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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婆（Shiva）神——毁灭之神



发源于2500多年前印度的瑜伽已经触及到
现代全球观点的方方面面。一个个世纪走
过来，瑜伽以无数方式响应了追寻者实践和
哲理上的需求，从而始终保持了它的新颖性
和相关性。

在印度，维护一个知识体系的传统方式始终
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传授。

从湿婆自己在《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向世间有志者阐述之后，进而通
过波颠阇利（Patanjali）、Buddha、帕拉
宏撒•尤迦南达（Paramahansa Yogananda）
、斯瓦米•希瓦南达•萨拉斯瓦蒂（Swami 
Sivananda Saraswati）和其他喜马拉雅
瑜伽士的著作和学说，瑜伽已经被编纂、
认可、再度焕发活力、并且继续传播到更
广阔的世界里。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今天
像提鲁马赖•克里希纳马查亚（Tirumalai 
Krishnamacharya）、K•帕塔比•乔伊斯（K. 
Pattabhi Jois）、BKS•艾因嘎（B.K.S. 
Iyengar）、Bikram Choudhury、TKV•得斯
科查（T.K.V. Desikachar）和Kamal大师
等大师也许在印度之外的地方更为知名。
他们的课程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哈达瑜伽
（hatha yoga）、调息和冥想的学生。

审视每位大师是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对瑜
伽重新进行诠释，瑜伽又是如何因此而随
着时间变化的，不难看出其生动而有活力
的本质。

本书旨在追溯瑜伽的轨迹，从最初提及的历
史记载开始，随着时间的长河，纵览印度大
师们对瑜伽的诠释。



奉爱瑜伽（Bhakti Yoga）（挚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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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inamapi sarvesam madgatenan-
taratmana,
Sraddhavan bhajate yo mam sa me 
yuktatamo matah （《神之歌》　第
六章47节）
“即使在瑜伽士中，那些真心诚意皈
依我，满怀信仰崇拜我的男女，是我
的最爱。”

神宣称道，他最看重那些行在全心奉
献或者奉爱瑜伽（Bhakti Yoga）之
路上的皈依者。 

自我（at m a n）（灵魂）和神我
（Paramatman）（神）本质上是同一
的，但是这是一个极难了悟的事实。
每个人的灵魂都被自我、感官和心识
生出的锁链所捆缚而成为外在世界的
奴役。

神的虔爱者（bhakta）（皈依者）通
过把他无私和巨大的爱献给神，从而
将之转向神我（Paramatman）。这种
深度皈依的终极顶点是与所奉献对
象的幸福合一，从而将所有的迷惘
永远地摧毁。解脱后的奉爱瑜伽士
（Bhakti Yogi）不再有个人的自我；
他和心之所爱成为永恒的一体。

Brahmabhutah prasannatma na socati 
na kanksati,
Samah sarvesu bhutesu madbhaktim 
labhate param,
Bhaktya mam abhijanati yavan yas 
casmitattvatah
Tato mam tattvato jnatva visate 
tadanantaram （《神之歌》 第十八
章54-55节）
“与梵合一，心境喜悦，既无欲求，
亦无忧伤；对于众生等同看待，达到
对我的至诚敬仰。凭虔信，他对我的
本体（tattva）真实了知；一旦对我
真实了知，即归溶于我。”

外在世界千变万化且转瞬即逝，而
自我（atman）是永恒不变的。只要
灵魂认同于无常的世界，它将存在
于迷惘的妄念和必死的命运之中。
这些欲望（vasanas）和精神链接
（samskaras）导向因果报应的轮回。

通过任何有关行动（Karma Yoga）
、知识（Jnana Yoga）或者挚爱
（Bhakti Yoga）准则的修行，灵魂
可以领悟到它真实的永恒天性（爱）
，并且不再经历轮回。虽然所有的道
路都是极好的，但是其中最高的是对
神的爱（挚爱）。这必须将行为瑜伽
（Karma Yogi）行动的精神和智慧瑜
伽（Jnana Yogi）理智的探究注入其
中。

Yo mam pasyati sarvatra sarvam ca 
mayi pasyati
Tasyaham na pranasyami sa ca me 
na pranasyati （《神之歌》 第六
章30节）
“他在各处见到我，也在我中见到万
有；对于他，我从不消失，对于我，
他也从不消失。”

奉行行为和知识的瑜伽士将从自我主
义中解脱出来，并且获得灵性的领
悟和时间的通道。但是奉爱瑜伽士
的自我在最初时就已皈依在爱神之
中。这爱是无双的，因它既不削弱，
也不凋谢，亦不厌腻。神也渴望这
样的挚爱，并且他的皈依者满足了
这种渴望。黑天（Krishna）和罗陀
（Radha）之间的挚爱正是这个神妙
关系的化身。

拉玛那•马哈希（Ramana Maharishi）
，阿鲁那佳拉（Arunachala）山的伟
大圣贤，解释道，“一旦皈依者全然
皈依，一物不余，“我和我的”也
不复存在，只有神或者神我。只有
神我存在，并且这是灵性jnana（智
慧）。因此，在虔爱（bhakti）和
智慧（jnana）之间没有区别。虔爱
（Bhakti）就是jnana mata或者智慧
（jnana）之母。”



罗陀—黑天（Radha Krishna） ——真爱的缩影



他列举了五种/类能够创造快乐和痛苦，并且对心识上的此消彼长产生
影响的心识转变（chitta vrittis）。

Pramana viparyaya vikalpa nidra smirtayah (Yoga Sutras, I:)（
《瑜伽经》　第一篇6节）
“他们是正确的观念、错误的知识、幻想、睡眠和记忆。”

在接下去的5段经文（sutras）中，他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阐明：

Pramana（正确的观念或者知识）是根据直接的观察、演绎推理，或者
来自于一个可靠或者权威的出处。

Viparyaya（不正确的理解或者误解）是指在它被显示为是错误的或者
虚幻的之前，都被错误地认为是真的。

Vikalpa（幻想、空想）是指以为有报告依据，但实际上是言之无物。

Nidra（沉睡）是指心识对真实没有知觉，却仍然在虚无的基础上运
作。

Smriti（记忆）将过去的经历和印象存储起来，并且无法将它们放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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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颠阇利（Patanjali）精辟的阐述，将征服心识所需的主要
两大要素点了出来。

Abhyasa vairagyabhyam tan nirodhah
（《瑜伽经》　第一篇12节）
“停止精神的焦躁不安需要不断的修行和不执于物。”

他提出要稳定心识不断的变化（chitta vrittis）只能通过执
着稳定的修行（练习（abhyasa）），再加上对感官之物的冷
静或者无所欲求（无欲（vairagya））。

学生们还要谨防给心识以负担的chitta viksepas或者干扰，
这些都是瑜伽修行之路上的障碍。必须对这些障碍进行识别、
了解以及处理，方可进步。 

经文（Sutra） 第一篇30节将最常见的问题列举了出来：

Vyadhi – 疾病、身体病痛
Styana – 心识怠惰或者迟钝
Samsaya – 怀疑、犹豫
Pramada – 冷漠、疏忽、草率
Alasya – 懒惰
Avirati – 溺于物欲、耽于声色
Bhranti Darsana – 虚幻或者谬误的见解
Alabdha Bhumikatva – 思维缺乏条理性、专注性、和连贯性
Anavasthitatva – 不稳定，不能维持所得

波颠阇利（Patanjali）给出了一个四重的解决方法来克服这
些障碍，包括四种普遍情感：Maitri（慈爱）、Karuna（怜
悯）、Mudita（快乐）、Upeksa（平和）。这些思想中必须注
入单一的原则：看待万物都在平衡之中，无论善恶好坏。



在 自 传 中 ， 帕 拉 宏 撒 • 尤 迦 南 达

（Paramahansa Yogananda）详细列出

了许多这样的，预示他将成为一名瑜

伽士的命运的神秘事件。他有次决定

和一位朋友一起跑到喜马拉雅山去，

但却被他的哥哥强迫返回家中，并承

诺他的父亲他会首先完成学业。尽管

如此，他对其毕生对神的追求坚持不

懈，并且常常被圣洁的瑜伽士的陪伴所

吸引却又中止。玛哈赛（Mahasaya）

大师（不是拿希里•玛哈赛（Lahiri 

Mahasaya））数次带他到位于达森斯

瓦尔（Dakshineswar）的著名时母

（Kali）寺庙朝圣，并且成为他在神母

方面关于他与神直接体验的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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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完 高 中 之 后 ， 他 离 开 了
家 并 进 入 了 一 家 位 于 贝 拿 勒
斯 （ B e n a r a s ） （ 瓦 腊 纳 西
（Varanasi））, Sri Bharat 
Dharma Mahamandal的修道院,追求
一种灵性修行的生活。但是，当他
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和上师圣尤地
斯瓦尔（Sri Yukteswar）之后，
他的道路被证实是一条不同的航
线。他的上师预言他将返回他在加
尔各答（Calcutta）的家中。虽
然觉得丢脸而不愿意回家，穆昆
达（Mukunda）最终还是到了他师
傅位于塞伦波尔（Serampore）的
修道院，该修道院距离加尔各答
（Calcutta）大约12英里。

帕拉宏撒•尤迦南达（Paramhansa 
Yogananda）在他的自传中对这次
会面回忆道：

“你来了，” 圣尤地斯瓦尔（Sri 
Yukteswar）从一个带阳台的客厅
地板的虎皮上和我打招呼。他的声
音冷然且不带任何感情。

“是的，亲爱的师傅，我来这里跟
随您。”我跪下，触摸他的脚。

“这怎么可能呢？你无视我的期
望。”

“再也不会了，可敬的上师！您的
期望就是我的律法！”

“这就好多了！现在我可以对你的
生活承担责任了。”

“我心甘情愿地将这副担子转交给
您，师傅。”

“那么，我的第一个要求是你回
家，到你的家人那儿去。我希望你
能进入在加尔各答（Calcutta）的
大学。你的教育应该继续••••••有
一天你将到西方去。那儿的人们将
更容易接受印度古老的智慧，如果
这位奇怪的印度老师拥有大学学
位。”

和大师相遇



斯瓦米•希瓦南达（Swami Sivananda）通过他的著
作、期刊和信函传播着他毕生关于公共服务、个
人修行和自我实现的信息。为了对他的著作进行
研究，并系统化地将他们以印度各种地方语言翻
译和出版，在1958年成立了希瓦南达文学研究所
（Sivananda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在1961年，圣洁生命会（Divine Life Society）
欢度了它的银禧庆典；至此，斯瓦米•希瓦南达
（Swami Sivananda）看到了他毕生使命的完成。

他的瑜伽被他称为“综合瑜伽”，极力主张瑜伽
修行的三个主要方面（行动、智慧和挚诚）的同
步发展。唯有当手脑心合为一体时，方有灵性潜
力的完全发展。
用他的话说：“要在众生内看到自我是智慧
（Jnana）；爱自我是挚爱（Bhakti）；服务于
自我是行动（Karma）••••••这三条道路事实上
是一条，只是强调它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禀性中
不同的一个。瑜伽提供了可以看到、挚爱和服务
自我的方法。”

综合瑜伽（Yoga of Synthesis）之歌
吃一点，喝一点
谈一点，睡一点
混合一点，走动一点
服务一点，休息一点
工作一点，放松一点
学习一点，崇拜一点
练习一点体位（A s a n a），进行一点调息
（Pranayama）
反思一点，冥想一点
念诵一点Japa，唱诵一点Kirtan
写一点真言（Mantra），做一点布道（Satsang）
服务、挚爱、给予、洁净、冥想、实现
做好人、行善事、需仁慈、要怜悯
询问“我是谁？”，知道自我进而解脱

“因此，每个人应以一种瑜伽为基本，然后结合
其他各种瑜伽。您可以智慧瑜伽（Jnana Yoga）
为基本，再结合无束缚行为瑜伽（Nishkama 
Karma Yoga）、哈达瑜伽（Hatha Yoga）、胜王
瑜伽（Raja Yoga）、奉爱瑜伽（Bhakti Yoga）
、Sankirtan Yoga等等。这就是我的综合瑜伽，
它将确保灵性上的迅速进步。••••••这样一位瑜
伽士会得到全面性的发展。
因此，哦 Mokshapriya（热爱解脱的人），修炼
这独特的综合瑜伽，从而可以迅速获得自我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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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婆（Shiva）神之子韦驮天（Kartikeya）——印度神话中的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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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瑜伽

Kamal大师也许是瑜伽的新面貌，因为它适用于
来自世界各地的有着不同文化的人。有些讽刺的
是，他觉得瑜伽目前在国外比在它诞生的国家更
加流行。他认为不仅对其他文化，而且对他们自
己的传统智慧和遗产持有一个开放的精神，会
让印度人受益匪浅。通过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水
平，他们可以享受良好的健康的各种优势，并且
让他们的社交和人际关系更加丰富。



A VISUAL QUEST BOOK

发源于2500多年前印度的瑜伽已经触及到现代全球观点
的方方面面。一个个世纪走过来，瑜伽以无数方式响应
了追寻者实践和哲理上的需求，从而始终保持了它的新
颖性和相关性。

在印度，维护一个知识体系的传统方式始终是老师和学
生之间的传授。

从湿婆自己在《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向世
间有志者阐述之后，进而通过波颠阇利（Patanjali）
、Buddha、帕拉宏撒•尤迦南达（Paramahansa Yoga-
nanda）、斯瓦米•希瓦南达•萨拉斯瓦蒂（Swami Siva-
nanda Saraswati）和其他喜马拉雅瑜伽士的著作和学
说，瑜伽已经被编纂、认可、再度焕发活力、并且继续
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里。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今天像提
鲁马赖•克里希纳马查亚（Tirumalai Krishnamacha-
rya）、K•帕塔比•乔伊斯（K. Pattabhi Jois）、BKS•
艾因嘎（B.K.S. Iyengar）、 比克南 周篤里 (Bikram 
Choudhury)、TKV•得斯科查（T.K.V. Desikachar）和
卡馬爾大師(Master Kamal)等大师也许在印度之外的地
方更为知名。他们的课程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哈达瑜伽
（hatha yoga）、调息和冥想的学生。

审视每位大师是如何根据时代的需要对瑜伽重新进行诠
释，瑜伽又是如何因此而随着时间变化的，不难看出其
生动而有活力的本质。

本书旨在追溯瑜伽的轨迹，从最初提及的历史记载开
始，随着时间的长河，纵览印度大师们对瑜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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