

日子里集合于布达峇地的信徒大概少于 12 人。斯瓦米

持续这做法直到 1977 年 2 月 16 日，而从那天开始直到

1999 年祂停止变现林伽。令大家感到讶异的是，祂在

1999 年又恢复这做法直到 2006 年，而这一次祂终于完

全停止了变现林伽，迁就于所有信徒的祈求，不要让祂

那衰老的身体受到更进一步的折磨。从 2000 年起，变

现林伽已开始吸引广大的群众，管理他们成了一个大问

题。 

 

2006 年斯瓦米因臀部骨折而必须以轮椅代步，并开始

从祂的车子上或从一张精致的轮椅上赐予‘达瞻’。纵使

行动不便斯瓦米的活动照旧进行，丝毫不受到影响。祂

还是一样的忙碌。所有例常事务继续执行如旧，除了斯

瓦米的讲道由于健康每况愈下而不得不完全停止外。 

 

 

 

 

 

 

 



81 
 

室内体育场 

 

‘国际体育中心’或更为人所知的‘室内体育场’，于 2006

年 11 月 22 日举行落成典礼。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时刻，

第 25 届大学（斯里沙迪亚赛高等学府）毕业典礼就选

在室内体育场举行。主要贵宾是印度总统阿都拉卡拉姆

博士（Dr A P J Abdul Kalam）。出席的其他贵宾有安

得拉邦州长，斯里拉美施瓦拉塔固（Sri Rameshwar 

Thakur），卡纳塔克邦州长，斯里查杜韦迪（Sri T N 

Chaturvedi），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斯里维

拉斯劳德斯穆克（Sri Vilasrao Deskmukh）。大会向罗

姆舍迪博士（Dr Ram Shetty）和乌沙舍迪女士（Smt 

Usha Shetty）致以特别的欢迎，由于他们的慷慨解囊，

这座室内体育场始得完成。 

 

 

访问真奈 

 

2007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斯瓦米访问真奈。在这短短的

期间举办了许多活动，而很多显要都来接受斯瓦米的达

瞻。他们包括来自泰米尔纳德邦及安德拉邦的州长，首

席部长，联邦部长和州级部长。在这么繁多的活动中，

有 两 项 是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 它 们 就 是 ‘Ati Rudra 

Mahayagnya’ （ Ati ， 至 高 无 上 ； Rudra ， 湿 婆 ；

Mahayagnya，大献祭）及，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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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斯瓦米表达感激之情而举行的庆贺仪式；斯瓦米建设

干达乐鲁-普恩地运河从而提高干达乐鲁蓄水池的容量

高达三倍之多，使真奈获得食水的供应。 

 

一千次满月达瞻大祭 

 

2008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庆祝一个隆重的事件。那是

一个标志性事件，被称为 Sahasra Poorna Chandra 

Darshan Shanti Mahayagnya（Sahasra 千，Poorna 圆满，

Chandra 月，Darshan 达瞻，Mahayagnya 大献祭），以

标志伽利期神化身（Kali Yuga Avatar）完成目睹第一

千次的满月。这在一个人的 83 岁的那一年才会出现。

这三天来，在 Shantivedika（山蒂维蒂卡，体育场的有

盖看台）前面举行了一个大祭。一般上，这样的庆典是

由一个人的亲戚们为他主办。在百善地尼乐园举办的献

祭是为了表扬宇宙之主，为了给世界带来平和与福乐以

及救渡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更大的目的。 

 

 

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神圣访问 

 

平静了一段长时间，斯瓦米于 2009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2 日又启程访问普那（Pune），接着访问坐落在被森

林环抱的哈士（Hadshi）村里的一座宏伟的庙宇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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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斯里沙迪亚赛般度愣伽雪特罗（Sri Sathya Sai 

Panduranga Kshetra）。2009 年 10 月 29 日斯瓦米为分

布在这座寺庙群里的三个寺庙的神像开光，那就是西提

维纳雅克（Siddhi Vinayak），舍尔地赛峇峇（Shirdi 

Sai Baba）以及维塔尔鲁克米尼（Vittal Rukmini）。祂

上一次到该地区是在 2001 年到查古尔（Chakur）的访

问。 

 

2009 年 10 月 31 日，斯瓦米到孟买去。祂在几个集会

上发表演讲，然后于 11 月 2 日返回百善地尼乐园。 

 

 

最后一次的访问 

 

为了回应德里（ Delhi ）与喜玛查尔邦（ Himachal 

Pradesh）信徒的热诚祈求，斯瓦米从 2010 年 4 月 9 日

至 18 日以现身来祝福这两个地方。祂于 4 月 9 日下午

抵达德里。4 月 15 日祂启程前往新姆拉（Shimla）。斯

瓦米从机场直接到为祂新建的住所，叫阿南维拉斯

（Anand Vilas）。接下来的两天，祂恩赐达瞻予渴望的

信徒，并于 4 月 17 日回去德里，接着在 4 月 18 日下午

4 点回到百善地尼乐园。这是斯瓦米在布达峇地之外的

最后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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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庄严的 85 岁生日庆典 

 

斯瓦米的 85 岁生日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至 23 日隆重

举行。庆典期间有多项节目。众多达官显要，包括印度

总统，普拉蒂巴帕迪尔（Smt Pratibha Patil）及总理，

曼莫汉辛格博士（Dr Manmohan Singh）都前来参与其

盛。除此之外，还有州长，联邦部长，以及 TVS 汽车

公司的斯里拉丹达达（Sri Ratan Tata）和维努斯里尼瓦

桑（Venu Srinivasan）等行业领袖。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在祂现身之下的最后一个生日庆典。

回想起来不禁令人对之充满怀念，遗憾和不可磨灭的回

忆。往者已矣，时不可再。 

 

 

落幕 

 

2010 年的下半年，祂的健康每况愈下。2011 年 3 月 28

日，祂被送往位于百善地格拉姆（Prasanthi Gram）的

高等专科医院。2011 年 4 月 24 日，祂离开了祂的肉身，

留下无数在世界各地沉痛悼念的人。 

 

祂留下一个巨大的灵性遗产。祂展示，若对神深具信心

并且尽力而为，无论什么都可以实现。祂的一生和教导

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当祂在世时如此，以后也继续会

如此。我们不要认为祂从此离开了我们而到其他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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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祂继续会留在我们当中，只是祂已从人相转化为无

相而已，就像改变为水蒸气的水一样。我们不能用肉眼

看到祂，那是真的，然而，我们必须学习在我们的内心

里去体验祂。到布达峇地来仍然像以前一样重要，因为

斯瓦米说过这里的灵性能量比起世界其他地方要强大得

多，而在此所执行的服务是一种最崇高的服务。 

 

 

************************************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格 

知识的目的在于培养爱心 

文化的目的在于达到完美 

智慧的目的在于达到超脱 

-峇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