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里沙迪亚赛

 
沙迪亚那罗延轶事 

 

Chinese (Simplified)



 
诵读斯里沙迪亚赛， 

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的预备程序 

1. 就坐于膜拜室 
2. 点燃一盏灯或者一支蜡烛 
3. 点燃一炷香 
4. 供奉一些供品（圣粉，水果，甜品）在神坛上 
5. 开始会供（个人或者团体均可） 

 

法会供奉程序 
1. 吟咏圣洁音节“唵”三次 
2. 念诵主卡尼沙（象头神，智慧之神）赞辞 
3. 念诵导师真言 
4. 颂读神圣的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第一到第五章 
5. 念诵赛伽耶特黎真言三次 
6. 唱二到三首巴赞，开始于主卡尼沙巴赞 
7. 唱诵多元信仰祷文 
8. 奉供圣火 
9. 念诵普世（回向）祷文 
10. 边唱诵圣粉真言同时分发圣粉 

注释：如果您不能一一遵循上面所有法会供奉程序的每一步骤，您可以只

颂读神圣的斯里沙迪亚赛,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第一到第五章。 

颂读此神圣的轶事，可以选择在满月（农历十五）， 
星期四，或者每一天均可。 

任可人只要充满虔诚和满怀尊敬地颂读此神圣的和心想事成的轶事， 
神的恩典和福泽将会降临，所有的愿望和祈求都会得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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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卡尼沙赞辞 

Vakra Thunda Mahaa Kaaya  
Surya Koti Sama Prabha 

Nirvighnam Kuru Mey Deva 
Sarva Kaaryeshu Sarvadaa 

 

你有一个弯曲的象鼻和一个壮硕的体形； 
你的光辉如同百万颗太阳般的灿烂； 

祈求你护佑我所有的工作， 
使之总是摆脱一切障碍。 

 

 

导师真言 

Gurur Brahma Gurur Vishnu 
Gurur Devo Maheshvarah 

Guruh Saakshaath Para Brahma 
Thasmai Shree Guravey Namah 

 

导师是梵天，导师是毗纽天(毗湿奴)， 
导师是自在天(湿婆)， 
导师是至高无上的梵， 
我们向导师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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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乘愿下凡和神圣非凡的童年 

      薄伽梵沙迪亚赛巴巴出生于一个名叫菩提佛地的小山村。菩提

佛地位于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地区。薄伽梵世尊的父亲名叫培迖温卡

帕拉尊；他母亲名叫伊莎瓦拉玛。 
 
       母亲伊莎瓦拉玛是一位非常沉靜虔誠的女性。她一心一意修行奉

供神主。主那罗延深为其发自内心充满神圣的真爱和虔诚打动，决定

再一次降临人间，再演绎一次神圣的戏剧。因此主那罗延选择亲爱精

诚的伊莎瓦拉玛为母和培迖温卡帕拉尊为父。 
 
       伊莎瓦拉玛亲口证实，有一天当她从井打水时，一速闪亮的蓝光

从天而降进入其腹中。她被这突然而来的奇异之事吓晕而倒在地上。

伊莎瓦拉玛的婆婆早前曾叮嘱她，如果某天由于上天的旨意，发生不

可思议非同寻常的事情，不要害怕。伊莎瓦拉玛从未透露这个秘密给

任何人。薄伽梵的出生并非由母体珠胎结晶而生而是乘愿下凡而降临

人间。在伊莎瓦拉玛过世前几天，薄伽梵他亲自叫伊莎瓦拉玛分享告

知与世这个多年前发生于井边的奇事。 
       
 随着胎儿在伊莎瓦拉玛腹中日益渐大，十月临盘越来越近，家

中乐器会自己自动奏起天堂般美妙动听的音乐。鼓儿随节拍而响，维

纳琴弦声响起，铃铛叮当地响。屋里所有的人会被这些天堂般的旋律

和芳香唤醒。 
 
 终于迎来了1926年11月23日黎明。这是星期一，主湿瓦（主湿

婆）的主日。这一年是丰厚富足之年，这一月是光明之月。伊莎瓦拉

玛的婆婆刚刚拜祭完了沙迪亚那罗延会供。婆婆拿回一些拜祭供奉那

罗延而得神祝福的圣洁食物给伊莎瓦拉玛。伊莎瓦拉玛吃了神祝福的

圣洁食物不久，就诞下赛那罗延。宝宝长得极其俊美。取名为沙迪亚

那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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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宝宝沙迪亚躺睡在摇篮里，在周围的阿姨们惊讶地看到

宝宝下面的衣服在蠕动。当她们把宝宝沙迪亚抱起之后，她们看到一

条蛇从主沙迪亚那罗延身边滑行而去，在几码远之处消失。好啊！主

第一蛇神舍沙在外昆达（最高天）一定是很想念他的主毗湿奴，所以

便跑到人间来给他作伴。 
 
 沙迪亚那罗延打小时起从来就不碰非素食食品，也不会到准备

非素食食品的人家。村里有一位无比纯洁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舒巴

玛。舒巴玛非常喜欢沙迪亚。大部分时间沙迪亚都住在舒巴玛的家。

在这一次化身转世，也得需要一个雅舒迖！ 
 
 任何乞讨的人来到沙迪亚父母的家，从不会空手而离开。沙迪

亚要亲眼看到乞讨的人吃的饱饱的。有时为了省下食物他自己甚至不

吃，令他的妈妈和姐姐很为担心。后来当她们叫他吃午饭时，沙迪亚

会举起他莲花般的小手，放到她们的鼻子下，叫她们闻闻，她们会从

他莲花般的红红小手闻到世上最最好吃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当她们

问他在那里吃的饭，沙迪亚毫不犹疑及时地回答，“从一个老人家那

里。” 
 
 就算小小年纪，沙迪亚已经开始显示他博爱众生的真性情。他

从不忍心看到他的朋友们悲伤不快乐。他经常变出一些糖果，铅笔，

橡皮擦等等来使他们开心。他会叫来所有的小孩，造一个玩具屋，在

玩具屋里供放上小小的神画像，教他们唱巴赞。 
 
 沙迪亚完成了初级小学的课程后，前往附近的埠卡帕南村继续

进一步的学习。到了那里，沙迪亚在同学中同样非常地受欢迎。 
  
 一个名叫牧海布博汗的老师非常喜欢沙迪亚。一天在上课当中，

另外一位老师看到沙迪亚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记笔记。这位老师的自

尊心受到了伤害。他罚沙迪亚站在一张长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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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位老师的课结束后，下课铃已敲过，可这位老师身体却黏

在椅子上不能动。当下一堂课的老师牧海布博汗走进教室时，沙迪亚

还站在长凳上。 
 
 牧海布博汗走到他的同事身旁，请他让开椅子。这位可怜的老

师此时已十分困窘，差点就哭出来了。他说，“先生，椅子粘着我身

体，我动不了。” 牧海布博汗放眼环视了一下教室，全班同学也听到

他们老师的对话，都格格地笑。 
 

牧海布博汗既惊讶又心痛看到他心爱的沙迪亚被罚站在长凳上，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幕。牧海布博汗告诉这位老师赶快让沙迪亚从长

凳上下来，这样椅子才会不黏着他。这位老师既羞辱又惭愧，请沙迪

亚从长凳上下来。一旦沙迪亚从长凳上下来，这位老师也可以离开他

的椅子。就这样，沙迪亚开始显露他的非凡神性。 
 
 一天，一个马车车夫丢失了他的马，他四处寻找但不果。有人

告诉他一位神奇灵异的男孩就在附近一所学校就读。男孩会知道他的

马在何方。正如舍地赛巴巴，沙迪亚亲切地招手叫来马车车夫，告诉

车夫他的马正在村外的芒果树林里吃草。正如沙迪亚所言，马车车夫

找到他的骏马，万分高兴。 
 

从此以后，所有马车车夫都向沙迪亚祈祷，祈祷沙迪亚乘坐他

们的马车，保佑他们，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意。 
 

 
斯里沙迪亚赛，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的第一章到此吉祥圆满。 

鞠躬顶礼斯里赛。愿众生和平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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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始赛巴巴的神圣使命 

1940年三月八日，沙迪亚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然后倒在地上不

省人事。沙迪亚紧紧抓住他的右脚趾。家里所有人都认为他被蝎子咬

了。实际上沙迪亚是离开他的肉身到别处去救助一些信徒。大家都不

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从未在人前这样做过。周围所有人都忙着搜寻蝎子。

蝎子并非造成沙迪亚倒地失去知觉的原因，所以这怎么可能会找到什

么蝎子呢？ 
 
 过了一些时候，沙迪亚张开他的眼睛，他的双眼一如往常的平

静。次日，沙迪亚再次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过了不久，当他张开眼睛

之后，他告诉周围的人村庄女神姆特雅拉玛正生气。所以他们当中一

人必须前往女神庙，打破一只椰子供奉给女神并且点燃樟脑向女神奉

供圣火。 
 
 当椰子在女神庙被撞破打开时。沙迪亚在家里宣称椰子断成三

块。事实的确如此。有些人觉得沙迪亚被灵异附身。他们开始用各种

药物和草药来治疗他。有些人觉得他已经疯了，赶忙派人叫来他的父

母。 
 
 沙迪亚的父母匆匆赶来。当他们见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处于如此

状态，十分震惊，他们也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把他送到一个驱魔师那

里。这个驱魔师通常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去驱赶灵异。他用一把尖刀割

开可爱沙迪亚柔嫩的头皮，往割开的头皮里挤柠檬汁并撒上一种十分

辛辣的粉末，使得沙迪亚甜美的小脸暴胀异常，他的两眼肿得大大的。 
 

目睹此情此景，沙迪亚的妈妈和姐姐异常痛心，但又十分无助，

因为她们已把他交给了驱魔师去处理。看到妈妈和姐姐的困境，沙迪

亚摆手叫他姐姐过来，告诉她附近有一种草药，叫她采些回来，取汁

后敷在他眼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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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和姐姐乞求驱魔师放过沙迪亚，说当沙迪亚好了后，她们

会带他过来。 
 
 驱魔师很不情愿地放过了沙迪亚。按照沙迪亚所说，他们在他

眼睛上滴了几滴草药汁，很快沙迪亚的双眼恢复如常，调皮的目光闪

闪发亮。 
 
 日子一天天过去，沙迪亚常常给村里的孩童阐述高深的吠陀哲

理。他同时还提到一位名叫赛巴巴的圣者。他的父亲培迖温卡帕拉尊

再也按捺不住。 
 
 一天，他拿着一根木棍在手走到沙迪亞跟前准备狠狠地打他一

通赶走他身上的魔鬼。他问沙迪亚， “你到底是谁？老实告诉我真

相。” 沙迪亚平和，慈爱同时又充满权威地回答，“我是赛巴巴。只要

大家保持家居清洁，心灵纯洁，我会永远驻守其中。” 
 
 木棍从培迖温卡帕拉尊手上掉下。他目瞪口呆。他说，“如果你

真的是赛巴巴，请出示证据证明。” 沙迪亚抓起一把茉莉花，抛撒在

地上。花落地上组成一排泰卢固文字，“赛巴巴”。 
 
 从此以后，村中及邻近村子的人改称沙迪亚，叫赛巴巴。 
他们开始虔诚供奉赛巴巴。每逢星期四，他们举行特殊会供仪式拜奉

赛巴巴。 
  
 

斯里沙迪亚赛，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的第二章到此吉祥圆满。 
鞠躬顶礼斯里赛。愿众生和平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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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少年赛巴巴的神迹 

 随着沙迪亚不断地长大，村里的人渐渐地体会到他高深无比的

法力。他们开始虔诚地称呼他为世尊（斯瓦米）。 
 
 有一天，世尊和他家人前往神庙朝拜。当他们抵达庙宇后，世

尊只站在神庙的门口而没有与众人一起走进庙里。在庙堂内，当奉法

开始以后，大家非常惊奇地看到世尊站在本来放置林伽的地方，而林

伽则消失了。 
 
 他们刚刚还看到他留步在庙堂门口。突然之间他怎么进到庙里

面来了呢？他们急急赶出外面，看到世尊站在那里，一个人，静静地

凝望着天空，嘴角边挂着一抹天真无邪的微笑。众人惊奇万分，纷纷

拜倒在世尊脚下。 
 

一天，世尊放学回来，拋开他的书包，大声宣布，“虚幻（摩耶）

已离我而去。我已经不再属于你们。我的广大追随者正在等候着我。” 
世尊的嫂嫂当时正在屋里。她急忙跑出屋外看个究竟。只见一道闪亮

的光晕环绕着世尊头上，几乎把她的眼睛刺得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受

不了耀眼的光芒，她赶紧闭上眼睛。 
 
 母亲伊莎瓦拉玛慈祥地恳求世尊，“哦，儿子啊，如果您一定要

离开我们家人和您的信徒在一起，请您至少留在菩提佛地保佑和赐福

于您所有的孩子们。” 世尊慈悲地答应母亲发自内心的请求。 
 
 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世尊住在舒巴玛家中。舒巴玛的家比较宽

大，可以容纳日渐增多前来朝拜的信徒们。更重要的是舒巴玛非常虔

诚，全心全意地敬爱着世尊。不久越来越多的信徒从世界各地前来朝

拜。 
 
 有时候来的人比准备的食物多。遇到这种情况，舒巴玛会请世

尊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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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会拿来两个椰子，走到厨房，互相撞击这两个椰子，然后

把椰子水洒在食物上。自动地就会有足够的食物分给在场的所有人，

而且还吃不完会有多余的剩下来！ 
 
 随着信徒的人数日渐增多，众人在舒巴玛的房子旁建起了一个

巴赞大厅。一天，世尊在舒巴玛的家里时，来了一位名叫拉克斯梅亚

祭司和他的朋友及妻子。他朋友的妻子患有精神病。祭司让他友人和

妻子在吉特拉瓦底河岸边等他。 
 
 祭司来到舒巴玛的屋里，刚好碰到世尊在家里。因为不认识他

是谁，祭司亲自请问世尊，“我听闻这里有一位男孩能治百病。请您

能不能带我去见他？我带了我的朋友和他发疯的妻子来看病。” 
 
 世尊叫祭司去把这对夫妇带过来。他吩咐他们先沐浴，然后跟

众人坐在一起。此时世尊开始分发神祝福的圣洁食物给每一个人。他

变出一些圣灰放进疯女子的口中。 
 
 随后，他切了一些这对夫妇带来专门供奉给他的水果，递了一

些给他们吃。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眨眼不到这位疯疯颠颠的妇人变得

完全正常。她和她的丈夫无比感激，非常尊敬郑重地拜谢世尊，然后

夫妻俩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 
 
 随着舒巴玛的年事渐高，世尊让她从事很多助人为善的慈善事

务。一次，当世尊去了班加罗尔，舒巴玛的健康很快地变得很差。她

时时刻刻都想着至爱的世尊。她嘴上不停地念着他的神圣名号，直至

她的嘴不能再动，她的呼吸停止。她的最后一口气，都在呼唤着世尊

的名字。 
 
 正在此时，世尊犹如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她床前。他慈爱地呼

唤着她，“舒巴玛！舒巴玛，张开你的嘴巴。” 舒巴玛已经死去，张开

她的嘴，她的手开始颤抖，颤颤巍巍地抱住世尊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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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非常慈爱地把她的双手放在他的手上，用他的右手倒了一

些恒河圣水入她的口中，以此安抚和滋润她干枯的灵魂。舒巴玛，世

尊的真实信徒，脱离她的肉身，两眼牢牢地凝望着世尊的莲花般神圣

的面孔，回归于他，从此永远地和他在一起。 
 

对不同的信徒，世尊会显示不同的神像。根据他们各人的意愿，

世尊让他们了解到和看到他是他们特别选择供奉的神。对于一些人，

他是主卡尼沙（象头神），对另外一些人，他是主鸠摩罗，而对另外

一些人，他是斯里罗摩或是克里希纳，而对另外一些人，他是耶稣。

他令众生欢喜。 
 
 一次，一个名叫克里希纳玛查理的律师，专从盘努坎达来到菩

提佛地。他到菩提佛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揭露世尊是一位江湖骗子。

世尊的父亲带他去见世尊。世尊领他往一间房间里走，同时叫他闭上

眼睛。当他们进了房间里面之后，世尊叫他张开眼睛。在他眼前，这

位律师很惊奇地看到舍地赛巴巴的三昧地，还有三昧地上放着一只花

环，旁边站着一位祭司手里拿着会供供品。 
 
 世尊让这位律师转头看另一边。在另一边，他看到哈奴曼庙，

宁树，导师之地，以及舍地圣镇的其它景点。这位律师是一位虔诚的

舍地巴巴信徒。当他有幸目睹了舍地赛巴巴三昧地圣容（达瞻），他

拜伏在世尊莲花脚下，恳求世尊的宽恕。世尊，慈悲的化身，拍拍他

的背，马上原谅了他。 
 

世尊法力巨大无边。世上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充满爱地呼唤他，

他即会响应和保佑他们。 
 

斯里沙迪亚赛，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的第三章到此吉祥圆满。 
鞠躬顶礼斯里赛。愿众生和平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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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众生的庇护所 

莎卡玛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咖啡种植园。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

高尚圣洁的女性。她济世救贫，干了很多慈善事。例如发放食物给穷

人，提供衣物给他们，等等。迈索尔的国王赐予她“正义的化身”（或

“女中正义之典范”） (Dharma Parayane) 头衔以肯定她所作出的贡献。 
 
 一个清晨，大约九点左右，她正在做早上供会礼拜时，她的仆

人进来告诉她门外有人求见。他们骑着一辆车来，正等在门外。莎卡

玛出到门口，看到一辆旧车，车上竖着一块木牌写着“凯拉沙委员会”。
车前坐着一个大约十六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的头发蓬松散落。在车后

面，一个神色庄严的老人家坐在一张鹿皮上，长长飘逸的胡须，身上

和额头上涂满一层圣灰。 
 
 莎卡玛恭恭敬敬地上前欢迎老人家。按照严格的宗教礼节，清

洗老人家的双脚，供奉他鲜花和水果。老人家请她付一千卢比加入凯

拉沙委员会成为会员。她非常乐意地接受了，付了一千卢比。但老人

家把这些钱一并与收据退还给她，说回头他会再来造访。几年过去了，

却一直不见凯拉沙委员会的踪影。 
 

有一天，莎卡玛必须去一趟班加罗尔。当她拜访她一位友人时，

完全出乎她意料地看到那位头发蓬松的年轻人。当她看着他时，年轻

人转化为老人，接着又变回年轻人。她目瞪口呆。她走到年轻人跟前

问他，“您是不是那位曾到过我家的凯拉沙委员会的年轻人？” 
 

男孩回答，“许多年前，你曾付给一千卢比，但不曾收下。因此，

我今天来取之。” 莎卡玛拜倒在世尊脚下，赢得世尊的恩典。 
 
 一个下午，世尊正和他的一些信徒讲着话，突然他高声喊道，

“不要射! 不要射!” 然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约一小时后，世尊站起

来。他叫信徒去发一份电报，“你的左轮手枪在我处，请勿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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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提醒世尊写“左轮手枪”有些不妥，邮局会提出异议。因此，

改为“仪器”发了电报。众人不明其所纷纷询问，世尊叫他们耐心稍等，

很快他们就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四天后，来了一封发自泊帕尔的信。这是一位军官寄来的。因

种种原因，军官很是忧愁烦恼决定用枪自杀。他当空射了一发子弹用

来试枪。同一时刻，远在千里之外的世尊高声喊道，“不要射! 不要

射!” 
 
 与此同时，军官门外传来一声敲门声。军官急忙藏起手枪，打

开门。他的一个旧同学带着妻子和仆人来访。军官请他们入内。几分

钟后，他们决定去拜访军官的邻居，邻居也是他们的朋友。等他们离

开后，军官把门牢牢关起。军官回头去取他的手枪，却找不到。再一

次，门外传来一声敲门声。打开门，邮差递给他一封电报，上面写着，

“你的仪器在我处，请勿担心。”落款：巴巴。 
 

我们的世尊永远不会离开信仰供奉他的众生也不会置他们不管。

只要开口一声，他立刻就会赶到我们的身边，用他的四大支柱 - 真理，

正义，和平，博爱，来保佑和邦助我们。他的神迹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的。上面的例子，这位军人的妻子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世尊的追随者。 
 
 

斯里沙迪亚赛，沙迪亚那罗延轶事的第四章到此吉祥圆满。 

鞠躬顶礼斯里赛。愿众生和平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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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无限慈悲的世尊 

 有一次，世尊光临位于班加罗尔的一户人家。许多人聚集在那

里等着一睹他的圣容。有些人带来了鲜花和水果献给世尊；另外一些

人谈说着世尊的奇迹和爱心。 
 
 附近一位贫穷鞋匠听到人们的谈话。一个美丽的想法突然浮现

在他的脑海。他希望能看到这位阿凡达（神的化身）一眼。从花园里，

他心怀喜悦的摘了一朵玫瑰。他穿过拥挤的人群，慢慢地走近世尊坐

的地方。他往里面探视，正好世尊也正往外看着他。他们的目光相遇，

在那一瞬间，鞋匠心中涌起了对世尊一股无法抗拒的爱。 
 
 世尊和蔼地叫鞋匠走近过来。鞋匠上前走到世尊身旁，把玫瑰

献给世尊。世尊亲切地从他手中接过玫瑰花。用泰米尔语，鞋匠的母

语，问他，“亲爱的，你想要什么吗？” 鞋匠没有想到世尊会问他问题，

毫无准备之下他回答，“世尊，请您光临我的茅舍.” 世尊答道，“一定

一定，我会探访你家。” 
 
 鞋匠喜极而泣。他恭恭敬敬地拜伏在世尊的莲花脚下。喜极之

余，他忘了问世尊何时光临。世尊离开之后，鞋匠才想到这些问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一直未见世尊的到来。 
 
 一天，正当鞋匠在缝补着一些又烂又破的凉鞋时，一辆车开到

路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以为是一辆警车，鞋匠慌忙收拾他的东西，

准备跑开。他以为是警察驱逐他来了。世尊从车上下来，告诉他不用

害怕。世尊让他坐在车里。鞋匠震惊得目瞪口呆。车载着世尊和鞋匠

快速飞驰，在世尊的指导下直奔鞋匠的茅舍。 
 

鞋匠下了车，走进家里。他叫他的妻子打来一张席子，然后赶

紧出来迎接世尊。世尊坐在席子上。鞋匠意识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

以供奉给世尊的。他搓着双手，搜索枯肠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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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他为难的样子，世尊叫他不用担心。世尊说他是来给与的

而不是来索取的。世尊说他要的只是他的爱。世尊一挥其手，变出很

多甜品和水果，分给在场的所有人。然后变出一些圣灰，敷于鞋匠的

额头上。 
 
 离开前，世尊说，“我就此告辞了。请勿担心。我永远都会在你

身边一直保佑你。” 在鞋匠能说什么之前，世尊已上车离开了。世尊

把一个简单朴实鞋匠的茅舍蜕变成一个庙宇。 
 
 一次，当世尊来到一个名叫特吉纳伯利的地方，有些人散布对

他的不实指控。当天傍晚，世尊在聚会上演说时，他把一个乞丐男孩

叫到讲台上。人们都知道这个男孩是一个哑巴。在讲台上当着所有人，

世尊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天生是哑巴的男孩，大声地说，“维卡塔

那罗延。”那些散布不实谣言的人羞耻地低下了头。世尊的神迹是不

可胜数。 
 
 一次在一个名叫特鲁维纳马来的地方，世尊变出一些药给斯瓦

米阿米利挞纳达，治愈他的慢性疾病。另一次，世尊亲自为薄伽梵挞

医生的儿子操作手术。他变出手术器械。薄伽梵挞医生至今仍保存着

这些手术器械。 
 
 商羯罗医生是另一个虔诚的世尊信徒。世尊多次进入商羯罗医

生的身体，成功地操作非常复杂的手术。 
 

斯里卡鲁亚纳达斯瓦米在安得拉邦开有一个修行精舍。他在精

舍医院里挂上一些世尊的照片。 
 
 一次，一个无助的孕妇来到精舍寻求帮助。斯瓦米把她安置于

精舍的医院里。一天夜里，接生妇们都外出去看一场午夜电影，孕妇

独自一人留在医院里。就在这个晚上，这位即将临盘的妇女开始感受

剧烈阵痛。看到她如此的痛苦和无助，世尊从墙上的照片走下来，帮

她接生， 使她安全地生下孩子。母亲赛还清洗干净新生儿，轻轻地

放在他母亲身旁，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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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生妇们回来后，惊讶地看到有人已经帮忙做了她们的活。她

们询问这位妇人，她指着世尊的照片告诉她们是苦行僧母亲过来帮她。

她不知道苦行僧母亲正是主那罗延本身。 
 
 斯里沙迪亚那罗延再次降生于人世来保佑众生。主他永远保佑

所有信赖他的人。这是我们经过多世嬴来的福气才能获有今天主的

Darshan （ 目 睹 主 的 圣 容 ） ， Sparshan （ 与 主 的 接 触 ） ，

Sambhashan（和主的会话）。 
 
 世尊的真本性是爱（大爱，博爱）。他保佑所有遵循奉献和正

义之道的人。有世人称之为伊瓦沙拉（主湿婆），有世人称之主毗濕

奴，有些人称之父亲，有些人称之真主安拉。 
 

同样地，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巴巴显现不同的多种形式的神像，

因为世上所有的形和所有的名均属于他。他赐予信徒们恩典及满足他

们的愿望。他说人类的价值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真理，正义，和平，

和大爱，教育将会是空洞无物。没有真理，正义，和平，和大爱，慈

善并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真理，正义，和平，和大爱，所谓的神圣活

动将是毫无意义。 
 
 永恒的人类价值，真理，正义，和平，和大爱，是永恒的正义

之道。永恒的薄伽梵时常提醒我们常记神于心中而永不相忘。仅（念）

神的名号就能确保祢补消除我们的罪孽。 
 

任何人只要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拜祭此法会供奉，主斯里沙迪

亚赛，沙迪亚那罗延将会赐予他们幸福和平的生活，消除他们的悲伤

和忧虑。 
 

斯里沙迪亚赛，沙迪亚那罗延轶事全文到此吉祥圆满结束。 
鞠躬顶礼斯里赛。愿众生和平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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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巴特医生，2002 年二月七日，星期四， 
于百善地，亲爱的薄伽梵非常仁慈地赐予此轶事祝福和保佑。 

 

再一次，透过莫罕库马尔先生，在 2009 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于百善地，至爱的薄伽梵无比亲切地再一次赐予此轶事祝福和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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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 Gayatri Mantra 

赛伽耶特黎真言 
 

 
 
 
 
 
 
 
 
 
 
 
 
 
 
 

Om Sayeeshvaraaya Vidmahey 
Sathya Devaaya Dheemahi 

Than Nah Sarvah Prachodayaath 
 

默思冥想万物之主的赛，真理的化身。 
他开导和激励我们从事一切吉祥和正确的行动。 

 

我身，我心，我灵，我全心全意降服于您。 
 

（每天吟念此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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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信仰祷文 
 

Om Tat Sat Sri Narayana Tu, Purushottama Guru Tu 
Siddha Buddha Tu, Skanda Vinaayaka 

Savitaa Paavaka Tu, Savitaa Paavaka Tu 
Brahma Mazda Tu, Yehova Shakti Tu, Ishu Pita Prabhu Tu 

Rudra Vishnu Tu, Rama Krishna Tu 
Rahim Tao Tu, Rahim Tao Tu 

Vaasudeva Go Vishwa Roopa Tu, Chidaananda Hari Tu 
Adviteeya Tu, Akaala Nirbhaya, Atmalinga Shiva Tu 

Atmalinga Shiva Tu, Atmalinga Shiva Tu 
 

Om, 你即是那象征真理的 Narayana 神； 
是那无比神圣的导师；是修得正果的佛陀； 

是摧毁残暴的 Skanda 神； 
是支撑、滋养并净化大地的太阳神 Savithaa； 

是创造大地的梵天和祆教之尊者; 
是耶和华和神圣的力量(指圣母，湿婆配偶) 

是降世到人间，借其福音而赢得人心之神子耶稣； 
你是净化大地的 Rudra 神； 

你是支撑，保护大地的 Vishnu 神; 
你是代表真理及正义，投生人间的 Rama及 Krishna 神。 

你是回教至尊，你是道。 
你是遍满在天地万物的 Vaasudeva神。 

你是代表诸多形象的神，你摧毁所有世间虚幻， 
赋予我们至高无上之福乐。 

你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无忧无惧。 
你是无始、无终、无形及‘有形之融于无形’的象征。 

你是湿婆 (Shiva)。(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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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火祷文 

 

Om Jaya Jagadeesha Harey 
Swami Sathya Sai Harey 

Bhaktha Jana Samrakshaka x2 
Parthi Maheshvara 

Om Jaya Jagadeesha Harey 
 

胜利归宇宙的主宰,真主赛巴巴， 
你是在 Parthi 显圣的神，你护卫信徒。 

 
Sashi Vadana Shree Karaa Sarva Praana Pathey, 

Swami Sarva Praana Pathey 
Aashritha Kalpa Latheeka x2 

Aapad Baandhava 
Om Jaya Jagadeesha Harey 

 

你的容颜温和、恬静，有如皎洁的明月。 
你是施善者的模范，生命的泉源。 

你是信徒们祈望的 Kalpalateeka* 树。 
至于受痛苦煎熬者，你无疑是他们的救星。 

 
Maata Pita Guru Daivamu Mari Antayu Neevey 

Swami Mari Anthayu Neevey 
Naada Brahma Jagan Naatha x2 

Naagendra Shayana 
Om Jaya Jagadeesha Ha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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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们的母亲，父亲，导师，神及一切。 
显圣在 Parthi 的至高的神，代表和谐之神， 

宇宙之神以及倚靠在蜷伏着的 眼镜蛇** 身旁的神。 
 

Omkaara Roopa Ojaswi Om Saayi Mahadeva 
Sathya Saayi Mahadeva 

Mangala Aarathi Anduko x2 
Mandara Giridhari 

Om Jaya Jagadeesha Harey 
 

你代表 Om 的形体，是荣耀之神， 
你是 Sathya Sai Mahadeva 

神中之神，你支撑着 Mandara 大山。 
我们祈求你接受这吉祥的圣火吧。 

 

(以下最后一节重复唱三次，唱速逐渐增快， 
每一次比前一次唱快一些） 

 

Narayana Narayana Om 
Sathya Narayana Narayana Narayana Om 

Narayana Narayana Om 
Sathya Narayana Narayana Om x2 

Om Jai Sadguru Deva 
 

你是那罗延, 沙迪亚那罗延 
OM 胜利归至高无上的导师提婆（圣灵）。 

  
Om Shanthi Shanthi Shanthihi 

 

Om 和平, 和平, 和平。 

 
 

20 

** 这眼镜蛇象徵人类固有的精神力量。 



 

 
普世（回向）祷文 

 

Samastha Lokaah Sukhino Bhavanthu x3 
Om Shanti Shanti Shantihi 

 

愿所有世界之众生幸福快乐。(三遍) 
Om 和平, 和平, 和平。 

 

Jai Bolo Bhagawan Sri Sathya Sai Baba Ji Ki Jai! 
 

圣粉真言 
 

Paramam Pavithram Baba Vibhuthim 
Paramam Vichithram Leela Vibhuthim 

Paramaartha Ishtaartha Moksha Pradaanam 
Baba Vibhuthim Idam Aashrayaami 

Om Shanthi Shanthi Shanthihi 
 

我们一边接受这神奇万能的 Baba 圣粉， 
一边衷心的祷告， 

祈望 Baba 实现我们的最终愿望, 
即解脱生死轮回，以及获得至高而永恒的福乐。 

Om 和平, 和平, 和平。 
 

Baba 圣粉, 圣洁无比。 
它的变现,是 Baba 的游戏,具功效神奇。 
它带来解脱,那是人生最终的愿望与目的。 

Baba 圣粉, 给我护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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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别无所求 

我主赛，我别无所求。 
您赐予我一切，远超出我的想象力。 

我有一个头脑去思考，全归于您的荣耀。 
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那是您的荣耀。 

呈现予我整个世界，如此之大，如此精彩斑斓， 
足以让我表达我自己，完全是您的荣耀。 

我可以做，我能毁。所有这些可能性全归于您的荣耀。 
我的祷告。 

我的感恩图报，均源于您的荣耀。 
我别无所求，您已赐予我一切。 

您无所不在，您的存在。 
我万不能错过，也不想错过。 

赐我恩典，不为别的， 
只为看您的荣耀。 

极尽我所能， 
让我只看您的荣耀！ 

Sai Ram 

 

 

 

Copyright (English) 2002. Prasanthi Jyoti.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IMPLIFIED) by J. Wang 

Website: http://www.sathyasaikatha.com 
Email: prasanthijyot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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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迈进一步， 
我会向你迈进一百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