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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tri simjt

《弥勒会见记》̄研兖 -

|    :  ̄    =       ∷

回鹪文《弥勤会见记》的哈密本,(以下简称哈密本),于 1959年 4月 ,哈密县天山公社脱米尔提大队巴什托拉的维吾尔族牧民 牙合亚熟衣木 在脱米尔提附近的山坡申放牧时所得。发现时,文献包在毡子内,藏在石堆之申,毡子和文献的大部分已开始腐烂。歹 否亚系衣木|将这韶珍贵文献交给当时哈密县文化馆负责人 司马义 同志,当年秋天又转交给区博物馆东疆
尔自治区博物馆。

’47只×21· ⒎诩,纸为褐黄色,

三至右坚写,每叶书有 三 十 行或
艮出场地。每叶左侧都 以黑 色小
「直径为46cm的小圆 , 圆 Jb留

本无论从数量上或从 侪 存 完整
不是完蝰的写本。该本 玑 荐的
全。许多章 〈斋)首尾 残 缺或
由此看来,文献除了长 期 落在
占干叶已经丢失。燹们 手 中的
两作的序文。序文的历≡鹊 文 标

“
敬意

”
、 “

祈祷
’ 等 等。

l己 s″ 为
“
部分

”
、 “

章
’

、

也可以说是 “
拜文

″ , 泅 该
(幕)),囚 此现存的 哈 密 本

骨霍景聚翟雯雾量靴溽量譬售1邑黜咒嫘F在
彡石汗圉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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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mθ olk。 tm:x ayka kus● nqig k山 nk●

2. odrtlm∶z adg1odko koduq kFwl:q koluko

3.  kut∶ uq koyIt yIl ztn 也q心 nq ay

‘。  iki otu9k己  m(a)o 0q ardnikP kˉ ttˉ

5·  阝‘nq kθ71Ⅱ1g upasI q1  tox yg。 n

6.  tutuk ki:im t1`也 n bitla kin kaItoˉ

7. qi m。 9i∶ burhanko tosa叮 m top
∶8. bIr maytri s也 bθzatdimiz bir 

·

θ, may"i simit nomIn y〈 o)ma

1o. bititdim:z· ·̈̈ ·⋯·̈ ●̈ ●̈⋯··⋯·̈ ●̈ ●̈ ●̈ ●̈●●●

21. y(θ )mo bu buyonao【  a7 °tra aw:rarˉ

22. biz ta刀 ri bθ g△ ol bilga arslan :atri

23. uyqur tarkanimlz kutI7a aIkarmix on

2‘ , uyqur aⅡ  otuz tigit θqIanI t° kuz

25,θ lqi bilgasi mI刀 tapInvr t0mθ n

26, iqrakilari bida mi7t△ man yIlka

27. :agi ol axayu y(a〉 r!Ika m色 klatI b° l`un】 ar

泽文 :

“
在特选的良月黄道吉目,有福的羊年闫三月二十二日,畏敬奉三宝的信徒曲,塔什依

甘都督和夫人贤慧-起,为了和未来佛弥勒相遇,特使人立弥勒尊像-座 ,并使人书 《弥勒

会见记》-部⋯⋯¨⋯⋯⋯¨¨¨¨¨⋯¨¨¨⋯¨¨¨¨¨¨¨即把这功德施向我们天智

国慧狮子回鹘王贵荨,值得赞美的十姓回鹘汗国,三十个王子,九个智使者,干万个侍奉者

官庭内官-起精心治国千秋万代⋯⋯”

上文说明当时高昌回鹘汗国的缑吾尔人,盛行对未来佛弥勒的祟拜。他们把抄写佛教经

典著作,绘画、雕塑、装饰佛像看成是-件非常吉祥的善事。回鹛文 《弥勒回见记》首先是

由梵语 (古印度语〉译成吐火罗语 〈此处指古焉耆语),而后又从吐火罗语泽成突厥 (即 回

鹛)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作品聿存的第-(三、十、十二、十六、二十、二十三、二

十五诸幕未尾结束语的-段原文中清楚地看到,如第三章结束语写道: (原 文转写)

19, alku xasatarlariol Θtk1rmix t1pka‘ mix

2o. Waybax xastr boxqunmIx aryaqintri bodis(a)w(色 )t

21  kix aqa￡ i anotkak tiⅡ ntin toh‘ i tⅡ inqa

22, yaratmix prtarakxit(k)rmawazik toh ri

23, "Ⅱ n“n t由 rk tiⅡ nqo awirmix may"is卜

2丛 , mit nom bitigdo aniru“ arhantnI刀

25. a、″dani adiq uq。 nq 11也 x t1kadi

2



译文: “
洞彻并深研了-切论,学过毗婆尸论的圣月蔷萨大师从梵语改编成吐火罗语,婆热

塔那热克西提 ·卡仁摩吉又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 《弥勒会见记》中无生罗汉的曹喻故事

第 三幕完毕。
万

回鹘文 《弥勘会见记》留于今世的除我们手中的哈密本之外,另 有几种本子,在本世纪

初为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所得,现存德国。据德国学者葛玛丽声称共有 6种写本,两种

为
“
胜金本

”,两 种为
“
木头沟本

” ,剩佘两种出土地点尚未查明。1957年葛玛丽教授将收

藏在梅因茨 (Mainz)科学院的该著残卷 〈共113页 )髟印刊布。 1961年 又 将收廒在柏林科

学院的另-部分残卷 〈夹114页 )刊布与世。她对这些残叶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在英论著 《高

昌回鹛汗国》中指出‘ “《弥勒会见记》可以说是回鹌戏剧艺术的雒型。
”

关于回鹘文 《弥勒会见记》的年代,国内外学者都提出了各 自的看法。德国学者A· V·靳

柯克稂据该蓍的
“
胜金本

”
指出成书子八一 九世纪之间.葛玛丽教搜在1957年 发表的研究

文章中,认为该本抄于公元九世纪,译书年代应更早一些。法 国 教 授 哈米顿1958年在 《遒

报》第遮o卷发表书评,根据葛玛丽教授发表的影印本,就该本字体与敦煌出土属亍十世纪莳

大部 分回鹘文写本宇体相同而提出应属十世纪。1962年我国 鹇 家9I|教授在 《文物》七——

八合期 中发表文章提出哈密本成书子十——十一世纪之间的观点。1θ70年 土 耳 英学者色那

西·特 肯教授发表在 《德国东方学研究通讯》第⒗期的一篇专门 讨 论 《弥勒会见记》成 书年

代的文 章中根据葛玛丽敬授1961年发表的影印本,第 219号残叶中提到的klanpatri(梵文为
KALYANABHADRA,意 为

“
善贤

”)与属于公元 767年高昌出土的回鹘文 庙 拄文中的范

主为同 -人以及写奉字体上的特点,则提出 《弥勒会见记》成韦于八世纪中期。耿世民先生
在198o年发表的 【唆里迷考》一文中认为哈密本成书于十世纪左右。1s82年他又提出了新的
看法: “

根据此书现存的几个写本宇体都属于一种比较古老声t所涓写经体,再考虑到 当时肓

吕地区 民族融合的情况 (当地操古代耆焉语白t居 民在人一—九世纪时应已为操夫厥语自:口弘
人所 同化吸收),我们认为 《舍见记》至迟应成书于八一 九世纪之问。

”

历 史学家们认为,公元五世纪前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已有古代维吾尔人在此定居。就 我 r了

砰究的 回鹘文 《弥勃会见记》哈密本字钵是较古老的所谓写经俸,该本原文中记有施主 曲氏
在高昌 回鹩汊国初期伎人抄写的实事,无论施主据回鹤文原译本或其他抄本使人转抄, 该抄
本的每≡代当然要晚于译本原稿。我们认为该本成书于公元八世纪中期。

我 馆所藏的哈密本序文第十二叶反面第十七至第十丿L行中书有从梵文改编成吐火罗 语的
圣月菩 萨大师是唆里迷 Ⅱ lmi)入,根考证所谓的唆里迷就是古 代焉耆,也就是西 方 学术
界常用 的

“
吐火罗A力 。我们在整理研究哈密本过程中没有找到有关回鹘文译者波热塔 那热

克酉提 的传记。因该苓不完整,记有译者传记的那一叶可能已残缺。德国学者葛玛型教 授据
现存恁 国的吐鲁本残叶中的记载,认为回鹘文译者是伊犁人。她把文献原文转写为 “Ⅱ——

ba】 Fk” 即
“
伊犁城

”
。法国的哈米顿 (J· Hami1to n)教 授则认为应转写成 吧IL-baI ik”

即 “
国 都

” “
都城

”
之意。他以

“EI-— baIik” 可能是指回鹘王国的 都 城高昌而推论 回鹘
文译者 是 高昌 〈吐鲁番)人。

译 肀妁墅译拄巧徂烹霆-译文完全是艺术悭螂再创作:每草 (章 )基本上”
=个

大妁对
话开始 ,文申语言流畅,感情真挚,散事新颖,形象动人。译者应用多种修辞手法,使 作 品
更加衰 善 。若懂得古代维吾尔语,欣赏回鹤文遗作可以说是一种很美的艺术享受。达不 权 体



现了古代维吾尔文学话言的高度发展,而且说明谇者与高昌回鹤汗国时期的大翻译家,诗人

僧古萨力-样,是ˉ位著名的浯言大师。

众所周知,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化以后,有许多维吾尔著名学者以阿拉伯人名 自称或借为

笔名。与此同时,略有佛教常识的人便知,佛教熊出家为僧尼后,不再称世俗名字,而由师

父另起名,佛 tgc称其为法名,这在汉族怫教大师人名中也屡见不鲜。p“anta夂∮t虽然不是突

厥 人名,但我们可以肯定回鹌语是详者的母语,此名为他的法名。从译文具有的缡吾尔文学

语言水平和现存德国的吐鲁番本肆叶中记有译者是高昌人的依据,我们不难得出译者就是古

代维吾尔人的结论。

《弥勒会见记》是属于佛教小乘派的舞台作品 (但其中也有许多大乘佛教的观点),本
书是由圣月菩萨大师从梵语泽成吐火罗语 (古焉耆语)。 古代焉耆语的 《弥佛会见记》留于

今世的也有丿1种写奉,英中-本书名为 《MAITRE-— YAsAMITI NATAKA》 按梵文
“N

ATAKA”  为
“
剧本

”
之意。古代焉耆文本每章 (幕 )前面郯号出了奴事览点,出场人切及

演嗝曲调,由此可知,该本无疑是剧本。专家学者们将 《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本和焉耆文

本相比较后得知两者之间非常相近,但各自有不同的文学风格。我↑l研究的回鹘文哈密本中

没有标出曲调和出场人物,但每章 〈幕)前均标有地点,跋文中又记有幕名。作品中也有音

乐伴奏的场面,雨且每一章 (幕 )的嵌事情节都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对话形式来表现的。书名

中也不月回鹘入常用于佛经的
“sud"”  (经 ),丽用

“
n° m。 bitig” 意为

“
书
”,也就是说

通过生动拘故事形式表现宗教思想的-种故事书 (而不是纯粹 讲 佛道的经。并且文中还有
“kor1n￠ -词,意为

“
场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回鹘文 《弥勃会见记》充满了浓厚

的剧本色彩,完全具各剧本的特征。以下我们简单分析研究编入本书内的回鹘文 《弥勒会见

记》哈密本比较完整的序章,第-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及倮存状况。

哈密本序章共计十四叶、二十八面。每面书有三十行回鹘文写经正体。目前我们从哈密

本整理出属于序文的内容共十叶,十二面比较完整,缺四叶 (前三页和第十三叶)其申有两

叶叶数残缺。经莪们转写翻译和考证后得知,一叶是序章第五叶正反面,-叶是第十四叶正

反面,序文通过形象而生动的佛教故事,描写了天中天佛的神通和万能,从内容和所使用的

佛教术语来看,为佛教小乘观点,它详细地描述了
〃四向四杲 〈四双八辈)″ ,“四涅檠

”
,

“二十七贤者
”, “八正遣

”
等佛教离俗解脱的墓本理论,施主对佛法僧及古印度,龟兹、

焉耆等城国的佛教大师表示的敬言。最后又谈了施主使人抄书的目的,众生从中可得的善根

并希望将抄书的善德之力施向众生,希望上至国君下至庶民以及施主本人,亲友父母兄弟得

以善份的故事。作为拜文的序章例举了大量实事,以短小精淖的佛教小故事,把佛教徒所敬

奉的三宝,小乘教修习的各种果位、佛教理论、佛教思想,佛教所称箐德、邪恶、佛教哲学

观点及如何修习方能得佛果入涅檠讲述的淋漓尽致,为我们研究古代维吾尔人佛教文化史提

供 了重要的史料。

第-章 (幕)共十六叶、三十二面,每面书有三十行回鹘文字。这-章共缺三叶,六面
(缺第八、十-、 十二叶),现存我馆的第-章十三叶中最后的故事内容很完整,前面英余

几叶略有残缺。这-章以佛教诸天之-的多闻天王手下三员大将 茁 对 于星开剧情,副 中写

i蔓 :

“θm“ bu n。 mluq sawaq a饣 magit Ⅱta‘ aqagFi kont ulusta ukmis kargak”

译文 :

‘



“
现在这-章 (此法言)应从摩伽陀国的王舍城中得知。

″
此时,多闻天王手下三位强

壮的大将,即 沙陀加力,海摩瓦提,波罗那昔三圣沿天路飞来,相互寨喧,说神道法。波罗

那昔这样说⋯⋯”
。在这-章第七叶正面第二十行至二十行的原文中所标明的场景发生了变

化。 “
现在此场 (此法言)应从帝戈沙摩菩提国中跋多利智婆罗门的世界得知。

”

依上所述,我们看到第-章可分为两场。第一场,地点在古印度佛教圣地摩伽陀的国郜

王舍城。在蔚蓝色天空的圣道上三位天神在白云间,飘逸轻缓而来,相互交谈着,他们在空

中视野很广,当然把世界发生的-切看的一清二楚,他们谈到佛祖释迦牟尼成正觉得佛果之

后,正在摩伽陀国的正觉山上说经道法,无数众生得知此消息后舍家弃业出门求佛。又谈到

弥勒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告别恩师跋多利婆罗门,前去正觉山求 拜 佛 祖 为师,要依其法成

道。为 了亲眼看到弥勒成道的壮观情景,又有无数众生为得眼福雨出家,前往正觉山。三员

大将通过生动的对话展开了戏剧故事情节。他们叙述的都是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为下

-场剧情的发展埋下的伏笔。他们三个人都想飞向正觉山目睹弥勒成佛的热烈场面。在第一

场结束时,笔锋一转,剧中气滇 :在古印度另一个城帝戈沙摩菩提国中有一智者,即跋多利

婆罗门,地点变了,第二场又开始了。第二场一开始,便是智耆跋多利婆罗门被五百弟子簇

拥着,他则拉着弥勒的手。在这-场中主要写了跋多利婆罗门得到天神的启示,希望他见到

佛祖释迦牟尼。这天夜晚,天神波罗那跋多利对跋多利波罗门讲述了许多有关释迦牟尼成佛

前后的神奇故事。跋多利婆罗门很想前去拜见佛祖,可是又感到自己年老多病,经不起长途

跋涉的颠簸,不能亲 自前去而深表遗憾。波罗那跋多利安慰他,并劝他保重身体后飞离。智

者跋多利婆罗门回忆着天神的启示,浮想联翩`天渐渐地亮了。第一场未尾跋语为: “
精通

一切论 书的,饮过毗婆尸论甘露的圣 月 菩 萨 大师从梵语改编成吐火罗语,波热塔那热克西

提 ·卡仁摩吉 (叉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 《弥勤会见记》中跋多利婆罗门做布施第一章

完。
”

第二章 (ij冫 步1十七叶,三 十四面,缺四叶 (第 三、十四、十五、十六),其余叶数较

完整。达一章,紧按着上面,笫 一至第二行中就标出了故事发生的垲点。
“omti bu n° mluQl sawaq badari braman-nⅠ 7 awinta ukmis korgak″  。

译文: “
现在这一章 (此法言)应从跋多利婆罗门家中得知。

”
该章的敌事情节曲跋多利 婆

罗门家 中展开。主要叙述了弥勒等十六个男儿,眚别恩师跋多利婆罗门,出家拜佛成道曲故

亭。

第二章 〈幕)从内容和场景的变换可分为四场占第一场,清晨在跋多利婆罗门的家, 弥
勘等十六个弟子前来拜访。相互问过早安之后,诸弟子向跋多利婆罗门法师清求,让他仃日出

家拜怫为师,行蓍得佛杲,并希望师傅同行。跋多利婆罗门表示 自已年迈体弱,不能同行 。

而支持弥勒谙弟子前往。并嘱托诸弟子,等见到天中天佛时,苜先应该看清天中天佛三十 三

种福禄之吉相,然后各 自提出自已心中的疑问和难题。待天中天佛能流利地回答你们所溪 的

洞题,即可拜其为师。弥勃谙弟子听完师言,流着眼泪,哭着向师傅仟诲,然后辞行前彳窜。

第二场,叙述了帝戈沙摩菩提国中的民众听说慈瞢的弥勃将要离开师傅跋多利婆罗r△ 去
中印度,都不忍心与他分别。千千万万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簇拥着慈善曲嬲勖 ,

争相表达 : “
善福天,您是婆罗Fl纯净的梵天。所有无希望的生灵之希望,全帝戈沙潜菩 锓

的骄傲,您抛下我们打箅到琊里去?尊者弥勒象仁慈的父亲,对这些城民进行安慰,希婆 他
如不要翡痛。他说,这天地间的法规就是这样。自苷以来,虽然诸生灵沉浸于互爱的狂炽 之

∶∶∶i|||}丨丨|| ,



中,但就象喝了咸水不得止渴。干千万万的城民听了深受感动,决心舍弃自己的父母家眷跟

茁尊者弥勒苷萨同行。

笫三场,在途中,渚城国的无数僧众对弥勒表示了臣大的敏意,亦随其而行。当弥勒率

众通过原始森林时,狮子、老虎、大象看见他,都非常驯l服 。大象用奔子卷起莲花,以佛教

最高礼节表示敬意,狮子老虎伏卧在地,用舌舔着弥勒的足底,野兽都以人言悔过自己的罪

孪决心断除罪恶之棂。弥勒被众生簇拥着,长途跋涉,历 已艰难,终 于 来 elJ正觉山佛袒之

前。

第四场,在正觉山上,弥勒诸生灵来到此地,只见天中天佛坐在高大威严的黄全狮座之

上。因百万大劫以来就已有见佛求果之信念的弥勒仔细地观 看 了佛祖的三十
=种

福禄之言

相,各 自都用最美的言语赞美了天中天佛对答如流。弥勒 等众 生,无不敬愠,立刻躬身施

礼,顶札膜拜。以佛袒为师,并获得怫果成遣。此时, “
这三千世间 (整个宇宙)犹如干界

之上的船只,进行了六种漂洎晨荡。强大的渚天在蓝天上密布如星,遮云盖天。从正觉山上

传来曲调:即仁者弥勒在天中天佛之法中出家,出城。并从所 有 的世界传入了
“
善哉

’! 
·

“
善哉

”
∶之音。这种庆贺的薯音上从无色世界,下至阿鑫地狱共同传送着。听到仁者弥勒

成佛的声音,四 dˉ̄肓道的生灵全部喜乐⋯⋯。
’

通过上例的这一段原文中,我们可以V^f楚地

看到,这段剧情反映在舞台上必然是一个很大的场面,雨且还有音乐伴夤。故事情节发展到

高潮阶段,演员的情绪随其而高涨。 '

最后,佛祖召来以弥勒为首的四万偕众布下宗旨,为 达 到 涅檠之境界,应 以身体、语

言、心灵、行善积德,为 自身求善,为他人的功德而醒悟。然后佛祖又准备去别处拯敬其他

生灵。比章的跋语为, “《弥勒会见记》中弥勒菩萨成道的第二章结束。
’

第三章 〈幕),共十二叶,二十四面,前五叶内容很完整,剩余部分残缺很多, 以上几

章每面书有三十行字,雨这-章每面书有三十一行回鹌文字。该章是这样并始的:

“amti bu nomluq sawaq kap1lawastu balIktakI nigudaram臼 d:q sa7rarnta ukmI$

korg。 k”  。

泽文 :

“
现在这-章 (此法肓)应从迦毗罗卫城的尼枸卢陀伽兰 中得知。

”

这-章主要叙述了释迦牟尼的姨母摩诃波阖波提忻昙弥夫人为佛织-金色袈裟,但天中

天佛不愿接受,让她转施其他僧众的故事。从内容上可分为两场。

第一场,侨昙弥夫人的女仆为了打听天中天佛何时到迦毗罗卫城来,向尼枸卢陀伽兰走

去。当她走到这里时,伽兰走出许多僧女。其中有-位偕女,问她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页

来?女仆说明来意。她们之间-问一答。引伸出许多生动的故事。女仆谈到侨昙弥夫人亲手

织 了-件天衣袈裟亲 自敬奉天中天佛。她谈到侨昙弥亲手织布,亲 自撤种育棉,锄草浇水,

进行田间管理,自 已纺线并制成天衣。为了说明原因,女仆还介绍了天中天阱使弥勒 成道之

后,这救了芸芸众生的详细经过。在女仆叙述的故事中谈到,当释伽族男人歧视妇女 ,说她

们不能出家,不能听佛法成正果,因为她们和黑毒蛇-样 ,具有五种邪恶: “
第一、薯怒无

常。第二、争风吃醋。第三、水性饧花。第四、无思无德。第五、爱出风头。
”

妇女们异口

同声 : “
经受九个月另十夭怀孕期的是妇女,受尽分娩阵痛生育的也是妇女,平辛万昔进行

养育 的也还是妇女!难道现在妇女还要被人看不起,还要受到歧视吗?” 当妇 女们 聚集起

来,来到天中天佛之前时,佛祖针锋相对地说: “
妇女们具有五种美德,第一、她忄了不使家

6



园宫庭空荡。第二、她们能够积累和倮存劳动得来的杲实。第三、家里有人病了她们伺侯并

作祈祷。
′
第四、使男人们尽情地享乐。第五、诸佛,辟 支佛、诸罗汉,以及全部得佛果的生

灵都是妇女生的 !” 这段体现男女要平等的故事,感染了那位偕女。在她们俩相互交谈时,

又有一位仆人出场。她也是奉主人耶输夫人之命前来打听天中天佛何时来,她们谈到除了她

们的主人织布以外还有五百个释迦族妇女也织了布。最后她们打听到天中天佛今天来,又看

到释迦族的官员正浩浩荡荡地出城,前去迎接天中天佛。她 们 为 了禀报主人,相互眚别雨

去。

第二场,i乔喜弥夫人被五百个释迦族妇女簇拥着,手捧着天衣袈裟,和耶输夫人交谈着

出场。她们为不久能亲眼见到天中天佛,亲 手 敬 奉 天衣而激动。她们兴高采烈地回忆着往

事,走到尼枸卢陀森林之中,l乔昙弥夫人追述着,曾在这片森林之中全智的天中天佛使六万

妇女享受天福,断除了-切烦恼。她们说着走到了伽兰之前,耶 输 夫 入 说: “
请看1妇女

们,就象强大的太阳神位于蓝天白云之间,太阳神般的天中天佛坐在诸释迦族官员之中,在
尼枸卢陀森林之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此时有人报天佛 i舜昙弥夫人前来敬奉。夫人手捧金

色袈裟,拜于佛前,诸释迦族官员立身前迎。夫人说了许多善言妙语,颂扬佛恩。雨后希望

佛收下礼物,而 佛不收,让她施与英他僧众。并说这袈裟一定会转到弥勤之手,由弥勒再敬

奉他才 收下。诸释迦族官员劝佛看在夫人从小养育你的恩惠上应该收下,夫人也一再苦苦请

求佛收下袈祟。但佛婉言谢绝,为 了说明其中的道理,佛讲述了许多佛教理论,以佛教比喻

故事,讲明了佛教中施布施的规定,天 中天佛精采的演说和深刻的佛教哲理,使众生口服 心

服,俗 心豁然开朗,该章的跋语前面已经例举,不再复述。               、

第 四章 (幕),这一章首尾残缺,我们不知该章的开场和未尾跋语的内容幸存的十四 叶

也不完整,大多数叶竟缺一半。或缺文少宇,或残缺数行。语句之间都非常难以联结译释 。

虽然如此,这一章在研究整个剧本时,与其他各章一样, 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这一章从 内

容上可 分为两场 ,

第一场,从天中天佛释迦牟尼和其弟子谈话开始,主 要写了许纟生灵为得佛果,出 家 入

禅,尊 者弥勃也在众生之中,他深思熟虑得佛杲之艰难,也 坐 在 一 角入禅,用衣眼闷头 音

行。众生不解寡意,争相辨认,均耒能得知。后有佛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目键连意艰观之 ,

也未能领 悟,敦助于无生罗汊,他们两施尽六十劫时以来勤修 所 得 的 智慧也未能清此

^是谁,也未能使他从禅定中醒来,感到内疚,前去拜佛。天佛为了向众生和诸弟子讲舴弥勃 之

善德,预示和尊者弥勒相遇的时刻,向 目铨连传旨。目键连到达须弥山,召 天中天佛十方 各

弟子,饺 他们聚集在阿勒沙禅寺院之中,敬听佛祖指点。

第二 场,在阿勒沙禅寺院。十方四十万众罗汊已经聚集。天中天佛放射出八万种明亮 的

圣光,那亮光照亮了天地和三干大干世界。梵天,帝释等诸天神看到这一切大吃一悚, 圉 瞪

口杲,为 了了解那光亮之神通,全部来到阿勒沙禅寺院。佛祖象月亮照明了黑夜,象太阝F放
射出金鲎L的光芒,位于无数僧众之间的狮座之上,向 弟子舍利弗传旨,让他去唤醒弥勒, 但

是舍利萝艹施尽全部智慧未能胜任。最后佛祖将金色的手臂从袈裟 中抽出来,就 象孩云而 出 的

五头龙, 手指相弹,便弥勒醒来。而后天佛向阿难陀下旨: “
现在僧众已经聚集,将 轿 昙 弥

夫
'l、毒蓠洱饣袈裟取未按照序兑白众主。

”
众丿、圬党得T琵 按受,轮彐扌势之咛,您按过纟 色

的袭裟, 双手箨着敬奉与佛袒,佛祖接过袈裟穿在身上,对众生传旨: “
来世将会有一个 名

叫弥勒的 如来尊者精通-切经奥的天中天佛出世。
″

并指定弥勒为末来佛,顿时,三千夂 千

彳



界-起震荡,海水翻胯,蓝天下起了莲花雨,刮起了芬芳的麝香之风,天 众 与 庶 民皆大欢

喜,弥勒和佛祖正式相见。佛祖要弥勒赴涅檠,希望弥勒来世拯救受昔众生,将所有的生灵

引向正道,超度过去渚佛未能拯救的生灵。尊者弥勒弃谢佛祖,愿做未来佛,普度一切昔难

众生。对回鹘文 《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的序文和前四章的主要内容及文章结构简单分析研究

如上。

. 本韦原文转写以缍吾尔族新文字为基础,所用字母与国际音标对照如下:

日 CC)    b (b)    d Cd〕      , Ce〕     g 〔g〕     h 〔J〕     i Ci〕

i 匚I〕

q 匚c〕

yE,〕

K Ek〕    I匚 l〕   m(m)   n(n)   o匚 o〕   p Cp)
r Cr〕    s(s〕     t∈ t)   u匚 u〕    V(v)    x(Γ )

z匚 z〕    q〔匕〕   k(q〕    a(ε〕   矽〔￠)    1〔 y〕

z【z)   7E7,
转写中的两点

“⋯”
是原文中的停顿符号,括号中的宇母或单词表示原文中已残缺,多

点表示没有办法恢复的原文。译文中的招号表示根据原文的意思增添的字或词。为了保留原

文的特色,译文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墓本上是按逐字逐甸的翻译,为 了表达每-个词的正确
含意,-般没有迸行修辞加工。但对原文个别行中的词和句子的位置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本 书的原文转写最后由副研究员米尔苏力唐同志认真校阅,汉 文 郜 分经郝关中、杨金

祥二同志审定,古丽鲜 ·瓦海提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索引和卡片收录单词的工作,对以上几位
同志在百忙中抽空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



序 章 译 文

序章第四叶  (A面 )

1,为 了恫吓国王阿陀士尼“)

2 并拯救之, (佛 曾)以狰狞

3 可怕的兽面虎身,即化身

∠,为虎而拯教了他。

5 为了拯救赤身行走的

6,邪见<匆僧, 〈佛〉断除羞涩

7.(装扮为)赤身牧人与他们

8,同路,并拯救了他们。

9,还有一次,-个有孕的牧女,

10 迈着沉重的步伐,进城去卖酸奶。

在途 中遭受了分娩

之阵痛,以乞求 的

眼光呼喊着母亲 ,

闷声啜泣。全智的天中天佛

看到 了她 的痛昔 ,无法

忍受,便化身为她 的母亲 ,

说着温柔的言语,以圣神的手

进行阿 毗 耆 陀 t谷)之事, 将 幼 儿 洗

亻丁 ,

1θ  (并把她们)安全地送到城中。

20 另外当纺线的妇女

21 骄傲 自大时,为 了阻止和消除

22 这些妇女 自满的情绪, (佛)化身

23,为 公主 以自己圣 神 的 手拿着纺锤纺

线。

还有为了断除男施舍者(妒

的傲熳和冷醅, (佛〉化

圣神的驱体为施合者

进入施舍所坐地制镲。

为了摧毁枷提伽陀国ζ5a国 王

菁色伽利萨利(⒄高山般的狂妄

〈佛)化身为道人长者

2丛 ,

25.

26,

27

28

29.

80.

(B面 )

1,徒步行走十二跋罗ζ′彐

2 而拯救之。另外还有

3 (佛 )为 了拯救兄弟难陀特勒(s’

4 便化身为阿难陀耶
(°’的有罪者

5 前往阿鼻地狱c,Φ。为了拯救名叫

6 嵇兜摩尼ζ1】’的婆罗门o力之子,

7,(佛〉以月神之相貌呈世 ,

8,说经道法并拯救之。

9 为了拯蔽乾闼婆cl。 王

10,苏波利耶(14〕 , 〈佛)化身为

⒒ 弹箜篌者,弹奏箜篌雨拯救之。

12 除此之外, (佛)还 以大慈大悲

13 之无量智,将善德

14 施向无数众生。

15 第二,以一切智相(1o之智

16 转施∈】Φ善德是这样 :

17 能够洞察

欲解脱者的心胸

根底行为志向以及

众生心中是否有欲解脱

之种,是否能找到

畏惧和忌惮之善根。

能够洞悉任何一个

(生灵)借禅定
(1D之力

是否可 以进入八正道ζl臼。

并且还洞晓

利根∈1”智者和中道智者。

雨且还要洞彻

贪 c2Φ 、忿 c210、 痈c9”、

肃〔2θ) 褐‘2妇 `丬乔ζ2sD之众牛



序 章 译 文

1.

2.

3.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

15.

1s.

17.

18,

19,

20.

21.

22.

23.

2奎 ,

25.

26.

27,

28.

2θ .

80.

10

的行为和举动。       j
而且还萎把欲解脱之众生

明显地加 以区分:此系

被诸佛所拯救者,此萘

被诸罗汉(2s’所逐救者,此系

被舍利‘2z’澄净雨拯救者 ,

均以名叫-切智相的智慧

之力才能得知。第三,以被称

作摩奴沙 <2钔 的圣尊美德

转施善德是这样 :

曾有-次,摩利盲(2θ)为拯救

目键连‘。Φ罗汉的母亲 ,

涉越无数须弥山<3!’ 的山蜂,

囚目犍连罗汉的圣尊美德 ,

而到达伽阖跋提国c。匆
,

就拯救 (目 犍连罗汉之母)

一事 (向 天佛)请述时,

天佛为 〈目犍连罗汉)

圣尊美德之因,

-瞬间抵达伽提伽陀(30冫城

再显神灵。从那时起 ,

如果为了把善德施向无数

众生而神速行事尽力者 ,

均被称作摩奴沙

圣尊美德之因。

第四,以慈悲之菁念

转施善德分为五种因,

何谓何五种?

首先是显示

圣尊美德。第二使所爱

序章第五叶  (A面冫 (B面冫

1. (之财物)施于 (身旁 )。 第三

2.能够辨别 (药方)。 第四

8.以 自已的身影转施善锶。

‘,第五以物利耶沙跋臼o

5,温柔的技风显示圣尊关德。

6.若再问曾为谁转施了裤德 ?

7.有-次, 〈一个冫名叫

8.摩诃耶那cs”的富翁

9,的公主,为三个月真诚而

10,又坚定静修的僧众进行了

11.各种完美的供奉。

⒓。在那期间由于

13.男厨师精神不爽 ,

1d。 派 (她〉搞-点熬汤的肉,

15.那 时君王有旨:

狁.染止卖 (肉 熬汤)。 到处

17.买不到肉, (直到 日)落时

18, (公主遭难而归)。 那时

19.〈富翁)从外面回来,看见

zO 自已的公主头破血流,满面

21.泪 容,异常 〈痛心雨暴怒 )。

”,他为了申诉奉告 〈此事),前去

23.(我)天中天佛。 〈天中天)佛
24.为 了使他的怒火平息 ,

25,使两条毒蛇呈世,它们

26.相互盘缠前来。看到此景 ,

27.那个富翁如此作念‘借助

28,什么力量这如此丑陋的

29 毒蛇降生于世间呢 ?

30,而后便清楚地得知 :因 忿烦恼
(。 e,∴

之力



’序 章 译 文

1.

z

3,

·查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辽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碴 ,

25

26,

27,

28

29

30.

序章第六叶   (A雨 冫

而在此呈世,然后怒气   ‘

音消。接着 (佛又〉显示出

圣尊美德把善镩施向

无数众生。第二是

把所爱施于身旁丽     `
拯救众生是这样 :

当舍利弗罗汊到达涅槊ζ60之时,

另外还有其他狮子王般的

诸罗汉也进入了涅檗之境界。 .

纯净的众生因和他们离别  ∷

而 沉入了巨大的诸昔

之 中。为了断除那些众生

的想念之情 ,

天 中天佛‘派自己的

侍右罗汉舍利弗利诸贤哲

呈世,又派侍左罗汉

目犍连及已获圣尊美德之

谙罗汉呈世。

看到这些 (诸圣),那些

众生惊熹若狂 ,

听得天佛说法 ,

成为解脱之乐主。

第三,砉问何谓识药方

而 转施菁德,原 来是

这样 ,曾 有一时,愚昧的

巍茹陀(38’君王在迦眦罗卫(8”城

屠杀殊灭释迦族〔‘∞
,

俘获了百看不厌 ,

相貌非凡的六个美女

娶为妻妾。申于鼙琊陴君王  。

(B面9    /¨  ∶

1.反复葺淬
(自 己〉胺眭了 ∷ ‘

2.释迦族,并迸了许多污辱锕肓谔 ,‘

s.(郁〉六个妇女以悲怜优伤的

玺.言语多次敬言 (劝阻),巍茹陀

5.君王听后,向刽子手ζ‘I’传旨:‘

6 将这些对敌之女 (推 出去)、斩剁 ,

71分其尸为七部,抛于    ‘

8.〈荒漠)之闰。刽子手   ,
9,领 旨,完全按照君王之令  ,
10 执行。全智的

11.天中天佛得知这些

12.妇 女应被拯救的时间,

13.从 雪山ζ42)上采来了名叫乾那伽擐
(‘g3

1逵 的草药撤在她们的头上 ,

15.使她仃l起死回生,并说法

⒗,便 (她们)得果。第四,

1J。 以身影转施善德是这样 ,

18,有一次,天 中天佛

1θ 和舍利弗罗汉一起

20,在原野上游览ζ44≥ 漫步。

21,被一只猎鹫追逐的

22 鸽子遇险,隐藏在

23 舍利弗罗汉的影子内,

24 恐惧丝毫未减 ,

25,全身在颤抖,它又起身

26.隐藏在天中天佛的影子内,

27.顿时恐惧皆消。

28,从那时起 (佛 )以身影

将善德施向无数众生。

第五,以仰利耶沙蹿触

9
`
o

’
●

 
 
0
υ

1△



1.

2,

序章第七叶  (A面,∷∷

转施善德是这洋: (佛〉   j
以自已神圣之手越摸重病患者
名叫跋陀耶捷CJs,的道人,把他
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他成得罗汊果°

把提婆达c4g9从头痛中
6.拯救出来。抚摸六师外道c40

7.中的富兰那c4臼师,使他从重病c。
g,的

8.死亡 中得解脱。
9.从那时起 自达极乐 c‘0,

10.至 佛敕(519灭
之时,

11.若众生在祟高的僧伽盂兰盆ts9,

12.及善行中努力 ,

13.若在 卜苔天界下至人世60
Ⅱ.转生的善行 JHw修

,

15.就应该洞悉所有善德 ,

16.迥 向之善宝。

17.我静虑了如此众多的大辨才天r54,

18.勿哩河婆跋底6”等渚天智者
19,长期以来传述的不朽功德Gc,

⒛·善根之妙,我曲 ·塔什依甘cs”

21.头面礼足以我渚世
22.之体恭敬地顶礼膜拜。

第二,所有恒河cs臼 内流沙般
众多的三世c6P贤智诸佛
之师,以顶晏相(60,

之顶而受礼耆,

谓之法宝c° l,。 如果分别
叙述法宝可以分为两种:

-谓之教义“匆,二谓之为度c⒀
,

所谓 (教义)吉祥的“o经律论

3
 

厶

 
5

23.

24.

25,

⒛

'
困

⒛

⒛

坟

1.

2.

(B面丿:=∷   ∷ ∵ iⅡ

总称谓三畲(65`治
愈

贫病之昔,为告难众生  .
之病成为填药

'渭
之经露CG6’1

浙除忿毒而毒害

的众生之毒是

律残(Oz,之
光。对在无明的

黑夜里迷惑的众生,

成为 (神灵妙)药是

太阳般的论藏“B,。

第二所谓的度

也分为两种,

⒊

⒋

⒌

6
.
⒎

⒏

9.

10,

11,

12,

18.

1‘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是八正道之本质 ,

二是涅檠之本质。

八正道在天中天佛

无数的经典中有三种

不 同的名称:-是正 ,

二为离俗、解脱‘6。,,三为得所求 ,

平安入涅檠。

若还想得知何谓

八正道之正,

应该是这样 :

无论从何时至何时,如果
23.生于轮回(?0’之中的众生在世闯
加.的愚河(?:9申流转,在五世的
zs 旋液水中沉沦,在四生cz勿的
26.束缚中受折磨,谓之
27,愚昧J此外从何时至何时,

28.若 (众生)肋在浊世的深渊中
29,翻滚,成为烦恼的奴隶,也谓
30,之愚昧。无论何时,肴 (生灵)



序 章 译 文

序章第八叶  〈A面冫

便八正道的明光    ;  ∴

照亮心胸,将正道     ∵

之装饰系在头顶 ,

把正道的摩尼珍宝c?J’

持在手中,用正道的

麝香水冲洗烦脑的秽污 ,

那末,从那时起将立刻

被称作正,正道之正,

如上便是。第二离俗、解脱是

这样:自 古以来

在这轮回之中的众生,

被四种烦恼满盈的壕沟而包圊,

被九种锁销键般的

烦恼门卫警觉地守护,

苡四种诳 (烦恼)的天窗盖

和覆〔70(烦恼)之门关闭,

被五种烦恼的披风遮盖

被七种成行的烦恼支柱

顶住,被轮回之苦狱的

折磨和枷锁禁锢,

无论何时,若众生

能够找到八正道,那末 〈他们 )

立刻就能从如此多的昔 难 中解脱出

来。

2丛 ,第三、如果问何谓不受侵犯而赴

⒛.所求之地,应该是

26.这样:讲述九十六种

27.外 道(⑹者因路窄而受惑,

28.在愚昧的轮回之中长期

2θ 。流转,君沿此路丽行,    `
sO。 决不可能从轮田中解脱。

〈B面)∷ ;|

1,如果 (稻们)荷时沿着返豢嗌氆
j

2.而行;ˉ 便能立刻得所求肃苹安
‘{

3,到达涅舆之境界。·涅槊也 J ∴

冱,分为不同的四种。如枭问|∷Ⅱ ∶

5.是那四种?ˉ、诸苦之根源 Ⅱ Ⅱ

6.的转世法在那里被修正。    ∷

7.第二,贪、忿、无明‘7Φ

8 之火在那里被灭尽◇

9,第三,那里是无漏智〔?z’永恒

10 的善根。第四, (那里有〉从制定的

⒒ ,有漏智ζ?8’ 、无漏智等诸法中

12,特选的 (善法)。 我静虑了

13,如 此各种无量善法宝德。

14 我曲 ·塔什依甘都统

】5 恭敬地顶礼膜拜。第三,

16,全 智的天中天佛敕

17 之城国的持护者 ,

18,千秋万代以来在天佛

19,之位施无相⒁’佛事雨

⒛ ,文撑佛敦官殿者 ,

21 象金棍,比众生

夕 ,更应受赞美,比众生

23,更幸福,在天中天佛

的《中阿含经 》〔8°’中以百种

赞美词丽受赞美者,和耕地-嵴

如果撒-点施舍

2厶

25,

26,

27

28

〓,
·

`
r
〓

29,

30。

之种而回施无数之果者,

上在天界,下在人体

之中成为愉快英勇威严

强盛之因缘c8il者
,

△ 3



序章笫九叶 (^面λ

△f值锝用爱称来称呼,^
2,以灭帘(B9,之

力进入掸法。”、
3,生于八戒CO刂9之 申,

4.创于诸橱之间、渭之
5.真沛(8"的

十八有学者 ,

6.为断除烦恼之宽军

7.而修习者,歼灭烦恼
⒙,乞 (度)军的九无学者 ,

ε.汇成二十七

10.贤哲(86’ 〈及)有
1△ .果位者总称

12,菁佛僧众宝CBz,。

18:现在应将那些在十八种

14,有学的道路上努力修行的

15.渚贤哲 (及)有 果 位者 分别加以解

说 :

16.首先要说的是两种
17.众生,第-是才识敏捷
18.的利根智者,笫二是行为
】θ,举动愚昧的纯根者(Bω。

20.在此二者中无论哪-种 (生灵冫

21,如果从邪念之世中站起,进入

⒓2.悟觉之城的最外一层大门,

28.下降在相见道cBΦ之上,

zd.至 十五心间(9°
P谓之

25.趋向预流果(θ0而勒修

⒛ 。的 (第一〉有学生灵。那慈著的
27.生灵如果断除见道之上的

28.八十八种(θ匆邪恶之烦恼

2θ .在第十六〗b间〔θo得预流果位,

30.这 叫作第二有学的慈善

14

序 章 译 文

(B面 )

1.生灵。那得到预流果位
2.的善者如果为得

3.-来果C9o位而轫掺,谓之  ⋯
‘.第三有学的憨善生灵。

5.那趋向-来果位的勤修者 ,

6.者断除欲界ζθs,的六烦恼cgeD丽

7.获 -来果位

8,谓之第四有学的
9,慈善生灵。那获得

10.-来果位 (的生灵〉若再为
11.得不还果 cθ P’位而努力修行,

12.谓之第五有学的 (慧善)生灵。 ∶
13.那获得-来杲位的生灵如果断灭
1硅 .欲界颃固相续不断,从首申之首
15.至尾中之尾的九烦恼(9叩。

16.而获不还果位,谓之

17,第六有学的慈善生灵。

18.那得不还果位的善者 ,

19.如果使色界无色界 F-g”相缤不断
⒛ .的诸烦恼精疲力竭 ,而
z1.断灭之,在断灭第四无色界cI° 0,的

22.第八烦恼(:°I9之前 ,趋向

23.罗汉果位的勤修者

24,谓之第七 (有学的)慈毒生灵。

25.雨在下降于见道时,如果

26.是钝根者,谓之随信行 cl° 纷,  ∶

27.这便是第八有学的

28.慈善生灵。如果是

2θ ,利根者,谓之随法行ζ1°
",‘80.这便是第九有学的慈善生灵。



序 章 译 文

序章第十叶  (A田 ,

1.那获得预流果位的

2.生灵,如杲为碍不还果位

8.而勤修,岩断除六烦谪

4.之中的三、或四还剩

5.二烦恼,谓之家家,

6.家家是从俗家

7,转世于佛家,

8,这便是第十有学的

9.慈善生灵。那获得

10.-来杲位的人类之子

⒒ .如杲为得不还杲位丽努力,

12.断灭八烦恼,由于还剩

13.一个第九烦恼而转世

1⊥ .于欲界,谓 之-间 ,

15.这便是第十一

16.有学的 〈慈善)生灵 ,

17.那髓法行的生灵在达

18.所修之道时,谓之见得 ,

19.这便是第十二有学的 (慈善 )

20~生灵。任何-个获得不还杲位的

21.慈兽生灵,如杲点燃 已灭的襻定,

22.

23~

:2碴 .

25.

2s~

刂2∶冫.

‘0~

29~

30、

谓之证身,这便是第十三

有学的慈善生灵。郧获得

不还杲位的生灵狂

钦界舍身 ,还没有生子

色界之时以这两界之间的

驱体得罗汉果位雨入涅槊 ,

谲之笫十西 (有学曲冫善右。

再如获得不还杲位的入,

翕身于欲界,生于色界。
|●0广

●t`.

〈B雨 )

1,生于 (色界)的 同时得罗汉果

2 雨入涅鲳者,谓之

3,第十五有学的 (慈善〉生灵。

4 还有获得不还果位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厶 ,

25,

26

27

29,

80.

的生灵如果舍身于欲界 ,

生于色界,生于此界后

由于敏捷清醒而达无昔

无折磨之涅舆,这便是

第十六有学的慈善生灵。

再有那获得不还舁位

的生灵舍生

于欲界,生于色界 ,

生于色界后因钝根而难难

痛昔地呈现在八正道之 中央

而速赴涅弊 ,

这便是第十七有学的 (慈善〉生 灵 。

还有那获得力还果位

的善者,舍身于欲界 ,

生于色界,生于色界后雨

赴涅檠并不区别于前者,只有

从更高处 (即色界之上〉再生转 世 ,

谓之上流者,这便是

第十
``有

学的 (慈善)生灵。

在这如此各种佛敕宝岛之中,

十八有学之宝完美无映,清晰丁 辩 。

以下再分别解说

九种无学的生灵:    ‘

首尢是名
=∶
∶

退相的无学生灵 ,

获得罗汊果位之后而又坠藩

1弓



序章第十-叶   (^面 )

;鬻嚣涨香蠃猩羚

圣鼙 鞲 ,

6.由于轻薄获得罗汉果位
之后,又受坠落
这种烦窗之迷惑,

而受折魔自杀

后赴涅檠
11.就象名叫i千陀青的罗汊道凡
12,以 自己的剃刀割喉而赴涅檗,

13.这便是第
=开

学罗汉圣僧。
14.还有名叫护身
15.的

不学生灵,如杲有点
16.愚钝,精心护掎
17·

自吴Ⅱ得罗汉果位之后

∶j∶ ::∶〖::∶:∶章量量晕墨叠景雾
犭 .罗洱果位而坠落者,

zzo∶ 虽然并不护持自身
⒛.而决然不会从罗汉
2‘.果位坠落,这便是
25.第五无学的罗汊圣僧。
26~泽有名叫堪达相的无学

'.生
灵,若获得高于-切

28.罗 汊的著宝,

29.这便是第六无学的
sO.罗汉圣僧,还有

!e

⒎
8
.
⒐

ο.

章 译 文

(B面冫

安平相的利根者
由于聪明伶俐,

获得罗汉果位后,:∶   r
莼不诒坠落,这便是第七无学
的罗汉圣僧。还有名叫
慧廨脱的无学生灵 ,

借智慧之力战胜

烦恼贼而未能

获倡灭尽定

等禅定思想
】1,被称为第八无学的
12,圣僭。还有名叫
18,俱解脱之无学的
1刂 .善者,灭绝-切
15,烦恼,在渚禅定之中而得
16.巨力者,便是第九无学的罗汊
17,圣僧。以上如此众多的仨者
18,有果者,俱集聚-处,谓之佛
19.僧众宝。在审释C】°o天及伟大
⒛.强盈的谙天神
zl,以 自已伟大王冠雨
22,顶礼膜拜的善佛僧众
23.宝尊前:我——曲 ·塔什
Ⅱ.依甘都统合掌头面
25.礼足恭敬地顶礼
26,膜拜。并 且 我还 向百劫(i° s冫 三阿僭

祗 c!。 69

以来在婆罗门之路上

勤修者,使万事皆备,

为登位亍无比的

佛果转轮王(1°0之位,

27,

28,

29,

80,



序 章 译 文

序章第十二叶  (A面 )

为得王予智名而施阿毗斯卡 cI° B。者,

使五世之众生顺服者,

是十五众无数ζ】α9’ 生灵

之子的信仰和希望,来世

在八万众圭,长者生命

中俱各四宝 ,

在八万四千

城国中首届-指 ,

元饥无青,繁荣

富强,无狼无敌,无区

无欺,无役无税、无扰无愁 ,

俱有奇珍异宝,百万富翁ζ1】Θ

及其家眷密布集聚

街道路口以十八种巨宝

雨修钸,就象

世界之王冠 (【 1】〕和完美的

象征,福 中之福的名叫

嵇兜摩提 c11匆 的城中十八种

深奥论的修习者 ,

象呈世的福天-样 ,

诸婆罗门王 中名叫婆罗摩耶〔1IΦ 〈的

王 )

22 和名叫婆罗摩娃提(】 】妒的母亲所生,

23,呈世而得佛果者,

2萤 .在兜率天界o1巾

25;静坐衽名叫禅定的座位上的

26,尊者荐善的弥勒

岁,菩萨草前 :我反复再次

28 诚心城意的恳求

⒛,将 自体作为抵押,以我

30,各界之体雨顶礼膜拜。

〈B面 )

1.并且莪还向天中天佛

2.入涅檠后,依佛敕

3.而施巨善德的印度国

‘.昆婆沙论已】㈤的创始者:鸩罗那伽耶

尼,

5,僧伽跋陀罗,求 那跋 陀 罗,摩努尼

等。1”

诸法师之尊前顶礼。我还要接着向

无数种经典

的作者稠创作者 :

僧伽陀利,斯耶尼苏利,鸠提伽,

摩陀罗斫帝,马鸣ζ1】臼等诸菩萨 r【 !蓝

法师之尊前恭敬

地顶礼膜拜。我还要向

四龟兹国中依佛敕而施

巨善德的谙法师 :

佛沱热克酉提,沙罗耶热克西提,

阿足热克西提t12∞ 等再一次

顼礼膜拜。我还向三唆罗。2】J迷

国中以前曲渚法师 :

法来,福授,圣月等。2刀

诸法师之尊前顶礼膜拜。

对三宝cI20持如此诚

心的侥婆塞ζ12o曲 ·塔什依甘都缝

从以前的诸怯师那里听到了

法肓后曾如此作念 :

我以已证得的难得之驱蚀

敬拜了历尽艰难雨能相遇的三宝。

我现在又把 自己今有、明无的,

空而又不永恒的驱停当作

坚田 雨 莱 宿  经 憷 相 善 轮

必将会失去的财产,在 灵 魂 的t±界

L?



序 幸 译

序章第十(四冫叶  (^面 )

△.并且在良月寅道吉日,

2.特选的苦妙而又吉祥如意
的幸福,羊年闰三月
二十二日,我对三宝

5.度诚的伏婆塞曲 ·塔什
6,依甘都统和我的夫人托孜挪-起
7.为了能和未来佛弥勒 c,269相 见 ,

8,特建弥勒尊像-座 ,并使人
9.书写 《弥勒会见记 》一部。

10,把这立萼聋,使人写书
11.之功镩而著行最先转向
12.上之梵天c:2。’、帝释、四大
△3.天王C!2” , (望诸尊)借此功镭
△‘.善行之力,天苷威严
△5.日 益巨增。

△6,而护守我的城国, (使我们冫
△7.内 无昔愁,外无狼敌,

△8.子孙万代,种族

△9,后裔僚高望众,希望
20,-切众生安乐欢喜。

再把这功符苜先也

转向我们天智国意狎子天
28.回鹪王尊前,值得赞美的
2‘ .十姓回鹌汗国,三十个王子,

25,九个智使者,和千万个侍奉者 ,

26.宫廷内臣-起槽心

27.治国千秋万代。

28.在写此书时期,我还希望
29,为之而愉怏的女儿阚吉托孜娜 ,

30.长子阔依甘,二子塔词尼侬甘 ,

18

3
 

厶

1
 
2

2
 
2

文

(B雨 )

1.儿媳妇托伽托孜娜,及孙女
2.词玲托孜娜,借此善笛之力,

3.安然无恙的在渚善之内,

4.离诸恶之外,还要

5.把这功德转向母亲

6.特思利公主,弟弟颉利宋鸩
7.达干,鹊利托词迷,希望
8.借此功籀之力而安然无恙。
9.并且还要将此功镭

10.转向建勋者父王音闲
11.伯安都统以及诸亲

12,得之善俭,希望借此善德
18.之力而生于天界,

Ⅱ.若生天界,使至兜率天界
15.弥勒苷萨尊前。

16.无论何时当奋者弥勒菩萨
17.从兜率天界下世时,我们
18.全部种族在翅头

1θ ,未城 (】 2B,和 (弥勒)-块
?0.下世。当弥勒苷萨得佛果时,

⒉。我们与众生共同为
22.佛苷颐扬、赞美、到了那时

23.要把这本书 〈《弥勘会见记》冫

Ⅱ .用金纸在那里书写。



第-章 第-叶   <A面〉

1,南 无 佛 c129’ 、南 无 法 t】 3°’、 南 无

僧 c‘ 3D。

¨2,现在此法言 (第一章)应从

8.摩加陀国ξ1⑵的王舍城 (1。 3’ 中得知。

‘.此 时,多闻天王 C’30(手下)的
5。 三员大将,即沙陀伽提、

6.海摩瓦提、波罗那库 <】 3s’ 沿着

7.天路飞来,相直寨喧,

8.说经道法。波罗那库

9 这样说: “
请看I强音,

10J在此界无尽法的

1i.无数种火焰在闪烁着。
’

12.接着海摩瓦提这样说:

13. 〃
近日内已有预兆,

1碴 ,即 天中天佛成得正杲。

15 盘腿而坐,享受了

16 七个七天禅定之乐。

r。 还未讲述任何经法。

18 ⋯⋯得到, 以大圣梵天的

19 请求,在江遂城c】 3Φ阿勒沙掸〔13力

20.寺院中,三卷十二部⋯⋯

21.⋯ ⋯阿菪侨圣罗阿苏氏

”.⋯ ⋯摩诃那弥等五比丘〔18"

28.¨ ¨天 〈佛)拯救¨¨

2硅 . 。̈·̈ ·̈ ·̈ ·̈̈ 。̈ ●̈ ●̈ ●̈ ●

25.

26.

27.

28.

z9.

sO。

第一章 译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刂 ,

25.

26.

27.

28.

29。

30,

(B面 )

十个新僧罗汊和天 〈中天)铬
共十-人 〈成得正果)刀 。

沙陀伽提这样说: “
这不 :

也就是最近,未成熟而又

很傲慢的小膏年,小城市的

伊那力(13θ拟口此作念:如果全智的

佛在此界不谓之善,假如

他讲述的经典也不是善中

之善,那诸萱不会如此

揄怏地随他,耶施陀(王 4Φ 等

诸伊那力,诸啜(14D也
不会

合弃家眷成道人狄尼达。 <’ 5勿 。

现在我们所有的官员、

都督也应舍弃家眷成为道人

狄尼达。念毕,他们前去拜佛

成为道人狄尼达并

得罗汊杲。
″

然后海摩瓦提

这样说: “
从前的十罗汊和

以后的五十罗汊,共合为

六十罗汉,加上天 (中 天)佛
共计六十一人。

″
然后

这样说: “
如杲是那样,现在¨¨

△θ



第-章 译文

6.

7.

8.

θ.

10.

11.

12.

18.

14.

15.

16.

17.

18.

1θ .

20.

21.

22.

23.

2‘ .

25.

26.

27.

28.

2θ .

80.

20

第-章第二叶  (Λ面〉

1.诸B,k全郜从柰铟的

2.铆锁中¨¨我砸猝并
8.抛弃了上至天界,下之
犭.人体的锁铯和枷锁。你们也
6.从锁链和枷锁中得到了解脱。

(B面 )

1.就是莪。我已断除了

2.上 自天界、下至人类 ¨ ¨
g∶ 之俸的负担。你既没有: ·

厶。解脱也没有得救,却 自称

5.已廨兢而得救,说这洋的

6.话你应该感到羞惭。
’

听到

7.这话,有邪念的沙摩奴

8.感到忧虑,非常

θ,羞惭,从那里立刻   (
10,消失了。而后

11,波罗那库这样说:

12,为此全智的夫申      :
18,天佛嘉否传 旨

Ⅱ.让谙弟子从城斟城   ¨ .

15.从这国到那 国进行跋涉呢?°

16.雨后¨¨这桦说 :

17. g〈 是的)得知众生被拯救

18.的时机而传旨派遣,要问为

19.什么?那时尊者佛   ∷

⒛。二十九岁,密秘地从   ∷

肛。迦毗罗卫城c1‘o中 出来,在
” .尼连掸湔 c】 4s9边进行了六年

23.昔行,而恶念的

加 .沙摩奴¨⋯圣貌

25.⋯ ⋯降于此国

⒛ .⋯ ⋯诸邪见僧

27.⋯ ¨是¨⋯国

28,¨ ¨众生全部反

29.⋯ ⋯现在还

30,¨ ⋯到达每个国

现在你们到各城

行走⋯⋯¨⋯⋯¨

所到之处,使众生

得善乐

而狭利根。   '
我为两三个,

你们去吧,

今天我也到名叫伊伯利⋯⋯

的婆罗门村去  ¨

施行佛事。
”

听到

这话¨¨天界的
¨¨ˉ个男儿··,⋯

⋯⋯和天佛⋯⋯

⋯¨这样说

无解脱没有被拯救¨¨

你¨¨想了,你知道

锁链和枷锁非常坚固,

在这里你不是不解脱、不被拯救 ,

而你的解脱及得救¨⋯

听毕,全智的天中天佛

如此作念⋯⋯

恶念的沙魔奴 C】 4ω ,我的¨¨

为了加害而接近¨¨

清楚地得知¨¨

所有妇女⋯¨



第-章第三叶  〈A面冫

家,讲述真法入正道 ,

此后众生舍弃硒见的

沙摩奴之法,雨对

全智的天中天佛    
·

令心纯净,每一个

道人和愚昧的众生⋯·∞

三个信念,伟 大⋯⋯

尊童⋯⋯道人狄尼塔

施善而泻l向正法,

⋯¨现在邪见

的沙摩奴阻止诸罗汉

和道人到每一个城国

去行事。雨后伟大之

伟大、全智的天中天佛

将那六十名弟子、众生

诸罗汉分别派往各个城国,

自己从江逵城中出来

到达大摩伽陀国,

昨天棉花地¨⋯

为了我妇女而来的⋯⋯

便聪明的男儿成为优婆塞

并得果。今天又到¨¨

¨⋯村和毗尼跋⋯⋯使难陀

和难陀跋罗t1犭

"二
龙女

得杲,今天的r。1.⋯¨¨

从那里战来,现在⋯¨被

诸龙、阿修罗〔1么
P、 乾闼婆

乾锢罗簇拥蓍向觉山c“ω·⋯⋯

霍山上请看莪的兄弟,全智

的天中天佛崴锝芷果 ,

第一章 译文

1,

2.

3,

4。

(B面 )

1.

2.

8.

碴.

5,

6,

7.

8,

苓9.

10。

11.

12.

13.

1硅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昨天已经整整七个月

在这七个月之内,六十个

罗汉僧众,六十个铊婆塞

僧众,四 个优婆夷
(Ⅰ‘0’僧众,即三种

僧团已经聚集,现在他又为了

行施伟大的法观 ,

并转施佛事雨准各着。而后

¨⋯这样说: 召
为转施哪些事

雨作准各呢?” 接着海摩瓦犍

这样说: “
我们自己

是为了完成多闻天王的

工作而来⋯⋯⋯⋯⋯⋯

首先伟大强盛的诸魔将

过去了。按着⋯⋯⋯⋯

¨¨⋯¨还有

按照⋯⋯君王之旨,

诸乾闼婆⋯⋯诸龙王

的请将领分别⋯⋯⋯⋯

¨¨手捧着顼链

怀着巨大的敬意

正朝着正觉山走去,还有

那时众天王帝释天

四大天王等

⋯⋯渚天圣

。。·̈ 特罗陀玛、哈玛陀

⋯¨¨⋯那天中天佛

之伟大业绩 ,

⋯⋯而来此观赏,到
正觉山来观看,并且     `
⋯⋯···⋯全智



6
 
7
 
8

第-章第四叶  (A面 冫

1.贤能的诸仙正在从山上,

2.林中出来,渚阿修罗王、

8.渚龙≡也正出海

4.前来。还有乾闼婆谙王

5,的夫人已经在伽劲山上窠合

为见到天中天佛的

所作所为,正在朝着

正觉山走去。
’

然后,  ˉ

婆罗那库这样说:

“
耶时,便是见到

智者天申天佛的苷容

之 日吗?” 然后

沙陀伽提这样说: “
伙伴们,

(当)多闻天王向⋯⋯⋯¨¨

说时,把这些话向所有官员

转达时,莪们的兄弟波罗邢库
(不大相信)。 然后海备瓦提

(这样说): “
尊者弥勒苷萨

从帝戈沙摩苷提国C150)中 出发

到达了正觉山,抛弃婆罗门法规 ,

以天 (申 天)佛之法

出家,剌头、刮脸、持斋戒,0sI,
戍 为道人。为了见到那

天 中天佛的长子尊者

弥 勒普萨成为道人

狄 尼达的隆重仪式 ,

观 赏新 日的景象 ,

渚 天众已经聚集。所以我们

也 要前往。
’

然后,波罗那库

这 样说: “
如此说来,苷者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刂 .

25.

⒛

盯

⒛

⒛

⒛

第一章 译文

9,

1θ ,

11.

12,

18.

1‘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8.

2‘ 。

25

26,

27.

28,

29

30.

⋯⋯了,善⋯⋯现赢 请您向他

详绷讲述。尔后

海摩瓦提这样说
“
听宥,波罗那库     ˉ

现在我把萼者弥勒瞢萨的

善答正确地讲给你听,

让它成为你 (施善)的囚缘 ,

就象你和十二长者在-生申

相迅释迦牟尼天中天佛,

施善、积锫、敬奉 ,

在来世还耍和八万

长者在-生中

与仁者弥勒相遇,

并得善镫之果。

婆问为什么?无论

啄-个菁者之女 ,

思念弥勒佛的善德,

以纯洁的心愿

积善成镩并转施善
¨¨¨¨弥勒佛
⋯⋯便能超脱轮回,

⋯⋯醒悟定能¨¨

¨¨¨闻弥勒佛之

善德,⋯¨三相神c152冫

⋯⋯⋯君王¨¨¨

〈B面 9

1,弥勒苦萨现在何处?’ 然后

2,沙陀仞利这样说: “
这,我们的兄弟

8,在突珏突骑施城廓, (我冫相遇

4.为 了从⋯⋯处行走把萼者

5.弥勒蒈萨的善僚
6
 
7
 
8



第一章 译文

第-章第五叶  (A面〉

他还为所有挣扎在轮回

之中的众生之子 ,

竖立了善念。信念

硬如金钢,希求永不

沉沦的佛果。弥勒佛

在大劫(ls6p之 时,积善成德。

在-刹那也没有

感到 (丝 毫)的

失望。慈悲为怀 ,

为诸生灵的昔难而      ˇ

感到枕虑,以仁慈之心

转施了无量善德。

如此⋯¨弥勒的善¨¨

念⋯⋯舍弃,因而

得弥勒之名。所有的膏念

后来,在无数世间
⋯⋯尔后,瓦色毗¨    ∶
⋯⋯⋯罗那斯天佛      .
最先为佛果授记 ,

并且赞美地说¨¨

八万长者⋯⋯⋯⋯⋯

那时喜乐⋯⋯⋯⋯⋯¨

舍弃金银财宝⋯¨¨¨

三阿僧祗的昔⋯⋯上有

天,下有人类⋯⋯¨¨

弥勒佛¨¨¨¨⋯¨    ~
再说,波罗那库,这
尊者弥勒蔷萨整四⋯··。    、

那姆不断,弥勘以鲁⋯·。9

使襻定成熟⋯⋯⋯Ⅱ      ∶

(B面冫

并未受惑于忿 (烦恼)。

在跋多利劫时的同伴 ,

五百个著萨之间,第五

个佛即位,使其他四百

九十五个普萨充满希望。

这不,尊者弥勒⋯¨

⋯⋯城⋯⋯色利瓦那

婆罗门舍弃 (家蓍〉¨̈ ·

八岁时⋯⋯仙人

把恒河水⋯⋯所有

论中的知识¨¨深思

对知识又⋯⋯别的

向智者⋯⋯⋯⋯的

向⋯¨施利根⋯⋯这样

¨¨¨¨经过印度国⋯⋯¨

到了帝戈沙普提国。跋多利

婆罗门等诸智者⋯⋯⋯⋯¨

¨⋯⋯⋯为此感到惊讶,

⋯¨⋯¨并且又闻全智的

〈天中天)佛在此界呈现。

⋯⋯将与兄弟阿智多〔15o俩人

从帝戈沙摩菩提国中出来 ,

抵达正觉山,拜见天中天

佛成正果。闻善法雨觉得

不够,在不远的将来定从

天 (中 天〉佛之法获得王子智。

佛宝转轮王将在世间

启程,将 以天 (中天)佛

之法,从轮回中¨¨···

⋯⋯·,· ¨¨那生灵

m



第-章 第六叶  (Λ两)

1.-定在弥勒成佛时

2.被拯敬。
’

听毕,波罗
g.那庠豁然开朗,他说:

‘。 “
如果不想拜见如此

5.葸悲的跏囱苦萨,真可谓

6.邪恶之邪念。另外那活¨¨

7.那称¨¨⋯¨¨¨

8.的¨¨¨⋯¨¨      ∷

9,来¨⋯⋯⋯¨¨

10.菩萨¨¨¨¨⋯¨

11.新 日⋯⋯⋯¨¨⋯

12.向年¨¨⋯¨智者   ∴

13.·⋯¨⋯¨以爱∵¨     ∷

1∠ 。寺院̈ ¨¨̈ 外貌⋯̈    ∶
15.以全银装饰建造而珍借

16.敬重、并书写经典,得道 ,

17.获狄尼塔。此外还有许多

18.众生为见到弥勒苷萨的

1θ .阿毗斯卡之 日聚集在

20.正觉山上。那¨¨

纽 ,⋯ ⋯五百六十万⋯⋯

” .⋯ ⋯弥勒苷萨在此界

23.降生时,在翅头未城国

以。证身。人¨¨

历。以乐而乐¨¨

zs.向佛旁⋯⋯

27.各种敬奉⋯¨

28.听得百听不厌的经典 ,

29. (佛)法。有人可以成得

80.唯-的佛果 ⋯¨

第一章 译文

1
 
2
 
3
 

刂

 
5

(B面 )

人类之子应 日夜尽力,

赞美并敬仰弥勒苷萨。

应以医重的礼仪敬奉

他。
’

接着沙陀姗利

对兄弟波罗那库这样

说: “
你 田出良言,休

说的这些话对弥勘曹萨
⋯⋯以
⋯⋯以
⋯⋯生灵
¨¨然后
······

益

⋯⋯名⋯⋯了   :
⋯⋯帝戈沙摩普捃国
⋯⋯大福⋯¨          `
⋯⋯飞去。沙陀伽利天
⋯¨这样说¨¨¨⋯¨

帝戈沙摩苦提 国 的 跋 多 利 智 婆 罗

门(15s’

6.

7.

8.

θ。

10.

11.

12.

13.

1‘ .

15.

16.

1?.

18.

19.·⋯⋯·̈ ¨⋯∴·的大布施会上

⒛,⋯¨渚禅那吉、诸波罗那伽吉

21,¨ ¨¨⋯⋯¨¨¨九十六种外道

22,¨ ⋯¨¨¨⋯⋯赞美,那样苷重

23,⋯¨¨¨⋯⋯¨¨¨得,喜乐大

Ⅱ.⋯⋯⋯¨¨¨¨自己
:·

·i· 向他们

25.¨¨¨¨⋯¨¨想了,这拌说

26.⋯⋯⋯⋯⋯⋯⋯¨¨¨弥勒苷萨
27.⋯ ⋯⋯⋯¨¨¨¨¨渚天中天的

28.⋯ ¨⋯¨¨¨⋯抛弃师傅跋多利

29,智 (波罗门),为了以全智的

sO。 天申天佛之法成锝道人,



第一章第七叶  (A雨 )

1.想从帝戈沙摩普提国

2.至中印度国的摩伽 陀。
’

⒔,然后波罗邢庠这样说 :

娃。
“
你没有看见吗?伟 大

5.强盛的诸天王,各 自徒步

6.行到我们的

7.下面,在那里⋯···

8.这样⋯⋯

9.看·⋯¨

△0 多闻天王⋯¨

11.的 ⋯⋯

12.把·⋯⋯         ·

13. ¨̈  ̈                 '

14 ¨⋯我们想去弄见

15 全 智的天中天佛,并借此

16,看到了弥勒菩萨 的身驱

r 和面 容。如此交谈菁 ,

18 〈借)助 天的力量,沙陀伽利

1θ .海摩瓦提,波罗那库等诸将领 向着

20.正觉山雨行。现在此法言应从帝戈沙

摩

a.菩 提国,跋多利智婆罗门

⒓2, 的 (家 中)得知。雨后

龆 .智跋多利 〈在帝戈沙菩提国

亵 ∷被弥勒)等五百婆罗门之子

玑。簇拥着,弯驱拉着仁耆

⒛,弥勒之子,以亲切 '
刀.温和的语言这样说 :

28.“徒儿弥勃,我感到

29.非常榆快,拜会了你这洋

30, 仁慈丽有功德的生灵。

第一章 译文

1.

:∶∶,

ε.

‘刂1,

5,

6,

7.

8,

9.

1θ

11.

12,

13.

1查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硅 .

25.

26.

27.

28,

2θ 。

30.

〈B面 )

就在我年迈的-百

二十岁之时,在大圣

梵天的极乐世界

所生了愿望行举了

谓了萨婆钵健c儿 s’ 的施舍大会∷

还有丸十六种狄尼塔

¨⋯¨¨向⋯⋯¨⋯

¨¨⋯¨¨向他们¨¨

¨¨¨¨⋯向¨¨¨

¨¨¨¨¨雨且¨¨ ,Ⅱ

¨⋯波罗那瓦耶伽罗c15” ·⋯ 论̈

¨¨⋯勇敢的美德¨¨⋯¨⋯¨

⋯⋯我那样给了¨⋯路⋯¨

葳光者⋯¨知道的法师

¨⋯诸善⋯¨我出来

¨⋯还有可怜的

贫困乞丐,病 灾⋯⋯

⋯⋯还有没有手足的

受者生灵,把他们

¨¨施无量材

¨¨行善
¨⋯喜乐

¨¨听完徼笑着   ' ∷

⋯⋯这样说善      ·

⋯⋯的法师之

⋯⋯是¨¨施舍财物  ∴∷

而感到愉怏和双乐。

2弓



笫一章 译文

第-章第九叶   CA面 )

1,谓之应该学习的十八种
2.顾耶禅论。就象可以区别   .
3.得知珠宝的罗那陀仞论,

4.顾色娴裔论,跋粟弭论
5.挝蓝阿弥论c:5B,·¨ 论̈¨···

6.珏律论⋯¨

7.娲沙¨⋯

8.论 ·⋯ ¨

9.偕伽转轮王¨¨

10.渚公主¨¨      '
11,论 ·̈ ¨

12. 挝 ·̈̈ ·

18,阿 ·̈ ¨          .
1‘ .城 ·̈ ¨

15. 扌艮·。·̈·

〈B面 )

1.整天把功德施向别人

2.还不得满足。应该

3.得到所有地界众生的敏重。 ,

4,我们的法师跋多利婆罗门特另刂

5,·⋯ ⋯五

6.∷⋯为写论而学

7.⋯⋯区别论述

8.¨ ⋯ ¨ ¨ ·

θ。 ·⋯ ¨ ⋯ ¨

10. ·⋯ ·̈̈ ¨¨

11,¨⋯的

12,¨ ⋯这样说

13.·⋯⋯¨¨

1d.¨⋯如果是

15.¨⋯⋯⋯·

16.¨⋯想

17.¨¨为施利棂

18. ⋯·̈ ·̈ ·̈ ·

19. ·̈ ⋯⋯¨ ·̈

⒛ .⋯¨施利根

a.⋯ ⋯爱

”。¨⋯摩伽陀国

23.⋯⋯从城到城

扭.¨ ¨特别恶

25,⋯ ⋯断除,为善

⒛,⋯ ¨斋戚的

27.⋯ ⋯按伟大法而创

28.¨ ⋯以装饰的排列而断

⒛ ,¨ ¨到达摩伽陀国

30.⋯ ⋯弟子

16,没有满足⋯¨

17. ···̈ ·̈ ·̈●

18,¨¨ ¨ ⋯ ,

1θ .自 已¨¨    ∶

⒛ .从四面¨¨

a.谙 智者三¨¨

勿.完全的¨¨

28.从 ⋯¨拿⋯¨

扭.装饰¨⋯

巧 .的不成为⋯⋯

⒛.特别深¨¨

zz。 听到后特别¨¨

28· 然后弟子¨¨

29,这也是弥勒⋯¨

30.  ····,· ¨●●●Ⅱ●

2s



第一章 译文

1,

2.

3,

●:。

5

6.

7.

8

9.

10.

11.

19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8.

24.

25.

26.

27~

28.

29.

B0~

第-章第十叶  (A面 冫

以名誉给子无数众生巨大

的援助,但以法师之名干不

了这样伟大的事业。如果问

为什么?此界无数法师⋯¨

那是谁¨¨

以功德⋯⋯

说¨¨

伟 大⋯⋯

诸⋯⋯        ∶

利⋯⋯           =

婆罗门⋯⋯

四面 ⋯⋯          '
⋯⋯干 了,然后¨¨

⋯⋯跋多利婆罗门⋯⋯法师

而后 ¨⋯儿子⋯¨

⋯⋯举高⋯⋯

⋯⋯走近¨¨

法师 ⋯⋯

你的全智⋯
:·
·

值得绘的⋯⋯

财物 ⋯⋯

肝
····。·

为何¨¨

以⋯⋯而饰的⋯¨

大牛¨¨

从
······

站
··。·。·

正好四⋯⋯

名⋯⋯

1,

2.

3.

4.

s

6.

7

8

9,

10,

11.

12.

1e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丛 ,

25,

2s,

27,

z3,

2θ .

30,

(B面 )

其他财物你已施舍宁成干

上万次,得到耆诸狄尼躇,

得到财物后菲常高兴地离去。

¨¨法师为大王

梵天⋯⋯这

¨⋯这样

⋯¨为了使⋯⋯满足¨¨雨后

¨⋯生命⋯⋯

¨⋯未完⋯⋯又⋯⋯生灵

⋯⋯为所念⋯⋯向

⋯⋯如果不干,忧者⋯⋯

¨¨又⋯⋯和我-样的

¨⋯勇敢地⋯⋯去

⋯⋯男儿

·⋯⋯而后
⋯¨可熊

¨¨说

¨¨你是谁

¨⋯希望

爿达之后

2氵



笫一荤 译文

笫-章第十≡叶  【A面〉

1.我···⋯应成为对你的,你说

2.你举行了十
=年

布施会,把所有

s.财吻都旌舍尽∷最后只夤萃纣
‘。我五百个钱币o’ 说完汴些话

5.气急败坏地走了。而后

6.摩尼跋多利CIs叼 和llt罗那库两个

7.痰将相遇。他们相互进行了

8.各种问候和请安,摩尼跋多利
9.对溅罗那这样说:

10, “
为何恿因我们的

11.君主多闻天王传旨

12.让我们昔诟跋多利婆罗门

18.天申天佛已呈显于此界呢?’

1刂 。波罗那库这样说: “
这是囚为

15.仁者弥勒要依天佛之法成道,

16.所 以特派我们传旨。
’
摩尼跋多利

17.这样说: “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让

18.我们直按眚诉仁者弥勒呢?’ 波罗那

摩

1θ 。 接着又说‘ “
这事可能是伟大强盛的

⒛, 诸圣商定的如杲问

a. 为什么?净居天c:60’界的

”. 诸圣告诉了焚天。帝释天

23. 对多闻天王说
‘
你这魔王

以.应该这样努力:帝戈

25, 沙摩苷提国中的跋多利

zs. 智婆罗门应该得知

27,全智的天中天佛已在

28, 此界呈世。此应成为

2θ.仁者弥勒及时前来

30. 拜佛之因缘。
”

(B面冫

1.丽后摩尼跋多利这样说:

2. “
如果跋多利婆罗门不按时

8.得知天锑已在此界呈世|

刂。而仁者弥勒先得知并依

5.天佛之法成道,那末

6.跤多利婆罗门-定为

了.离别仁者弥勒之痛昔

8,丽心碎,流血,身亡。      ~
θ.所以应该让他先

1θ 。得道。
″

而后婆罗那库这样说:

11. “
如果是这样、那不,这就是

12.跋多利婆罗门的家:’ 然后摩尼

13.膑多利这样说: “
你去把此事

1刂 .原原本本地告诉跋多莉婆萝门,我也

15.到仁者弥勒那里去把帝释天及

16.四大天王等渚圣的散意

17.和问侯转昔与他。
’说完

18.这些活,他们俩分头雨去。

19.此时跋多利婆罗门正想着

⒛.那个尼罗陀婆罗门clσD的诬蔑言词。

纽.感到扰伤,晚上躺在床上这样

夕。想,那婆罗门是谁昵?说
23.我的头应该裂成七辨。我

胜。不希望耶样,不管怎样

25.应该善笛俱备。如果七天

26,之内使我心碎的痛苦降临,若

27.七天 (之内)我的头裂成七瓣。而后

28.不怀好意的将喜乐无穷,

29,他们会这样说:施舍之因果

30.在哪里呢?跋多利婆罗门⒈二年



笫一章 译文

1.

2.

3.

‘l。

5.

6。

第-章第十四叶  (A面〉

相续施度无量。但在顶札时,

头被嗑成了七瓣顶舍命。

因为没有施向尼罗陀

婆罗闸便没有感觉到

自已头裂。
‘
叉说:由子

施度无量,跋多利婆罗门

才舍了命。
’
听到此言,虔诚的

生灵内心沉沦,言不虔诚者

幸灾乐祸,所以锇内心

深处为众生感到

痛心。正在这时

波罗:那跋多利吴勤库使全身

的装饰天宫之奇珍异宝发出晨响,

每响-次,戒指和手镯的光泽照亮了

跋多利婆罗门的房屋,对跋多利

这样说: “
哎,跋多利不必担优,

莫悲伤,流肓飞语会祓消除。
如果问为什么?那个婆罗门

根本就不知道
‘
顶
’

是什么意恩,他为得

财宝而没头没脑地用

恶言伤你。
″

跋多利婆罗门

微笑着叉皱了皱眉头看着天神
感到奇怪,惊讶地这梓问 :

这禾地间还有知道
‘
顶
’(16力 和,‘ 顶

坠:印Ⅱ〕

的智者吗?” 按着波罗那跋多利想起

全智的天中天佛,念其无量
善 镲 ~寂 搂 捎 . “皂 谁 ◇ 梓 卒

金钢瘦060上以自已的智慧

断除了ˉ切烦恼,并皆知

(B面 )

断除 (烦恼)的时间及=切法规。

得到了应得之果而名扬天下 ,

他是天众及人类的法师。他不但

知∷道
‘
顶

’
而且也 了解

‘
珂坠

’’
。

当跋多利婆罗门听到了

许多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的

天中天佛之善镭和名望,

全身的毛卷起

向上,令心清澈,

舂光满面,非常

揄快地躬身微笑着

面向着天这样说 :

13.“ 那个被称作佛的善者是谁?

1硅 昕到他的名宇,我曾经如此作念

15在有烦恼病惑的生灵之间,只有他

16独 自醒浯。
″

然后波罗那跋多利

17接着说:我没有能力把

18天中天佛的善德一ˉ加以

1θ 赞美并讲给你。虽然如此,

⒛ 但我还是简单介绍-下 ,

21.在喜玛拉亚山附近莳跤伽罗c’ 6s’

22,河 边有一座美丽雨又

⒛,令入神往的迦毗罗卫城,

⒛,在城内的转轮王等诸圣之行

坞,列 中有ˉ位出生于侨昙弥〔
16°

’种姓 ,

26.位于诸释迦族〔:°。之上,

27,犹如帝释天般的

28净饭王(I6盯 ,那圣王

2。 啕圭
'人

廖耶r1‘ °、

30,公主在蓝毗尼园c170’ 申

,
‘

 
 

°
°
 
 

∩
●

 
 
^
ν

 
 
·
工

 
 
0
‘

26.

27.

28

29.

80。

⒓9



第一章 译文

笫-章第十五叶  CA面 )

1,奇特阝无忱树o9】,下,二月
2.八 日在自由星闪烁的
3·'-刹挪,具有三十二种
‘。福禄之吉相r:〃9,和八十种好cl?s,肉

,

5.相貌非凡,放射着
6.光芒,就象玻云而出的
7.太阳,摩尼珍宝
8.烛的神童出世。
9.他-出世就象兽中
10.之王狮子大胆地      

ˉ

11.饫食并朝四面观望
12.用梵天般垫铬的声音
18.这样说: “

这是我最¨¨

⒕。上 自渚天,下至大地众生
15.的唯-法师就是莪。

’

16.说话时,三丰大干
17.界 cI`‘,进行了晨荡,蓝天
18~下起了莲花雨,

19.四面八方传来了瞅声。
⒛~看到这种情况,知道珥兆的贤智
21.明白了,并说了两种预言:

”~如果这势萤留在家中可以成为

".具
有七宝<I?5〕威震四方

Ⅲ.的转轮王。无论何时,

25.如果舍弃家罄,施狄尼塔
⒛. 之事,定获无与伦比的正瞽佛果。
27. 而后那有福的生灵
28.就和水中的莲花-样茁壮
2θ .成长,具备了男子的
30· -切美德。二十九岁时

80

(B面 )

1.抛弃了玛两伽天女殷
2,耶耪(1?o夫

人、诸公主、诸夫人
8,及娇嫩00诸胄女。他为病灾、
4.年老、死亡这三种天规而担忱,

5.深更半夜走 出迦砒罗卫城:

6.到了陀胶雁森林之中。   
·

7.他到了那里之后,不愿按
8.阿罗,吴陀罗伽等
9.强盛的渚天神之法规行事,

10.昔行了六年,经受了淮忍
11.雍持的斋戒,让自身受
12.如此之昔,但还是未能得英囚果 。
13.从难陀准陀狻罗龙营姐妹那里
Ⅱ.⋯ ⋯食渭之¨¨奶面
15. (在蓝毗尼园林申冫,尼连掸河边
16.的苷提捃下t1?:,,心 硬
17.如佥刚在金刚座

18.之上盘腿而坐。

19.战胜了三百六十万

zO.魔军,在第三十四

21.刹 那间得举世无双的佛果。
”。就在那时,广阔的大地

23.进行了六种瘵泊震毵

以.诸海、湖泊掀起了波涛,须弥山在
25.蔑动、四面传来了曲调、歇声和笑声 ,

zs,从中可以听到
‘
南天佛

’
之盲。日夜

六次以醒薷和明智

施向无数众生。普渡所有

生灵的救世主谓之全智的

天中天佛。
’

听到此话

7
 
8
 
9
 
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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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译文

1.

2.

B.

碴。

s。

犭(;,

7.

8.

9.

△0,

11.

△2.

第-章第十六叶  〈A面〉

跋多利婆罗门非常惊讶地说 :

“
如杲一个人单独获得

如此多种的无量功德,又

有谁能和他相比呢?” 他又继续问 :

“
现在那特殊的生灵在哪儿?’

听毕,波罗那跋多利天神这样说:

“
敬听吧l我的善者

当天中天佛成得正杲之时,

在菩提树下享受了

七个七天禅定之乐,然后

按梵天的请求,讧绕城

阿勒沙掸伽蓝中的法轮开始转动

△3.拯救了五比丘和八万生灵 ,

△厶 从江绕城叉到了

15 摩汨陀国,在那里拯敦了

16 婆罗门树里的难陀、难陀跋罗

17.等诸龙女。从摩加陀国

△8.叉来到了正觉山上,现在,天 (中 天

佛 )

△9.正在分享众生的供养 ,

20~充实了十力 (17叼 ,以得无量智

21 之三身,四 无所畏(1?gl,

22 传播智慧,慈悲为怀

23 位于正觉山之上。
”

听完这话,

2d.跋多利婆罗门似乎为

25.正觉山遣路之遥远感到了失望 ,

26~呻吟着,全身在颤抖 ,

犭 。轻声哭泣着这样说; “
我该怎么办?

98 到哪
"t去

nF.?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

29~为 了断除病感、衰老、死亡之根源,

30~象音行僧-样折磨

(B面 )

1,自 己,未能得到善根。

2,可还是从世间之俗海

3,中解脱出来雨得救了。

d 可最后我成了非常可伶的

5 苦行老奴,所 以我可能看不到

6 普渡众生的有果者、全智的

7,天中天佛雨死去。
”

听毕,那天神

8 对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 :

θ “
不要忧伤,不要说离佛祖远

10 而失应得之法。

11 要问为什么吗?在众生

12,在念佛之瞬间,佛可 以到达

13 相距一阿僧祗远的城国,把

1遮 善停施向无数众生之后,一刹那

15 叉可迈回原垲·对-切 众生

16 一视 同仁,他不会

1∠ 放弃拯救象你达样

18‘ 生灵的时机,所 以您

1θ 应充满筒心.不要沉沦
”

。

2o 说完这些话,便辞行雨别。

2∶ 而后跋多利婆罗门念天中天佛

22 l,善鹆,痛哭着浮想联翩 ,

" 
一直到天亮。精通一切论书的,

⒉ 饮过毗婆沙论甘露 c18∞ 的、

⒛ 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

26 译成吐火罗语 c】 :n,婆热塔那热克西

提∈182’

27 (叉从吐火罗语)译为

⒛ 突厥语的 《弥勒会见记 》韦中

⒛ 跋多利婆罗门做施舍的第一覃矛 。

30 南无佛、南兄法、南无僧。

81



第二章译文

第二章第-叶   (^面 〉

1.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2.现此法言 (第二章)应从

3.跋多利婆罗门家中得知。
4R清晨跋多利婆罗门起身,

5.这拌说: “
哎:原来是这样。

6.你们是谁?” 此时,

7.尊者弥勒被众童子

8.簇拥着缓步走近

θ.跋多利婆罗门面前,

10.高举起双手,表示了

11. 各种敬意。这样问候 :

12.“象夭-样的法师心情如何?

13. 昨夜是否安宁?’ 跋多利婆罗门

14,愉快、喜悦、满面春风地说 :

15.善哉、善哉、善儿们,-切
16,平安如意。 (要问为什么〉

17, 我已活了一百二十岁,如果

18.按夜计箅,已是四万三千二百

1θ . 个夜,在如此漫长的时闻内,

20.-天也没有象昨夜那样
21. 睡的香甜。要问为什么?

22,昨夜有一位衣着穿欺整齐

23.身 发着神光的天童

24.站在蓝天上

25,对我这样说:‘ 全智的

26 天中天佛将在大地

27 上 出现, 自迦叶佛〔1:θ )达

28,涅檠以来-直没有转动过的

zg 法轮已在江造城中启程了。
’’

80· 燃后慈善的弥坳满面笑容地

32

(B齑 )

1.这样说: “
脎 ,现在聱著

2.天 中天佛在何地呢?’

3.接着跋多利婆罗门又说 :

4. “
在摩伽陀国的正觉山中。'

5.听到此话,仁者弥勒菩萨

6.自 言 自语 :昨夜

7.净居天的圣者已将

8 此话如实告诉了

9 我。按着蜜利伽罗“B”

10,童子说: “
天-样的

11.法师,你是否相信

13.在这短暂的五浊恶世中

12.诸佛糍要降生的话呢?″

“.话毕,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J

15.“智儿,我对此言深信不疑。

16 要问为什么?久闻古代有果耆

17.以前的智者之言,曾 有慷慨 ,

18 大方的钢强之士,无视这许多

19.暂短罪恶浊世,看到   `
⒛ 头被各种各样的

21.昔难法轮所击 ,

” 在轮迥之中受昔

⒛.受难的众生 ,

24 丽力求正杲。行善

25,积德的生灵在摩伽陀国

26 战胜四种沙摩奴的

27 军队,成得正果。那有果的

28 善者曾整天担忧,为 消除所有

29,众生的吉难,阐述着

30 善妙的经法,使远近的



第二章 译文

第二章第二叶  (Λ面)

1.

2.

3‘

碴,

5.

6.

7.

8.

9.

10.

11.

12.

13.

1⒋

13

16.

1t.

18~

19.

20.

21.

22.

23.

2碴 .

25.

26.

27.

28.

29.

80。

昔难众生修成功德 ,

并把他们拯救出来。

所 以莪如此多虑。三十五年

以来相继有蓝天上的伟大,

强盛的诸天,阿修罗、诸龙、

诸魔、乾驮梨、乾闼婆,

欢乐和睦的相互往来。

回荡着五种柔和的乐曲

和歌声。那时,我听到了从中

传来的,‘ 南无佛
’
之音。那

佛陀是何许人氏? (当 时)

我还不甚了解。可现在,

上在蓝天,下在褐色大地呈现出了

一片福禄言相,大地 日夜不停地

在微喝·j袤动:微风夹带着

膏气轻轻地吹拂着。

所 以我徭知,全 智的佛

一定会在天地间降生。
″

听到此话,尊者弥勒苷萨

惊喜异常,以真诚、完美、

深蓝色的溧亮跟睛,注视着

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

〃
慈善的师傅,不必多言,

打消您的优虑吧!全智的佛

将会在人间降生。所以现在

我对您有一点乞求 :

象乌跎跋罗花一样,非常难遇的

诸佛将会在人世间出现。

寻求和他们相同人体的摩尼珍宝

并非-件餐易之霰,看不援诳伛们 ,

1.

2.

3,

硅。

5,

6.

7

8

9,

10

11.

12,

13.

1遮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厶 .

25.

26,

27,

, 28,

2θ .

(B面 )

就不太相称;若不寻求和他们-样的

谙天法师,把希望和信仰寄托于他忄I

也不行。现望天-样的法师允许 ,

〈让我们)接近天中天佛出家

成得道人。
”

话尚未完毕,

只见,从全智的

天中天佛驱体中

放射出五种光亮,

自未睇提舍国α8钔 中

直射,从慈善的弥勒身体

之右绕过,犹如天佛

降临。这明亮的光照,

闪耀着光芒,照亮了弥勒昔萨

之体,看到此景,尊 者 弥 勒 心澄目

清 ,

对跋多利婆罗门这样说: “
请看 1

英 明的法师,这是全智的

天中天佛转轮王放射的

光亮。现在我必须应该

成得道人。
”

然后,跋 多利

婆罗门全身颤抖起来,这样说:

〃
爱子、从你的这席话中,

使我看出了你的无限福禄与菩德 。

这叫我异常惊喜。据说

天 中天佛,仁慈的

智慧对五世闾所有的生灵

都一视同仁,但又

一看,唯独对你慈爱。
”

话毕,所有的弟子男儿

非常惊奇,鄱桉照婆罗闸

的规距举起右手,相互⋯¨



第二章 译文

第二章第四叶  (A面 )

准备完 毕。看 到 这 些,弟 子 陀 尼

迦 <】 θ69

摩诃热曷等十六个男儿 ,

为与值得十六种尊敬的

弥勒离别丽感到痛苦,含着眼泪、合

掌躬身 ,

5.向葸善的弥勒

6.这样说: “
在这轮回之中

?.父母之爱胜过一切

8.毳恋,莪们也是
ˉ
9.如此看待的,我们爱戴

10.您的心情,胜过爱自己

11.可爱的驱体和生命。

△2.现在望您对我佃发发慈悲,

13. 以仁爱之心不要抛弃和阻拦我们,

14.让我们 同行吧!” 然后,慈善的

15.弥勒对那些男儿这样说 :

16. “
我心中所念的,正是 ,

17.想从您们嘴中听到这些

△8.善言妙语。望你们再三深思,

19.这无休止的轮回之边际

20.非常难 以达到。很久 以来

21.在此轮回之中,生灵之子

2z.忍受了生死轮回的痛昔。

23.现在他们和你们一样 ,

24.将希望和信仰寄托于天中天佛。
’

⒓5.然后,慈善脚弥勘等

26. 十六个相处得非常好的

27.另儿,为辞行、别离 ,

28.全体站立向跋多利婆罗门

⒓9.这样说: “
具有要罗门之容颜的,

80.梵天给予智慧杠生命的,我们

〈B面冫

1.慈父般的师傅,我们囚无法忍受

2.生死轮回之昔,准备

3,离你而去,真可谓无耻、无孝。
丛.望您宽恕奴仆的大小过错 ,

5.我们因 自小不孝敬雨伤害了

6 您的纯清之心商深表忏悔。
’

7 此时,跋多利婆罗门

8,听到 自己谙弟子这些

θ.伤心的言语,又想到

10.自 己已上了岁数,便
1i。 流着限泪,全身颤抖起来 ,

12 握着慈善的弥勃之手这袢

13.说 : 厶
第-,我因年老体弱,

14.不能前去拜见指引善路的

15.法师。第二,因将耍失去

16,象你们这样可爱的诸弟子,

17.我现在已成了活着的死尸。

18.我 完全尽到了师傅对徒弟

19,应尽的责任。当你们的眼睛变得

⒛。敏锐之时,可不要忘了你们的

21.师傅。再说,男儿们 ,

z2。 此帝戈沙摩菩提国中的

23,诸生灵都认为莪是-位非常伟大

24,守规知法,值得尊敬的狄尼达。

孔,如果你们抛弃我,而为了成得道 人

26,到天中天佛那里去,那么无数生灵

″,将会产生疑虑。他们将会说,

28.什么原 因使这些男儿们要离开

29,象跋多利婆罗门这样的英明法师

30.而 以天中天佛之法成为道人呢?

1.

2
 
:
刂



第二章第五叶  (A面〉

1,所以,男儿们 l如杲你们

2.在夭佛位于四种僧众之时

3.按近他,你们首先应该竭尽全力

4.熟知区分三十二种福禄

5 之吉相 。这些我已在

6.论中专 门讲述过了。

7 也就是说,第一,

8 足下平如镜子。

9 第二、手掌、脚心上的

10,神圣干辐轮显得非常

⒒ .清楚。第三、亮如火焰一般、

12,柔软、整苴、修长的手指。

13 第四、健美 的骨结构。

1d 第五、棉花殷柔软的手

15 第六、定趺高满。

16 第七、尔吞岿子-拌 的

17 大腿,馊人百看不厌。

18 第八、正立手摩膝。

1θ  第丸、象阿耆尼亚(180

⒛ 种马-样 的

21 隐蔽着的阴部

22 第十、象无节树 (18仞 -样的

23 粗圆身俸。他的个子

2‘ 和灾一样长,其庹之长

25 与其身体相当。

26,第 十一、全身的毫毛耸立。

27,笫 十二、每 -撮毛向右卷。

28 第十三、面容妤似

2θ 。纯金装饰 。

30.第十四、犹如孕妇

第二章 译文

10

亠
`

18

1θ

三o

21

2?

2s

￡1

25,

2e。

27

98

(B面冫

1,腼腆、健美的姿态。第十五 ,

2,身体分为七部,欲知哪七都 ?

3,即两足、两手、两肩、-臀 。

咬,第十六、两肩之问

5 宽大的肩胛骨就象

6.制作的-样。第十七 ,

7 魁梧的上身如鸡萨罗

8 狮子王匚18θ〕。第十丿
`,9 骨骼菲常端正的身体 ,

10 使人看不够。第十九 ,

n,弯 曲的朐骨。第二十 ,

12 完整的排列着四十颗珍珠般洁白的

13 牙齿。笫二十-、 牙齿无瑕疵,无

“ 裂缝。第二十二,整 齐幽牙齿不可

议。

△ 第二十二、罕见 i;白 拘臼世完美

舌+专 。

第二十四,象 狮子肚

一样宽大的趾皮。

华=十
五、口内滴着

胜过 -切甜汁的天宫里的玉液琼浆

第二十六、宽、扁、薄舌。

第二十七、梵天似的声音。

第工十八、淡蓝色的Ⅱ艮睛。

第二十九、象公牦牛般的

眼睫毛。第三十,

用乌瑟 c19∞ 装饰的头部。

第三十一、象刚出生的小天鹅 般的

缦网的手指。第三十二 ,

浩 白 |i罔 丿p、 ≡ ~0B臭

2θ 以上的三十二种善相齐全 ,

30.然后,你们就可以有礼貌盹

35



第二章 译文

1.

2,

B.

‘,

s,

6.

7.

8

θ

△0.

11,

12.

13,

1犭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8

2厶 ,

25,

26

27,

28,

29,

30

36

第二章第六叶  〈
^面

〉 
¨

暗 自用心提出这样的疑问,即

我们的师傅跋多利智婆罗门的

长相、性格怎样?年庚几何:

曾将哪些论传授给了弟子?

你们再这样问他 :

‘
顶

’
是什么意思?

‘
顼坠

’
又怎么讲?

如果他能把你们所问的

各种疑难都解释清楚 ,

然后,你们就可以得知 :

无疑他就是全智的天中天佛了。

若问为何?即无论哪个

生灵若完全具各三十二

福禄之吉相,那末这个生灵

将被称为英明全智的佛。

你们当中谁岁数大,

就先让谁提出疑问。

然后,你们再轮流提出各自

学过的耶提优波耶耶夷尼迦 ,

路伽耶陀c!9n等 论中对非常深奥的

观念的猜疑,并且还要

提问星象中的各种

难题 ,如果他能对你们

所有的襞问对答如流 ,

你们应立即做他的弟子:

你们应潜入很难寻求的

具有佛果的宝岛,将〈众生从昔难中)

解脱的道路用善宝

如意来辅平。当你们达到极乐世界

之时,将属于我的善份归还子我。

(B面 )

望你们满足你们年迈的老父

之心愿。
’

从那以后 ,

慈善的弥勒和他的同胞

阿耆多等十五个男儿-起 ,

得到了跋多利婆罗门真诚的嘱托 ,

流着眼泪,哭着向跋多利婆罗门

忏悔,并将他的嘱托转达给了

五百名婆罗门男丿C。 然后

从跋多利婆罗门的城中出走了。

从此帝戈沙摩菩提国中的

许多民众是这样昕说的 :

慈善的弥勒离开自己的师傅

跋多利婆罗门将要去中印度了。

〈顿时),千千万万

男女老少,就象离开了

亲爱的父母-样 ,

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 ,

哭泣着走近慈善的

弥勒,尊敬地这样

说: “
善福天,您是

婆罗门纯净的梵天 ,

所有无望的生灵之希霓 ,

全帝戈沙摩菩提的骄傲。

您对-切慈悲为怀的祟高品德,

尊贵的智慧,对我们的仁瑷 ,

都底哪里去了?您抛下我们打箅

到哪里去?失去这种仁爱的痛苦

从何而降?您怎么能

抛下这样不幸的痛苷

哭泣的人们而离去呢?



第二章 译文

第二章第七叶  〈A雨》

1, (听到此话)尊者弥勃

2.菩萨象梵天-样 ,

8.看到帝戈沙摩菩提国中

‘.民众的忧虑和悲伤,他
5.如象神似的素身弯驱,俨菪一个

6.慈父对唯一的

? 娇子进行安慰,

8 对居民这样说;

9. “
望你们不要悲痛。

10.这天地间的法规就是如此。

⒒ 耍知道为什么吗?在如此漫长的

12~岁 月中,虽然诒生灵之子沉浸于

13‘ 五爱讧t狂欢之中,但是就象喝了咸水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蓬 。

25,

26.

27.

28.

29。

30.

-I奸
Π∶0Ⅰ ILi=。  卩I1∷

与1∶ Ⅱ±艹众主长均共享挟乐,

但最后必定耍经受与所爱

离别的痂昔折磨。虽然

长 l·
r,珍 廿,保养自己的身体,

但最终还尹要死亡。

所以智者之子只有以自已的

善行、美德、幻影殷地流芳平古,

才不会被舍弃。何况玑在

法轮王即将在达天地间

显现,谁若敬仲他,并把希望

寄托于他,他就赏给谁四种道人

之报酬冫将以支迦萼提 09刀之果

鼓励之,从而使众生得到

最 公 止 lVl bdb罘 之秽 。王 同 、御
^、

强盛,幸福的诸保护神(19ω者接近他

将获得永不毁灭的世间之利根。

〈B面 )

1.那些堕入地狱、饿鬼t】 90、 畜牲

2,道的昔命而又可怜的生灵 ,

3 只有念佛之仁慈,在恶道中

4 净化心灵,才能依靠自已的

5.力 量,从三恶道(:9田 中

6 解脱出来而得敢。派遣于我们的

7,使者的明亮的光芒之启示已来临。

8,应该完全按照他的旨意

θ,

10

11

12,

13

1刂

15

16

行事。所 以公在敬要离开这个国度 。

你们不必过分绅

悲伤
”

之后,千千万万个众生,

舍弃 自己的父母家眷 ,

跟随尊者弥勒

菩萨而去 。然丽 ,

当佛转轾工Ⅱ长子,

慈善的弥勒芈萨

17 从帝戈沙庳吝提国中出发 ,

18 朝着屮印度走去时,无论经过

19 何处,都有无数生灵以隆重的

⒛ 仪式迎接他,进行多种供养。

21 当他要 出城告别时 ,

22

23.

2硅

25.

26,

27

28

￡ε.

30.

数不尽白1生灵,善者抛弃

白已所爱的僧众 ,

踉随慈砉的弥劾菩萨之后

丽去了。在无数廿间,

弥勒积善念,已戍得所有

善得之主。 (因 雨当他)每到达

一个森林,森林中凶猛的狮子

虫 茔  艹 镊 ’~+聃耸 骨 翕 再 猫 驯l眼了 .

非常服贴。大象用鼻子



第二章 译文

第二章第八叶  (A面 冫

1.卷起莲花,行至慈著的

2.弥勒菩萨之前,转体向右 ,

8.表示了最高的敬意 ,

‘.狮子、老虎都伏卧在地 ,

5,以清澈的舌头舔着慈善的

6.弥勒菩萨的脚底,这样说‘

7. “
我们对所有的

8.生灵都犯过罪。

9.折磨死苦命而又

10.可怜洵动物宋养育我们

11.自 己。我们的天,

12.您对所有的生灵都慈悲为怀。
13.莪们是-切罪恶之根。

1刂 .您是爱护无数生灵的仁者。

15.我们是恐吓所有生灵的无福的畜生。
16.我们现已知罪

17.从今天起将除

18.罪恶之根,和其它

1θ .动物-样,以水草养育

zO.自 体,这应该成为我们行善
12.的 因缘。 (我们希望)在备界
羽。与您相逢,从轮崮中解脱
23.出来。

”
慈善的弥勒菩萨也

肛 以秀窄修长、丰润温暧的手扶摸着
25 野兽的头都,这样说:

26, “
善念的孩儿们,望你们

27.不要作恶,由于你们自己

28.所作的恶行,已堕入了这样的
29,恶界。如果现在你们还犹豫

s0,不决,不停止作恧,那么你们只有

〈B面冫

1.从黑暗走向黑暗了。
2.所以你们应该竭力从黑暗中

3.朝着光明走去。
”

慈善的

4.弥勒持着各种纯婆罗门

5.之法规,在森林中行走 ,

6.为 岌物界施善,他 日以继夜地
7.赶路,使至高、伟大、

8,强盛的上天感到高兴,

9.馊各国各城的众生

10.得到巨大的善果。

11.此 时,梵天、帝释、

12.四 大天王、伟大

18.强盛的色界

14.谙天c1θ Φ欲界之六重天‘Iθ’

15.的 渚天,诸天女,

16,看到慈善的弥勒苦萨,

17,便全都躬身、合掌 ,

18.走近他这样说:

二θ,“我们投奔归附您处。

20.您的智慧超过-切伟大的

21,智者、梵天、诸天。     ∷

22 您在长途跋涉中,静虑了

23,许多深奥的掸。您领悟的禅,

24,除了天中天佛之外 ,

25,别无生灵能够修习。 
ˉ

⒛.您是各界生灵仁慈和智慧的

27.摇篮。我们为您成得伟大君主的

28.智 慧而顶礼膜拜。
”

尔后 ,

2θ 。多 闻 天 主 将百撮 〈毛制成的)天拂

子(19钔

30, (握在手中〉,在慈箐的弥勒



第二章 译文

第二章第九叶  (A面 )

1.头上空转悠

2.按照增长天王Ci9Φ 的旨意,

8.难陀〔2。 °,跋难陀〔201,等 鸠盘提 c2°幻谙

王 ,

蓬。在慈善的弥勒普萨

5 将要经过的地方清扫。

6,尊照广 目天王〔2° 3’ 的旨意,

7.羯罗波罗曷 c2° o等诸龙王

8 将散发着麝香味的水

9.洒于地,便大地湿润。

=10 毗首羯磨 @°巾圣天以各种花卉 ,

11.装 饰,美化着道路。

⊥2 按照持国天王Ω0⒗ )的 旨意 ,

13 牟卢(2◇ ;ˉ ,泣涅边尸ⅡOs∶ 等

11 谙花闼婆王滨奏窘

五种 Ll人百 l,^不厌的乐山。

这时梵天对帝释这样说:

“
请看:i乔文迦。。9),目为

弥勒在前世以澄沽的心

看待了慈善有福的生灵.

狄尼塔以及父母。所以当他

抵达白雪皑皑的原野和森林

时,谙天和生灵以罕见的碳意

对他表示了敬奉。他历尽

艰辛,实行自制,绝元感官上的

享受。但他还是在如此漫长的

道路上行走,忍受疲倦,

以永不沉沦的耿直的心,

对所相Bl笠灵产生了者忘。

他在现世,念天 (中 天)佛

仁慈的功德,在来世

⊥0

16

17.

18

19

20

2△

22,

23

∶∶讠4,

25.

26

27,

zi::,,

2θ ,

30.

(B面 )

1 深思熟虑修习的禅定
”

。

2 按着,帝释这样说:

3 “
他复作殊念,更加

刂,接近天中天佛,

5 出家成得道人。现在 ,

6 请看我的天,由于他

7 头顶上的蓝冠不停地

8 在滑动,他就将其稍微向前

θ 挪动了-点。无论从

10 何处传来天中天悌的旨葺,

他都以淡蓝色的眼睛,以无限的

渴望,不断地注视着

那个方向。他将以生来

没卞受过苦的娇嫩身子 ,

去长途裘 i9· 绝不会忘到疲劳不堪。

田他有戍仔道人的倩念 ,

为此会全力 以赴的◇
”

婆宣萨陀 ″1°

这样说: “
现在天中天佛已经

历历在 目。要问他在哪里?这不

已到达了属于中印度画的地界了。
″

须夜摩⑷ l)天按着说 ;

°
你们再朝那边仔 细地看看 ,

中印度国中的诸生灵象

黑云般的聚集起来,正沿着

恒河岸边前去欢迎慈善的弥勃。

全部生灵都对纯婆罗门种族的

慈善的弥勒 赞叹不 已 ,

啧啧称慕他那非凡超人

白1ˉ意。 :寸 琮勃

为众生的善念表示了敬意。



第二章 译文

1.

2,

3,

‘.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厶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硅o

第二章第十叶  (A面 冫 (B面 )

1.在天中天佛周围静坐

2,听经,现在我们应该下去。
”

3.接着帝释这样说:

4.“行:下去,我们应该

5,观看天中天佛和力求

6 佛杲的长子相遇的情景,

7.而-饱 F艮福。
’

8.这时,仁耆弥劭菩萨

s 阿耆多等-行十五个男儿

10 和其他四万众生,

11.得到上至苍天下至

12,城民的敬重,       `
18.他们以成佛的愿望 ,

⒒.路经中印度所属的谙国,

15,诸城,终于抵达IL觉 山。

16 〈此时〉,梵天等诸天王、

17.罗 喉c勿 臼、斯 罗 波 热 (2Ι o,吠摩质

咀利 (2:s’

18.等 阿修罗诸王、毗哩孕迦 (21Θ
,

19,伊那盘婆那等诸龙王 ,

zO。 童笼磨,童波提⑵ r,等

21,无数乾闼婆中的强盈者,

”,这时看见尊者弥勒菩萨

23,以勒吉威提 c2】 钔 (蓝色)的头冠 ,

2厶 .深蓝色绥子装饰着头邯 ,

25 以洁白的荷花床田】g,缠身 ,

zG,披着金色的斗篷,

刀,镶着珍臻的手镯,

28,戒指饰满了手足, 〈容貌)

29 俨若梵天,已抵达

80,正觉山。为了迎接

并对他那看不够唧英俊

面容津津乐道。
”

按着 ,

帝释这样说: “
在帝戈沙摩蒈提

国中,从达摩提河m” 与恒河之间,

生灵们正在前来,只怕

以后没有杌会和慈善的

弥勒相遇,于是象娇子对仁慈的

父亲-样,尾随而去。

犹如智法师率其侈刁的弟子-样 ,

婆罗门伟大辶请智昔,诸国,

诸城的富裕者,拥挤

不堪地堵塞了道路,

怀着晋见慈善的

弥勒普萨的愿望,跟在

他后面。
’

话毕,梵天

又说: “
自从 (弥勃)出 走 ,

离开帝戈沙摩菩提以来 ,

诸城,诸国的生灵,共计

四十万,将成得慈薯的弥勒

菩萨弟子的身体作了抵押。
”

然后,帝释这袢说:

“
这不是,在摩伽托国的

象征和骄傲正觉山上 ,

三界的信仰和希望之法师,

全智的天中天佛,

为使慈箐的弥勘成得

道人,而等待着。
”

按着,梵天又说: “
那里

还有伟大的渚天,阿修罗

诸龙、诸魔、诸乾闼婆 ,



笫二章 译文

第二章第十-叶   (A面 )

1.

2.

3.

遮。

5.

6.

7.

8.

9.

10.

11.

12.

1s.

1●

15

16~

17~

18.

1θ .

20.

21.

22.

23.

2硅 、

2s。

26.

27.

⒓9~

二BO。

仁者弥勒的到来,众人
′

以巨大的敬意,各 自

起身相迥,合拢金光闪闪的

双手,弯驱顶礼 ,

投去爱戴的 目光 ,

万般惊讶地对仁者弥勒菩萨

这样说道: “
您来得

正是时候,恰逢

重要之 日。葸悲为怀的

智者都在等候。 (不知 )

仁慈,全智的天中天佛

何 时才能成全你的修

佛之事?您舍弃

从丿1英勇∴j兜辜天

界的诸天,诸天女

以及天命而亲临此地,

现在将要和主宰一切的

天佛相见。众生的

寄托,巨大的心愿将要得到

满足。
”

然后,梵天般的

弥勒以晋见天中天佛宝的

心愿,在那些男儿的

簇拥下启程。只见 ,

天中天佛在无数

天众之间,坐在

以珍宝黄金制作的

象山-样,具有一百

十二干十巨福功德,盛严自亏

狮座之上述经道法。

因百万大劫以来

泛z.

3。

厶。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厶 .

25,

26.

27,

9Q

29,

30.

(B画 )

就已有见佛求果之信念的

(弥勒)悟觉到:窆无迁问 ,

那就是天中天佛。便回狙起

和跋多利婆罗门眚别时

交谈的那些真诚言语 ,

以清澈之心,含着眼泪,

哭泣着对敏捷的诸男儿说 :

“
请看!善者,无疑那正是

全智的天中天佛。细看事实 ,

望你们深思。
” 〈话毕,诸童齐观 ,

只见):以 蓝色的缨子装饰着头 顶 ,

公牦牛殷的眼睫毛‘深蓝色的

眼睛;似梵天的声音 ;

宽、J、 、菏舌 ;尝过

天皙密汁的牙齿 ;

狮子肚似的肚庋 ,口 内

清白的臼齿 ;四 十颡

完整的牙齿 ,无瑕疵 ,

无裂缝,健美的双肩 ;

魁梧的身体 ,身体的

七部 ;金色的面容

右绕的卷毛 (耸 立),

隐藏着阴部 ,粗园的

身体,直体摩 膝 ,

香獐子〔22Φ 子似的臀郜 ,

足趺高满 ,

长长的缦网手足 ,

矩 拈 sjt牙 鲼 的 n蔗

手面,非常傀美的

骨结构9手足心的  .



第二章 译文 卜

∴t· o9·       :|如 ζ廴l

1.轮印,足底广平。就是
2.这样三十二种福禄之吉相
8.非常明显。 (观毕,诸男儿)

4.非常兴奋地说: “
果然是全智的

5.天中天佛,真是慈悲为怀
6.正善囿觉

(221’ 、仁慈的生灵。确有
7.如此看不够的英俊

8.面容直爽、庄重的

θ。姿态、甜蜜的肓语。
10.议毕,那此男儿

11.想起给跋多利

12.婆罗门许下的

18.诺言,都举起手

1‘ .行礼,对天中天佛

15.表示了敬意。首先 ,

16. 由名叫提斯 c22幻 的男儿提出了

17.心 中的疑问: “
我们的

18.师傅跋多利婆罗门的

19.长相、性格如何?” 言毕,

⒛,天中天佛如此想道 :

21.这些男儿将对我提出心中所疑。
22.现在我应以无阻于

23.-切疑难的智慧,回 答

24.他们的疑问。这会对他们

25 全郜成为善和解脱的因缘。
zs.想毕,全智的天中天佛以梵天

27.般的声音对名叫提斯的男儿这样
28.说: “

很久 以 前 有一名叫跋罗那斯
Ⅱ23〕的

⒛ 仙人c224’ ,在这仙人之后,按照

30,顺序你的师傅跋多利婆罗门出世 ,

第二章第十二叶  (^面冫 (B面 )

1,因而被称作跋婆罗 C22初 。
’

听到
2.这些话,诸男儿异常谅讶

3.再次这样说: “
您那疑难

4.挡不住,全智英明的功镩,的碗令人
5.吃谅。

’
然后,阿耆多男儿

6.提出了心申的疑问: “
我们的

7.师傅跋多利婆罗门年庚几何?”
8,天中天佛以佛智充实的

9.心慧,这样回答: “
你的

10.师傅跋多利要罗门整整

1I。 -百二十岁。
’

然后

12.陀尼迦男儿提出了心中的

13.疑问: “
我的师傅跋多利     :

1‘ ,婆罗门向几轮弟子教授了

15.智慧的知识论。
’

天中天佛

16.以 大象般的洪亮声音这样     
′

17.说, “
你的师傅跋多利婆罗门

18,向五百个婆罗门男儿教授了

1θ ,智慧的知识论,他们之中

⒛.你们-行十六个人来到了这里。
’

21 然后,摩迦尼耆男丿1

22,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
众言

贺 ‘
顶

`‘

项
’
,所谓

‘
顶

’
之法规如何 ?冫

扭。天十天砩以铿锵的声音

25,这样回答: “
智慧的知识

26,佛界呈现的善经妙法 ,

27,佛僧、诸宝等善规

28 组成三宝,如有

⒛。善者之子对三宝冷心永恒的

3O。 澄净,便被称作
‘
顶

’
之善根 ,

·

渗

△

瞀

氵
t
.
〓



第二章 译文

1,

2.

3.

遮.

5.

6.

7

8.

9.

10.

△1.

12.

13

1ˉ∶.

15

16.

17

18

1θ .

20

21~

22

⒓3.

⒓4。

⒓5.

2FJ。

?7

‘0,

29

BO.

第二章第十三叶   〈A面〉

你们应该这稃理解善男儿。
刀

然后,乌波设弥田2s’ 男丿1

又 自行这掸发问 :

“
我的尊者天,‘ 顶坠

’
怎么讲 ?’

〈天中天佛)以狮子的

姿态这样回答: “
哪一个生灵

如果从前领悟三宝 ,

但后来 由于某些

原因而厌恶它并使

纯心变浊、妻缩 ,

这便叫作
‘
顶坠

’
。
”

然后 ,

波罗亚迦计等十名男儿

将投那修迦罗 o2冖 等论 中 自已学过

并希望 (深知)的有关 讠±i冖 均疑问

提出来,全 智的天中天佛 同佯

以那种难不住的聪明才智

分别给 予解笮。然后 ,

天屮天佛再次召见那些男儿

这样说: “
这四种吉相是善众

必知的,正确而又真实之法。

要知哪四种吗?其ˉ、

无我而领悟:带有五种

附属物的驱体,以无节制 ,

不永恒,痛苦之根源雨 皆空否?

其二、应该得知:因缘集 中,

带有五 种附属物 t勹 驱体

降生的根 由并且应该得知

刀 犭HJ Pf饪  ̌六 二 、 肛 啄 饣子
^H:

以前, (现在〉的流行法规的熄灭和

消失。其四、应该得知:达到涅檗的

29,

30,

〈B面〉

正遒 ,小道的性质以及

产生法规的性质。
”

听到

正确讲述 了这样深奥的

四种法言,除慈善的弥勒

阿耆多以外,剩下的十四个

男儿和其它几万天众

表得预流果 ,有些

获得一来果 ,也有

一些 (生灵)获得

不还果,又有许多 (生灵 )

为水恒的辟支佛杲ζ22臼

立下了心愿。然后 ,

尊者弥勒菩萨因无劫时

以开为丿
`类

之子供奉 ,

勃修。很久以来 ,

就以澄洁的心 (立下了〉

出家成得道入的愿望 ;

因而十分清楚地得知 ,

今 日自已将在全智的天中天佛

之法中无疑地成得道人 ,狄尼达 。

如此念毕 ,朝着以善

著称的僧众这样说 :

“
我们刚才都已看到 了

天中天佛那样伟大,使众生

得果的菁相 ,也听到了

纯净的、昕不够的经典。

如今没有这样的法规 ,即 毫不在

ou人八m碑嵛半 亘旧韦徐//lB9

以这不牢固、暂时的躯体,不合理的

心愿,不能够满足善德妙念。

刂3



第二章 译文

笫二章第¨¨叶

1,我要顺从您所爱的

2.善妙法规,对佛果

3,寄予最大的希望 ;

刂,信仰佛法,佛果、

5.信仰佛僧众、谙宝杲 ,

6,成得道人,施波扎菩提

7,之礼。我要持纯斋戒之印。
’

8,这样说完,清心、

9 躬身敬奉之后,

10,仁者弥勒菩萨

11.失去原形

12.成得道人 ,

△8· 狄尼达。此时,

1∠ ,这三千世间犹如

15,干界之上的船只,   
·

△6.进行了六种漂泊 ,

17,震荡。强大的

18,诸天在蓝天之上

1θ ,密布如星,遮云盖天。
20 从正觉山上传来曲调

21.即仁者弥勒在天中天佛
22,之法中出家,山城。

23.并从所有的地界传来了

2厶 .“善哉:”
 “

箐哉 :’ 之音。
25,这种庆贺的善音

26,上从无色天界,下至

27,阿鼻地狱,共 向传送着。
28,听 到仁者弥勒成佛

2θ 。的声音,四生五道的

80.生灵全部喜乐¨¨。



第二章 译文

1,

2.

8,

'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奎

1δ

16~

17.

18.

1θ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90

30~

第二章第十七叶   〈A面 )

蓝天中诸天大声对

(弥勒〉这样说:

“
为您威得道人狄尼达

而顶礼膜拜,由于我们的

赞美,您不久就将得到

王子智者之名,无论何时

您在佛界显形,那时

不要忘了我们。
”

尔后 ,

梵天目不转晴勉

看着仁者弥勃菩萨

对帝释这样说:

“
请看!多美、美俊的

面容与其 〈装束)如此相配,

简直和天中天佛象极了,

他以唯一的道人相称。
”

接着帝释这祥说 :

“
为这蓝天之上的福禄 ,

诸法师喜乐异常,全都

以无数种赞美、颂扬了

慈善的弥勃,将 自己的

身体抵押与他。
”

然后,

波罗亚迦计和独自

留下的阿耆多等

十四个男儿和相随的

四十万众生全部敬奉

弥勒菩萨,按三种心念

抛弃儿女成得道人狄尼达。

之后,波罗亚迦计男儿获得预流杲 ,

?丨 景大的敬意 u黄中女佛耶翠菘得佛

旨,

以他自己的俗体向师傅跋多利婆罗门

(B面冫

送喜,朝着帝戈沙摩菩萨提国

走去。最后,尊者天中天佛

召来以仁者弥勒菩萨为首的

四万刚成得道人的僧众

这样说‘ “
你们是我善福之儿,

这善妙中之善妙是

你们已成得道人狄尼达 ,

善中之善是你们

已获得道人体。你们要问为什么 ?

象乌陀跋罗花一样,非常

难退的诸佛将要在地界呈现,

如杲你们我到这样难得的师傅,

应该以身体、语言、心灵、

行善积德,为完成佛的旨意

而努力。成为达到涅舆之境舁者 ,

在涅檗之道的行进者。

为此,你们去吧:为 自身

求善,为他人的功德雨霍情。

我现在还要去拯救

优楼频螺迦波〔22θ〕等诸生灵。
’

自此旨意之后,那些聚集

起来的无数万僧众

四处散行。《弥勃会见记 》中

弥勃普萨成为道人的第二章

缭束。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刂s



笫三章 译文

笫三章笫-叶   〈
^面

)

1.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槽

2.砚此法言 (第三章)应在迦毗罗卫城

3,尼枸卢陀(2。o寺庙中得知:这时

‘.摩诃波闵波摁 i乔县弥rz8n夫人

5.的名叫柏提尼Ⅱ⑵ 的女仆

6,为他听天中天佛 (何时)

7.从舍婆提(28s’ 城到迦砒罗卫

8.城,出 城向尼枸卢陀

9.寺庙走去。 (她)走到寺庙

10.门前,叫 出摩诃男吾热库⑵o
11. (向他)洵问。此时到寺庙的

12.诸妇女中的-个吾怕山奇(23”

13.出来,看到帕提尼姑娘

1‘ .这样问: “
你从何地为何事

15.而来 ?’ 帕提尼姑娘回答 :

1s.“为了知道全智的天中天佛

17. (何 时)到迦毗罗卫城,特来

18.向摩诃男吾热库王询问。
”

1θ .接着郯个吾怕山奇又问: “
天中天佛

20.的 到来与你有什么关系?’ 帕提尼
21.姑娘回答t “

释迦族夫人摩诃浚葭波

提

22.侨昙弥非常辛苦地

⒛灬劳动亲手为 (佛)织 了一块金色袈裟

布 ,

扭 .洗净准备完毕后派我

药 .打听天中天佛 (什么时候)来。
”

⒛ .听到这个话,那个吾怕山奇

27.惊奇地说: “
便所有的妇女

28.得到幸福的、培养娇嫩者成长

zg.的是侨昙弥夫人。她为什么还干

30.使所有的智者降低 (身份的)事 ,织
男阝易破

31,的布呢?又为何以自己神圣之手而织

〈布)呢 ?”

〈B面〉

庵

听到这样话帕提尼姑娘这样说:

“
如果仅仅是织布那就不算什么苦

’

按着那个吾伯山奇又问·
“
除此之外,她还干了些什么?’

伯提尼姑娘回答: “
种棉

季节, 乔昙弥夫人亲手撤种子,

锄草季节L〈 她)亲手锄草

亲 自浇水并迸行 (田向)眢理。

自已亲手种 (棉花)∴ 自d
弄干净,自 己扯,自 己拣

自已纺,亲手织成布。
’

接着

鄄个吾怕山奇这样说: “
我刚

才从天中天佛嘴中得知那时

摩诃波屠波提夫人

以山珍海味盛情款待了

16,毗钵尸 tz3ω夭中天佛, 〈肘他)表
17.示 了自己的敬意,以行善

18.之德 〈使)所有的释迦族 (妇女得到

幸福 )

19.的公主般的夫人是天中天佛

20 之奶妈,其相貌就象十六岁

21.的 姑娘-样永远焕发着青奉。

22.并且有无数个奴仆

23,在其周围供养,那象什么话?她为什

么

24.还要亲手种棉花?为什么象受苦人-
样

25 〈亲 自)织布呢?” 接着帕提姑娘

26.这样回答‘ (她 )以伟大的

27.忠诚之心,以 坚定莳信伽

28,作了这样多的 (善〉事,象受

29.昔人是什么话?现在你再

30.听-听,要问织布的原因

31.让我告诉你吧:以前

4δ



第三章第二叶  (A面 〉

1,得到万能的天中天佛

2.之福,使慈善的弥勒菩萨

s。 出家成为道人,然后与取

碴。掉头冠的-干个新道人一

s.起,为了便父亲净饭王

6.母亲摩诃波阖波提忻昙弥

?.夫人以及释迦族官员,夫人

8.和人民欢聚-堂 ,

9,特地来到迦毗罗卫城

10.那时释迦族的官员举行

11.了 隆重仪式。

12.天中天佛向男人们讲

13.经时,当地的妇女,公主

1遮 官员¨⋯应该⋯¨然后

15.天中天佛首先只讲了

16 一次经,八万释迦族 (男 人 )

17 得到了幸福。第二次讲经

18 时,六万释迦族 (男 丿、)得到了

1g 幸福。第三次讲经时,四万

20.释迦族 〈男人)得到了

21 幸福。总共有十八万

″.释迦族男人从烦恼的痛昔中  :

".解
脱出来。而释迦族的妇女

扭 .没有得到幸福。看到这个情
25.景,释迦族的诸妇女沉入忧虑
26,和痛昔之中,痛心的相互哭泣,

27.这样嘀咕着说: “
这是什么原区?

28.为什么天中天佛 (只〉给男人们
2θ ,讲经昵?为何不绐妇女们

30,讲经?” 她们这样说着,全部
31,集合起来向摩诃波阖波提桥昙弥夫人

第三章 译文

第三章第二叶  (^面〉

这样请求: 〃
象吾都巴尔花-样

的贤知佛经过无数次

轮迥之后降到人世。

我们曾和那些非常难得的 ,

幸福的生灵相遇。他现在-
点也没有给我们讲经,我们又

未能看到他那看不够的 (天中天佛)

之相貌。

现在您 〈应该〉为此努力,我们托您

的福

9 争取得到听经和看到

10 天中天怫的机会。
″

11,然后那释迦族的桥昙弥

12 夫人关于妇女忄l的请求 ,

13.请示了释迦族君主净饭王 。

1查 君王下达了宽大旨令: “
从今后起

15 妇女们可 以听经。
”

听到此宽大

16 杼令 (之后 )、 妇女亻∫1集合

Ⅰ 起来从迦毗罗卫城出发 ,

18 i句 尼枸卢陀寺庙走去。

∶9 过时得割幸福出释迦族男人

L0 迎面走耒,设有对妇女们说

21 任何话,平 静地向前走去。设

'2 
有得到聿福的蛮横的释迦族男人

" 
走到妇女们之前这样说 :

扭 ,纟妇女们,你们到哪里去 ?

P5,并没有让你们到尼枸卢陀寺庙

￡6,听经的旨令呀?你们要问为什么 ?

″。我们的同胞悉达 c31” 正在讲你们 的-

百

:8,种缺陷呢。
”

然后妇女们这样问 :

29  “舞 布旧 底 礻手料·么

30,缺陷?” 接着释迦族 (男人们)

31,这里说‘ “
他给我们讲经时,

,
‘

`
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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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章第三叶  (^面冫

1.经中有这拌的话:她们有
2.五种缺陷。欲知黑毒蛇

3,有哪五种缺陷;

硅。第-是讨厌的臭气,

5.第二看起来面目可怕,第三

6.是瞌睡,第四 (长的是)叉舌,

7.有烈性毒。与其相同,每 -个
8.妇女也有五种
θ.缺陷,第-,喜怒无常,

10,第二,争风吃醋 ,

n.第 三,感恰易变,第四,无恩无德
12,第五,喜欢出风头

13.善良而又禁欲的人 (宁愿 )把烧红
1厶 ,的 (铗)锥子刺入自已的眼睛,而
15.决不以调情之心盯着

16.妇女。诸妇女何时才能倮持纯
17.斋戒的礼仪?哪-个经上不是说
18.如果 (有妇女)曲家,主持狄尼塔礼

叫st,

19,那么此经就会邋失,不能倮持纯清。
20.如 前所述你们有各种缺陷。

’

21,听到这些话,所有的妇女都说:

22.“经受九个月零十天怀孕期
23.的是妇女 ,受尽分娩

扭.阵痛生育的也是

⒛。妇女,千辛万昔地进行
26 养育的也还是妇女,难道现在
27,妇女还要被人看不起?还要受到歧视

吗?”

28,接着-个妇女这样说:

2θ  “
视因缘诸佛排斥

30,某些生灵,到 -定的时

31,侯叫那些生灵跟随智者走。

第三章第三叶  (B面 冫

】.现在我们不要囚为这些i   ¨
2.冷酷的,蛮横的释迦族 〈男人)的 话
3,而放弃听经的机会而退缩回去。要问
厶.为 什么?我们具有奇侍而又难得的六

种

5.美德。我们是从八种
6,欠缺之地廨脱出来的

7.我们遇见过万能的

8.天中天佛。给我们

9.讲经的那种黎明

10,快点到来吧!让莪们

11,真诚地听经吧:″ 然后

12,从摩诃波阖波提为首的
``万13.释迦族的妇女朝着万能的天申

Ⅱ,天佛的方向走去。然后万能的

15.天 中天佛知道了那些妇女

16,心中的想法。囚此

1?.叫 出诸道人,下 了这样的旨令:

18.这五种善行屑于谙尼姑 ,

19,第-,她们不使家园宫庭空荡,

20,第二,积累并保存 (劳动 )得来

21.的尔西,第三,在有病情时,

22.(她们)伺侯病人,第四与男人

23 们尽情地享乐 ,

24,第五,诸佛、辟支佛、渚罗汊

25. (以及)幸福的生灵全都是

26.妇女生的。听到这个旨令,妇女
27,们兴奋异常,欢喜地这样说:

28,“那些蛮潢的释迦族 〈男人 )

29,说的都是废话。他们对我仰

30.说悉达难以理解地排斥我们。

31,现在天巾天佛以世界上

第三章 译文
^

第五



第三章第四叶  〈A面 )

1.所有的赞美之词颂扬

2.了我们。现在我们不必胆怯了。

3.要以毫不惧怕的心情去听经吧。
’

碴.然后天中天佛给释迦族的妇女讲

5.述了如此动人及深奥的 (佛经〉。

6.听讲之后,八万妇女

7.得到了聿福。第二次讲经时,

8.又有六万妇女

9.得到了幸福。第三次

10.讲经时,四万妇女

11.得到了幸福。
” 〈叙 述 完 以 上的故

事 )

12.那个帕提尼姑娘对刚才的

13.木提卡″‘由吾怕山奇说: “
请看l我^ 

的善女
1垒 .那时就是 那 样 得 到了那些巨大的利

益 。

释迦族妇女 (只 )听了三次经。 〈就

礻了)

十八万释迦族妇女得到了聿福。
”

然后邛再怕山寄又问:

“
除此之外,‘乔昙弥妇人又

干了些什么?口 然后帕提尼姑娘回

答: “
从那以后 i乔昙弥夫人有这样的

想法,再从天中天怫 (那里)

得到了非常巨大的榘惠木 〈殷)的

利益,和许多释迦族妇女

一起得到了苏卢多波那之果 ,

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要以财产,按规距

以恩振德,向 〈佛)表示敬意。
”

接着那个吾怕山奇 〈又)问 :

“
有了如此好的想法之后 ,

又子了些什么?:然后帕提尼

焙墁过廾溲: “
此后叫屮夕W’ 都缔下

了
这样的命令,什么地方有适于种棉花
的八种(?)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姓

25.

26.

27.

28

29.

0⌒

81.

第三章 译文

第三章第四叶  (B面冫

1,什么都具各的地,你们就将那些地

2,犁好并浇上水,我将要为天

8.中 天佛种棉花。
”

犭.听了这些话之后,那个吾怕山奇

5.满面笑容地对怕提尼姑娘

6.这样说: “
你刚才说桥昙弥夫人

7.亲手纺线织布。那么布

8.是她自己用棉花

θ.织的吗?” 然后帕提尼姑娘

10.这样说: “
我是用自己种的

⒒ ,棉花,纺成线织出来的。妻问是

12 什么原因?她决不是因为贫穷

13.潦 倒,也不是因为随从和奴仆

1丛 的缺少而自己织布,是因为

15 她为了以永恒的纯洁的心灵为

16 天中天佛,为 自已所吾爱的儿子

17 制衣11穿 丽纺织的。

18 布织灯之后,知迫

19 预兆白t智者这样说: “
谁要

⒛ 布施,将这制成的衣服带去

21 让天中天佛穿的话,那么这个生灵

22 在世界上一定会成为金光清面满身

23 成得正杲,将成为智者,将获

加。阿毗斯卡之名。
”

又说; “
除了慈

25 善的弥勒以外,没有

26.一个生灵能够成得正杲,

27.占 据佛子的地位。那布

28.到慈善的弥勒手中之后,他再

29.布施,送 到 天 中 天佛那里时,才能

(算作 )

30 成为金光满面浦身的善事。

3⒈  (池只肓)努力才能成得正早:

‘g



第三章 译文

第
=亮

第五叶  (A面 冫

1.才能取得佛子的地位。

2.所以那时挢昙弥夫人

8.派人询问天中天佛

犭。什么时侯到迦毗罗卫城来。’
这时

5.-个名叫祁提卡的仆人,从远处
6.大声地这样说: 〃

摩诃男吾热库
7. 已告诉我天中天佛
8.什么时候来,听说

9.今天耒。
”

听到这话,帕提尼
10.姑娘这样问: “

你是什么时候
11.为 什么事而去的?” 然后祁提卡
12.仆人达样说: “

耶输夫人

13.织好布之后派我去询问

1硅 .天中天佛和罗Ξ艮罗(23叻

15.什么时候来。
”

然后那个
16.吾怕山奇这样问: “

为什么
17,织 那么多的布呢?’ 帕提尼姑娘
△8,这样说: “

侨昙弥夫人在家为
19.天中天佛织布。与此同
20,时又有五百个释迦族 (妇女 )

2】 ,为伊那拉诸道人织布。
”

接着
22.那个吾怕山奇又问: “

现在
23.这些释迦族官员浩浩荡荡Jtb从

2丛 .迦毗罗卫城出发上哪儿去呢?″ 然后
2s,祁提卡仆人这样说: 女

要到天中天佛
26,那里去。

’
然后帕提尼

27.姑娘这样说: “
现在我应该回去

28,把这些情况察告忻昙弥夫人。
’

2θ .然后祁提卡仆人这样说:

sθ  “
我也回去眚诉耶输夫人

31 天中天佛要和

第三章第五叶  (B面 〉

1.阿难陀Ω40,-块来。
’

然后

2,吾怕山奇这样说: “
那么

8.我也去迎接天中天佛。
’

4,她们这样交谈完毕 ,

5.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去。然后

6.五百个释迦族妇女簇拥着

7.摩诃波阖波提忄乔昙弥夫人 ,

8.(她 )手簿着金色袈袭布 ,

9.向耶输这样说:

10.“这种机会什么时候到来 :

h.我应该 〈亲眼)看到佛庶迦趑罗

12.君王穿这件衣服

18.然后耶输这样说: “
现在

14.佛庶迦越罗君王在尼枸卢陀

15,寺庙内。令人精神振奋 ,

16.欢欣鼓舞的佛旨及奇特

17,的 事情的到来已经还远了。
”

然后

18.忄乔昙弥夫人看到尼枸卢陀寺庙,

19,这样说 :“正是在尼枸律陀森林之中,

20.我们的君主悉达和帝释神

21,一样,以爱情的知识使六万

22.公圭和妇女高兴,欢喜 ,

23,使他们享受福。这次又正好在

2丛 .这片森林 中,使烦恼的野兽恐惧的

25,能便其粉碎的象狮字-样全智的

26,天中天佛的旨意,就象医治

27 爱情烦恼的药品。
”

然后

28摩诃波阖波提∷乔昙弥夫人到尼枸卢陀

29.寺庙这样说: “
现在全都释迦族的

30,⋯ ⋯佛将摩尼珠珍宝

31.¨ ¨朝那方向 〈走去 ,在路 )

50



第三章 译文

1.

2,

3,

碴.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厶 ~

25~

26~

27.

第三章第六叶  (A面 ) (B面 )

恭敬地头面礼足这样

说; “
我敬仰你所有的功德。

可爱的宝贝善儿,祝您永世安然无恙

希望-切生存在轮回之中的

妇女生育象你这样的男子,以

便从三狱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

接着天中天佛这样说:

“
希望你为所有生灵

得杲并满足心愿

而祈祷。
″

然后 i乔昙弥

夫人双手箨着金色 (袈裟),

非常爱慕地望着天中天佛

这样说: “
天主在上 ,

j=布 是我亲手为全智的

天△天山织的。

以你的慈悲和智慧,为了

我们的情意收下这袈裟吧。
”

然后天中天佛以慧眼

盯着 〈那件袈裟〉这样说:

“
如果将这宝转向僧众 ,

一定能送到仁者弥勒的

手中,然后由他砖施

于我。此因缘将便

仁者弥勒在世间金光满面 ,

善德具备而成正杲。
’

⋯⋯佛子的智慧
¨¨得知此事
⋯⋯这样说: “

这

施合
⋯¨得此旨意

侨昙弥夫人有了这样的想法:

上看了看这样说: “
这是

褐色大地的装饰,梵天佛

之法转遗留下的痕迹。
”

话单,所有的妇女都看到了

那痕迹,-齐跎拜于此地。

接着瞿波夫人这样说:

“
妇女忄】,请看 !犹如强大的

太阳神位于蓝天上的白云之间,

太阳神般的佛也伫立在

诸释迦族官员之中,

在尼枸律陀森林之上空

闪烁着全光灿灿的光芒。
”

然后,i乔昙弥夫人这样说:

“
我那殡诚奉法的

爱子,在盒光洧百坐在地上设法。
”

这时释迦埃诸官员看到了

i弄昙弥夫人, 〈禀报)天 中天佛。

〈请官员)立身 (向前迥接)。

然后,合掌向白饭王〔21妇和净饭王

进言: “
我主,您请看 l

摩诃波阆波提俦 昙弥夫人手捧

着宝布迈着骄健的步伐走来。

由于桥昙弥夫人前世的菁德,

祟高的保护神

给予她鼓励和援助¨¨

天中天王帝释⋯¨

的天中天佛⋯⋯

柔和的金色 (袈裟布)⋯∞。

辛专￡刂合沣

亻秀昙弥夫人 〈向全智的天中冫

天佛⋯。°。

10

⊥⊥

12

13

⊥氵

1G

17,

18

19

20,

21

22

23

2逆

25

26,

27,

28,

80.

31,

°
乙 

 
o
一

 
 

°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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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章 译又

弟三章第七叶  CA面 )

1.这布是我专为

2.天中天佛织的。现在

8,天中天佛如不接受这施舍,

厶.〈该昨办?)想毕,她恭恭敌敬地

5,向天中天佛劝道: “
伟大、仁葸

6,全智的天主,这 (袈裟)是我

7,受尽昔,亲 自专为你

8.织的。现在应以对母爱

9.的报答,收下它

10.穿上吧。
”

天中天佛再-次
11.这样说: “

如果你以真正的

12,庚诚之心进行施舍,那末

13.就请你以纯清之J0把它

14,转向僭众,不娶施向我,

15.⋯⋯你应行善积德。

16.听到此话,侨昙弥夫人以

17.向天中天佛布施之心愿雨乞求 :

18,“万能,全智的天主、望你

1g.满足我的要求,不要让我很久

20,以来化费的心血白费了。
’

听完此话

21.天中天佛如此想道 :

22.愚昧的无明是多么的恶劣。

23.怎么见得?如杲侨昙弥

24.夫人和我-样清楚,并将这布

⒛。施给偕众,那么

弥勒及渚纯净的道人狄尼塔

将会获得利根,侨昙弥夫人

28, 的脸色微变⋯⋯

29,为槽众之宝⋯⋯

30.应该询问¨¨

s1,全智的天中天佛

(B面冫

1.继续对桥昙弥夫人这样说 :

2,“我再-次,诚心诚意的

3.好言相劝,望休以纯洁之心

‘.立刻施给僧众,不要施给我。
’

5.听到这话,i乔昙弥夫人尴尬

6.地期待着,由于未能如愿含着

7.泪,以乞求的眼神望着尊者

8.阿难陀。这时尊着

θ.阿难陀为桥昙弥夫人

10,合掌,向天中天佛

△.敬言: “
伟大之伟大的圣天

12.侨昙弥夫人特地为您求功德。

18.您幼时失去了母亲。

⒒ .她用自己的奶养育了您并加以关照。

15,希望您为养育之恩,

16.接收达袈裟吧。
”

然后

17 天中天佛这样说: “正如你

~8.说的,i乔昙弥夫入为我受尽了

19.昔 ,给予我巨大的利根。

⒛。要问为什么?锇从小出生方七日就

21.失去了母亲,成为孤儿。她用自己

22.的奶养肓 了我,我 以这体

2s.成得正果。所以说她对我有养育

2丛 .之恩。接着听阿难陀,我又向忻昙弥

夫人,

2δ ,⋯ ⋯因为说

26,⋯ ⋯有血有内的身体

27.⋯ ⋯我又是她的

28 ¨¨她养了我

zg。 ¨⋯ˉ出世以来

sO,⋯ ⋯因缘

31,⋯ ⋯她 以

6
 
7

°
一
 
,
〓

丐2



笫三章 译文

1,

2.

8.

碴.

5.

6

7.

8.

θ.

10.

1△ .

12,

13

1厶 .

15

16

17,

18.

19

2o

2△ .

22.

23.

2查 .

25

26‘

27,

28.

zg.

80.

3△ ,

第三章第八叶  〈A面 )

世界上罕见的奇珍异宝装饰并创造

了我,我以最纯洁的斋戒装饰了她。

她 以山珍海味养肓并满足了我 ,

我又以仁慈的智慧

使她沉浸于幸福之中

也满足了她。她以世俗之水

冲洗创造了我,我以圣神的

八流之水冲洗了她,并将

八十八种耻辱和烦恼之浊

从她的胸前心中洗净。

她以世俗的花朵

装饰了我,我也以菩提之花卉

装饰了她。所以说世俗的财产

很难与上述的功德相提并论。

因此现在侨昙弥夫人

应把过布施给僧众。

应该萼亘我,也应该

尊重僧众。阿难陀你应

好好听,仔细想一想。

七种僧伽孟兰盆施合被称

作 善 行,除 此 之 外 十 四种补特伽

罗ζ2‘ 2’

施舍也谓之善行。
’

听完这些话 ,

1乔昙弥夫入如此想道:何谓

七种僧伽孟兰盆

施给憎众之善昵?

天中天佛这样说:

〈B面 )

1,这是向僧众施舍之三。

2,经常施给沙弥尼 (24ω僧众,

3.这是向僧众施舍僧伽孟兰盆之四。

4,以平等的纯洁善念

5。 从僧众内叫出-个、二个或≡个

6,僧人,给他们施舍并以饮食款待 ,

7,这是僧伽孟兰盆施舍之五。

8.从沙弥尼偕众中公正的

θ.叫 出一个、二个或三个沙弥尼,’

10,全 力爱护、尊重他们并给予施含 ,

i1。 这谓之僧伽孟兰翁施舍的誊行

12.之六。来世在我的门徒中还

13.会有无法、无斋戒、堕落的

1丝 .长箐憎,如杲以纯心把他们

15.视为是虔诚的优婆夷、傥姿軎

Ⅱ 善男、信女而侠养 ,

1t 这是偕伽盂兰盆施舍之七。

18,⋯ ¨海水常流,要问为什么?

19 所有在真正之法雨勤修者 ,

20 以自已的言行雨随法行¨¨

∷ 知法者的善德深似海洋,

22 无量的功德象蓝天一样。

23 ¨¨就象一切善法⋯⋯

2吐 ,⋯ ⋯被称作憎众宝,所以你

’
°

r
υ



3.

4.

5,

6,

7,

8

第三章第九叶  〈
^面

〉

1.这样说: “
第-如果仅仅

2.施向天中天佛,就
渭之阿难伽那c2犭。,施舍。
第二如果施向诸辟支佛,

第三如果施向罗汊果而
勤修的善者,第四如果
施向罗汉,狄尼塔,第五如果
施向获得不还果的狄尼塔,笫六
如果施向为得不还果而勤修者 ,

第七如杲施向获得
-来杲的慈善

·

生灵,第八如果

施向为得-来果而勤修
的善者,第九如果施向
获得预流果者,第十
如果施向为得顶流果而勤修
的善者,第十-·⋯ 如̈此众多
⋯⋯施向谙狄尼塔
⋯⋯第十二如果施向

持斋戒的人类之子,第十三
⋯¨无论有什么¨¨

如果施向⋯¨第十四如果
施向禽兽¨¨这渚¨¨
⋯¨生灵⋯¨

¨¨山⋯¨

9‘

10.

11,

12.

13,

1‘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吐 。

25,

26.

27.

28.

29.

30.

31

r^

第三章 译文

⋯ :.

(B面冫   
Ⅱ  ‘·

1,如果施了。施合之因果是什么拌
2.呢 ?然后天申天佛      ^
3.得细诸释迦之所念,这样   Ⅱ
厶 说: “

如果施向乌鸦及生亍
5.动物界的众生,将成为
6.拥有百界之财产的巨
7.贵者。如果施向戒十恶
8.而无点滴斋戒的
9.狂妄者,将在干界

10,逐渐相续成囚而得果。持
n。 十斋戒者如果以纯心
12.施 向众生,在十万界
13.内相续不断的以其
14.因果而得乐。

15.邪见者如果断除
16.欲界之烦恼¨¨

17.如果施合,百⋯¨

18,在他的因果¨¨

19,(如果)以纯心 〈施向)

⒛,为预流果而勤修者
21.思念极乐世界

22.之乐而欢喜,在那里
23.可得预流果⋯¨

2吐 ,¨ ⋯施舍∴·̈    ·



1.

2,

s,

zt

5.

6.

7,

8.

9.

10.

11.

12.

13

1虿

第三章第十叶  〈A面 )

(他们又这样提问: “
向

僧众施舍还有区别吗?” 然后

天中天佛这样说:

“
是有很大的区别,想知道

为什么吗?如杲从僧众内    
ˉ

仅仅请出-位
道人请到家中恭敬地

珍爱并施舍于他,就等于

对所有的僧众遴行了供养。

上至君主,下至贫民,

念僧众之善从僧众中叫出一僧

以纯心为供养他而竖立僧伽盂兰盆之

菩念,谓之补特伽罗之善行。

除僧众之外,如果只施向一个狄尼培
15 谓之施 向狄尼塔。

16 但是⋯⋯
i帚 昙弥如杲把布

17.施 向天中天佛,休
18.草独⋯¨善行

19.⋯⋯如果施 向僧众
20.¨ ¨从⋯¨还应该请求
2△ ,得到天中天佛的容许,这
22.⋯¨这样请求

23.⋯ ⋯施 向僧众宝

2查 .¨ ¨天中天佛召来
25.所有的僧众这样

26.说 : “̈ ¨佛僧众      ∷
27.¨¨请求施舍

28~¨⋯内心那样
9ρ ˇ⋯⋯含判实 ,日 燮连冫
80~¨ ⋯如果有

slˉ ¨¨以及     ¨

第三章 译文

(B面 )

1.如杲有伟大,强盛的诸萼萨
2,所有的僧众立刻⋯¨现在

3 天中天佛无论怎样施行

‘,各种伟大的诸佛之事,对莪

5.也如此言语。
力

然后

6,所有的释迦族官员兴奋异常 ,

7.在天中天佛的足前头面

8,礼足,从右边

θ,绕着佛走 了十圈。

I0 全智的天 中天佛又在
i1.释迦城修了如此巨大的

12.无量功德,从那里启程

13,将功德施 向沿途所有

1丝  城镇的众生到达江遥城 ,

15 在阿革1沙神之森林屮⋯⋯

16 在江连城中⋯⋯幸福的

17 富翁⋯¨然后⋯¨

18.对女儿这样说⋯¨

19 妙哉,妙中之最厦是

⒛ 天中天佛之经典。要问为什么?

21 那时全智的天中天佛

22,在忻昙弥夫人⋯⋯之时,

幽 ,僧伽盂兰盆之施舍¨¨

24,

25,

26.

2?.

28

因果⋯⋯

从此所有⋯⋯

各种各样¨¨

听到这些话⋯¨

说: “
我们¨⋯

对经

⋯¨谁⋯¨         ∶
⋯¨对他仁慈⋯¨    Ⅱ∶ ∶

0
〓

 
 
3
 
 
8



第三章 译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刂 .

15.

16,

17.

18,

第三章第十-叶   (A面 冫

长相以来总是相续⋯⋯

我们干吧,长期以来的⋯⋯

刭那所行之恶¨¨

¨⋯成得¨¨然后¨¨

对公主这样说: “
诚实人⋯···

你 说的真好,如果是那样

我们到阿勒沙禅寺院,尽力

为供养所有的僧众⋯⋯

19. ·̈ ·̈ ·̈̈ ·

20,  ·······⋯⋯●

21.  ·̈̈ ·̈ ·̈ ·

22,  ······̈●●●●

23. ···̈ ·̈ ·̈●

2座 。  ······̈ ·●●●

25∶  ·̈̈ ·,¨ ·̈

26,  ·········̈·

27. ····̈ ·̈ ●̈

28. ¨̈ ¨¨̈ ¨

29,  ·······●●●●●

30,  ···̈  ·̈·●●

31, ···̈ ·̈·●●●

5θ

1.

2.

3.

姓
.

5.

6.

7.

8.

θ。

10,

11.

12,

13,

1‘ .

15.

16,

17,

18,

1g.

20,

21.

22.

23,

2丛 。

25.

26,

27,

28,

29,

30

81.

(B面冫

⋯⋯从院大门
⋯⋯把要来的狄尼塔
¨¨当耶俩个道入
¨¨如果到了,然后向前

头面礼足。并且拉着他们的手

领进堂屋,恭敬地让到上座。

以香甜可口的美味

隹肴款待进行供养



1,

2.

3,

犭,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厶 .

15

16

17.

18.

1θ .

20.

23. ¨̈ ¨ .̈¨ ,

2丛 。   ̈·,,. ,,,

25. .̈¨ ,¨ .̈

26.  ·̈  ̈¨··̈

27.  .̈.¨ .¨ ,¨

28. ¨̈ ¨¨̈ ¨

2θ ~ ¨̈ ¨¨̈ ¨

30. ¨̈ ¨¨¨¨

81. ¨̈ ¨ ·̈.,¨

笫三章 译灾

1

2,

3,

厶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o

16

17

18

19

20

21

22

2s

2娃

25,

26.

27,

28,

29.

30.

31.

(B面 )

如杲用-顿餐供养狄尼塔 ,

共因果将使上至天界

下至人类之体尽情

亨乐而不消失,最后将

平女的享涅檠之乐,所以

我沣回忆自己百万年

前莳生活。使从前之

罪过,现在这江遏城中
⋯¨割⋯¨卖主
⋯⋯我 (把)镶刀、绳
⋯¨从山上挖

第三章第十三叶  (A面 )

如果 (甲 )-日 内得

-百个金币,雨乙每 日

以饮食供养斋戒的道人-次 ,

这两种利益哪一个更为善? (他们 )

相互交谈着。那时在尊耆

无生⒁ s’罗汊的新八戒之 日

为所有众生说经道法¨⋯

以天圣之神耳,把那⋯⋯

谈论的⋯⋯

听到,并且还⋯¨

的弥勤 ⋯¨

57



第三章 译文

笫三章笫¨¨叶  (A面 冫

得 slJ了威严¨¨

人类之子从自己的嘴中⋯⋯

应该供养乞食的道人

狄尼塔而后享其乐果o

说完这些法言,萼者

无生罗汊起身

向别处走去。

鸡年11月 21日 ⋯⋯

第三天我又重新拜读了

这《弥勒会见记》。善哉、善哉、善哉。

洞彻并深研了-切论,

学过毗婆尸论的圣月菩萨

大师从梵语译成吐火罗语,

波热塔那热克酉提又从吐火罗

泽成突厥语 《弥勒会见记 》

中无生罗汉

鬯喻故事的

第三章结束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偕。

(B面冫

1,

2,借这善行之力¨·̈

3.¨¨塔克依甘成得

4.佛果。

5.

6.

7.

8.

9.

10.              ~

11.

12.

13.

】厶。

15.¨⋯借这善行之力,希望莪父
16.曲 塔 什依 甘 都统和母亲-块生于天

界。

17.

18.

19,

20.⋯⋯年 2月 6日 我统阿

21.⋯⋯读后,写下这些字。

22,

23.

24.

药。¨⋯天中天佛的

⒛。⋯⋯我曲塔什

2?。 依甘都统¨¨

28.

29.

30.

31.



第四章第二叶  (^面 )

⋯⋯得。第三将得神迅的   :
阿耆尼宝马。第四将得到

日夜能照亮-跋利口4s’

之地的珍珠宝。第五

将得到出自羯陵伽国m”

美丽而又难得的,象
绸一样柔软的女宝。第六

.将得到征集并施舍无尽财富

的男宝。第七将得到勇敢

有德的⋯⋯乌那库⒅ :,宝 。

以亮⋯⋯诸⋯¨之力

将得到整整-千宝⋯¨

在岸边转游,褐色大地⋯⋯

把无狼的褐色大地⋯⋯无⋯⋯在

.无毒元刺,安然无 恙的

突厥山谷中以皆大欢喜⋯⋯

在 很久以前大⋯⋯

君王的地界,千¨¨

高大的十六波罗那库模样⋯··。

把名叫⋯⋯抵押与烀居在

桓河之中的龙王宝札

取出来,竖起并施什

无量之财富,为众⊥施

利根 ,八万∵⋯

与侍搴官
=起

到 〈天中天佛〉

近 前,官庭⋯¨

得,断除-切烦恼
饣苴 t曰

第四章 译文

1,

2.

3.

碴.

5,

6

7

8

θ.

10

11,

12.

(B面 〉

衣着秀丽,合掌恭恭敬敬

地躬身向天中天佛

这样请求 :

“
尊者圣天,让我

成为具有七宝,完美的

僧伽转轮王,和 -千名

勇士男儿,在此世间

强盛⋯⋯

¨⋯摩诃波罗多
(25Φ 把棍

⋯⋯将无量财富,施
⋯⋯成道,-切 昔
⋯⋯”

然后

天中天 lPj这 样说 :

⋯⋯无知的男儿在死亡前
⋯⋯你应该希望
⋯⋯你在轮回之中生苑

流转,受尽了苦难。

⋯̈无法计量 ,

如杲不在此界

生死 (轮回),将 会在

一切界无立足之地。
⋯¨以在那时的元功德之体,

¨¨在⋯⋯山上高大
·̈ ··了,还有
⋯⋯你所流的血

¨ ⋯以⋯⋯建造了寺院
¨⋯许多血汗
 ̈  ̈'卜 Ⅱ幺h冫木

29

30,

r
υ



第四章
:

1
 
2
 
3
 

硅

第四章第四叶  (A面 冫 :

精神不爽。如此念果:锇

这即将离世的无果生灵

产生妄念,蔑视了

如此有福的幸运者。

雨后祁罗罗陀(25n富翁哭泣着,

含泪合掌腕箸对阿宥多僧

这样说: “
因为我未能清楚地

了解 您的仁慈。以为

道人长者没有来 ,

雨对您的善德产生了

怀 疑。现在¨··:

在您的足下,恳求

使我从罪恶中得以解脱

请 接受我的忏悔。
’

接着阿耆多僧这样说:

接受你的忏梅,青年

^从今天起改邪归正

吧 !” 看到这个情景

无数众生为自已的

邪见雨感到恐惧,

并 得到臣大之善根。

然 后天中天佛

对 阿耆多僧,转轮王

之位,所有⋯¨     r ·

站着自己⋯̈ ·

传 旨。然后¨¨

弥勒普萨⋯¨转轮

王 ⋯ ¨

5.

6.

7,

8,

θ.

10,

11.

12,

18.

1厶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8.

2d。

25,

26,

27.

28,

29,

s0

60

译文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B面冫

1.获悉到了近前,雨且

2.佛僧众已领悟诸宝之意, 、

8.施无尽善立身
ˉ

四处奔走。用衣服

覆盖头部,恰似耶苏吉c2⑵

6,龙王盘地。盘腿而坐 ,

深思熟虑非常难得的

佛果,静修       '
入禅。那时

尊者 目犍连

罗汉使怫僧众

供养八天的

¨⋯因此聚集者

⋯⋯收拾铺盖、缸¨¨

¨¨想灭火焰

⋯¨如此作念,

¨⋯每一个佛僧

⋯¨钵、水壶

¨¨【ol下 的找

¨¨覆盖着头郜在远处等侍着

厶

 
5

7
 
8

21.¨ ⋯脱去-角 ,从四面

⒛.¨ ⋯入禅,在近处

23.¨ ¨想推醒

⒛.¨ ··:然后将衣襟

25.· :·
¨抖-抖

26,⋯ ⋯心中如此

27 ¨¨推醒

￡8 ⋯⋯没有醒

29,

30.



1,

2.

3.

~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迢

第四章第五叶  〈A面〉

得到巨大火焰光照的有

杲者,沉恳了哪些禅戽 ,

现在我正集中精力注视着。

而后那尊者目犍连

罗汉以圣智慧眼

看到了铁金山ζ2s6〕 那边的

无数个不同的面容和驱体。

但是并未能辨清

坐在近处,上部

用布覆盖着静坐的

尊者弥勤蔷萨是哪-个
成道者?也没有知道别人

的心意,便入了掸定。把有漏
元漏之禅定⋯¨

坐着。为了知道他的心思,

想了想,并且⋯⋯

了,然后在此为什么⋯¨

是这样⋯⋯名叫跋罗尼陀 c250· ⋯¨

借禅定之智努力想知道

但还是未能知道。男外尊者

目犍连罗汊⋯⋯

以祟高的功德把那仁者

的位置¨⋯

¨⋯想⋯⋯绝不¨¨

僧众聚集的僧房¨¨

不能够⋯⋯并且还⋯¨

赡郯洲国¨¨

⋯⋯土地河流¨···

15

16.

17

18

19.

2o.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sO。

第四章 译文

(B面 )

1,更加努力,但还是未能够
2.知道。那是谁?在想什么?

3,为什么覆盖着头部坐在

厶。这里?然后又这样想 :

5.“我是天中天佛勇敢有功德的
9 诸罗汊弟子中第二个

7.受到表彰郡赞美的弟子。

8,但对这奇怪的现象

9 也无法了解。

10,现在又为什么对此事

⒒.去请教知法的无生罗汉?’

12 然后目键连走到近前这样

13,说: “
他还是用自己的衣服

△ 覆盖着头部坐在那里,我竭为

“,辨认,但还是未能够认出来。

16,现在你是一切众生之法师,干界
17,¨ ⋯全智的谙功德

18 ⋯⋯与你的智慧,六
19 ¨¨不能相比。再说居天佛
⒛ 之位而使法轮转莎约就是你。
21 现在希望你努力,为获悉

22 在那儿覆盖着头雨坐的是
23,哪 -个道人雨施瑚你的智薏。如果

¨⋯在今世除全智
(的 天中天佛〉以外 ,

没有人能知道他,尊者
(目 键连罗汉)¨⋯·从此

¨⋯来

⋯⋯说

d
υ



1,

笫四章笫六叶  〈Λ面 )

下定决心,为了 韫 知 道 它而竭尽全

力 ,

但还是未能知道。尔后那

狮王般勇敢的两位弟子,

在施行天中天佛有功德的

艰巨之法,抵达弥勒

所在的须弥山时,就象

印度河水的浪涛拍击着

伽勒沙t25"山 岸二袢,他们

被困阻在那里,一个以

囚十劫时以来勤修的,

另 -个以六十劫时以来

勤 修所得的智慧,也没有

能够得知那毵盖于-层布

之内的到底是哪-个道人?他们

感到内疚,前往全智的

天 中天佛之前,恭恭

敬敬地顶礼膜拜,

合掌这样请求 :

“
伟大之伟大的圣天,室 内

僧众之间有-个道入蒙头而坐,

我们俩以慧眼观之,因学识

浅潜丽未能知之,又想

以功德唤醒之,也
未能如愿 ,

在那里享乐者 ,

以慧心⋯⋯道人

我们遇见¨⋯罗汉

那样伟大⋯⋯

2.

8,

厶.

s。

6,

?,

8,

9,

10.

11.

12.

13,

1厶 ,

15.

1s,

17,

18.

】9,

:∶}0,

21,

⒓2。

28,

24

25.

26,

27,

28,

29.

sO,¨ ¨我们

62

第四章 译文

10.

11.

12.

13.

11.

15.

16.

(B面 )

无浊的疑问之棂,绐子

解释。
’

尔后天中天佛

为了在无数众生之闷

叙述并泓扬弥勒之善德而

使他出世r为了

使无数众生对

佛果寄于肴望 ,

为了使无数众生

和仁者弥勒菩萨

相遇丽得以解脱,又
为了便众生知道与 〈弥勒 )

相遇为期不远,对 目键连

罗汉这样讲ε “
目犍连以你的

功德¨⋯竖伽特木
⋯⋯莪的渚弟子在-个地方
⋯⋯今天是我施行伟大的

17.佛 事及完成这-
18.善行的吉祥之日。’

19.听到此言,目 犍连

⒛。罗汉借功镭之神力在这里消失,

21,而显形于须弥山之上 ,

22,竖立了伽特木这样说 :

23,“敬听吧!天中天佛

24.位于十方,强大有力 ,

25,能 断除烦恼,德高望众的

26,诸弟子。现在从苄轮王的

27.旨意中⋯⋯在阿勒沙禅

28,寺院中⋯⋯说了话

⋯⋯天

中天佛⋯⋯



第四章第七叶  (A面 )

;    △.诸界皆阌,此 时

旱    2.十 方四万罗汊弟子

zs.在无数僧众之间位于狮座
26,之上,对舍利费罗汉这样

,   27,说 : “
不能忍¨¨

叩 为何亨⋯⋯

2θ , .¨ 。̈̈ ,¨ .

3.全部在阿勒沙禅寺院
遮,中 聚集了。然后天中天佛

5.放射出八万种明亮的圣光 ,

6.那亮光照亮了自天界之首尾

7.至最下层的阿鼻

8.地狱和三千

9.大千世界。

10.梵天、帝释等

1i.诸天大吃-惊,目 瞪口呆 ,

12.善现天‘2s7冫 天界 的伟 大 强盛的诸天

13.无数龙、鬼、谙乾闼婆、

1d.乾闼罗,那伽特木⋯⋯

15.又为了了解光亮之神通,

16.全部聚集在阿勒沙神寺院中。

17.然后天中天佛妃集中在寺院的
18 偕众召来,就象黑夜升起

19 的月神降临⋯⋯

20 又象太阳神⋯⋯

21 恰似 〈恒河)之龙王放射
22 出金色的光芒、注满了

却‘甘露,使那些僧众感到愉快 i

2查 .喜乐,并从 自己的坐位上站起来,

第四章 译文

(B面 )

1.在得到你的功德之后 ,

2,-个道人豪头而坐。

3 我们为了辨认他而努力

硅,施展出四十劫时,六十劫时

5.以来积的所有善德,但
6 始终未能认出那个道人,也未能

7,使他醒来。我主在上 ,

8,现请你在僧众之间

9,讲 -讲,让我们也知道其 真相。

10.然后天中天佛将尊者弥勃

11.无量⋯¨渊搏的智意

12 ¨⋯为了使他出世

13.对舍利费罗汉这样说: “
现在你

1座 ,⋯ ¨谁的威力

15 ⋯⋯使那逍人醒牾

16 ⋯⋯应该舍弃。
”

听到此 旨意 ,

17 ⊥至天界,下至人类的全 部道人

18 ⋯¨他们这样说:

19 “
除了全智的天中天佛之外 ,

20 其他在轮回之中的

21 全部众生之智不如舍利弗

22 罗汊之圣智。舍利弗

23 罗汊⋯⋯把强盛的罗汉道人

2辽 ⋯⋯除此之外还有谁

2s,⋯ ⋯洗

26.然 后和舍利弗一起想着走 了。耶

27 ⋯⋯诸男,-
28.⋯ ⋯然后舍利弗
90

30.

68



第四章第八叶  (A面冫

1.太阳神的光芒照亮的事物
2.星星之光想么能够照亮?

j 1

笫四章 译文

29.

30.

8.

刂。

5.

6.

7.

8.

9.

10.

11.

12.

18.

14.

15.

1δ .

17~

18.

19.

20.

21.

22.

28.

2‘ .

25. 金色手臂从袈裟中
26. 抽出来,四指

27. 相弹¨¨

28. 在地⋯⋯

2θ .向道人⋯¨

30. 仁者弥勒⋯¨

6‘

圣主 ,

徒儿们想么能够轻举妄动?

大慈大悲的万能

圣主,所有的众主都有疑问,

他们都特别希望能够知道那位

道人。圣主,希望您

现在把那位道人从禅定中

唤醒。
’

然后,天中天佛

为众生对仁者弥勒的     ∷

敬意和虔诚之心¨¨    。

〈B面冫

1.惊恐万分,慌忙从自已的
2,坐位上站起来,立刻整了整  ,
3.衣装,合掌向天佛

厶。之足顶礼膜拜。然后

5.看到仁者弥勒菩萨,那
o.些僧众再-次感到谅讶地

?.这样说: “
如此奇特,使人感到

8.惊讶的人类有福者之智慧

9.和功德完全胜过了

10.四 十万罗汉僧团之

11,智慧。
”

然后天中天佛

12.对仁者弥勒这样说: “
仁者

13,¨ Ⅱ众生的疑问

1丛 ,¨⋯何人将向掸定

15,⋯¨为何而闷头

16.⋯ ⋯所以把你完全

17.¨ ¨叫醒了,现在从自已的座

18.⋯ ⋯ˉ起伟大之法的

19,⋯ ⋯有,然后仁者弥勘

⒛。向着天中天佛头面礼足

21,顶礼膜拜,尔后回到了自已

22.的位置。接着天中天佛

",目
视着 (弥佛),然后仁者

加 ,弥勒百劫三阿僧只以来

25.所集的善德,仞底圆满。

26 ⋯⋯叫⋯⋯善德充满。

27,⋯ ⋯应该充满

28,⋯ ⋯使持

站起来⋯⋯      ¨̈ 。

传旨。在这愉快欢乐之时 ·

这无限广阔的褐色大地,进行了

六种漂洎,震荡, (圣 旨)

回荡在蓝天与褐色大地之间。

众生如此念道: “
用什么声音

呼唤,才能使这位道人醒

来呢?’ 然后,天中天佛

将爱友娇子⋯⋯      ∷

走到仁者弥勒菩萨

近前,犹如破云而出

的五头龙,将百看不厌的

⋯⋯得知后



第四章第九叶  (^面 )

1.这拌说: “
为了分别施向

2,僧众,你 曾接收了迦毗罗卫
3.城侪昙弥夫人的
厶.金色布。现在僧众
5.已玺聚集,你将那些布
6.取来按烦序施向
7.僧众,偾侨昙弥夫人的愿望
8 得到满足。”

听到此言,

θ。尊者阿难陀使人
10.取来了金色的布,来到僧众
11,之阄,首先向天中天佛
1岔.递过去,诸生灵⋯¨

13.想着,把那袈裟¨¨

1碴  然后阿陀耶纳⋯⋯

15,递去,接着向五比丘
16.舍利弟,目犍连⋯¨     、
17.无生等谙罗汉¨¨

18· 遘过去,完全⋯¨

19.这样檑:三层地界¨¨

20.和天中天佛-样的¨¨

21.绝对没有,并在此界⋯¨
夕.绝没有和它-样的布⋯¨

".这
金色的布,当时¨¨

2‘ 。、想为众生施善⋯⋯

⒛.奉献了,我仰又不配查受
⒛.这布。然后尊者
27,阿难陀接顺序⋯¨-起
28 仁者弥勒菩萨¨⋯下世,昔
29.仁者¨¨

80,这样¨··。

6弓

第四章 译文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面 )

1.如果谙大声闯没有首先
2,接收这布,完全是由于
3.我。现在我也不应该
碴,接收这布。尔后仁者弥勒菩萨
5,伸手从阿难陀道人手中
6,接过那布,仁者阿难陀也
7 把那布递给弥勒后 ,

8 坐在自已的位置上。尔后
9,尊者弥勒菩萨

10.手捧着金色的布

11.从坐位上站起来 ,

12,恭恭敬敬地向天中天佛
1s,这样请求: “

便所有的¨¨

1‘  ⋯⋯得果音天中天佛

15,传 旨,-切衣着布

16 ¨⋯是⋯⋯把珍宝

17.¨ ⋯为了散蓁,现在把它
18.¨ ⋯请接受我的

19,¨ ¨在无数劫时世界

20,我们思念你而受尽了昔难 ,

21.如 果念此情意 ,

就请你收下这布吧i使我们

得到箐根,使别人也获得利益。

然丽天中天佛得知为什么

没有接收侨昙弥夫人的布
-·¨ 而̈传旨将布施向

仁者弥勒⋯¨闪烁
⋯¨天¨¨苻了Il而

¨⋯这
⋯⋯看到



第四章第十叶  〈A面冫

1.仨者弥勒特地使心澄洁

2.敬奉天中禾佛≡十二种

8.福禄之昔相和十八种

4,阿伽耶之蓍兆,使内心

5.爿0常纯净,借此纯心

6.之力积成五十种相好

7.之善行。

8.尔后他又这样     J
9.乞求福果 :

△0. “
我希望 自己的驱体

11,和你的-样,为这杲

12.竖立了谓之五十种相好

18,的心申之善行¨¨

14,此阃之善行¨¨

15.这样-百零ˉ种⋯⋯

16.借善行之力,金¨¨

17,色莳,不同层⋯¨

18.然后天中天佛

19.把桥昙弥夫人    l
20.亲手织成的金色

21.袈裟从仁者弥勒手中

22,接过来,穿在身上。放射

23, 出身光,以梵天的声音召来
24.僧焱传 旨R “

来世在八万长者
25.的一生中将会有名叫弥勒的
26,如来,尊者真善精通

27, 一切经典的

28.天中天佛出世。
’

29.

30,

66

笫四章 译̄文

29

30.

(B面冫

1,平熄暴怒的天众之

2.法师,出众的圣天

1θ .将无数弟子引向平安大道 ,

20,⋯⋯如果我,然后

21.尊者弥勒蒈萨首先

22,修成金光满面 ,

28.尔后听到自己

24.未来的威严,使心

⒛ .澄洁在檠中天佛前

26.头面礼足这样请求:

27 特殊的尊者我的天

28 ⋯⋯长者

以智慧了解并证实了

人类及地界的-切
昔囚皆消,此时正在

讲经阐述 -切苦因均能够

超度,我也正在讲述这样的

善经。首先把-切

善妙之意,纯净

0n亮全智的
⋯¨为天众分别
⋯⋯我此时···̈

涅檠
¨⋯我还把那
⋯⋯弥勒种姓的诸弟子
⋯¨此时莪的诸弟子
⋯⋯如果谓之屮⋯种族,这样
¨⋯率领无数万弟子
⋯¨使¨¨抵达,就象我在此时



第四章 译文

第四章第十-叶   (A面 )

1.我应修成,就象你讲述
2.特殊的经典,为无数众生
3.施善。我也要
4‘ 在来世为无数弥勒
5,种姓的弟子讲述苜为善,

6,中 郜为善,尾郜也为善的
7.三种不同的经典 ,

8 把善德施向无数万
9 众生。然后仁者

10.弥勒的声音传遍了
11.三干大千界
12.蓝天进行了六种震荡,

1s.海水迎腾,须弥山
1≡  土讠。圣天宫在震荡
15.天上下起了族影般的
1s 鳌花ce5:,花瓣之雨,刮起了芬芳的
1氵 酹香之风,按着便下起了
18 毛毛细雨,上至蓝天
19 下至庶民皆大欢葛,

20.合掌以纯心看着
21.仁者弥勤准各施
22~阿 rt斯卡之礼。尔后  ′

23~全智的转轮王以慧眼
扭 ` 目视着智子弥勘特洳
⒛.并且还以不动摇的竖定

::∶ 晷蔓‰εγ耋霪
t±经圆浦,

〈B面 )

耶时,太阳神般的诸锑

奔赴所有的城廓

有一些佛转施了

功德,有-些在讲述

各种经典扌有-些就地入禅;

有-些在持斋戒,

有-些欲赴涅鲆,

也有-些 到处

转游。然后那火焰

把地狱之冰水
⋯⋯把冷狱变温,

⋯⋯听毕,使降生

于饿鬼界的众生吃饱而满足
⋯⋯世降生冖j可怜
¨⋯立-尊像,重新

向天中天佛之顶髻膜拜。
⋯⋯尊者
⋯⋯象是满足了愿望而兴奋

异常,那 已聚集的

〈僧众)也特别高兴 ,

⋯¨然后天中天佛
⋯∵以胜过-万个金鼓声

的梵天般亲切

的声音召来仁者

弥勒这样说: “
仁慈的

善子,你的愿望非常好。

全部轮回之中的众生

之善⋯¨诸罗汉

帝戈沙摩菩提⋯·̈

¨¨这⋯⋯

28.

29.

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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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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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章∷译文

1.

2.

s,

‘.

笫四章第十三叶  (^丽冫

我从迦叶佛那里得到了

全部抵押于我脚舍丰Ⅱ同紫 ¨

现在莪也要那样,把全部

众生抵押于你。无论何时

如果你缉了佛果,随意帚求

你所喜爱的诸子,使其从诸昔

之中锝以解脱。
”

听到这话 ,

仁者弥勒恭恭敬敬地诚心诚意地

合孳躬身,向着

天中天佛欲求

圣 旨⋯⋯

在蔚蓝色的高空⋯⋯

漂浮着。天中天佛稳坐   ∵

在下界乌陀尼山上,在    Ⅱ

全光闪闪的高座上      ∷

传法。在最上面就象

月 神下凡,仁者弥勃⋯⋯

诒似十六¨¨

犹如月神相会,天中天佛

和仁者弥勒相见了。

上至蓝天,下至褐色大地

的天众,人类、皆向仁者弥勒⋯⋯

然后尊者弥勒⋯⋯

在蓝天上⋯⋯

顶礼合掌⋯···

这样请求⋯⋯

把众生⋯⋯

诸佛⋯⋯

5
6
7
8
9

1
 
0
乙

 
8
 

∠

 
5

6
 
7
 
8
 

θ

o
乙

 
 
o
白

 
 

●
白

 
 
o
‘

(0面冫  ¨  ˉ

我就要这样便来世惊快,

善中之善的众生从吉难中

得以解脱丽达极乐。
9

那时仁者弥勘的

这些话传遍了

整个三千大界,即
借仁者弥勒之佛敕

而解脱者,上有婆罗迷

天界,下至阿箅

地狱的众生。他们
⋯⋯仁者弥勒的蓝天
¨¨接受众生作

抵押,在呈现的吉兆之上
⋯⋯为此囚缘众生

皆大欢喜,向得王子智的

仁者弥勒头面礼足。

随着如此巨大的欢乐 ,

褐色大地也为之虔动。

诸圣天站在蓝空,使四面

(八方)顿时明亮,来世

的各种奇特的吉祥预兆,

⋯⋯幽现了翅头未城
⋯⋯在视线内八万四

千⋯⋯ˉ起出现,而且
⋯⋯ˉ片草坪
¨¨八万四千
⋯⋯裣验
⋯⋯⋯⋯在⋯⋯

30,



1,

2.

3.

厶。

5.

6,

7,

8,

9.

10.

11.

12.

13

1d

15

第四章第十四叶  〈A面 )

熙珥邃攘与髯善众生-起
出现。还有婆罗那提<25θ9君王

的圣宝棍和弥勒-起
出现。僧迦转轮王

和八万四干

侍奉官-起敬重

弥勒雨出现。看到这些

特殊的现象。所有众生

都得到了随仁者弥勒而

来的,从轮回之中

被拯救的解脱之果。看到这些⋯⋯

魔嵬⋯¨灾难之根源也会动摇¨¨

看到这些,朝下界看⋯¨

众生获得同弥勒一块来

的果,而如此念道。

这些愚昧的众生为了和

来世的新太阳-起 ,对于达到被廨脱

之道而寄予了巨大

的希望,现在僧伽紊轮王

的欢乐对他们¨¨

把威严,那时的⋯¨

我应该赞美¨⋯听到解说

他们的心¨¨这袢⋯¨

化做童男到了天中

天佛跟前,以诗-般的语肓

这样说: “
来世的⋯¨

奇观⋯¨

方 蕾 .⋯ .

16.

|7.

18

19.

20.

21.

22。

23~

2丛 ~

25.

26.

z7.

9R

∶∶)θ ,

8Q,

第四章 译文

〈B面 )

〈挥舞)着双臂,在翅头未城

谈笑风生,来到僧伽转轮王

跟前。天 〈中天)佛
这样说: “

耶时的众生

将无欲、无取、无疑、

将借弥勒佛法入八正道 ,

得涅檠之乐。
”

然后

释魔奴这样说:

“
希望来世的

众生拥有金银
⋯⋯安然得到欢乐
¨⋯翅头未城
⋯⋯僧伽转轮王
¨⋯欢乐。

方
天中天佛

这样说: “
来世的

¨¨众生,无我而
⋯⋯少歙不贪金锒
⋯⋯入八正道,

赴涅檠之城,释魔奴天

这样说: “-定把那时的
¨¨麝香之擦木般的驱体
⋯⋯袈裟宝布衣
⋯¨在翅头未城欢乐一番
⋯⋯天中天佛这样

说: “
那吉祥之 日的善有

⋯⋯ˉ样的
⋯⋯喜乐
··¨ ¨ ¨ ¨ ·

佛
,,· ·。·

2θ ,

30.

2
U



第四章 译文

第四章第十五叶  (A面 )

1.¨ ⋯释魔奴。
’

听完这些话  ¨

2.众生重新感到愉快欢乐,

3.放声大笑起来。      ∶

4.然后释魔奴天感到
5.忧伤即从那里消失了

6.然后那无数僧众共同

?.以 纯净之心,再 -次向

8.获得王子名的仁者

9.弥勒头面礼足的

10.同 时,这样乞求  |
11,功德: “

我主,你的⋯¨

12.¨ ¨是⋯⋯拯救者

18.聚集的⋯⋯莪们的⋯Ⅱ

1刂 .达到⋯⋯和你-起
15.把我们的善行¨¨

16.我们耍和你相会,把我们¨¨

17.从诸昔难中拯救出来。”

18,尔后祈陀罗尼富男,把尊者
19.弥勒瞽萨的耶⋯⋯

20,看到了各种葳严¨¨

21.把 自已对仁者弥勒¨···   .
22. 把¨¨念¨¨¨¨

23.用 火烧了-样,哭着
zd· 向尊者弥勤用善言

25.这样请求: “
无明¨∴   `

26.被烧的⋯¨看¨¨

27.受迷惑¨¨

28.-样的⋯¨

29.· ¨¨ ⋯¨

〈B面冫

,这拌无忍·‘·̈ 受压

丿仁蓊的智慧Ⅱ·r璐给¨¨’

,然后萼者弥勒这样

,说: “
忏悔吧 !从今天起

.不要靠近如此邪见的恶道,

.即不要坠入地狱之中。’

,尔后天中天佛

召来众偕陈述有关

祁罗罗陀富男的

事。-个身世葸善的男子        '
¨¨善佛僭¨¨

¨¨为了置此而恩

祁罗罗陀富男想与仁者弥勒

比量。尔后苷者

含利弗罗汉那时
⋯⋯合掌躬身

向天中天佛这样请求:

萼者圣天,仁葸的弥勘
⋯⋯何谓禅定
⋯⋯的力量而持。伽勒沙
¨¨栩恒河水般

的⋯⋯而且心
⋯⋯为了¨¨现在
⋯⋯的威力
⋯⋯对僧众说
⋯⋯天中天佛
⋯⋯舍利弗

罗汉⋯⋯

80.

?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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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三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娃

25

26,

27

28

2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

-l

J0

16

18,

19

20,

21

22

23

2‘

25,

26

27,

28

2θ ,

30,

第四章第十六叶  (^面 ) (B面 )

可能会在良辰相会。然后    ∷

天中天佛这样诚

善哉、善哉、众偕,

你们提出的这些舜问

对无数众生非常有益。

你们现在净心聆听

我给你们讲,

可以和弥勃佛相会的妙计

听到这话,所有众生 (以特别高兴

的心情)向天中天佛
⋯⋯这样说⋯¨

⋯¨救世主我的天说法
⋯⋯仁慈悲为怀的圣天,那
⋯⋯弥勒佛施行了
⋯⋯相会,然后

天中天佛这样说
⋯⋯那时以纯心
⋯⋯如杲行为持净,-定
i· ⋯良辰相会,

如果问为什么,全都皆喜
⋯⋯向得十菁者
⋯⋯为了琊一个人
⋯⋯十种善行的

如果挣⋯⋯那生灵和弥勒佛
⋯⋯并把父谭
⋯⋯饮食
¨¨以¨⋯供毒
¨¨的

他不精通掸定J

还耍说什么呢?

谙罗汊知之,诸菩萨

随时用之,敬奉之并

借禅定之力把夺命的
(烦恼)贼从 自体中彻底治愈。

然后舍利弗罗汉

以巨大的痛昔和忧伤

这样请求: “
如杲

我能够把最高的佛果

如此多种⋯¨

知道的话,而后¨⋯

位于地狱界,百劫以来

如果受尽了莆难,当证得

佛杲后转向之时

所有乞求佛杲者⋯¨

向肓杲着顶礼⋯⋯″

然后天中天佛这样

说: “
你说得好¨¨

耍问为什么,此地⋯⋯

比 (佛)果更好的本西⋯¨

找不到,然后遒人⋯⋯

向佛这样请求: “
尊者

我的天⋯⋯

新太阳弥勒 ¨¨

我赞美¨¨

更多地⋯¨

薪 ¨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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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第 四章第十八叶   〈A面 !

如果和你的面容-样 ,

将会象须弥山上      :
增 添了-座聿福的乐园。

你应该再仔纲地想-想 ,

我们俩在阿偕低劫之漫长

的时间,为得佛杲而受尽了昔。

再生转世之时,为所有

众 生的解脱而努力

乞求了功德。现在

我得佛果之愿望 已经实现 ,

莪把无数众生从轮回之中

拯救出来j得到了解脱。三卷

十二部的法轮已转动。

我召集了谙天众讲述了

《大集经》⑷ Φ与邪见众生

结下了仇,借贲德之力⋯¨

盘腿坐在善现天天界

的佛台上;无数万天众⋯⋯

从那里降世后使帝释尊天⋯¨

看到了 (那-)天 ,向父母¨⋯

为得¨¨而履行义务。

虔诚地使父母∴·⋯

便得到,朝着无生之路⋯⋯

鸠摩跋罗提rz6n之伟大的法规¨¨

在踏边¨¨四¨¨

向诸¨⋯四真法⋯⋯

使众生得无漏⋯⋯

我提高了,为什么¨¨

⒗

⒘

⒙

"
⒛

Ⅱ

″

"
以

药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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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凼章 :译文

29.

30.

(B面 )。

1,我已使 (你冫圆满。现在
2.已经立你为王子,你应该

8.立刻赴涅檠。来世你将会在
4.``万长者的一生中成为以弥勒
5.之名如来,皆知-切经典,

全智的天中天佛。

听到来世创建在大地

的涅檠之路,

就象莪现在讲的

到时你再重述,那时

你也会有仁慈的众弟子。

现在我的谙弟子属于释迦种族 ,

⋯⋯你-定把成千上万

的 (释迦冫僧众重新整动,就和

我现在-样 ,成为(他们)的引导者 .

16.如果我瓦了,你还娶

17,⋯⋯自尸弃佛 c26力 至

18.迦叶佛的诸佛

19.⋯ ¨那样永恒之果

⒛ .⋯ ⋯我是lL界无希堇

21.的昔难众生之希望。

”。⋯⋯在过去诸佛

23,⋯⋯超度没有解脱的生灵,

纽 .⋯ ⋯把没有摆脱昔难的众生

⒛。⋯⋯无众之法师

26.¨¨仙界之真言

27.⋯⋯ˉ生的

28.⋯ ⋯没有解脱



考   释

(1) 阿陀土尼,回鹘文 adasini的音译,是古代-王名。

∶〈2) 邪见,回鹛文 惭 s nomluq的意译,佛教猖词五见之-6是 否认 因杲 报 应的-
’      种见解。

亻8) 阿毗耆陀,回鹘文写作 nw(i)qta,可能来自梵文的AVES%。 意为
〃
神圣

’
、

“
魔

术
”

。
(厶) 施舍者,回 鹛文写作 sasiqi, 来自梵文 的 s⒒ CI。 意为

“
施合”,该词由梵文

sπ C【 和维吾尔语构成名词附加成份
“-qi” 而形成。

<5) 伽提伽陀国,回 鹛文 gantar的音译,古印度-城名。
〈6) 蔷色伽拉萨利,回 鹛文写作 puskarasari,来 自梵 文的BUsK ARs仄 RIN。 是 古 代

-王名。

〈7) 跋罗,回 鹘文写作 b打o,相当于梵文的 YOJANA。 是计算距 离的 单位。源于吐

火罗语 (?)。

〈8) 难陀特勤,回鹘文写作 nati Jgin, “血all’ 来自梵文的NANDA,意为
“
欢宫 ,

“
浼 in” 是回鹘文语,意为

“王子
”

。 “
难陀特勒

”
是人名。

(9) 阿难陀耶,回 鹘文写作 anant】s,来 自梵文的 石NATARYA。 意为
“
死刑栽判所

”
,

是阿鼻地狱的异称。
(10) 阿鼻地狱,回 鹘文写作 awis mmu, “

a wis” 来自吐火罗语的 avisζ, ‘tamu” 耒

自粟特语的 tmw。 当相于梵文的 AVICINARAKA,意 译为
“
无 间 地狱。

方
是佛

教所称八大地狱之八,据称造
“
十不善业

’
的重罪着堕之。

<11> 稽兜摩尼,回 鹘文 kiturmani的音译,是人名。

〈12) 婆罗门,是梵文 BRAHMNA的 音译,意为
“
清净

″,印 度 的第-种姓,婆罗门

教,印度教称之为
“
人间之神

″
。

<13) 乾闼婆,回 鹛文写作 kan佗rw,来 自梵文的 GANDHARⅤ A。 亦作
“
键达婆

”
、

“
犍达缚

″
等,意译

“
寻香王”

、 “
香神

”,汉译佛经称之为八鄣众之-的乐神。
〈14) 苏波利郓,回 鹘文写作 sub!∶ yi,来 自梵文的 svpRIYA◇ 乾闼婆众-王名。
〈15) -切智相、回鹛文写作 srnwatha,来 自梵文的 sARVAJ孓 ATA,还音译作

“
萨安

若陀
”,佛教所称

“
佛智

”
。

<16〉  紊施,佛教名词。亦作
“
转向

’
、

“
回向

”
、 “

洄向
”

、 “
施向

”
。 把自已所修功

德施往某处的意思。
“′〉 禅定, 回鹘文写作 d弦n samar, 来 自梵文的 DHYⅠ N仄 sAMtDHI, “

襻
″

是“
禅那

刀
之略,意泽为

“
恳维修

”
、 “

弃恶
”

、 “
功德丛 林

”
等。音 泽 为

“三摩
地

v、 “
三睐

刀
等。指青注-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 佛教以此作为取得确定之认

识,作出确定之判断的心理条件。
“
禅?和 “

定
”

合称指恩想集中的思缭修习雨获

7e



得佛敬悟解或功籀。
(18〉 八正道,回 鸦文写作 Ⅱki″ 沌21n yol,意泽于梵文的λRE阝TⅠNGIKAM^RG^。

佛教名词。是指八种通向涅舆解 脱的正 确 方法或途径。佛鼓认为,按此修行可 由“
凡 “

入
“
圣

’
,从迷界此岸达到悟界的彼岸,敬也比喻为

“

^船

“
、 “

^筏

’
。

(1θ冫 利根,佛教名词。
“
利

刀
意谓

“
铙利

″
或

“
疾速

”, “
根
9为 “

根机
g、 “

棂性
″
、

指受教修道的素质。 “
利根

”
意谓能敏锐地理解佛法,并能圆满地达到 解 脱者。

(20冫 贪,回 鹌文写作 臼2k∶ lΞnq1q,是梵文 R丌GA的意泽。 锑嵌所称棂本烦脑之-。
(̄21冫 忿,回 鹚文写作 θwka k° t△

"g,梵
文 KRODHA的意译,指 “

暴怒
”

是佛教所称
狁烦恼之-。

(22) 痴,回 鹌文写作 bⅡIg“%梵 M石DHA的 意译。佛教所称根本烦 恼之-。 意谓愚
昧无知,不明佛理。

(2s, 诳,回鹌文写作 mo"心k,梵文 s′ⅠTHYA的意译。随烦恼之-,指为贫图财利等
欺骗别人的恳想和活动。

(2厶 ) 谩,回 鹩文写作 k亡wanq k唧 心hg梵文 MⅠNA的意泽。棂本烦恼之-,意谓傲怪
自负。

(25) 侨,回鹘文写作 kor1m kΘ g心 zI山 g。 随烦恼之-,是梵文 MADA的 意译,指依特
自己的长处而骄傲自大的心理作用。

(26) 罗汉,回 鹞文写作 arhat,未 自蔸文的
^RHAT或

ARHAN。  “
阿罗 汉

’
之略,小

乘佛教所向往的最高果位。有三个意恩 :

1)杀臧 (小乘佛教以烦恼为贼)

2)应供 (应受人天供奉 )

3)无生 (不受生死轮回)

佛教寺院中常有十六罗汊、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塑像。
(27) 舍利,亦作舍利弗,是 “

奢利补担罗
”

之略,回 鹩 文写作 saJbutJ,来 自梵文的
stRIPUTRA。 是释迦牟尼

“
十大弟子

’
之一,据称他聪明过人。

(28) 摩奴沙,回 鹘文写作 manuqap,来 自梵文的MANUsYA。 意为
“
有意

’
、 “

有暂
慧

”
。

(29) 摩利吉,回鹘文写作 ma⒒ qi,来 自梵文的 MⅠRICI。 意为
“
天后

”
。

(30) 目犍连,回 鹩文写作mah臼 hVtkahy彐 n,来 自梵文的MAH灭MAUDGALYⅠYANA。
`   汊文全称为

“
摩诃目犍连

”,即 “
大 目键连

”
,简称

“
目犍连

”
。意泽

“
采菽氏

″
。

是古印度摩揭陀国都王舍城郊人,王舍城于公元七世纪被致,成为虚墟。此人属婆
罗门种姓。皈依释迦牟尼之后,为英

“
十大弟子

9之 -,侍 佛左 边。传 说神通很

大,能飞上天兜率禾,故称
“
神通第-” 。后被反佛教的婆罗门杖击致死。

〈81) 须弥山,回 鹌文写作 sumk mq,来 自梵文的 sUMERU。 亦作
“
修迷卢

’
、 “

须
弥楼

’
、 “

苏迷卢
’

等。意为
“妙高″、 “妙光F、  “

安明
”

、 “
善高

”
、 Ⅱ

善
积P等。是印度神话中的山名,亦为佛教所采用。相传山高Λ万四干由旬

`一
〓i

约等于三十里),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大天王,周 围有七香海,七金山。
(32) 伽闵跋提,回 鹌文写作 ganqanapati,来 自梵文的 GADJAPATI。 意为

“
象王”

。

据称佛教把世界分为四部分,其中-都分系属象王的统治之下,在本文献中指一国

7刂



《37)

(s8)

(39)

名。

【B3) 伽提伽陀,国 鹘文写作 ka:igiti,来 自梵文的GATIGATA。 古代-城名。
<30 伽利耶沙跋,回 鹩文写作 ka灯 akasabrs, 来自梵文的 KA1YAKA-sPARs′ A。

“KALAYAKA” 意为美丽的衣服。 “sPΛRs′ A” 为十二因缘之-“触
’。

《35) “
摩诃耶那,回鹛文写作 mallasiyna,来 自梵文的MAHAsENA。 是古印度波罗奈

斯城-富翁。
(36) 烦恼,回鹗文与作 n弦wani,来 自粟特文的 nyzdny。 佛 教 名词。相当于梵文的

KLEs′ A。 亦译
“
感
功

。是佛教所说扰乱众生身心使发生迷惑、昔恼等精神作用的
名称。

涅檠,回鹘文写作 nkwan,来 自梵 文 的 NIRV仄 NA。 汩译
“
泥 日”

、 “
泥恒

’

等。意为
“
灭

”
、 “

灭度
”

、 “
寂灭

’
、 “

无为
”

等,是佛彀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
最高理想,ˉ般指熄灭

“
生死

’
轮回而后获得的-种精神境界。

巍茹陀,是回鹤文 Ψiェ ut自k的音摔,古印度-王名。

迦毗罗卫,回 鹘文写作 kapi忆 wa蛔,来 自梵文的KAPILAVAsTU。 古代城名,佛
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之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

(40Ⅱ  释迦雒,回 鹘文写作 saki,来 自梵文的S⒒ KY瓦 指释迦牟尼所屑的部族。
〈座D 刽子手,回 鹘文写作 qanta1来 自梵文的 CAND仄 jA。 亦音译作

“
旃荼罗

刀
。

(42) 雪山,回 鹘文写作 himahy,来 自梵文的 HINAVAT。 即喜玛拉亚山。
(‘3) 乾那伽提,回 鹞文写作 qinakant,k,捃 文献,是指雪山上的-种草药。
(碴吐冫 游览,回鹤文写作 qakrmit,来 自梵文 CANKRAMATI。
(嫣 ) 跋陀那提,回 鹘文写作 patranti,来 自梵文的PATRA+NATA。 古代一僧名。
(丛6) 提婆达,回 鹘文写作 diwadata,来 自梵文的 DEVADATTA。 汉 语 还 译作

“
提 婆

达兜
”

、 “
帝婆达多

”
、 “

逃婆达兜
’

等。也译
“
调达

“
、 “

天热
’

、 Ⅱ
天授

”
。

是 F±迦牟尼叔父解饭王之子,后称
“
;t师

”,反 对 释 迦 牟尼 ,自 立僧团,以 “
五

法
”

代替八正道,谓修业五法速证涅轷。
(砬’ 六师,回 鹘文 写作 JⅡ,耒 自梵文的 T1RTHIKAS。 是指与 释 迦牟 尼同时代的反

婆罗门敌正统思想约六派代表人物。因与佛教主张不同,被称为
“
外道六师

”,其
学说被称为

“
六师外道

”
。他们分别是 :

1)富兰那·迦 叶 (PJRANAK仄 s′ YAPA)
2)未伽犁·俱舍犁子 (MAS′ Κ灭RIGOs′ AuPuTRA)
3)删阖夜·毗罗尼子 (sA丙JAYAVAIRATIPUTRA)
4)阿 耆多·翅舍饮婆罗 〈AJITAKESAKAMBALA)
5)迦罗鸠驮·迦梅延 (KRAKUDA KATYANA)
6)尼乾陀·若提子 〈NIGANTHA N;TAPUTTA)

伍8) 富兰那,回鹘文写作 puruna,来自梵文的 PuRANA。 是六外道师之-,迦毗罗卫
城人。国师婆罗门之子,与朋友三十人出家修昔行,释迦牟尼成道后,前往皈依 ,

戌为
“
十大荦子

”
之一 Ⅱ̌胃言于分烈义理,`羊佛汝,以 廾 扌 著 蒈,钦剪说法第

<硅 Φ 重病,回鹩文 y跽 uqik的 意语。英译据文献上下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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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ω 极乐,回鸹文写作 "m叱 来自梵文

蛋⒊足:盂⒈
声0“帚尹Ⅱ 叩

|” ∶ 丿【sP 俾敕,田第夂写作1碱订菜自亮支I

Cs⒓ )¨ 崇高的僧伽盂兰盆, ‘
崇高的

R回
鹌文写作 braⅡ ,来自梵文的 PARAMA。  “

偕

∷ ∷
NGH帑 ζ黾罹

飞
屠儒

'翥
守

’

轳 T‰‰ 蜇龊 。̂穹 ‖:;kr户
 ̈  译作

°盂兰盆’,亦作
“盂兰盆节

口,另称 “
中元节

’,后称 “
鬼爷

″。佛教节
∵   日,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雨举行,节 日期间,除施斋供僧外,

寺院还举行诵经法会及其lL京教活动。
【s3) 人世,回鹌文 yah7uk azuη 的意泽, “yah7uk’ 是回鹗话,意为

“
人

’
。%zun″

来自粟特语zJwn。 意为
“
世界。’

Cs‘) 大辨才矢,回鹌文写作 sarasawa〖 i,来自梵文的 s^RAsVAⅡ。 是佛经寺院中护佛
二十谙天之-。

(55) 勿哩诃婆跋底,回 鹘文写作 prahasvaJ,来 自梵 文的 BRHAsPAT1,佛 教一圣天
名。

(56冫  功德,佛教名诃。回鹘文写作 buyan,来 自梵文的 PUNYA。  〃
功
”

指 做善 事,‘
链
’

指得福报,-般指念佛、诵经、布施等,据说因此可得善果报应。(57) 塔什依干都统,回 鹘文 诒s ygan tutuk的 音译。文献中还写作 qu心 ms ygan tutuk,

古代缝吾尔族人名。 “tas ygan” 回鹛语意为
“
外甥

”,tutuk为 缑吾 尔族官号。
此人为《弥勒会见记》的施主。对信仰佛教的古代维吾尔人来说,抄写佛教经奥,

创泽佛教文学故事是-种吉祥的善事,施主曲·塔什依甘为了表示 对 佛祖的虔诚,

特使人抄写了《弥勒会见记》并为此书题序一章,序章中说,他为了使上至君主、
下至平民及本家族吉祥如意,万代富荣华而抄书立像,膜拜来世的救世主弥勃,积
德行善以求善果报应。

(58) 恒河,回 鹌文写作 gaT,来 自梵文的 GANGA。 亦作
〃
马克伽

″
、

“
强加

刀
、 “

恒
伽

’
、 “

恒架
”

等,意为
“
由天堂而来

”,河名。
(59冫 三世,回 鹪文 △qodki的 意译,亦称

“三际
”

佛教名词。 “
世

’
晏 迁流义,用于囚

果轮回,指个体-生的存在问题,即 :过去 (前世、前生、前际),现在 (现世、
现生、现际),未来 (来世、来生、后际)的总称。

(60) 顶喾相,回 鹘文写作 usn廴 hksan,来 自梵文 的 Us NIsΛ LAks ANA。  “UsNI

:A意为
“
头顶上的-种 装饰

’,亦作
“
乌瑟

”
、 1茑瑟庀沙

’/“LAksANλ ;

意为
“
相
”
。 “

顶餮相
”
是天中天佛

“三十二相
”

之一。       
· ˉ

Cs1) 法宝,指佛所说的教义和教典,是佛教所谓: “
佛
”

‘ “
法
’

、 “
僧
’三宝之 -。

(62冫 教义,回 鹤文 FanbuⅡ k的意译,来 自梵文的 sAMBUDDHA,是 佛教徒为解脱而
修行的正确认识和佛说。

(68) 度,是回鹌文 baramar“ k的意译,来 自梵文的 PARAMI麻。 “
度
’

佛 救名词 ,

是指使人
“
离俗

”
、 “

出离生死
”

达到涅檠。
(64) 吉祥的,回鹘文 sank订 咱k的意泽,音译作 “离羯罗

’
,来 自梵文的s′ANKARA-

TIK。

〈65) 三 藏 ,回 鹗文 己qaqilik n° m bitiglar的 意译 ,相 当于 梵 文 的 TRI-PITA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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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角以概括全鄯佛教典籍△义近 〃全书
'o共

有三个部分:  Ⅱ Ⅱ i
1)经藏 (s币TRAPITAKA) 。

2)律藏 (VINAYAP1TAKA)。          i       
ˉ̄  9

3)论藏 〈ABHIDHARMAP1TAKA〉 。                 ∷

(66〉 经藏,回 鹘文写作 sudur aqi灯 k,∶ “
sudur” 来自梵 文 踊 TRA, %qiⅡ k’ 是回

鹛语。合请佛教书、经卷、典籍中的经藏部分。     ∷ ∷

∶∫$7) 律藏,回鹤文写作 wanay aqi灯 k, 〃wanay” 来自梵文的 V1NAYA,· 意为
“
律卩,

f '  “
aqΙ 1ik” 是回鹛文,意为

“
羸
’

、 “
库

” ,亦音泽作
“
毗那耶

刀
、 “

毗奈耶
”

或
“
毗尼

”
等o佛教对比丘、比丘尼制定的禁戒,谓 能 制 伏 诸恶,故名。律与戒不

∶    同,专为出家僧侣制订,在家信徒不得闻。                ∶

【s8) 论藏,回 鹗文写作 abidayam aqI1ik,来 自梵文的ABHIDHARM A。 亦作
“
阿毗达

磨
”

。 “
阿毗县

”
意译

“
对法

”: “
无比法

”
、 “

论
”

等。指解说种论证佛教经义

理的-种体栽,成就佛教智慧的手段,是佛教奥籍中的
“
论藏

”
部分。佛教典籍皆

分大小乘,即有大乘经,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 乘 论。在 佛 教史

上,通晓
“三藏

”
的僧人称

“三藏法师
’

。

【s9) 解脱,佛教名词。指摆脱烦恼业障的系缚而得自由自在。在宗教精 神 上 感到的自

由,均可用以称之。

-70) 轮回,回 鹘文写作 sa n阳r,来 自梵文的 sams云 ra。 亦作
“
沦回

”
、 “

生死轮回
”

。

音译为
“
偕裟讠舀

”,意谓如车轮回旋不停,众生在三界六道的生死世界循环不 己

本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主要教义之一,佛教沿袭而加以发展,注入自己的教义。
(71) 愚河,回 鹘文写作 qadar θ驴z,前-个词是梵文,后 -个词是回鹘语。
(72) 回生,是回鹘文 t°r1toqum的意译,相 当于梵文的 CATˉ IRYONI, 

佛教名词。

据称六道众生有四种形态 :

1)卵 生 (众卵壳而生,有鸡、雀、乌鸦、鹊、孔雀等。)

2)胎生 (从母胎而生〉。

3)湿生 〈从湿气而生)。

硅)化生 (无所依托,借业力雨出现者)。

(73> 摩尼珍宝,回 鹌文写作 qint。fnoni ardoni,来 自梵文的 (INTAMANI RATNA。
“qintamani’ 是摩尼珠之意,tatna是指珍宝。

(饨 > 覆,回 鹘文写作 itganⅡ g kilinql:研 ,相 当于梵文的 M RAKsA。 佛教名词,随烦

恼之-。 指隐藏已过的心理活动。
(75》  九十六 种 外道,回 鹌文 tokuz on artukΙ altJ azaq n° mluq hr的意译,佛教名

词。说古印度有九十六种外道,实际
“
九十六

”
是个橛数,喻外道之多。

(飞 )无明,回 鹛文 bⅡ i~g∮ z的意译,相当于梵文的 AVIDYA,佛教名词。有时与
“
感

’

通用,称为
“
愚惑

刀
。 〃

十二因缘
″

之-, “
三毒之-” , “

根本烦恼
”

之-。 泛

指无智,愚昧,特指不憧佛教道理的世俗认识。
??) 无滑智,曰 臀文 CⅡⅡLε△ 的意译'榴当于焚文的 ANASRAV土

' 佛 彀名词~与
〃
有漏智

”
相对指具有断除三界颃镝, 证 得 佛 教

“
真理

”
的智慧。广义亦抬

“
佛

智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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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8) 有滑智,佛教名诃。与无涓智相对。对见道以前,未砚现四浠
“
寡理

”
之认识的通

称 。

(7g, 无相,佛教名词。回鹘文写作 hksans:z,

鹪浯否定式词缀
“
-s汔”

构成
“
无相

”
。

1∵ ∵叮 中曲表现象和扭念。 f无相
″
即是

“
法性

”

之有相认识所得的真如实相。

该由梵文的 LAksANA“相
’,加上回

“
相
”
指现 象 的 棺状和性质,亦指认识

、 “
涅奥

’
、外离-切相,指摆脱世俗

早期铬敬

约前-世

∶tsO),中阿含经,回鹌文写作 ikinⅡ aBam n° m,佛经名,北传四阿含经之-,ˉ
∷基本经典的汇集。-殷认为,此经基本内容在佛教形成前后莜系统整理 ,ˉ
纪写成文字。

〈81) 囚缘,佛教名词。 “
因
”

和
“
缘
’
的合称。指得以彤成事物,引起认识和造就 “

业
∶̄ ·宀∴报r等现象所依赖的原囚和条件。在生 “

果
”

中起主要直按的作用的条件叫
“
因
’
,

'∷

I∵  起闯按辅助作用的条件叫
“
缘
”

。
¨

CBz,∶ 灭谛,回鹩文 nⅡⅡqatort的意译,该词掎成份特殊: “
nipti” 来自梵文 的

“NIV
RTTI” 回鹗语的梵文借词中有

“
P’ 和

“
V″ 字母相互交替的现象。 “NIVRTTI”

申的
“
R” 是清音,在此脱落,雨 “TT” 只发

“?音 ,所 以我们 认为
“nipt'¨ ∷ ≤ “N1VRTTI⒎ 。是

“
灭
”

的崽恩, “qaturt” 来自梵文的
“CATUR” 意为

“四″

最后-个 “
T″ 字母可能是回鹘语复数附加成份,本文献中常有梵文借词附加鹘文

'   词缀的情况。四谛亦名
“
四圣谛

”,被认为是神圣的
〃
真理”

。
∶CB3冫 入禅法,回鹤文 d扫 hka n° mka ki:mis的意泽, 指进入-种专注-境的静虑和佛
讠JⅡ 法,∶

ts4) 八戒;回鹘文写作 s。 k吃 sanˇar, “
s§ kiz’ 是回髀语意为

“
八

”, ‘
sanvar刀 来自

'∴  梵文的sAMVARA。 亦音泽作
“三跋罗

”
、 “

意为
“
戒

’, “
八戒

”
全称 “

八关斋
戒
口

、 “
八斋戒

”,指佛教为在家的男女教徒制定的八条戒条:

CBs) 真谛,回 鹘文写作 brmrt,来自梵文的 P^RAMARTHA是 佛教名词。 “
谛
”

指
真实不虚之理, “

真谛
”

是
“二谛

”
之一,原为古印度婆罗门教用语,为佛敦所沿

用。佛教圣哲发现世俗认识之颠倒,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以此种道理为真实,称
为真谛。

‘ss) 二十七个贤 哲,回 鹘 文 ygrmi attuki yiti t0rl山 kt也 z1nk。duq tin灯 qlar的意
泽。佛教名词,其中包括 “

十八有学” 〈或十八学入),九无学 (或九种罗汊〉,

∷   佛教所称 “
见遣

”
、 1修道

″
、 “

无学道
”

合称佛教修行的三个阶位,前二道亦称“
有学

”,在有学道的勤修者还需要努力修行继续上 升 而 得理想之果位, “
无学

∶   道
’

捃称已断三界烦恼,进趋圆满,止观修习,已达到最高觉悟,无再修习必要。
据文献将

=十
七贤皙对释如下:

ˉ
十八有学 〈十八学入冫

1》 s°rdapan kvtkn katnq-】 ant日 qi    预流向
2) sordapan kut

预流果
j9sak臼 rd日 g日 m kutka k。 taqlanquqi   -来向
‘冫sakardagam kut -来果
5冫 anagamkutka knt日

"hnquqI     
不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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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agam kut            不还果

7)arhant kvtinga kataqlanquqi    罗汉向

8) kirtg1nq iya y° ridaqi               随作言彳亍

9〉 n° m iyin bardaqI         随法行

10)kula k。 Ⅱ             家家

11)ikaw!qIki             ~间
ˉ   12)k°tdm bulmFs           见得

13)at′θ2in tanuqkquqF         证身

1‘ )ikin ara灯 ot′θzin arhant bulup nirvanka barmFs  中般

15)¨ toqa b】 d。 °k arhant kut:n bulup n△wan ka barmIs  生般

16)寸 itig° duq己 q1n amg◇ ksiz∞ l研 aksFz n廴 vanka barir 有行般

17) t。mko m1ntr1k 1q1n 91pin 。rngakin sakiz t1rl由 g t心 2也 n y° l kθ kz∶ nt。 balˉ

g0r1p timin °k nirvan ka barFr    ^1彳 亍磨殳

△8) yokaru akqvqi   ⊥
=流

殷

九无学 〈九种罗汊〉

1)asF1ur to抽 g  退相

2冫 asFlmaz toz"g  不退相

ε)θ z at′ ezin Θzi° l也 r0r(tozl己g)  死相

召)剖′°zin k浼 °d心 r◇°zl1g)  守相

5冫 tabranqsiz turmis(tozI己 g)  不动相

6〉 t°pulur t° zhg  堪达相

7)buIqanmaks讫 ta冶 。nmaks讫 toz1臼g  安住相

8)b饨。bil唿 in kutrulmIs tozl已 g  意解脱相

O)ikidin sivar已 l也sin kvorulmis tozI0g  俱解脱相
(87〉  佛僧众宝,回鹤文写作 bursu7ardvi来 自梵文的 BUDDH^sANGHA RATNA。

指佛教
“
僧团

万 “
佛众

方
亦作

“三宝
”

之-, “
佛宝

9。

〈88) 钝根,佛教名词。佛教对接受佛道迟钝之众生的贬称。
(8e) 相见道,回 鹘文写作 drsanarmak狃 1aq ker0m yo1 “drsanA!mak” 曲梵文的

“DARs′ ANA” 和回鹘 文 动 词 不 定 式 附加成份
“-mak” 构成。意为

“
看见

”

“
相

″
等。 “

kor也 rrl yoI’ 意为
“
见道

”
合称

“
相见道

″
。是指将

“
真见 道

”
证得

的佛鼓
“
真理

”
运用亍分柝各类具体现象的智葩,它的作用在保障对佛教

〃
真理

’

的信仰,不再为各类具体事相所迷惑。

〈90冫  第十五心间,国鹘文 bis yg￡ minq ksan θd的意译。其中
“
ksan” 来自梵文的 κs

ANA, 意为
“
刹勇卩 、 “

念
’

、 “
心

”
等,其他几个词均为回鹘语。是小乘佛教

说-切有部的修行理论,称在观寨恩悟四谛十六行相之后,进入见道,以所谓无漏

智观四谛所得之十六种智慧,而前十五心属于见道修行的预流向果位,后 -心屑于

1纟穷1ε⒋乙 狈 狐 扌矛毛。

⒀1冫  预流果,回鹘文写作 s°“apan,来 自梵文的 sROTPANNA。 亦作
〃
苏卢多 波那

”
,

意为
“
八流

″
,是指通向圣神生活的渠道。圣徒们最初进入这个渠道,然后逐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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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升,在天地间经过七次轮回,才能达到涅鲳。
〈92〉 八十八种邪恶烦恼,佛教名词。小乘佛教认为在见道要断除n0烦恼有八十

^种
。

(θs, 第十六心间,佛教名词矿小乘说-切有部的修行理论。即在见道所得十六种智慧之
第十六。是属于修道的证得预流果者。

(90 -来果,回 鹛文写作 sakardagam kut,来 自梵文的 sAKRD灭GAM1N,音译
〃
斯

陀含
”

。小乘佛教修行果位之-。 指通过思悟四谛之理雨断灭与生俱来的烦恼所达

到的果位,称达到此位仍钳-次生天上,-次生人间,才可最后解脱⒍
(95) 欲界,回鹤文

^mranmak vlus的 意译,佛教名词J佛教把世俗世界划为
“三界

″

即
“
欲界

”
、 “

色界
” 、“

无色界F、 皆处在
“
生死轮回

’
过程中,认为是众生存

在的三种境界。佛教称
“
欲界

”
为具有食然,淫然的众生所屠。包括

“五道
’

中的

地狱、畜生、饿鬼、六欲天和人,以及他们所依存的场所,如人所居的四洲等。
(9θ 9 六烦恼,回鹤文 aki b° 1心k nL-van的意译。 %kⅠ bθltP回 鹋 语

“
六 品

″

“
六份

”
之意, “

n Izˉ van’ 来自粟特语的
Jnyo卩′/,相当于梵文的

“KLEs′ A” ,

佛教名词。佛教把烦恼主要分为两大类: “
根本烦恼

’
和

“
随烦恼

”
。根本烦恼为

-切烦恼的根本,亦种
“
六烦恼

’
。

(θ7) 不还果,回鹌文写作 anagam kut,来 自梵文的 ANⅠGΙMIN,音谇
“
阿那含

”
。

小乘佛教修行杲位之一。指通过修行完全断除欲界的修惑而到达果位,达到此位不

再生还欲界。
(98) 九烦恼,回 鹘文 t°kuz廿 I△sn杨一van的意译, 佛教 所称两大类烦恼之-, “

随

烦恼
”

。

〈9θ〉 色界无色界,回鹘文 o71讧g of,s心z tayriyir∶ 的意译。佛教所称 “三界
”

之后Ξ界。
色界、位于欲界之上,为己离食、淫二欲的众生生所居,包括四静虑处十七种天,

被称色界十七天。其体非色,立无色名,使众生得同样果报之因,相当共性,相当

寿名而得相续。

【lO0)第 四无色界,回鹪文 t°rttnq θ7s亡z ta7ri y"的 意译。佛教名词, “
四无色天

”
之

四。指佛教的说修习 “四无色定
”

者死后所得之果报。四无色天分别为 :

1〉 空无边天。

2〉 识无边天。

少无所有天。

4)非想非非想天。

【lO1)第八烦恼,回鹤文 sθk△nq1Ⅱ s n讫~ˇBn的意泽,指佛 教所 称 陡烦恼八
“
诌
’

〈MⅡYA)意为矫揉造作掩饰自己过错的思想与活动。

【lo2)随 信行,佛教名词。小乘谓在
“
见道

”
的最初阶段 有 芮种修行者:-为 “

钝根
”

者,-为 “
利根

’
者。钝根者从别人听闻佛法产生信仰,由信仰而修行,此名

“
随

信行
”。

【lo3)随 法行,小乘谓在
“
见道

’
中的利根者自已

“
披阅契经”

捃 以修 行,此为
“
随行

法。”

【lo4)帝 释,回 鹘文写作 hotmuzta,来 自粟特文的 XWrmz。 原 指古代缑吾尔人自己崇

拜的-高级神名,在本文献表示佛教护法神帝释天,相 当于梵文的
“IND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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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劫 ,回 鹘文写作 KLP〉 来 自苋文的 KALpA。 是
“
却 波

″
或

〃
却簸

”
之略。意为

极为久远的时节。源为印斐婆罗门教,印度教因之,佛教虽亦沿用萁说,但说法不
同。婆罗门教认为世界要经历许多劫,谓一个劫等于大 梵 天 的 -个 白天,或 -个
时,即人间的四十三亿二干万年,劫耒有劫火出现,烧毁二切, 然 后 重 新创造世
界;佛教认为-殷分为大劫、中劫、小劫。谓世上人的寿命有增有减,每 -增 〈人
寿自十岁开始每百年增一岁,增至八万四千岁)及

一减 (人寿自八万四干岁开始 ,

每五百年减一岁,减至十岁 )各为一小却,合-减-塔伪ˉ中劫。-大劫包括八十
申劫。

Q06)阿僧祗,回 鹘文写作 asank,来 自梵文的 ASANKHYΛ 。亦作
“
阿僧企耶

”
,意 译

“
无数

”,佛教用来衰示异常久远的时间单位,据称-阿僧祗有一千万万万万万万
万万兆 〈百万为兆9。

(107)转轮王,回 鹘文写作 qak:lrt il】 g han,来 自梵文的 CAKRAⅤ ARTI RΙ JA。 亦作
“
遮迦越罗

”,意译
“
挥轮圣王刀

、 “
转轮圣帝

”
等。因手持轮宝而得名。古印度

神话申的
“
圣王”

此王即位,自 天感得轮宝,他转轮宝而 降 伏 四 方。又因飞行空
中,敬亦称

“
飞行皇帝

”,佛教袭用其说。
【lO8)阿 毗斯卡,回 鹘文写作 abisik,来 自梵文的 ABH1SEKA。 有两个意思 :

1〉 指在教堂内给登上皇位者的前额抹油的神圣仪式。
2>意为

“
加衔

”
、 “

名望
”

、 “
讲经

”
、 “

讲述
饣

等。
【lO9)十五众无数, 回鹘文 bis ygrmi asanki n叩 ,Jt的意译, “

b、 ygrmP 为 回鹗语“
十五″ , “asanki nayut″ 来自梵文的 AsA卜灰CHYA NAYUTA,是 “

无 穷 无
尽

″
、 “

无数
”

之意。
(110)百万富翁,回 鹘文写作 k。 tovar bayaqut,前一词来自梵文的 ΚoTIs′VARA,意

为
“
百万

`后
-词是回鹘语

“
富翁

”
之意,合谓

“
百万窗翁

”
。

〈1n)王冠,回 鹘文写作 didim b。 zak,前 -个词来自粟特语 dydm意 为
“
头冠

’,后
-个词是回鹘语

“
装饰

’,文献中形容稽兜摩提城和大地的
“王冠

”
一样,非常壮

观美丽。
(112)稽兜摩提,回 鹗文写作 kiumati,来 自梵文的 kETUM AT。 佛教称

“
十山王”

之
-,文献中指-座城,可能此城位于名山附近而与山同名,指城时亦译作

“
翅头未

城
″

。
(ti3)婆罗摩耶,回 鹘文写作 brhmayv,来 自混合梵文的 BRAHM AYu(s), 古 印度婆

罗门种姓一君王,据称为弥勒之父。
(114)婆 罗摩娲提 j回 鹘文写作 brllmav征 i,来 自混合梵文的BRAHMtVATI。 据称为弥勒

之母。

【115冫 兜率天,回 鹘文写作 t。犭△ 来自梵文的 TUs1TA。 亦译
“
兜率陀”

、“
睹 史多

’
,

意译
“妙足

″
、 “

知足
”,佛鼓名词。六欲天之-,谓在夜摩天 之上三亿二万由

旬,一昼莜,相当人间四百年。此天居者彻体光明,能 照耀世界。佛经说此天有内
爿,外万院,外院是欲男天一部分,内 虎是呻耖音居于繁界妁

“
净±”

繁迦牟尼生
母死后往生于此,捃称若皈依弥勃并称念其号春,死后往生此天。

α16冫 毗婆沙论,回鹘文写作 w哕ba$sa“ ar,来 自梵文的 Ⅴ1BHXsA ssTRA, 佛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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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11?〉 小乘佛教著名的四位大师 :

1〉 鸠罗那伽耶尼,回 鹌文为 kuvranBg呷 ani。  (梵文?)
”僧伽跋陀罗,s叼aPat0(sANGHABHADRA)。

s,求那跋陀罗,k°naprobi(GUNAPRABHA)。

‘〉摩孥尼,m anu“ ni〈 M ANORHATA)。

<118冫 1〉 憎锕陀利,回 鹘文为 sagantili。  (梵文?冫

2)斯 耶尼苏利,、yanku“ (?)。

少鸩提伽,kotik∶ (梵文KUT1KA)。

4>摩陀罗斫帝,mat。 rqti(?)。

5冫 马鸣,asvagu“ 〈梵文 As′VAGHDsA)。 以上为佛教著名的五位大师。琚约公

元-二世纪间生活在古印度的佛教诗人,哲学家马鸣在文献中被排列在五位大师之

五来看,应属与马鸣同代或更早的古印度著名人氏

<119)菩萨,是汉语普萨陲的简称,回鹘文写作 b°di出 ,来 自梵文的 BODHIsAΠ VA。

意为
“
觉有情

“
或
’

发大心的人
”

。原为释迦牟尼修行而来成佛道时的称名,后广

泛用作对大乘思想实行者的尊称。-般对祟拜的偶象神灵也称为苷萨。

〈120)古 西域三位佛教大师名‘

1〉 佛陀热克西提 (b。 daraksii〉 。

抄沙罗耶热克西提 (sarlyaraks△ i)。

⒊阿足热克西提 〈azukr。 ks△ i)。

<121)三唆里迷,回 鹛文写作 1qs°lm1即现在的焉耆。参见耿世民先生 《唆里迷考 》,

载 《历史研究 》,-九八0年第二期。

《122)古酉域三位佛教大师名 :

D法来,田 鹌文为 drmagam,梵 文为 DHARMAGAM。
⒛福授,回 鹘文为 bunyadati,梵 文为 PUNYATTA。

少圣月,回 鹘文为 alyaqantri,梵 文为 ARYACANTRI。

<123)三 宝,回 鹘文写作 1q扯donl,相 当于梵文的 TRIRATNA。 耆那教所 指的三条解

脱道路。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 “
佛

”
指佛教创始人 释 迦 牟 尼,也泛指-切

佛, “
法

’
即佛教教义, “

僧
刀

指继承,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

《124)优婆塞,回 鹘文写作 upa∮,来 自粟特语的
‘w`sy,相 当于梵文的 UP邗

^KAo亦作
“
乌波索迦

’
、 “

优婆裟迦
’

。意为
“
清信七

”
、 “

近事男
″

、 “
近 箐 男

’

等,佛教所称亲近皈依三宝,按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亦通称-切在家的佛教男信

徒。

【125)弥勒;回 鹌文写作 ma△ri,来 自梵文的 MAITRiYA,意为
“
慈悲

”
、 〃

仁爱
’

、

“
慈氏

″,是佛教传说中的未来佛。一般也称其为 (ADITJA),虽然不是历史上

有名的弟子,但却是释迦牟尼随员中最主要的-个人物,据说释迦牟尼在兜率陀见

到了他,并决定从那时起经过五千年之后让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弥勒是所有的佛

教徒盼望的未来的救世主,雨且至今还有很大影响。

《126)梵天,回 鹘文写作 az.ua,来 自梵文粟特语的
‘zRW’ 原指古代维 吾 尔 人自已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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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一神名。亦作
“
大梵天

”,眚讦为
“
婆罗贺摩

″,是 婆罗门敬的创造之衬l,佛

教沿用之。即梵文为 BRAHM A。
(127)四天大王,回 鹘文写作 〖Θ

^maharaq,来 自梵 文的 CATURM AHARλ JA,亦称
“
护世四天王”

。印度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山 名键陀罗山,山有四蜂,各有-
王居之,各护-天下,故名。

〈128〉 翅头未城,参见考释〔11匆 条。

〈129)南无,回鹘文写作 nam。,来 自 梵 文 的 NAMAH, 汉语音译作
“
南无

”
、 “

捺
漠

”,意为
“
皈依

”, “
归顺

”
。原指佛教的入教仪式,后来泛指全心全意地信奉

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敏组织。

.
一

··
‘
··〓··一一一一'

〈180)法 ,回鹘文写作 drm,来 自梵文的 DHARMA, 汉 音 译 作

=F·

”,意为佛法,佛法指的是佛教中的宋旨,理和道路。
〈131)僧,回 鹘文写作 sa印 ,来 自梵文的 sANGHA,音泽作

“
僧法

”

企那
”

等,简称
“
fqg” 。-殷指个别的僧人, 亦 意 译为

“
合

’

“
达磨

″
、 “

达而麻

、 “
僧加

”
、 “

僧

、 “
众

”
、 “

和 合
众

”
、 c和合僧

”
、 “

法众
”

。
(1a2)摩 伽陀,回 鹅文写作 mag西 (或magit),梵 文为M AGADHA,古 代 中印度的-

个王国,是佛教圣地之一。
(133)王舍城,回 鹘文刍作 raqagri,来 自梵文的R灭JAGRHA,亦 译 “

罗 阅 揭梨酚
”

、
“
罗阋祗

”
、 “

罗 阋
”

、 “
曷罗阿姑利Ⅱ四城

疹
。古印度摩揭陀都城,是释迦牟尼传

教 中心地之-。 相传释迦逝后第-次结集在此举行。七世纪唐玄奘旅游印度时,该
城 已荒废,但附近 仍有许多佛教古迹。

〈134)多 闻天王,回 鹘文写作 vaysirvani,来 自梵文的 VA1SRAVANA, 佛 教寺庙大殿
两侧供奉二十谙天之一,为 护持 怫敏的天神,多阌天王排行第三。

(1∞ ’彡闷天三手下的三员大将 :

1>沙 陀枷提:sadakari(SATAKR1)
2)淹摩瓦提:haj叱 avti(HAIM AVATA)
3>波 罗 那 库 :puranakv, (P△ RNAKA)

(136)江 遥城,回 鹘文写作 ba:a ns,来 自梵文的 VARANAsT。 还 音 译作
“
波刺那斯

”

或
“
波罗夸斯

”,古代-城名。

〈137)阿勒沙禅,回 鹘文写作 ar“vdan,来 自梵文的 RSID灭VA,意为
“
仙人园

”
。梵文

亦作 MRGADAVA,译 作
〃
仙人论处

”
、 “

仙人住处
’

、 “
仙人麂园

”
、 “

鹿野
苑

”
等 ,佛教圣地、在中印度讧遥城 中,传为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说法的地方。释迦

在尼连禅河畔音行六年,不得
“
解脱

”,后在菩提伽耶觉活成道,即 来 到 此 地 说
法召徒。

(138)五比丘,回 鹘文写作 bax banqiki,是佛教传说最早的五名比丘。 释 迦 牟 尼出家
时,其父净饭王多方劝阻无效,派五名亲信随侍,在鹿野宛昕释迦最初说法,出 家
为僧。他们是 :

1>阿芳忄帚降如   (灭 1NATAKAUNDINYA)
抄阿说示    〈As′ VAJIJ· )

⒊跋提      (B】 iADRlK Λ冫

8各



a〉 十力迦叶    〈DAs∶ABALAK吞 s′YAPA)

5)摩诃男拘到   (MAH^N灭 M AKUuKA、

<13θ )伊那力,回 鹘文写作 inal,是突厥语,表示尊称。

(140)耶施陀,回 鹘文 ya“ 的音译,阿难陀-弟子,人名J

<1打)啜,回 鹘文 qor的音译,是古代维吾尔人官号。

(1厶2)道人狄尼达,道人、和尚之旧称,谓 有 道 述之人。《石林燕 》: “
晋宋间佛教初

行,未有偕称,通日道人
’

。南北朝时,社会上习惯称佛教徒为道人,道教徒为道

士。狄尼达,回 鹘文写作 dintar,来 自粟特文的 dyn扩 r, 意为
“
挑选

’,有时指
“
摩尼教信徒

″
。

〈1‘ 8)沙摩奴,回鹘文写作 扌Imnu〈 x。mnu),来 自粟特文 的 ‘imanu(恳 mnΨ )。 意为
“
爿酋
”
 、   麂

’’
 。

(144)迦毗罗卫,回 鹌文写作 kapⅡ ava“ u,来 自梵文的 KAPILAVAsTU。 这 是 占代的

城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之地。现在尼洎尔王国境内。

(1‘ 5)尼连禅河,回 鹘文写作 maryanqan,来 自梵文的 NAIRANJANA,是 古代的-河

名。

〈146冫 难陀难陀跋罗,回鹛文写作 nantanan:apala, 来自 NAND瓦 NANDAPALA,梵
文亦作

“MEKA MEKHALA″ 音译
“
弥迦弥迦罗

”
古印度人名,为姐妹俩。

(⒕ 7〉 阿修罗,回 鹘文写作 asura,来 自梵文的 AsURA。 咯称
“
修罗

”, 另谇 “
阿须

罗
”

、 “
阿须伦

’
、 °

阿苏罗
’

、 “
阿素罗

”
、 ‘

阿素洛
”

等,意译
“
不端正

”
、

“
非天

”
等。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种恶神。因常与 天 神 战 斗,后世亦称战场为

“
修罗场

’
。佛教沿用英说。

(1芭8)正觉山,回 鹘文写作 pasat,来 自梵文的 PRAs′AKHA。 音译为
“
钵萨襁

9,是

摩伽陀国中的-个山名。       '
<14θ )优婆夷,回 鹘文写作 upasanq来 自梵文的 UPⅠsIKⅠ。 亦泽

“
优婆斯

″
、 “

邬婆

斯迦
’

意译
〃
近事女

”
、 “

近善女
”

、 “
近宿女

’
、 “

信女
″

、 “
清信女

″
。佛教

称谓,指接受五戒的在家女居士。亦通称-切在家的佛教女信徒。

〈150)帝 戈沙摩蒈提,回鹘文写作 dksanbt,来 自梵文的 DAHsINAPATI。 是古印度-
国名。

〈151)斋戒,回 鹘文写作 qhsapat,来 自梵文的 sIKsAPADA。 即: 吃 素 食、不饭酒、

不吃荤。

<152)三相神,回 鹘文写作 drmur,来 自梵文的 TRIM口 RT【 。互相关联而各具-相的三

神,主要指印度教信奉的梵文,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

〈153)大劫,回 鹘文写作 mahak(色 )Ip,来 自梵文的 M AHAKALPA, 亦 作
“
大时

”
。

相当于十三亿四千四百年。

<154)阿耆多,回 鹘文写作 aq"i,来 自梵文的 AJITA。 亦作
“
阿逸 多

”
、 “

阿制多
’

等,意为
“
无能胜

″,古代-人名。

《155)跋多利婆罗门,回 鹘文写作 badari bramah,来 自梵文的 BADHARI BRAHM
ANA,是弥勒师傅,长寿120发,共教弟子五百, “

跋多利
9是

其名, “
婆罗门

”

是其尊称,意译
“
清净

”,印度的第-种性,婆罗门教,印度教称
“
人间之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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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萨婆钵键,回 鹛文写作 咐̌ apasantik, 来 自梵 文的 SARVA+PAsANDA。 意为“
所有的异教徒

”
。

(157)波罗那瓦耶伽罗,回鹘文写作 purnavyakFan,来 自梵文 的 PuRNA+VYλKAR
ANA。 佛教论名。

<158)佛教论名 :

1)顾 耶禅论 (viya“ an)

2〉 罗那陀伽论 (ratn自 daka)

'3>颜色娲翥论 (vitsavahar〉

犭〉跋粟弭论 (b臼 sumi)

D挝蓝阿弥论 (oqlan ami)

(159)摩尼跋多利,回 鹘文写作 manjbadari(~manibtri),来 自梵文 的 MⅠNIBHA
DRA,意为

“
增贤

”,多闻天王手下-“小圣天
”

。
(160)净居天,回鹛文写作 svdavs ta7rI,来 自梵文的 sruDDH灭VAsADEVA。 是指谙

佛所居住的净界,与世俗众生居住的世间,即所谓
“
秽土

”
相对。

〈161)尼罗陀婆罗门,回 鹘文写作 nⅡ idani baェ am,是印度婆罗门种姓-人名。
(162)顶 ,佛教名词。敬奉

“三宝
”,令心永恒的澄净,谓之

“
顶

″
。

〈163)顶坠,佛教名词。据本文献,从前领悟三宝,但后来 由于某些原 因丽厌恶它并 使纯
心变浊,萎缩,谓之

“
顶坠

”
。

色6丛 〉金钢座,回鹘文写作 vaqrnzan,来 自梵文的 VAJR五SANA。 是指佛的座位, “
金

刚
”

金中最刚之意,用 以营喻牢固、铙利、能摧毁-切的意思。
(165)跋伽罗,甲 鹘文写作 bakir扯i,来 自梵文的 BHAGIRATHA。 是 -河名。
〈1“ )桥昙弥,回鹘文写作 gautami,来 自梵文的 GaUTAM A。  旧 译

“
瞿 昙

”
、 〃

俱
谭

”
等。释迦牟尼的姓 氏,亦用于称呼释迦牟尼。

(167)释迤旌 ,回 鹘文写作 saki,来 自梵文的 ⒌AKYA。 指释 迦 牟 尼 所 属的种族 (部

族 )。

〈168)净饭王 ,回 鹘文写作 sa n〖udan Ⅱig bag,来 自梵文的 SUDDHODANA R灭 DJA,
是释迦族之王,意为

“
净饭

”
、 “

白净
”

。相传为释迦牟尼之父 e

<169)摩耶,是摩诃摩耶之略,回鹘文写作 mahamaya, 来 自梵文的 M AHAM灭YA。

相传为释迦牟尼之母。
(170)蓝 毗尼园,回鹛文写作 】umbini,来 自梵文的 LUM BINI。 亦译

“
岚 毗尼

”
、 “

龙
弥尼

”
、 “

林微尼
”

、 “
腊伐尼

刀
等9意为

“
盐

”
、 “

可爱
”

。佛教圣地e相传为
释迦牟尼出生地,现在尼泊尔境内。

〈171)无忧树,回鹘文写作 as。 ks° g心t,来 自梵文的 As′CKA,相 传释 迦 牟尼就生在这
棵树下。

〈172)三十二相,回鹘文写作 iki kiik t妇 Fl心 g kut buyan廴 ob。 lg1,相 当 于梵文的DV
ⅠTRIM s′AMAH页PuPUsALAKSANA。 亦称

“三十二大人相
″ , “三十二大士

相
″

、 “
四十八相

”
等。佛教用语 。谓佛祖生出来不 同凡俗,具有 神异容貌,即三

十二种显著特征。

《1/s)八十种好,佛教用语 ,亦作
“
八十随形好

”
、 〃

八十随好
”

、 “
八十微妙种好

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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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种小相

”
等。除三十二相之外,佛教细隐密难见之处称八十种好,日「容貌的

八十种特征。
(1?厶 )三千大干界,是回鹌文 也q mi7uluq mi7yir suˇ

的意译,佛教名词。 据称以须
山为中心,以 铁围山为外部,同-日月所照的四天下为一

“
小世界

”,一干
“
小世

界
″

为-〃小千世舁
”,ˉ千

“
小千世界

”
为-“ 中干世界

” ,ˉ干
°
中干世界

”

为-〃大千世界
”

。因
“
大千世界

”
有小中大三种

“
干世界

”,故 称 三 千 大千世
界

’
。

〈1zs)七 宝,回鹌文写作 yiⅡ ord(a)ni,佛 教名词。佛经中说法不-:
《法华经 》以金、银、玻璃、砗磲、玛瑙、玫瑰为七宝。
《无量寿经 》以金、银、琉璃、玻璃、珊瑚、玛瑙、砗僳为七宝等等。

(1孔 )耶揄,回鹌文写作 yas。 d:ra,来 自梵文的 YAs′ oDHARI。 是耶输陀罗之略,亦
名

“
瞿波

″
。是菩觉王之女,释迦牟尼之妻,罗喉罗之母。

(177)蔷提树,回 鹗文写作 b° disog1t,来 自梵文的 BODHIDRuM A (或BODHIVR
KsA)。 亦译

“
觉树

’
、 “

道树
”
,旧 译

〃
阿沛多罗树

”
、 “

贝多树
”

、 “
阿转陀

树
’

等。树名。相传释迦牟尼在毕钵罗树下证得菩提 (觉悟),故称毕钵罗树为菩
提树。

(178)十力,佛教用语。谓佛具有十种智力。
(179)四无所畏,佛教用百。亦称

“
囟无畏

’
。指传教说法充潇自信、无所畏惧,有 怫四

无畏和瞢萨四无畏两种。
(180)毗婆沙论甘露,是回鹤文 vay bas sa“ arlaq nos suv的 意泽。
〈18△ )吐火罗语,回 鹘文写作 t°hti dⅡ ,即古代焉耆-龟兹语。
(182)婆热塔那热克酉捉,是画鹘文 《弥勘会见记 》的泽者。
(188)迦叶佛,回 鹤文写作 kasip burhan来 自梵文的 Κ仄s′YAPA BupDHA, 意泽“

饮光
’

。是过去十佛的第六佛,抟说是释迦牟尼前世之师,曾预盲释迦将来必定
成佛。

(184)密利伽罗,回 鹘文写作 mogaraqi,是源于梵文的 MRG一 R玉JA,意为
“
雄鹿王”

,-佛名。
(185)来 睇提舍,回鹘文写作 matyads,来 自梵文的M ADHYADEs′ Λ,是 中印度北部的-个王国。

(186)陀尼迦,回 鹘文 dδ nikj的音译,是人名。
(18?)阿耆亚尼,回 鹘文写作 aqayni,是指-杂种种马。
(188)无节树,回 鹘文写作 nigrud,来 自梵文的 NYAGR0DHA。

陀
”

。

(189)鸡萨罗狮子王,回鹘文写作 kisa‘ arslan han, 来 自
KEsARA意 为

“
毛

”
或

“
狮子

”
。RⅠJA意为

“王’

亦 音译 作
“
尼拘律

梵文的 KEsARA~ˉR瓦Jλ。

乌瑟,回鹘文写作 usnir,来 自梵文的 UsNIsA。

耶提优波耶夷尼迦路伽耶陀,是回鹘文 vⅡ vpn△·lt yavaga,lokayata的 音泽,-

(190)

(191)

论名。

〈192〉 支迦菩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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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
“
特觉

″
。

(1θ 3)倮护神,回鹘文写作 kut vahsjk{at。 “
kut” 是古代维吾尔语,忠为

“
福

”,在此
表示尊称。 “vahsik” 来自粟特语W’ XSK, “

lar″ 是 古代维吾尔语的复数附加成
份。即: “

诸倮护神
刀

。

〈1鸵 )饿鬼,回鹩文写作 piJt,来 自梵文的 PRETA。 音译作 “
薜荔多

”
、 “

闭丽多
”

等,佛教六趣之-。 捃称种类很多,总的特征是常昔饥饿,其 中有的腹如大鼓,咽
喉似钎,没有人绐他们举行祭祀,使之常受饥饿,居于阎魔王的地下宫殿,也居于
人间坟地,黑 山洞等地。

(1眈 )三晋道,回鹘文 1q yaw lak y° l nJ意 译,相当于梵文的 TRIDUsGATI,因 果轮
回的教义之-,谓众生依所造恶业而堕入之。三恶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牲道。(1%)色界诸天、回鹤文写作 oTl心 g叼 Jy】 H,佛教名诃。为离食,淫 欲 的 有情居处。“
色

”
为质碍之义,说此天居者有宫殿,有形体,统称四禅天。

(1吖 )欲界之六重天,回 鹘文 nmranmak uluska snnlaq alJ kat t7ri yiri的
意译, 佛

教用语。其分别为 :

1)四大天王。 2〉 忉利天。 3)夜摩天。 4〉 兜率天。 5〉 乐变化天。 6〉 他化自
在天。擦称欲界天皆不离食欲和淫欲。

(198)拂子,佛教用具,回 鹘文写作 t7rid。 m“”l Iik。 是用线,羊毛,树皮制成用以驱
赶蚊虫。

(199)增长天王,回鹘文写作 v·
jrvtaki, 

来 自梵 文 的 VIRUDHAKA, “二十诸天
”

之-,增长天王排行第五。
(200)难陀,回 鹤文写作 nanti,来 自梵文的 NANDA,意译

“
欢喜

”
, 一 个育印度人

的名子。
(201)跋难陀,回 鹈文写作 vpana"i,

写作 NANDA~uP△ NANDA,
(202)鸠盘提,回鹌文写作 kumbanti,

指母夜叉。

来 自梵文的 △pλNΛ NDA,~个 亩印变人名。常
即难陀跋难陀,为 兄弟俩。

来 自梵文的 KUM BHANDI,是鸠盘茶的雎性 ,

(203)广 目天王,回 鹌文写作 vlrupak“ mnharnq,来 自梵文的 V1RUP仄KsA MAHA
RAJA。  “

是二十谙天
”

之一,排行第六。        -
(20自 )羯罗波罗曷,回鹛文写作 qa hparaPi,专 用名诃。此处指龙王之名。(20s)毗首羯磨,回鹪文写作 visvakrmi,来 自梵文的 VIS′ VAKARMAN。 意为

“
造-

切者
’,婆罗门神名捃说是诸神尿造能力的人格化。

(206)持国大天王,回 鹘文写作 tri刂 astrimaha△aq,来 自梵文的 DHRTARⅠsTRAM A
HARAJA。 “

二十渚天
”

之-,排行之四。
〈207)牟卢,回 鹛文写作 timbuJ,来 自梵文的 TUM BURu。 是渚乾闼婆之中的-个官

名。
(208)波湟迦尸,回鹘文写作 panqa“ ki,来 自梵文的 PANCAsIKHA。  “pANcA”

是
变文

“宥v的
营甲; 〃阿KH^” 音艹 “

π
力

· 呼处是指谙乾闰婆中的-个宫名 :

〈20⑴ 桥支迦男回鹞文写作 kauziki,来 自梵文的 KAUsIKA,是 帝释的家姓。
(2】0)裟度萨陀,回鹩文写作 sadvs红 i,来 自梵 文的 s玉DHUsATYA。 〃

s灭DHU”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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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 ’   “善 。 ~’ 意 。  。sATV^’’ ,o “iE害妻的 ” `  “垦皂当旨” ~ 工△夕△扌旨一-  “叠圣,电’ 之

名 ,即 °
正 砉 天

”
d

【￡∷)须苌窜,回鹛文写作 suyam∶ ,器 自梵文的 sUY灭MA,是 专门管理阆舅王的圣天

之名。

〈21E)达蕈提河,回 鹋文写作 drm:,是 -海名。

`2二

3)罗 堠,回 鹌文写作 r乩u,来 自梵文的 R云HU,是 阿修罗的-个官名 .

(2△ o〉 斯 罗 濠 热 ,为 谙 阿 修 罗 中 的 盲 名 。

<2△5)吠 摩 质 。0利 ,回 鹘 文 写 作 vi maqt:i,来 自 梵 文 的 VIMALACItRA, 河 修 歹 葑 -

个 王 名 , 是 INDR^ 的 岳 父 。

<2△6)毗 哩 孕 迦 、 伊 那 盘 婆那 ,回 鹌 文 写 作 pi刀 aⅡ 和 i kptfi,来 自梵 文 的 P工·X GALA,

ELAPATRA。 是指诸龙王之中的两个龙王名。

<217)童笼磨,童波提,回鹘文写作 durumi dumpu:∶ ,是诸乾闼婆之强盛耆。

【z18)勒 盲威提,田 鹘文写作 razav“ ,来 自梵文的 R可灭ⅤARTA,是指
“
蓝色

”
。

(219)花床,回鹘文写作 sJ nati,来 自梵文的 sR1NIDH1,亦音译作
“
室利尼提

”
。

〈2⒛ 〉香獐子,-种动物,是佛祖
“三十二相

″
之七中的形容词,在 《宗教词典 》内记作

“
鹿

”
。

〈221)圆 觉,佛教名词。回鹘文写作 tuymak,相 当于梵文的 BODHI, 如能舍弃一切情

欲,破除一切达误,于清静心,便得开悟,谓 之
“
囿觉

”
o

(222)提斯,回 鹘文 ti“ 的音译,是人名。

〈228)跋罗那斯,是回鹊文 daranasa的 音译,人名。

〈224)仙 人,回 鹘文写作 arzi,来 自梵文的 RsI。

(2zs)跋婆罗,回 鹘文 baqi baraya的音译,如果榷测田鹘文
“q” 字 母 的 两点遗漏 ,

应写作 bakI baraya,意 为
“
望行

”
。

乌波设弥,回 鹘文 vpasimi的音泽,人名。

殷那 修迦罗,回鹘文 buran yi7ra n的音译,佛教论名。

辟支伟杲,回 鹘文写作 prdikabut,来 自梵文的 PRATYEKE BUDDHA, 汉语意

-ˉ |==芏 觉
’,也作

“
辟支佛陀

”,此处指小乘教所修行的果位之一。

Ι∷)变萤蟊蓐迤泣,回 鹌文写作 urbilvakasip,来 自梵文的URUV王LV灭Κ仄sYAPA,人

淫:是晕边牟尼的重要弟子之-。

Ⅱ:∷ )乏
=卢

沱,回 鹗文写作 nigud日ェam,是佛教寺名。

(∶亠 )章订汝闭波提诉昙弥,回 鹘文写作 m ah犭 p【 qapaJ gautami, 来自梵文的MAH灭
PRA DJ盂 PΛTI GAUTAMI。 其意为

“
大爱道

”
、 “

大生主
”

或
“
众主

”,是女尼

的先行者,释迦牟尼的奶妈,是第-个被公认的女尼, 第 -座 尼庵的首任庵主。
“GAUTAMI” 有

“
明女

” “
有才智的妇女

”
之意,是她的尊称。

(232)怕提尼,回鹤文写作 bati ni,是 忄乔昙弥夫人的女仆。

(233冫 舍婆提,回 鹛文写作 sravst,来 自梵文的 SR灭VAsTΙ 亦作
“
室罗符悉底

”
、 “

舍

卫
”,意为

“
闻物城

’
、 “

女子遣
”

亻 “
礼德

”
、 “

仙 人 隹 处
”
, 是古代一个城

市,位于迦毗罗卫西北部500里 。 〈城附近有一河与其同名)是 释 迦牟尼成名利常

去的地方,于公元 6世纪被毁,成为无人居住的疚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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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摩 诃男吾热库,回鹘文写作 mahanamiurakv,可 能来 自梵文的 MAHANANA
MAN,是释迦牟尼最初的五个弟子之-。

〈235)吾 怕山奇,回鹊文写作 upasanq,来 自粟特语的
’WP’ Snch。

<236〉 毗钵尸,回 鹘文写作 vipasi,来 自梵文的 VIPAsYI。 意为
“
重重见

”
, 是最初的

七佛之-。

〈237)悉达,回 鹘文写作 “d自rti,来 自梵文的 s】DDHⅠRTHA。 是释迦牟尼的初名。
(238)木提卡,是回鹗文 m。 kt!ka的音译,人名。

<23θ 〉罗喉罗,回鹘文写作 r臼huli,来 自梵文的 RRHULA。 亦译
“
罗护罗

’
、 “

罗怙
罗

”,意译
“
障月

”
、 “

执月
″

、也称
“
罗云”

。为释迦在俗时之子,母为耶揄陀
罗,释迦成道归乡时跟随出家作沙弥,为佛教有沙弥之始,后成为

“
十大弟子

”
之

<2碴 0)阿难陀,回 鹘文写作 anant,来 自梵文的 ANANDA。 意 译
“
欢喜

”
、 “

庆喜
”

等。释迦牟尼的堂弟。侍从释迦二十五年,为 “
十大弟子

”
之-。 谓长于记忆,被

称
“
多闻第-” 。传说佛教第一次结集,由他诵出经藏。

(241)白饭王,回 鹘文写作 sukIuda,来 自梵文的 S′UKLODANA。 白饭 王为净饭王之
弟。

〈2丛 2)补特姗罗,回鹘文写作 b‘ tka】 ik,来 自梵文的 PUDGALA,佛教名词。 “
我

” 的
名称,指生死轮回的主体。有些经中把小乘修行果位

“
四双八辈

”
称

“
四双丿

`只
补

特伽罗
”

。

〈2还 3)沙弥尼,回 鹘文写作 ∮mnanq,来 自粟特语的 。mn′ nch。 意为
“
僧女

”
。

〈244)阿难伽那,回 鹘文写作 a7anu,来 自梵文的 ANANGANA。 意为
“
纯净

”
、 “

无
浊

矽
等。

(2奶 )无生,回 鹘文写作 aniruti,来 自梵文的 A NIRUDDHA,~罗汊名。
〈216)跋 利,回 鹘文 bar。 的音译,古代长度单位。
〈纽7)羯陵伽国,回 鹘文写作 knlinga,来 自梵文的 KAuNGA,古 代-国 名。
〈218)乌 那庠,回 鹘文写作 unaku,词源不详。
(2逵 9)波罗那库,回 鹘文写作 purnek的 音译,长度单位。
〈25◇ )摩诃婆罗多,回 鹛文写作 mahaPrami,来 自梵文的 MAH灭 BH仄 RATA。 意为

“
圣

王后胬
”

。

〈25△ )祁罗罗陀,回鹛文写作 qitram",来 自梵文的 CITRARATHA, 古印度-人名。
〈岱2)耶苏吉,目鹗文写作 VAsUKi,来自梵文的 V嚣SUKI。 是 佛 教 衬I话 中的九头龙

王 。

〈253)

(254)

〈255)

<256)

〈2Fo7)

〈258)

铁金山,回 鹪文写作 qakri￡ taq,梵文为 CA KRAVADA。
跋罗尼陀,词意不详。

赡部抄H,回 鹛文写作 qambudvip,来 自梵文的 JAMBUDVIPA。 意为 “
秽树

”
、“

胜金
方

。佛教名词。佛教称世界分为四大部洲,其为南都洲。
枷勒沙:回 鹦文窑俺 kavIas.丧 自甯文的 KIL页 sA。 -山名。
善观天,回 鹘文写作 s纽】is,来 自梵文的 sUDRs′ A。

鑫花9回鹘文写作 ku2钍 ar,来 自梵文的 KAsTURI。 是-种特别香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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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260)

(261冫

(262冫

语担r分扌词级

△【“〃-【ar 名词复数词缀

-(i)△ -(i〉m,-(i)m/-(u)m,~(心 )m 名词领属词缀 (第ˉ人称单数冫
:(i)miz/-(i)miz 名词领属词缀 〈第-人称复数冫
-(F)7/-〈i)7 名词领属词缀 (第二人称 )

-(s)iˉ/-(s)i 名词领同词缀 (第三人称9

-ni饣 /-。 i″ 名词所右格词缀
-(q)a, -(k〉 a/-〈 ε)。, -(k)a 名词方向格词缀
-crIa ru/-g。 r1

-(F)n/-(i)n/-ig/-1g 名词宾格词辍
-(u)n/-(1′ n/-Iol/-vq
-da/-d吖 -t〃 -ta 名诃位格词级
-takJ/-:oki

-dan/-ta n/-dun/-tu n 名词从格词缀
-di/-tin/~d。/-t心o

-din/-t:n/-d臼 /-tθ

q̄a/-qa 名词似格词缀
-<i)n/〈 i)n 名词工具格词缀
-(v)n/-〈廿)n

q̄i/-qi 格成名词的词缀
q̄u/-g。 动名词词缀

=qu/uk/-g吖uk 动名词词缀
亠

I臼 -/-b- 枸成动诃的附加成分
ād-/-at

-宙/-a/-〃 -讧 剐动词词缀
-(Ⅰ )p, -(i)p/-up, -心 p, -yu  百刂动诃缑词
:k引 i/-qalIF 目的副动词词级
-〈 f)r,-(i)f//-〈 u)r,-ar,ar 形动词词缀
-“ali/-gali 目的副动词词缀
。卩aqi/-daqi 形动词词缀

:qvqi/-g1qi 形动词词缀

i=《 i)qma/(i)gm。 形动词词缀

|如k/-d1k 形动词词缀
90f∵∶

波罗那提,回 鹘文写作 baran纽i,来 自梵文的 VARANADA。 佛教传说中的-圣
王名。

《大集经》,佛经名。是 《北方等大集经》之略。

鸠摩跋罗提,回鹩文写作 krmabaluo,来 自梵文的。

尸齐佛,回 鹘文写;0ramasiki,来 自梵文的 RATNAs′ IKH【 N。 另泽
“
式弃

”
“
试诸

’
年,意泽

“
顶罾

9佛
名,过去七佛的第二佛。



-m is/-mis,~mix 形动词词缀
-d-/-t- 动词便动态成分
-dut-/~d山 r 动词使动态成分
-tur-/-t|r- 动词使动态成分
ˉur-/-刂t 动词使动态成分
-〈 F)n,-〈i)n/-(u)n,-(山 〉n 动词反身态成分
-l-/-(u)卜  动词被动态成分
-〈 u)sˉ ,-〈 1)s-/-xˉ  动词相互态威分
-t〃 -ti 副词词缀

-qay/Γ gay 动词愿望式词缀

-ma-/-mθ ~ 动词否定式成分
-m az/-maz

-dF,-di/-ti,  ti动词第三人称过去式词缀
-maV-m。k 动名词词缀

s̄n√ -saf 动词条件式词缀
ˉzu￠ -z0n 动词第三人称名令式

-a1im/-oli m 动词第一人称愿望式词缀
-nqu/-ag1 集合数词词缀
-(i〉 ng/-ζ i〉 nq 序数词词缀
·⋯··li¨ ⋯Ⅱ,blrla,ulat了 ,连词
kim 关连词
ok,酿,op 加强语气词
q̄iq,-ki, 形容词词缀

-lik, ~lig, -1己 k/-lik, -luol, 1fq

r̄ak/-rθ k, siq

s̄Jz/-siz 否定词缀
-mV,arki 疑问词

名词宾格词缀
“-ni″ 在举书中均用在人称代词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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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

3

‘

5

6

7

8

θ

10

1△

12

1s

14

15

16

17

18

1s

20

2△

22

23

2‘

25

o01 A

o01 B

o02 A

o02 B

o03 A

o03 B

o0厶 A

o04 B

o05 A

o05 B

o06 A

o06 B

o07 A

o07 B

o08 A

o08 B

o0θ A

o09 B

o28 A

o28 B

o67 A

o67 B

o68 A

o68 B

o6奎 A

Y‘ A o6‘  B

o65 A

o65 B

o59 A

o5θ  B

o58 A

o58 B

o57 A

o57 B

o68 A

o6⒊ B

285 A

285 B

o66 A

o66 B

o61 A

o61 B

062 A

o62 B

osO A

oGO B

o22 A

o22 B

o10 A

o10 B

B3 B

B厶 A

B厶  B

B5 A

B5 B

B6 A

B6 B

B7 A

B7 B

B9A

B9 D

B1oA

B10 B

B13A

B13B

B14A

B14B

B15A

B15B

B16A

B16B

I1A

I1 B

I2A

I2 B

Y4 B∴

Y5 A

Y5 B

Y6 A

Y6 B

Y7 A

Y7 B

Y8 A

Y8 B

Y9 A

Yθ  B

Y1oA

Y⊥O B

Y11A

Y11 B

Y12^

Y12 B

Y14A

Y14 B

B】 A

B1 B

B2 A

B2 B

B3 A

26

27

28

29

80

81

32

33

8厶

85

86

87

38

3θ

‘o

厶1

厶2

43

‘奎

45

‘6

47

‘8

厶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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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8

5∠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s

6⊥

65

66

67

68

69

70

7I

72

73

7∠

76

o11 A

o11 B

012 A

o12 B

I姓  A

14  B

】5 ^

15 B

I6A

I6 B

I7 A

I7 B

I8A

18 B

I9 A

19 B

I1oA

I1o B

I11 A

I11 B

I12 Λ

I12 B

I13A

I13 B

I17A

】17 B

u1A

也 1 B

!E∴

12 B

7`

78

79

80

81

82

83

8遮

85

86

87

88

89

θo

91

θ2

θ3

θ4

95

96

97

98

99

100

1C1

102

o33 A

∶038 B

o32A

∵032-B

o35A

o35 B

o38 A

o38 B

o39 A

039  B

o36 A

o36 B

o37 A

o37 B

o厶 0 A

o厶 O B

o20 A

o20 B

o83 A

o83 B

●̈ A

●̈ B

o50 A

o50 B

G三 士 Λ

o丛硅 B

13A

18 B

△∠ A

1∠  B

15A

心 5 B

△ 6A

16 B

u7A

17 B

18A

18 B

09A

山 9 B

010A

心10 B

·o11 A

由11 B

113A

113 B

0¨ A

0·  ̈B

T2 A

T2 B

'r士
 `∶、

Td B

o18 A

o13 B

o14 A

o1丛  B

o15 A

o15  B

o16 A

o16 B

o17 A

o17  B

018 A

o18  B

o19 A

o19  B

o20 A

o20 B

o21 A

o21 B

o厶1 A

o厶1 B

o3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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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编 号 现 编 号 原  编 现 编 兽

T11A

T11 B

T13A

T1s B

T1刂 Λ

T14 B

T15A

T15 B

T16A

T16 B

T18A

T18 B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θ

110

111

112

118

1△ 4

o55 A

o55 B

o51 A

o51 B

o47 A

o‘7 B

o52 A

o52 B

o53 A

o58 B

o‘2 A

o42 B

T5 A

T5 B

T6 A

T6 B

T7 Λ

T7 B

T8 A

T8 B

Tθ A

T9 B

T1oA

T1o B

o犭6 A

o46 B

o54 A

o54 B

o56 A

o56 B

o48 A

o48 B

o3d A

o44 B

o45 A

o45 B

5
 
 
6
 
 
7

1
 
 
1
 
 
1

1
 
 
1
 
 
1

118

】19

12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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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2刂

125

126



t序章》笫-叶A面
‘序串冫笫-叶 B面

《第-章 》第
=叶

A窗

《绾-章 》第-叶 B雨

《第二章》第-叶
^面《第二章》笫-叶 B面

《第三章》第-叶 A面
《第三章》第一叶B面

《第四章》第一叶A面

《第四章》第-叶 B面

(缩写符号注)bJ胛 勺 JⅡ
,‘

`冖
~刂 ~‘ J1” ~Ir丿

弗 (v≈△~)g豇⒒1~ˉ BIB
·刂r ‘J匕 乱 圬~1 r丿》榔 ~JIA
饣屮 d‘ Jl,” ~1 r丿加郡 ~JI:
·~d匕 Jl,l;-1 F丿 卜 辩 笋~ˉ tlA
°刂屮 d‘ J1” -1 r丿扣 茁艹;垆 -ˉ tIB
·
-引 ‘ Jl,” ~1 r韩  J△J;:-=TIA
°σ屮△~‘ J11;-l r丿如 d△Ⅱ夕~ˉ T【B

考参的要圭

1. A Dic“ °nary of Chi

2,  Buddhist Hybrid san nese Buddhist Tcrms   1937

⒊A%nskrlt铷帅盅
%咖红硎Ⅱ“∞

冫icti° nary    1939       1aFy    1953
犭. Altt心rkjsche Granl"at ik    197‘
5, An EtymnIngjcal Dic

6. 宗教词典    1981  t〗

°nary° f pre~Thir1eenth -Ccntvry Turkjsh    1972

7`  且PEBHET⒑ KcK【i立 CⅡ oB^PB   1969
8.  Divan山  Lvgat~it-Tork    19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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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y亡 k心 nq ●o￡t p(a)t(。 ):★     ·       j∶

I。  u【乜stak∶  :dasInI p【 ig bagig korkit1P      
·

2, 廴utqarota1】 r tqtn kad巳 r ka=Iaol{umIuq

9. 罗tzltg bars θtΘ zi勺θ kadiIip katltt

4, atθ zin bars b〈 a)lg也
"tp kut⒐

aru (y【 a)r1】 kadΞ )

,  ya11n yorir tθ rs nom1uoI dinta=lariq kutˉ

6 qnrqlaI1r tq也 n uvIt vyat iqplΙ nu yaII0

7  tons刂 z qop〈 a〉 n.¨ °1臼 rI11

8  birla katΙ Iu y° rIp kutqaru

9·  y(ayIΙ kad1,。  y(a)m。  bi￡ °oLurda
10  adakI aqlarIaq iq1ig udq: k:z1-I,,

11  yoolrut satqlalI baIΙ k廴a bar1r ardi yarim

12  yolta oolul aolrⅠ o11 kirdi , aXl1 yar(n)i k° rIp

1;  kozi toImirip an色 s1n atayu Ⅰqlayur

14, s1qtayur ordi . ttkθ l bi1ga t(a)勺 ri t(θ )勺 =isi

15  burhan an】 【l θmgakin kor也  sθ rt

16  umat1n anasⅠ nI叼  atθ zin b〈 a冫 Igtrttp

17, yIlΙ q yum区 ak savIn ay1tu ∶duk plkio

18  av(1)qt色  i区 in ixlθ p kθ nqkiyasin yup ason

19  t心 kol balIkka tθ gtt。  pIitdi yana y(a)mθ

20  yinqka yip ogirdaqi k讧 vonqa0 ko【 ltl(l)也 g

21  i区 ila‘ ~ni¤  k心 vanq kθ XlIin turolurqaII

22, tarkarqa1】  kunqu~Iar otoz~in b(9)Igurttp
23, Ιduk plikin ikig tutup yiP agi‘ t,

24  y(仓 )rlⅠ kadI  y(θ )m。 ktvθ z katkΙ  kθ Xl也 1(1)tg sasⅠ q∶

25. ornΙ 0 ktv。 nqin sⅠ olali buzolal犭  亡q心 n

26. iduk θtozin sasⅠ q】  θtozin b(i,〉 lg△ rttp

27. sas1Iikta kirip olma yap日  olurdi

28  kantar pltθ ki buskarasar1 ρlig bag(n1Xl)

29. ktvonq koXlul(l)tg taol sa¤ rln ylmirga1ir

30. tqtn uluol ka‘ 1 toy111 θtozin b(a)lg1rttp

9‘

,。凵匕,,心
'】

;l丿 、;~3 ~z △ d·●
,‘

‘̈ 扌



(Ib冫

anantirs yazu廴Iuq tⅠ n1〈】)q ostqLuq avI区

辉y冫忑Jt丬塄i∴ ∵驻r耐
删aq

ay t〈 a)【lri kθ rkin b(θ )Ig1rr△ p n° m
nomIayu y(a)rIⅠ kap kutolaru y(a)r1i廴 -
ad1  suPriyi kantarv~lar pIigin

kutqarolaIir tqtn ku旬 kauqi atθ z~in
b〈 。)lgtrt心 p kvIlkau atnizip kutkaru y(a)rIIkadΞ

muntada uIat1 tktx r△
rl也 g uluq

y(a)r1Ⅰ kanquqⅠ  biIik k心 qinta sansⅠ z t亡 m匀 n
tinIa。l~Iarka asaq tusu kIIu y(a)rlIkadi
ikinti s(a)rvatina at1aq biJga bilik

心zθ asaq t刂 su kⅠ Ir.nakl anraq orti kutr~

uItaqI tinlaq~Iar~nⅠ
刁 k°刁心l k。 kiz t。 z

yr1tiz kiIinq ariglarin °tqurak
kor。 r。rti barrllu munu刁 k° 廴心zin~∞
kutru1mak~la。l uruq tariq azu yokmu
〈bar而 u) munv【  ke旬 Iint。  k° k△ zint氵

夂orkInq ayInqlⅠ q 。dgL】  tθ z yIltIz
bultukmaz mu  kayu dyan sama=

s° kiz t亡 rl心 g t△ z亡 n yoJta in’ gtsin
inmag△ sin °tolurak uka y(a)rlikar~

(taIs1) y(o〉 na。  tptik sakiz biIiklig

(bilgo) biljklig1。 rig °rolurak uka

azu

k也 qint●

ardi

ortuEl

y(a)r1ikar θrdi ta廴 1 y〈 θ
)】

zaθ az k1Iinqli。
l

i∶ξ
t∶

∶∶∶廴:∶∶狂⒒F∶廴l∶;r∶t∶n∶:v。

nq

ovk●

k° 0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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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亡 k亡 nq (bρ x pat日 r)

1. ar:g:n bariolin °tolVr(ak uka yar1Ik)ˉ

2, ar ardi  tak】 y(a)ma ku1qar。 lu【 uk (:Ⅰ n!a碗 )。

;, lar1ol ototurak adarar 当rdi  bu burhan~
4  Iarka kutqarotuluk  bu arhant~lark色

,  kutqlarotu1uk bu x(色 )rirka s亡 ztltp kut~

‘. qarolu1uk ol t9p alku saFvadna a:Inq

7  bilgθ  biIik k△ qint。  uka

8ˉ  y(a)rlΙ kar θrdi . △q也 nq manuqap

9 adaol ktkahg θrd。 min

10  asaol tusu k11maki ont色 q ardi  kah∶

11  bir °din mahamutka1ayan arhant

12  anas】 n kutolarolaIl sansiz t1m° n

13  sumir taqlIar tθ p也 si △zo prklay也  mu1~
14  ka1ayan arhant~nIXl k也  kalig

15  θrdami tza mariqi kanqanapati u【 uxka

16  ba:Ⅰ  y(a)rlikaP mu:kalayan (aihantn1t)

17  〈anasIn) kutqaru y(a)rIⅠ kam1x】  (心 q1n θttn)~

18  t△ kta t〈θ)0ti buthan (mutkalayan arhan:n】 J)

19  k心  kθ lig ordt,mi ktqiotE, (or【 l。 k s° ku)~
20  olⅠ nqa otda katagiti atlaol kont 〈u1uxka)

21  b(a)riolInta (bi,l)g△ 1心 g boIu y(a)rlikad1 . 〈arlIn)

22 muntada uIatI sans1z tk1x t】 n1aol~la‘ ~k色

23. asaol tusu k1Ioluluk tark tavrak ix

24. k△ q ixIay△  y(a)rlⅠ kIldi arst,r alku

25  m色 nuqap kt kalig °rdθ mioiXl ktqi

26  tPtir  t° rt1nq maytri θdg△  ogli kθ0~
27  Iin asaq tusu k11maki y(a)m匀  bpx
28  ttr1。 g oqtⅠ n bolur  kayu arki bρ z

29  tpp tρ sar  aXl i1ki kt k=,lig otdo”

30, k° rkitmakin,  ikinti tapIaolu s。 vgt

●
ˇ



(B)

4 n bpxinq kaIyaka saprs yIlIct yumxak

∶∶r莒::l∶ s∶;丨 t∶F廴〓
°
1s罗

khv

7  kalt1 bir °d1n maha~
8  sina atIiol bayaqut

9  廴unquy1 心q ay k° ni b(a)k qan
10  o1urur t° yⅠn kuvra。l-ka k° p

∷ ∶蓖 :∶各f∶

s卷
⒈iη 尸 牢 ￡△ Ph

13  asqⅠ  。qIan k。 刁li tapsⅠ z b°ImIx
14  心q心 n m心 nItk 。t k。 I。lali idtⅠ ~

∶∶∶ il1ij∶扌:I!∶ ij∶∶∶∶∶a;∶∶∶∶I(?fI{∶∶l;ma~
18   ̈  ̈~ip IdtⅠ  ani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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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4

5

‘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9,

26

27,

28

29,

,0,

(A)

ytktnq al:I p(a)t(a冫 :

tuOlm1工  aF也 r~1ar. θtr心 ovkθ k°Vli~i

θmriIip b(a)tdi  tluntada uIat】  kt ka1ig

a:dam kθ rkitmakin sans1z ttman t1nlaqˉ

I色rka asaq tusu kⅠ 1u `〈 a)rIIkad1,。  ikinci

st,vg也  taP1色qu 0d tava: yakⅠ n kalt心 rmakin

廴utolarmakΙ 巳ntBql atdi  kaltI sariputri
arhaot nitvanka barm1x~ta taki

adan arslan h0n1 tθ g

arhant~Iar 7(a)m。  nirvan

bul1ilar olarka stz也 g koXl让 I(1)tg

t1nI1ol~lnr adraImak~laol aq日 q θmgθ kka

°‘ti【 l△  qomur~Ia:★  or"   ol t1nlΙ ol~1arnI勺

sak1nq11ol otlar1n oqtrgali 亡q讧 n

t(i,)Xlri t(a)Xlrisi burhan °EltIn yIXlak

sa:iputri arhant uIat1., bⅡ g。 1θ rig

b(θ )Ig△ rtdi ⋯solt1n y10ak mahamutkaIayao

arh色 nt uIat1k△ kθhj θrdomka
ragm百区 arhant~1araol b(a)lg讧 rti . ani

kortp an1n ol tInlIq~1ar aXlsi2 mu¤ ad】 p

ad0nip θgrunq△ 1心 g s,vinqlig boItⅠ ~Iar

t(。 )【lri burhan aolz1tlta nom ρxidip

kutrulmak tataq-nΙ勺 idisi b° l:i~lar

心q△ nq iqg也  ot ukmakIn asaql tusu

kⅠ 1makI n。 tt,g orti tρ P tρ s。 r anI inqa

ukm1x k(θ )rgak,. kayu od心 n biliksiz viru~

tak Q1ig bog kap∶ Iavastu ba11k~takI

xaki1a:Iol θΙttlθp yok yudun kIIm】 xint色

t(a冫 XIri k1zlarIxla oqxatΙ  kθ r也  kanⅠ nqs1z

kθ rklθ  kθrkltg altⅠ  klzlar1。l bulun
alⅠ p  kixIanti arti,, virutak plig bag

“qomur’ ‘宀 -̄A· c;亠 △̈冫 l‘ △;,△ 。A.,;&· ·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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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4,

9,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basa basa xakⅡ ariqL utmak adak

asra ki1mak savIar101 sθ zl° mixiV。

altⅠ  ka1unlar yirinqlig bolup t° d tol:y

savIn utrunti~lar,  nnⅠ  pxidip virutak

ρlig bθ g qantal(I〉 ar~ka y(a)rI1ol y(a〉 :11kadi

bu yaq11ar k1zlarΙ n yPti °勺i 。t° zlθ
=Ⅰ
】l

b1q1p kθ sip suburqan1ar

ara kamixi° -l。 r qanta1(l)ar

y(° 〉mθ phg bθ g y(a)r11k1n

t心 冬扯 k11tⅠ I盯 ¨ t也 kaI bⅡ g。

t(a〉 叼ri t(a)Xlrisi burhan o1 ka‘ un~1ar~
nI勺  kurtuloluluk odin kolusin
ukup himavat ta。 ldin qinakantik
atl食q °t kaltr心 p baxla室 i【la saqⅠ p
isig °z bρ r1 y(a)rlΙ kadⅠ   n。 m n°m1ayu
y(a)r1Ikap kutka tag心 ri y(a〉 r1】 kadi torttnq
koIigasi tza asaol tusu k"makⅠ  antaq
兮工di  kaltⅠ  bir °dun ε〈。)Qri t(§ )匆 risi

burh11n saIipu【 ri arhanr biェ i°

yazⅠ  yprda qakr∏ 1it kⅠ lu yo工 Ⅰ攵1aェ  。
=ti

〈anⅠ 叼) ara bir kuxlaolu kuxka `uvIt~
mⅠ x kog心 rqgtn mu【 lka tarka tθ gip

sariputri arhant~1iⅠ 叼 k° lig° si【la

sio1】 nti inqg ok korkunql sonm§ di b° z~
ar titrθ y心 r ardi antaran kopup t(a)Xlri

burhan~ni刁  k°ΙIg。 si刁 。 s1⒐ⅠntⅠ

anta εimin θk k° rkⅠ nqⅠ  ayInql sθ nti

muntada ulntΙ  sans1z t亡
=llon tⅠ

o1aq~laェ ~

廴a k°ligθ si 心z。  asapl tus。  k】 Iu y(a)rIi-

廴adi., bp区 inq kn1yakas岔 p‘ s bθrt血θki tz,

:01



1.

2

,.

4

,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y心 k也 nq ypti p(a)t(日 )r

asapl tusu k"mak1 antaol a‘ di patranari

adatL 色olaF igIig :oyIniq iduk ρlkin

bθrta y(a)r1ik臼 p oltr °zinta oz~

q△ ru y(a)rI】 kgdi  arhant kutiVa r。 gtrdi

divadataol bax aolriol iginto ozpluru

y(a〉 r1】 kadΙ   burni adaol tir"Iθ 工 baol区 IsFn

borta y(a)rlIkap yasuqik nt1aq

o1tr igint。  ozquru y(色 )rIikadI

muotada ulatⅠ  kIm~m
surati odkt, tagi sazan

alkInplinqa tⅠ n11ol~Iar bram~sangalamban

ulat1 。dg志  kⅠ 1inqta kata叫 ~】 anur~lar arsar

tst心 n t〈 t,)【lri yprinta a1tⅠ n yaI【 luk

azunInta tuol(ol)uIuk 。dg亡  k】 】inq kazqanur~

Iar θrsa‘ a1ku asaq tusu k"mak】 Iol

ad8心 sin θrdamin ukmⅠx k(a)rgθ k

munt6q t△ r【 心g sarasavati brhasvati ulat】

t(a)勺ridam biIgalar k(a)lp °d心 n soz1ap

a【 kⅠ nqsjz asaol tusuluol odgtsin °p~p
sakInΙ p m(a)n q心  tax ygi,n top心 mⅠ n

yerkθ  tag也 r也 p kop azuntakl atozin

ayayu aolIrlayu yinq心 rt y也 k心 n△  tt,gintr~m(。 )n

ikin亡 i kamaol ka刁 θg心 z iqintaki kum

oanⅠ nqa tq θdki bθ gu biliklig

burhanIar~n1Rl baolxisI bolmⅠ x usnir l(a)ksan-

Iaq topuIθ ri 心za yinqtrt t° ptn ytk△ nmIx

nom ardni tptir, o】 y(a)m° n°m ordni adart~

Iayu sozl。 sor iki ttr1心 g bolur~lar bir

$anbutIk adaq  ikinti paramartik

at1aol¨  sangirtak temⅠ xi sudur winay abida~

,02



(B)

1 ram tq aq(l)1Ⅰ k n° 品Jar rptir~l。 r, az a1mⅠ‘
2  igin ig】 。n:x θmg° klig tInIaOl~larka

3 iginka yaraxⅠ  §m 心rjnt° g sudur aol(1)Ilk

4, tetir  。vka bilik1ig aolun aqukmIx

,  tΙ nlIql-Iar~ni勺  aolus1n bⅠ xurolu vinay
6  aol(I)】 Ik akat θr△ r   biliksiz biIiklig

7  kar仓 riq t亡 narigda munm1x azm:x
8 tⅠ nlaq~larka k心 n t(。

)【lri

9  osuqluq abidaram aol(I)lⅠ k 。m 心r~
10  心ntag bo1ur   ikinti baramartik

11  tpmixi y(a)m。  iki tLlrI△ g ad=11ur~bir
12  sokiz t心 rI讧。c t心 ztn yol t°zl亡 g ikinti

13  kalisiz nirvan t° zl1g s。 kiz t△ r1山 g

14  r心 z1n y° 1aol y(a〉 m。  t(。 〉马ri t(o)刁risi burhan
15  t,ktx sudur nomlarda △q r1r1△ g adruk
16  atⅠ n atayu y(a)r1Ikadi  bir ttz心 n artr
17  ikinti intd△ td。 qi ozolvrdaqⅠ  心q。 nq
18  °qramix °r。 g amIJ nirv。 nka r。 g山 rdaqi

∶:∶  1zi∶
Pζ

。∫∶ai∫
°
l∶

ayj∶

};子  :∶∶∶ t∶∶
I^【 ar~ ni饣

21  tρ sar an1 inqθ  vkmix k(a)rg。 k n。 q° ka
22  t§ gi bu sansaェ  iqint°  tu虹 mⅠ x rⅠ nlaq-Iar
23  azunluq qadar °g△ z iqinta aola t。 gi1△

24  bpx azun1uq togzinq suv iqint。

ξ∶∶ ∶∶∶∶
p。

1∶∶∶∶∶、:廴:fj∶ t∶;1 1￡;flas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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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亡 ktnq sakiz p(a〉 t〈巳)t

】, tttItg ttztn yolIuol y色 ruk yuIa

2, kθ k由 z~1arintθ  b(o)1gtrsa: ttz也 n y° 1Iuq

9、  basak baxlarΙ nta ursar~1at t亡 zto

4, yoⅡ uol qintamani srdni phklarinta tutolaI】

,  bolsar~lar。   t心 z△ n yoIluol yIparlaq

6. suvda nizvan】 ~laol kirin yumaol 罗usa:【 a:

7. °】 θdtn timin ok t也 z~
8  tn tρ tir~Iar.  ttz也 n y°1nu0

9  t△ z△ n b°1makI ikinti tnttrmθ ki

10, ozOlurmak】  antaol 。rtr., Ⅱkis(i)zda bart

11  bV s色 nsar iqinto t1nII。1~lar tort ttr】 心g

12  kalkin n】 z~van11aq ka‘ ImlarⅠ n☆  tθ grik1ami区

13  tokuz ttrItg t° mir baq~ka 泣Iθ xi nIz~

14 vanΙlapl oduqlsak kapaolq11ar】 n koz~θ dmix
15. tθ rt ttrltg ⒊z kIlⅠ nq1】 oI 廴色paq ttgn也 g~
16, Iarin ρtganlig k11inq1】 ol exikin

17. yaratmIx bpx ttr1tg ott心 k n1zvan】 ~

I8。  ェa:∶ n yapa1m1x ypti tur1tg i7a yatdaqi

19  niz~van1Iaq tirgtklθ r tz~a tiramix sanasar~

20  Iaol kI。 】Ιk bokaolulukta baklomix solanmIx
21  θr心 r~lor.。  kayu odtn sakiz t也 r1tg....¨

22. ttz也。 yoIupl☆
′
 t臼 psar-1色 r timin θk

23, bu munqa ttrl△ g 。mgρktin oz~at~In:
24  △q心nq yazinqsiz °olra皿 i区  y扌 ka tθ gmθ k

25  na ya饣 laq ar心 r t♀ p tpsar,, 色n】  inqa

26, vkmIx k(a)rgθ k tok。 z on a:tukI 旦1t1
27. azaol nom1uq~lat n° mIami区 -la:.。  yoI o=uk
28  az厶 muna sanoar iqint°  也rkiq

29, tθ gz~inttrda qi 。ttr~I。 r , o1 yoIq色  barip

30, a=ItⅠ  sansatdin °z~qa1i boImaz,, kayu

·u。l^、 ;少 Ⅱ0l,冲 △△ ·̌·ckarimr巳 liB’ ^¨‘氵 △‘△~~

·0l。L^i扌 <y° rluq· ^=灬<,; 。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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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θd1n bu ttz心 n yo1qa barsar timin

2 ok 。olram】 x orjg amuI nirvan baIⅠ k~
3 ka togir n̈irwan y(θ )mθ t°rt ttrltg

4  adrukin adr11ur   kayu arki tθ r‘  tρ p

5  tps° r a【l iIki a1ku °mgaklor tθ zi y11t1z~】

⒗ bolmⅠ x az。 n tutmak tori anta θmril~

7. 心r  ikinti az ovko bi1iksiz

8  biliklig ot an饣 a oqar

9  iq亡 nq akanakslz mo【 lt 。dg击

10  t△ z~l1g oェ △r  t° rt亡 nq alku

11  ptig1ig akanaklaq aknaksiz :or心 ~I° rdθ

12  °【li 。drulmix artr bu murltaol t心 rI1g

13  tIg1s△ z sansΙ z ∶,dgoltg n° m ordini 。rdomin

14  op sak1nⅠ p m(。 )n q谊  tax ygan turuk

1,  ayayu aqarlayu yinqtr也  y心 ktntrm(。 )n tq心 nq

16  ttk,l bilga ‘(o)【lri t(a)urisi burhan~
17  n】 Q saz~an1aot k,nt ulux1n tutdaqⅠ
18  m1刁  yi1 rim° n k。 nto bari t(。 )刂 ri burhan~

19 ni刁  °=ninta Iaksans〈 1)z burhan1ar ixin

20  ix1ay电  sazanlac/l karx1° l tiray1 tutdaqi
21  (aItu n) s1ruk °suq1uk alku ok
22  tprikinta °g△ tmⅠ 区 kop toy kuv王 aqda
23  kutatmⅠ x kant。  t(。 )勺 ri t(。 )Xlrisi burhan
24  ikinti agalla p,om iqinto y△ z t△ r1心 g og~
25  dikin °gθ  yiv。  y(a)rI1kamⅠ x taraq1aq
26  ypr osuqlu呸  kim azky~a buxI1aq ”ruq
27 tarIq saqsat △1g心 s亡 z sans1z t^x bprdaqi
28  心s1tn t(a)Qri yerintaki altIn ya【 【luk
29 。tθ z~i狃 t0ki m。 xli t° 【la qoq yalin
3o, ark tt。 k~ntxl avanti tlItaqi bolmⅠ 冬~

】Os



(A)

ytk心 nq tokuz p(巳冫t(色 ):

Iar savθ rti at1n ataolulu廴  niptiqaturt
atIaol ix k° dtk tz~。  dyanka nomka
ki:如iX sakiz sanvar iqinta tuplm1x kutiuqˉ

larIn ptighg yarst∶qIIol b(a)r(a)m(a)rt atI,

ataoluluk sθ kiz y(i)g(i):mi ttr】 tg boxoludu吐
niz~vanilIq yθ kig iqkθ kig aIaXlutdurqa1i

ogr° tingtqi~Iar t° kuz t心 rltg

boxolutsuz nIz~vanI1aq

qorikig topu】 m1x~Iar  kamaq
birl。  y(i)g(i)rmi artukI yρ ti ttrItg

r也 z~心 n kutIuq tΙ n~lⅠ q~1ar1n tIkm1xtag
toIu tiz~tn bursu匆  kuvraol θtd(I)ni tρ tir

amti ol sakiz y(i)g〈 i)rmi tirItg b° x olu d uol

yoIta kataqllanqu q1 ttz~tn】 or kuduplIaraoI

θ刂i °Xli adIra sez~1。 mix k(。 )rgak
inqip y(θ )ma asl i】 ki iki t也 rltg

tInIⅠ q~Iar tptir   bir t(a)ˇ rak t。 :k 0iIikIig

tptig sθ kiz kθ°心l(1)△ g ikinti tu:1 ∶urkⅠ
ki1InqlIq ttmk。  koolsak biliklig bu~u
ikig△ da kayvsI 。rsar arΙ qsIz sak1~
nqIiq az~u(n)tIn tura °gIanmak

ba1IknIxl aXl taxtⅠ nki kapaqqa kirip
dars臼narmak adaol k° rtm yolta iniP

bpx y(i)g(i)rminq kxan odk。  tagd心 k tθ

sordapan kutka kataqIantaqi b° x~
quduo, ‘In】 】q tρ :ir  °l °k t讧 z~亡 n

tInIiq kor心 m yoltakⅠ  sakiz °n artuk1
sθ kiz t也 rl心 g utun nⅠ z~vani~1arⅠ ol θqirtP
altj y〈 i)g(i)rminq kxan °dta s° rdapan

廴ut buIsar。 , bu ikinti b° xqlutluol t心 z~忑【l

】06



(B)

】  tin1】 q tρ tir  ol °k sordaPan kutin

2  bvlmix t也 z~1n kixi sakardagam kutin

3  buIolaIⅠ  kata。 llanur arsar., ol △qtnq boxol~
4 vduol t心 zun tInll。 l tρ tir  °I °k

, sakardagam kutka katao11anquqJ amranmak

‘  uluxtak1 aIt1 bo1△ k niz~van11araol ta‘ ka~
7 rIp sakardagam kutin buIsar

8  bu t° rt心 nq b° xolutluol

9 t心 z~△ n εinlΙ ol tptir  o1 ok

10 sakardagam kutIn bulup a众 agam kutⅠ n

11 bu1qa11 kata。 llanv tawェ anut arsa= bu bρxinq

12 boxttuduq tⅠ nlⅠ ol tρ tir  °I ok sakaェ dagam
13  kutIn buImⅠ x tInIaol amranmak uIuxtakⅠ  karaq~
15  1anⅠ p 心z~molθ g也 I亡 k baxtink1da baxtⅠ nkⅠ

15  ulati adaktak1da adaktaki tokuz l11tx

16. nⅠ z~vanilaraol tarkarⅠ p oq1r△ p anagam kutIn
17. bulsar bu altinq boxolutIuol t△ z-tn tⅠ nIⅠ ol

18  1ρ tlr   anagan1 kut1n bu1mⅠ x t心 z~心 n kixi

19  。勺Iug ots1z t(◇ )【lri yprintaki bidip
20 bh0r心 p 心zm〈θ)lag心 l心 g nIz~vanⅠ ~laraq

21  (° q△ rt p) εatkarip r° rtinq oIlstz

22  t(a)好 rl yρ rintaki sθ kz~inq 1Iix n1z~vaniol
23  °q1rginq°  a=hant kutⅠ Xla kataq1a n olu~

24  qi y扌 inq t△ z-心 n tinlaq 左tanur inqip
25 y(。 )m° kθrum yoha inmⅠ xt。 tomka
26  billklig 。rsar kirtbg心 nq iy°  yorⅠ daqI
27  tpp atanur  bu s。 kz~inq b° xolutluol

28 t亡 z~in tlnIiol tρ tir  tptig °tolurak
29 bi!ikhg ors° rn° m iyin bardaqⅠ tptir

30, bu tokuz~unq boxolutIuOl tⅡ z~。 n tinlⅠ ol

】0。



(A冫

yiktllq on p(a冫 t(a)r

I. atanur . °I ok s°rdapan kut buImi区

:∶ ∶∶∶势a∶r苜1习∴∶∶∶;a∶;∶1∶∶孟备
tT∶

∶
nu:

4. 亡q azu tθFt亡 zmaIθ m∶x θrsθ r,ta廴 i

,. iki nIzvanⅠ Ia: 廴a1mIx b° lsa: k。1a k° 1i

6. tpp atanu:,。  ko1日  k° 1i θrsθ r bi: iki 。v~
7. l。 :dθ  az口 n tu:mak boIur.,

8. bu °nuIlq b° 区qut1i,。
l

9. ttztn t1n11q tetir。 . °1 ok

∫0·  sakardagam kut】 n buImIx yaI。 uk
11. °ollI anagam bu1olaI I 廴ataqIanu s§ kiz t【 t区

∶:∶  ∶蚤丨
a∶

∶∶
a∶

∶虽v∶:i;m∶∶I:∶Frt∶1∶

u∶

二:fF1ak
14. uIu区 ta :ak∶  bir azun 。utnr。 , an∶

∶∶∶ ::∶ ;u∶;:;lI∶∶ift∶∶i∶r:u。:i1r(:fr)∶ ;∶

nq

17. y° rIquqi tin1】 。l kataq1an血 ak y° Ika ragˉ
18. dtkr§  kθ r△ m bulm1区  tpp atanur.. bu
19. iki y(i)g(i)rminq b° xqvcIuq tIn【Ⅰq t氵 tir

:∶∶岩【1`Ja∶叮ri￡Υa嘿:气茂∷
i

27  in arhant kutJn bu1up 。iFwa。 ka bariF
28. bu t° rt y〈i)g(i)tminq ttz~tn kixi atanur,,

∶⒎ I∶∶1:∶
k∶

fζfa∶∶∶∶∶
I∶

刁::∶ 1】∶):∶ Fiy∶ ;∶

a∶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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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to tuolar·   nθ  tuola bi=la ok arhant

2  kutIn bu1up ni父 van廴a barlr,. bu bax

3·  y〈 i)g〈 i〉 rminq boxqutIuol tinI】 q tptir,, y〈θ)na9
4, anagam kutin buln11x t1nⅡ ol amranmak
9. uluxta θt°刁 kodup o匆 ltg t。 Xlri

6. yρ rin‘θ tuqar.  anta tupluP tρ tig

7. oduol tqtn θnlgθ ks1z t° lplak~

8, siz nirvanka bar1r,, bu aIti

9·  y(i)g(i)rminq boxOlut【 uol t1nliol

10 tptir  tak1 y(o)ma °l ok anagam
11, kut1n bulm1豕  t1nlⅠ q amranmak ulu区 ta

12  θtθ z k°dup °xl1tg u】 uxta ruolar anta

置3  tuolup t心 mk。  m unr1rk tq心 n alp1n
14  °mgakin s° kiz ttrItg ttz1n yoI kθ kzi~
1,  nt。  b(。 )Igtrtp timin °k nirvan廴a barⅠ r

16  bu yp‘ i y(i)g(i)rminq b° xolvduol tⅠ n】 1ol tρ tir

17  y〈 a〉ma °k 日nagam kutin bulmⅠ x t△ ztn
18  kixi amェ anm。 k u1vxta at° z kodup o叼 l△ g

19  t(。 )Xlri yρrinta tuqar  anta tuOlup nirvanka

20  〈barIr) adarrIaq boImaz  taki △st1nki °run~
2ェ   1arda k§ za tuqar azun tu1ar  anl iqtn

羿:藓li∶lii∶∶ifⅠi∶攴j扌⒒J俨
》咖

冤:【∶):8犭 k∶r∶帚a;∷坩
l∶

∶lJ!〓1苒 :℃ln巾托
::∶ 上t∶∫∶∶∶∷:;⒒a℃lu∶

yljn∶∶1丁
耐q

::· ∶;【∶∶∶f土l:∶Wt;∶ :at∶∶}卫 :∶

·r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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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tk〖 nq bir y(i)g(i)rmi p(a冫 tCn)r

】。 baxt】 nk1 t色 ztn kixi :氵 tir 。 yana y(a)ma
2, asIImaz tθ zI0g atIaq tin】 Iq。 rtr。 . kim
3  arhant kutIn buluP yanIap taymaz bu ikinti

4. b° xqutsuz arhant dintar θr1r  :ak】  y(θ )ma
5. θz θtΘz~in °zi °l也 r1r atIi。 l b° xplut~
6. suz tInIiq bar tJmka$i △q亡 n arh8nt
7, kutin bulur , yana yana

8  r日 ynr 0l antaol nIzvanI basⅠ nqIv~
9. a uIinIP kant也  。t ozin Θl芯 r~

10. tp nirvanka barⅠ r . kaItI kq:agi

】1. at】 I。l arhant toyln kant亡  y1Itg1si
12. tz臼 b。 qz1n bIqⅠ p nirvanka b(a)=di  bu
19. △qtnq boxplutsuz arhant dintar tat‘

r

14·  y(θ )m° θk at θz~in kozad tr ntlaq
15. b° 区qutsuz tIn1】q bar nθ qθ  y(a)m°  t1mka
16. biIikIig 。rsθ r inqip t,r ozin ar:t1k

17. sakIayu tutar  arhant ku:1n buェ up
I8. taymaz bu t° rtunq b° xolutsuz arhant
19. dintar tetir  takI y(a)ma rθ branqsiz turmix
20~

21.

22.

2,.

adaol b° xqutsuz tlnliq bar n。 qθ y(o)ma
arhant kutⅠ n tin tayquIuk (tⅠ nlicu)-
lar utru tu:sar , inqip at °zin k° z~
θdmθ sar saklaⅡ ‘nasar y(a)Fna a父 hanc kut】 ~

24. ntIn arⅠ tⅠ taymaz bu bρ xinq b° xqut~
29. suz arhant dintar 氵r1r  taki y(a)ma
2‘ . t° puIur tθ z11g atlaq b° xolutsuz tⅠ n1Fol

27. bar kim kama。
lda △st1nki ar⒖ ;ht=

28. lai~nⅠ V θdgtsln ardθ mrn bu1。 1a1I tθ g∶ ~

29. mhg boiur, bu ar亡 r a1cInq boxolutsuz

30. aΙ hant dintar , taki y(θ )ma bar bulolan皿akˉ

u9o



(B)

1 siz ra1ganm9ksiz tθ砂tg tρ tig sθ kiz

?  °toluratt otqurak∶  也q1n aFhant
3  kutin bulup taymak ttxmak~k。  arΙ tⅠ

4  koraOlmaz  bu yptinq boxolvrsuz a=hant

5  dintar 。r心 r· · takI y(a)卩a bar bilg。  biIikin

6  kutrulm1x atlaol boxqutsuz tInlIqkim

7  bi1g。  bilik k1qint。  nizvani~

8  Iaq yaqnarI。l utmIx inqip
9 θqmak dyan samarda ulao

10 d yan~sakinqlar 心za ark tarta

11  umaz  bu °rtr sakizinq boxqutsuz arhan:

12  dintar   takⅠ  y(θ )ma bar ikidin siXlar
13  △1心 xin ku:ruImak atlaq boxqutsuz tiz~

14  tn tⅠ nlΙ ol kim alku nizvanIIaェ Ⅰol arⅠ tj

19  alkmix aIku dyan samarIarda 。rk rJrk

16  bu1mⅠ x bu ar△r toku2unq boxolursuz a=han‘

17  dintar  bu mLlntaol t1rl亡 g ttlzunlarin

18  kutIuolIarⅠ n tⅠ kmIxtag tolu bursu0

19 k uvraq 氵rd ini tPtir~lar  kim hormuzta

20  t(a)勺 rⅡ 。工 u1at1 uluq k△ q11g r(。 )叼 rilθ r-
21  (ka uIuq) didim1aq baxlarI tzo

22 (yinq1r△
) t° p△ n y1kunmiⅩ  t△ z心 n bursuV

23  kuvraol 。rdini kutⅠ【la m〈 a)n qt tax
24  y(i)gon tutuk p1ikimin kavxurup ‘°p△min
2,  yprk。  t。 g1r△ p ayayu aqirlayu yinqtr亡

26  ytk△ ntr m(。 )n ‘aki y〈 o)ma y1z k(臼 〉IP △q

27  as食 nki °dt。  b。 r△  baramit1aol yo1ta
28  kataqlanu r也 kθ I t心 rl心 g yivigin yivitip

29. t心 zk。 rinqsiz burhan kuti1apl ζ(n)krirt
30  plig hon orn】 ⒑a °Iuroluluk

9:口



《A〉

y亡 ktnq iki y(i冫 ε(i)r。,i p(a冫 t(a冫 :

】, tpε in °ga at】 t红 absik kiImix
2  bex aznJn tIn】 tqIafiq urunqak raginmIx
3  bpx y(i)g(i)rmi 臼s彐 nkiˉ nayut sanInqa tInIIq
4  oolla。 ⅠnⅠ 【l umuqI Ⅰnaqi kin kθ Iir θd心 n
5  sakiz t1mθ n yaxIⅠ q昔 tIn】 i叫larJi。 θz丁 n ta

6  ,axint臼  t0rt ardinin yaraI:ol~J】 ol

7  st,kiz t△ man tθ rt m1Il

8  k° nt uluxla!da b(a)rqad色

9  baxrⅠ n aqsIz~kI2sIz kisiolsIz~

IO kivrⅠ qsIz yaoIisiz-bθ r1sⅠ z basinqsIz
11  iyinqsiz irtsiz~bρrtsiz muRlsuz-takslz t。 1im~
12  tasim bay baramIaq sans1z 1ktx k° tsIvar

13 bay犭 olurlar,vIari barkIarⅠ  1z。 tIkmIx~
14. tag yigi sakiz y(i)g(i)rmi uluql 。rdinin
15 ρtiImⅠ x kay1ari只  bal:Irl。 rIn yararaq~
16  1a。 l yQr t(° )QrisiniXl didiml¤左 basagi
17 xlθ °qxatⅠ kutluolda kuduq kitumati
I8  atIaql kθ nt u1u xra s。 kiz y〈 i)召 (i)rmi~i
上9  vityastan xasatar b° xqunmix koz占 n。 r kut
20  t〈 a)【lrisiXla 心1。 xi br(a)hmayu adnol
21  bramanlar Qhginta br(a)hmaˇ

ati ar】 aq
22  °g ixik。  。plxarl lQaruntⅠ n 〈tuqulup)
23  b(。 )lg^1tg bolup burhan kutIn bulu
24·  y(a)rIikadaqI :uzit t(。 )Ori yρ rinraki (inq冫 )
2,. dyan adaq karxⅠ da 。】uru y(a)rlikar
26  aya。 l~ka togimlig ttz1n mayrri
27  b° d is (a)v(a)t kutI。 aj∶  yana y。。。̄     ̄-   ·
28  yalInsa yinqka θt1g ot1nt 。tθ z~

29  1min urunqak tutuzu kop azuntakI

30. θt θzin yinqⅡ r△  t°p1n y1k也 n1r~m(。〉n

: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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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kim y(。 )mθ  t(。 )Xlri t〈 。)0risi burhan niFˇ an廴a
2 b(a〉 rmIxta kin xazantn uluq asaol

3  tusu kIIti1ar °natk。 k pItaki vaybax
4 xasatar yaratdaqⅠ  kuvranagayani san,gapati

5 kuneprabi manurtni~da uIatl baqxI~lar

‘ kutIxla ytkintr m(。 〉n takⅠ y(o)m。 antada

7  basa 心k电 x t电 d△ g n°m
8  bitik  ptdi~l。 r yaratdi~lar

9  sagantiIi isyanisuri koliki

10 ma:arqi〖 i asvagusi~da ulaci b° di~
11 savat baotxllar kutⅠ ￡a ayay口  aqⅠ rlayu

12  yinqtrt y心 kontr 甲〈。〉n takF y(Φ )m。  t° rt

13  k△ s° n uluxta baqxⅠ lar b° lt11ar

14 ki血  b urhan xazin1【 la uIuol asaq-
1,^  tvsu kⅠ lri【;ar b̈° darakxi:i sariya rakxiti

16 azukrakxhi° Iarka y(a)ms yinq△ rt~t
17 y1k△ n电 r 扪(a)n kim y(a)ma 1q so】 mⅠ da
18  u1ux〖a °刁r。  ba。 1xilar b° l tⅠ 1ar

19  d(a)rmagan b° nandati aryaqantri aqarida

20  vla【 Ⅰ baqxi1at kutI目 a yinq1ro yuk△ nor~
21  (m(。 )n kim ym。  1q) °rdinika kirtg1nq
22  (k°【l亡 l(】 )1g) upasi qt tax y(i)gon tutuk
23  〈°【lrθ ) baqxi【 arda nomluq sav pxid亡
24  :。 ginip inqo sakⅠ nqⅠ m b8Iri a1p bvl。 luluk
25  kixi ρt,。 zin bu】 rum aIpta a】 p

26  sokuxqu1uk △q ordini b∶ rlθ  ε°k uxruⅡ
27  amti yana b△ g△ n bar yarIn yok
28  (b)。 ksiz m。

xl心 s心 z atoz,心 g b。 kqa maxl亡 qo
29. sakInIp ar tar bar1r alk】 nur 。d tavaraq
30. 心rltkI心 gq。  sakInⅠ P tz△ ti1g azunIuk

:::



1,

2.

3.

4.

,.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

24

2,.

26

27

28

29

,0,

(A)

(Ftktnq tθ rt y(i)g(i)rmi p(a)tCa)v,

y(θ)m0 臼lk巳 tmi区  ayk色 ktsanqig k△nka

°drt1mix 。dgt odko kut1uol k9v1iol ko:uka

kutluol koyn yiI zttl 亡q也 nq ay

iki otuzka m(o)n tq 。rdinka kirt-

gt,q (kθ Xl〉 亡l(l)也 g upas1 qt tax y〈 i〉 g9El

tutuk 〈kix)im t。 z也 n birla kin kθ ltθ ~

qi maytFi burhan~ka tosaIⅠ m tpp

bir maytri s△  bθ zordimiz,. bir

(mayrri sim)it nomin y(a)ma

bititd(i)m(i)z  bu s△  b。 zaεmix no血  biritmi‘

buyan odgu ki11nq1ol a叼  oXlr°  av1rar~

(biz 心s)ttnki 。zrua hormuz ta tθ rt

maharaq t(o)tri~Iθ r~ko bu buyan adgt

kⅠ lⅠ nq k也 qinta t(θ )0rid。 m qoq ya1:n~

〈Iar axi)lzuIl tstalz△ 【l ul(uxu甲In balI)k~

〈im1n) kθ z。 d亡  arztn~1or.. iqtIn (s1勺 ~

ar)· ¨ m̄igo【l bo1mazun。 。 ta攵 t〈in sIt。

ar yaq1) bθri b° lmazun.¨ .̈

·̈ tarIol ktlt bolzun ka血 aqlˉ

un tInliol~lar m。 勺Ⅱig b° l(zun-lar)

y(a)ma bu buyanaol a勺  θηrθ a(y】 rar)

biz :(a〉 匆ri bθgu ρ1 biIga ars1an t(θ )Xlr1

uyolur tark令 oimiz ku刂 ta alkat”】区 °n
uyqur eli  otuz 1egiε  oolIanⅠ

 Ⅱ tokuz

ρlqi biIgosi  m10 tapInur ttman

iqrθ ki~lθ ri birIo mΙ 。 ttm。o ymka
tagi 91 色Xayu y(a)rlIk红mak-l坌r1 bo1zun~1ar

t色 kⅠ y(a)mθ bu n° m bititmixta iyin

ogirdaqi k1zim kθ nq tuz心 n u1uol

oollum kθ d ygon ikint∶  oollum tao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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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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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ygon ka】 (i)nimiz (tt)k。 I ttz亡 n kizⅠ miz

?  k° rk】 a ttz心 n , bu buyan adg亡  kⅠ linq

3  ktqinta (i)gsiz ad犭 s(1)z k° p θdg也 da iqra

4  kamaq ay1qda t争 xra 。:z也 n~lor  tak1

5  y(° )ma bu (buyanaq) avⅠ rar biz。 , ogtm△ z

‘  tisiIig kvnqu~ka‘   inimiz pl s° °kuε

7 tarkan~ka ρI tuolmixka  bu
8  biyan k心 qint∶ , iε s(i〉 z adas(1)z a=-

9  z△ nlor  taki y〈 a)nlθ  bu boyanaq
10 (avⅠ rar) biz  kazolanmlx kaXlimⅠ z z。 k。 k

11  bogan tutuk uIatⅠ  kamaq-k〈 y)a kad(ax1mIz)ka

I2  t,dgt △】tk bolzun,  bu buyan (odg亡  kⅠ lⅠ nq)

13. ktqint匀  t〈 a)Ⅱri yprinto :uqzun~(lar〉

14  t(。 )Xlri y氵 rint。  tuqsar tuziε  (t(a)xl工 i yprinta)

1’  (may)tri b° d is(a)v(自 )t 1skin(i)nto (t心 xtp)
16 〈kay)u θdtn t芯 z电 n maytri (b° d is(a)v(a)r

17  tv z:t c(。 〉¤ti yp=intin ino 〈y〈 a)rlⅠ kaduk)~
18 ta biz y(a〉 m。 kamaq-k〈 y)a kadax anta

19 kitvmati kantda bit1a in。 lim  maytri
20 bodis〈 a〉 v(a〉 t burhan kut1n bultukta

21  biz kamaolun anra burhan ku:I0犭

22  (a1kⅠ x) bolmakΙ m〈 l)z b°12un   ol odun bu
23 n° mu弭 anta altunluol kθ gda 心z§

24 b(ititm)。 kimiz b° lzuo

】1‘



(A)

bax1Ink1 bir p(a)t(a)Ⅰ

. namo bu:. nam°  d(a)r(日〉m,。 namo sa°
amd bu nomIuq savaq a勺  magit plta
raqagri k。 nt uIuxta ukmIx k(a)rgak anta

θrrt yayxi:vani maharaq~nIll △q uluol

k△ qI△ g Inanq buyrukIari (kalt1) sadakari

haymavati puranaku bu1ar △qog△  k° k kalaoldak1
yolqa uqa kaIip bir ikint:ska

nomlupl sav sθ zlax±  puranaku inqo
tpp tρ di k° rt。lθ r ktqI△ glar~ . bu
yρ-tinqtda axls1z tk亡 x n° mluol
tahm t,sim q° ol ya11n b(。 )1g△ I△ g boImΙ x artr
(anta) θrri h犭 ymavati inqa tρ P tpdi amti~
k1~a (yaolu)ru odta b(。 )lg△ 1ig bo1mix artr
kim t〈 a)¤ ri t。 XlFisi burhan burhai kutIn
(bu1u) y(a)rIIkap bir baqdox】 nu y(a)rlΙ kap ∮eti
k△ n dyan〈Iipl) mθ 勺i tagint °rt心 rt y(a)rlΙ 廴ad】

〈tak】 ) y(a)ma na【l nom nomIayu y(a)rlIkamadi~1
·⋯·̈ - i bult1 uluot plig ∶,zrua

〈:a刁 ri °t1)giXl。  baranas k。 ntda arsividan

(satramda 亡)q tag2inq iki y(i)g(i)rmi b° 1Jk
k。  t〈。g)ip atyanankutani asvaq:

.̈.¨ mahanamIda u1atl be冬  panqiki to,in
·̈̈ ·taⅪ ri 〈burhan) kutolaru·¨

濠

礓

≡

yeεi

27.

28

29

30,

116



(【亠)

1  on ya0i arhant t° y】 n1ar bolt】 1ar

2  tθ Ilri bu:han birl。  bir y〈 i)g(i)rmi sadakari

3  inq。  tρ p tρ di m心 na 。mti yaoluru~kⅠ ~a

4  od 。r亡 r yig yig ktvθ z kaola1 kiqig

9  ba1Iklacu in。 11or inqθ  tpp sakinq sak1n ti

6  Iar bir心 kin bu ypr suvda ttk。 l bi1g∶ ,

7  burhan yρ g 。工m。 di六  §rsar anI￡

8  n° mIamix n° mⅠ ~1 yρgda ypg

9  bo1madI °rsar antaol ogrinqi (冫 〉

10  a¤ taq matⅡ igin ol katm1x yas1da

11  ulatⅠ  ina1(I)ar qorlar avlarin barklar1n

12  kodup toyΙ n dintar boImaolay~Iar o=ti  anin

13 。mti biz y(a)ma k° p ρlig tutuq av
14  barkaol kodup t° y1n dintar bo1泛11na mun11ayu

15  k° rJθ xip o1ar 〈y° )m, t。 Xlri t。 勺risi burhan~

16  ka yaquk togip toyⅠ n dⅠ ntar boltⅠ lar

17  arhanr kutiBa ε。gdi1ar  °rr心  (haymavati)
18  inq。  rpp tpdi  °Qraki or, (arhanr【 ar)

19  kinki 。1ig arhantlar birla (ka∞ aolu n)

20  a1tmⅠ ‘ arhanr1ar b° ltIlar to〈 tri burhan)
21 biri。 altmix arrukI (bir)  °t(r1〉 ·̈

22  inq。  tpp tρ di  antaol ors。 r am〈 ti) ra~

23 .¨ .¨

24 ,¨ 。̈

25  ¨ .̈

26  ¨ ,¨

27 .¨ .¨

28 ,̈¨ 。

29 ¨¨¨

30. ,¨ ,¨

‘“扌、
' 

‘̌0armadi o^h ‘氵△△ △s. 。uL沁 θrdami^“·,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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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k:in廴  iki p(a)t(a)r

∶∶∶
(l∶

RtF冫 :∶⒒、
a∷

ii∴∶liq∶1I∶

心gtn buka虹 u。

baIIk~ka.¨ .¨ .¨ ~l-¨ 。̄

ka。¨.¨ ,̈tⅠ nIiq~Iar~
ka °dg〈 tI心 gin冫  mθ匆i~IigiEl
asBq~I〈 I)qIn !vsuIuqIn kaza

y or:【
l】

ar。 ¨m(。 )n ikin tqin b~.¨ ~
Iar~Inka 。̈ ūn bar】 vlar¨  m(a)n
y〈 a冫 ma btg△ n iqbⅡ is atIaq sin~.¨ 。̈ ~

sak~.¨ biF yigit urI 。~。 。。
······taxlri burhan °dintθ

b~、 ¨。̈ .¨ ~tkin inq。  tpp tρ di
°zmadⅠ n kutruImadIn °zm~.¨ ,̈~
qa saklnur sθ n bak kataq b(aqIn)
quqin bⅡmix θrtr san (anin) san· ~̈
mat1da °zmamFx kutrulm(贫 mIx〉 θrma-· ¨
°zquV kutru1q(u°

) ·̈ ,¨

pxidiP ttk。 1 biIga t(avri

nI【l inqa sakinqi bolt】  .¨

ayaol sakinqI(i)ol x(i)mnu

ada kIIqaIi yakin.¨ 。̈

tθQrisi burhan)~

m。 n10¨ ·̈ ·

otoluFak uk

aIku avl1g

:I8



(B)

】, pk θr。 r m(a)n tst硷 n t。 ¤ri yρ rinr° ki
2  aItin ya【°uk θr,° zintθ ki yapFx qu【 u`
3· °d〈 Iθri)g 1zmix θrtr m(° )n ho￡  oz~
4· (madJD) kutruImadin ozdvm kurtuItvm 

ε氵p,, 。̈~m~¨ ,Ⅱ (。 )n bu (munt)aq s(a)v sθ zlθ mi区 ~kθ
6. 。̈uvu刂 u(q bo)Iqay s(θ )n bu yaFlIq
7, (exidjp) yavl〈 ak冫  sak:nqIipl x(Ⅰ )妞nu
8. busuxIuq kad。

lu (1uq aQsⅠ )z
9 (uvu)tIuq bolup a(n ta) o廴

IO  yitlinip b(a)rdⅠ    anra θtr心

11·  (purn)aki inq。  tρp redi (anⅠ  t)qtn
12, ∷。〈r)Ι ltaqln t心 k。 1 bⅡ g。  t。 习ri

1;·  (tθ 刁risi bur)han °1 〈tΙ t)sllaF~k(a).¨ ~in
14·  〈balΙ ktⅠ n〉  baIi廴 ~虫 a vIux(tin) v1ux~ka
15. .¨  y° riqali idu (yaJ)】 1kadⅠ  。rki  。trt
16, 。̈ inqa tpp tpdi k〈 amaq ku〖 rul)quIuk
17·  〈r1nlⅠ 。l)Iar-nI¤  。qrⅠ n °su olⅠ n (bⅡ )t
18  (yarjⅠ k)ap Ⅰdu y(a)r]ikadI   n。  1q。 n (rpp)
19  (tpsar bv) 。d心 n ayaol-ka t° gim(lig)
20  (bvrhan t)。kuz °tu z yaxinra kapi1vas~
2二   (:u balⅠ 幺tI)n kθ r△ gqiΙ 。yi 1IJ亡 P rJaryanqan
22  (θ g心 z k1)dΙ qⅠ nta aI廿 I yii aip kiiIxIq
23. ix ix1。

)y1r (。 q)urda yav1ak sakinqIaq
24 (ximnu) 。̈ ,̈ taR,ri kθ rkin
25,¨¨¨ ,̈ulux~ka inti arti
26 .¨ .¨ ε。rs rodr也  n。 m :lnlaol j Jar
27.¨¨ ~̈kitdi ardi ki妞 uIuX

s(。 )n

28.
29.

30.

⋯·̈ ·-i tΙ nlaol~1ar a1ku tθ drt
●0● ●̈ ●●,ardi 。mti yana
·̈̈ .iIu区 sayu

,1,



∴ (A)

baxt】 nki tq p(B)t(巳 )r

】. barip 岔n1n kθ ni nomu吐 no卩Iap BoIn koni

2. yoIka kigtrs。 :-1a:.. θ:rt t】 n1iq Jl色r yaV1ak                ·

,. sak∶ nqⅡ ol x(i)甲 nu~nu0 kθ rtmin 1dIp

4. :△ kal bilg0 toXlrI tθ 0risi burhan.¨

5. stzt8 kθ勺tl Θritir~lar, oir bir                        ,  ,

‘  toyIn1ar rikltg t讧 mθ nlig t1nIaol~〈 l。r)¨·                   ·

7. tq inaql u1u(q)¨ ··⋯

8  ayap k~1.。 to y(】 n) dIntar

9  kilur~(lar 。d)gi tθ r心 ka ypga~

10  ttr~li,r...θ mti yavlak

11  §akⅠ nqlI(ol xlmnu a)rhant 〖oyⅠ nlar~nlXl

12, ba11k ulu(x sayu b)armak ix k△ duk~kθ

13  tⅠ dⅠ ~.¨ kIlur atlta otrt (ubuq〉

14  ulup11 (t心 ko)l biIgθ  ta勺‘i ta0risi (burhan)

19  o1 altmi区  tΙ :s1 kuvraol arhanr~l扌 r(Iol)    
·

16  θti °ti u1vx baIik sayl Ⅰdu (y犭 rlⅠ k日 d】 ) 
ˉ

17. kant心  (b臼ra n)as uIuxtin t〈 no)

18  y(a)F(llkap) (a)Xl magit 91ka kal〈 i~)

19  (yarlIka)di  ttnki k心 n kopazlig.¨ ˉ

20. dE, ix(i)l°‘in ist。 y心  kolmix ^l~.¨

21  saoldalIol oo11an1q upasi kiIIP ku〈 tka)

22, tag⒍ri y(o)rlikadI b△ (g心 )n yana· ⋯

23  s° zak~ka pinbat~ka,¨ r̄di (na nta)¨

24  nantaPla adaol iki na(ga baltⅠ zIarⅠ ol)                 ·

25  kutka tagurup btgunki.¨ ,¨

2‘   ant(a)ran tnti amti △~.¨ (Iu)-

27 1ar asvri~Iar kintari~〈 lar kantaFˇ il臼r)                 :

28  biF1i, t。 griklap pasaXl· ¨···              .

29  :aolda θr也 r korgⅡ kadaxIm t亡 (kal bⅡ go)          ∶      ·

,0. tθ Vri taRlrisi (burha)n~ni勺  (burhan)

1⒓ o



(B)

1, kutI buIm】区i ttkal 罗ρti a, :tni bortI

:∶ ￡:Iyu昱扌飞f∷;i`扩∷a佥I?
4, k(u vra)ol iq t1rl1ε

 kuvrapli t△ kθ I

5·  (boItⅠ )¨  amti y伞 na uluql 亡oF△ Itg burhan~
‘ (lar)ixin idagθ Ii anunu y(Φ川Ιkar品 t
7 ,¨ inqo tρ p ay1td Ι . kayu
8 廴ayu ix 〈ktd△ kog) ixI。 yt
9 anunur orki 。tr△  h(a)ymavarΙ

10 inqa tρ p t令 di 〈kθ )nt△

11 vayxirvana ρIig Jag (ni【 l) yumuxi~
12  lla k° lmix ar也 r biz   b~.¨ .̈~ta
13 (°

)【lr。 u1uq 夂△qI△ g 〈yo)kl。 r ur屉 ut-
14  (lar∶ ) 。rtip b〈 a)rdⅠ - lar   k(i)n b -¨。.¨ -‘ -【 ar

∶∶∶∷∶i∶i狂 i∶窝
a∷

∶l;涝甓I扌
pak虹

17  (viIar).¨ kumb^n ri~Iar Iu〈 Iar)· ¨
18(vr匈 u)c~1ari污 氵 ∞vt~¨ ¨
19  ̈~rantIq kΘ nt。 g△ asquk pl(ik)~
20 (l。工in ta〉  tuta u1uol aolar ayamakIn

:∶∶⒏万
〉
a呈

q。

∶li;i扌丁1占廴u夕
ma

口3ta(ta【 l)ri t(θ rt)maharaq t(。 ),riIar~r
24 .¨ 。̈ ~da ulati r(e)I,ri引 igˉ

25 (l。 ri)¨ .-i tⅡ utama hamada

￡;∶ J氵:Jrl1∶〉Tn甲H矿
aⅠ

⒒dtk

19:



(A,

ba‘ t1nk: tθ rt p(臼冫t(a):

1, ardamI:g arziIa: koptin.sI0ar 氵aq~laF~

2  tIn ar(i)qlard1n y1q1I】 p ko1ir~lar asurlat b。 g~
3  1ari lu bθ g】氵ri taI△ y θgtztin △ntp

4 ko】ir~bt takI y〈θ)“ok佥 ntarV1ar bsgdarinio〉

5, ixiloFi kiIas taqld】 n y1plIlip ka1ir (arti)

6. t(。 )日 ri :(a〉 Elrisi b心 :han~n10 kilquluk (ix冫

7. ktdtkin ko:gθ li pasaⅡ

8 taq ta(pa〉  bar(IrIar)¨  an:a

9  θtrt (Purna)ki inqθ  tρp

10  tpdi  k(ayu ix) k△ dtk °olrinta

11  ol bilgo t(o)Xl‘ i t(a)0risi burhan~nI【
l

12  u1uq kor(kin kθ rki:ma)ki ktni b° 】ur  t,rki orr¤

】;·  (s。 dakari〉  inq。  t9p tpdi  kad臼 X1m¨·

14. kin b~.¨  (vay) xiFvani pIig bag¨ .~

1,. ka aytuk~ta bu savlar1q alku b(aglarka〉

16·  (ay)dukta bizi0 inimiz purnakio¨

17·  (unamamix o"t) h(a)ymavati inqa (叼 p)

18·  (tpdi)¨ ·ayaol~ka togimⅡ g 〈maytri〉

19~ bodis(a)v〈 a)t d(臼 )ksan(a)p(a)! pltin k。 1(ip pasa。〉
20~ raq~ka tagd△ kta braman t(θ rtsin)

21~ kodup tθⅡri burhan n° mlnta E,vig (bark1q)

22~ kodup saqin saka〈 lin yu)lu p ǎz(anpat)

23~ kiIIp toyin b° lur  ol aotaq (tollri t。 Rlri)~

24  si burhan~n1V uIuqi (° ol11 ayaolka)

25. togimⅡ g maytri bodis(a)v(a)t(nⅠ Xl〖°yIn)

26~ dintar bolquiuk uluol (tortl1g)

27. yaⅡ I k△nt8 kθ rtnq1ar(ig kρ rg氵 !1)

28~ tpvridam kuvraq yiolilurlar . (anin °1)

29. ixka barlr biz  anta °t(rt pvrnaki)

30. inqθ tpP tedi · antaql θrsθ (r ttzin)

:2:



(B冫

maytri b° d is(a)v(a)t kayu~ta θrki θtrt sadak~
ari inq。  tρ p t;冫 di bu bizill inimiz

r1rk t也 rkpx u1uxta baIikta utrap

·̈ y(a)XlakaoltⅠ n yorΙr tqin ayaqka
∞gimlig maytri b° d is(a)v(a)t-nIxl。 dgt$in
·̈~dim °dg11~,¨ anIn amti mutar (° t)k△ rt

ayu bprixl anta °tr u

b(a)ymavati inqa 〈∶pp tpdi〉  e.x-
〈i)dgiI s(a)n pur(naki a〉 mti

saOa ayaolka togimhg (maytri b°
)dis(a)v〈 a)t~

nIIl 。dg△ sin 。rdθ min (k° ni a)yu bpr。 yin

kim oI saxla avant rⅠ I(tao1 b° 1zun) kalrI
(i)ki y(i)g(i)rmi yax(I)aq rinlⅠ oJ~lar~nⅠ【l

(oz)int°  yaxinta (xaki)muni (tθ【lri) taXlrisi
(bu￡ han〉  birla s° kuxup °dg△  k1IΙ nq buyan
〈b°gtok) rapa。l uduq kⅠ IrIlar θrsar ,nqu~
(layu yθ ma) kin °d也 n sakiz (tlJ m令 n) yax~
(li°l tinlⅠ )。1~larni勺  ozint°  ya(xⅠ nta)

(ru ziJ n) 〗naytri burhan birl。  t° su~
(xup) adgu kⅠ 1Inq kazolanolay san

〈na △)q△ n tpp tpsar  kim kayu tiz~

〈亡n· · ~li tⅠ n11crlni)【 l kizi maytri burhan~
(ni【 l od。

g△
)sin °p sakinⅠ p s1ztg

〈kθ uin bu弘nb)叱Ⅱk犯宫o kⅡ hq
~slqsaz mnytri burhan

·̈⋯·(sa n)sardin ozar kutru~

(【 ur)¨ ·̈ ·oduol o1urup °t级urak
·̈(珀ayt)ri burhan 刍dgtsin ρxi-

(di0· ¨oI kama。 l~ta °lla drmu=
·̈⋯·(pli)g ha姒 ,¨ ~n kamaol

t:s



(A冫

~  baxtFnk1 b氵
= p(a)t(a)r

1. sansar iqintaki od心 【 ozI△ g tirig

2. t1n】 aol y口 lVuk oqlanⅠ  oza maytri θdg亡
3. θgh kθ勺thnd。  y(a)r】 ikad】  v1zir °suq:
4 1uol bak kataq ko0o】 °ritip aqⅠ nq(s1z)

5  burhan kutⅠ勺a k心 s1x rurolurdⅠ

6  maha k(a)lp °dta adg心  k11Inq y∶ q日

7. tρ riP bir k(a〉 san° d ta(maytri)

8. burhan.¨ k1stxtg unⅠ t~

9. madi y(aェ lⅠkanqu) q】  k。勺Iin

10  日Iku (tⅠ nlⅠ。llarn10) θmg° kiXlθ  y也 roki~

I1  sⅠ kΙ ltI..,adg心  ogli koXllin k° p~
12  ka ad(g0l心 gin asaq tu)su kilu tavranur θrd1

13. inq∶ p· ¨θdt。  mayt‘ i adg也 ...~ti

14. sak1nq,¨ ~di kodnadi 色n】 n m〈 aytri〉

19. at bulti alku~nu¤  。ng心  θg(li§ i)

I‘ . antada basa 〈ta)Iim tktx θd。 ¨

17. a=t~¨ 。̈ ,~kin vasavi atlaq¨ .

18·  (han).¨ 〈。)rkan ratnasiki at1aol (:θ旧ri〉

19  burhan a0 axnu burhan k(utⅠ 勺臼)

20~ vyakr(a)t alkⅠ x bρ r心  inqa tρ p (tρdi)···

21. s。 kiz ttmθ n y犭 xlaq tIn】 aq~lar.¨
22. odint。 moIlⅡ ig t(ataq)1aq θdta

23  k△ m心 x aqi barⅠ m kpXl (a)【 kI叫

24  tq asa。 ki amgak tΘ ~¨ . (tst心 n)

25  t。 0ri aIε in yaIvuk.¨ .¨

26 maytri atlaol burhan¨ ,¨ .

27·  y(θ )ma purnaki~i~a bu aya(Olka t° gi【oIig)

28  maytri bodis(a)v(a)t t心 kol kIr(k)· ¨

29‘  odtθ  tztkstz maytri E,(dg心
).·

.

,O dyan sa(廴 inq)Ⅰ q bIxr1nt1 a~¨ 。

】2‘



(B)

y〈θ)ma θvk。  k° IltI 。r1rm。 di anin

垠
xar1茗

扌jll∶
Jt∶(觐弼化:呻

b° d⒒s啷忄~

〈ikinoo turd】  cakⅠ ka1mix lθ rt y己 z t°kvz
0n artuk: bpx b。 dis(a)v(a)t~Jar k(。

)v∶,nε di~1ar
muna aya【ylka t。 g∶mIig mayrri (b。 disavat)
·̈ (ba)IFk¨ .siri氵 ani b(a)ra~

man。 vig〈 barkIq)¨ ·

sokiz yoxlnra .¨ ~nu ar么
i

ka¤  。g。 z svvFn。 ¨。̈ alku
xasatar bi1。c。  bi1ik .¨ ,̈sakintF
rakⅠ y(。 )m。  bⅡ ga bi(1jk)¨ ·̈ .adFn

∶∶∶〕lab∶j廴
ˉ
∶1s∶
ˉ

i∶ i{r】 l∶∶∶
q-

·̈on。 tk。 k p1〈 rin) o(q)rayu d〈 a)ksana~

∶∶∶;r鼻:↓i℃ 1∶

d∶

iu扌

a∵

ig;愿?l,:TaⅡ
 ̈¨ ~g 。。lr】 nra muQadi(p) adI~

(nlp)  ̈yana r心 kaI biJgo burhan~
(ni刁  yρ r〉

"nqu ypr suvda b(。
)lg1rmixin

∫∶l;∶ π罗yJuˇ;;∶

r猊

i拈。:F忄 :∶∶
∶‘

tθ【lri burh)an n° mⅠ nta sansar~d in      ·

⋯ -̈q俏 汪 ⋯ 1̈,d。 n∴由

12s



(A)

 ̈       ∴  ba‘t1nk】 。lt∶  P〈a)t〈 8)F

1. otoluratF ma`::i buth罕 n θ0inta kurtu~

2. Iur , bu muntaq sav1araol pxidip vtr也

3·  a刂s1z stztItp purnak∶  inqa tρ
p tpdi

4. 么n ta。l ok I,rsar yavazta yavaz ol (koXlil)       ∶

5  tQrir  kim muntaol adg也 ltg maytri bodis(oy(阝 )taq

‘。 korgθ 1i ktsθ m。 (sar)· · tak1 y【 a)m9 tirig

7. oI ata(sar) kim· ¨ ·̈-

8~ ni勺 .¨ ,¨ ·̈

9  gaIi k(a)1-·¨·̈ ●̈

10, bodis〈 a)v(巳 )t·
¨·̈ ·⋯

11  yaXl1 ktn·¨·̈ ·̈

12. yilka .̈· ¨ ·̈b"ga yal(【l)ˉ

13  uklar¨ .¨·amranmak(1n).¨

14. saJram.¨ (kθ r)kin m① Xliz(in)

1,. altu(nun) ktm也 xtn ptiP yaratip ay(a碗 aylar)

△6.a吼色此qaylar←Φm“吐 ud“a灿r叫→
17. d intar¨ ·̄ 10r takI y〈 θ〉ma (pasaXl)

18  ta(olda) yⅠ o111mIx may|Fi b° d is〈 a)v(a)t(。ⅠQ)

△9. abisiklaol y(a)勺 Ι ktntg kθ r(taq1)

20 t审 hm tktx tⅠ nⅡ q~1ar  ol·¨¨·̄

21. kun p1ig a1tI ytz tum(an).¨

22. nrtsar maytri b(odisavat〉  bu yp‘  suˇ〈da)

23. b(° )‘
g也 rttkta ki(tu)m么 ti (ba)11k-:a (u:ux)。

24. ta aⅡ θz bu1up kixi· ¨ ·̈

25.mθ tisin m。 Vi!asθⅡ⋯
:̈

26. burhan~ka yakⅠ n。 ¨.¨ ·̈

27. ttrl△ g tap1olI n.¨ ·̈ ·̈

28. tItlayu kan1nqsIz 且om1uol y(a)t(llkka tag冫 ˉ

29  gay~Ior amarⅠ  ttz ka‘ ioqsiz b(urhn。 )

多0~ kutI¤ a (alkIx) b° lolay(Iar)· ¨

i26



(B)

1  yallluk °ot1i t亡 nin k心。in uyur ktq
2  yptkinqo mayε ri bodis(a)v(a)t-ni【

l θgdikin
3  ogmix a1kamIx k(a)rg,-,  ayaOlI△

 qⅡ raki。

4 (ayam1x a。larIamⅠ x k〈。)rgak  anta 。tr也

∶∶摞老t1岁】;;】 ￡茗扛嚣r骂 I∶⒒x”

d

7  (savIac〉  m(aytri) bodis(a)v(a)t-nⅠ日
8 .¨ .¨ 。̈ ~in

9 ¨̈ ¨ ,¨ ~usIn

10 。̈̈ ,¨ ,亡ⅠnIaol

11  ...¨ ,,..。 . Θtr t

12  .¨ .¨ .¨ k°k

13 .¨ atlaq.¨ .¨ .¨ -rdi
14 ·̈ d(a)ks(a)n〈 a)P(a〉 t pI~· ¨·̈ ~扭 at∶

15 .¨ ulupl kur.¨ ,¨

1‘  ,̈uqup barΙr~1ar  .¨ sadakari t(。
)勺 ri

17  ¨.¨ inqo tpp rρ di。 ¨d(a)ksan(a)p(a)t
18  (ρ 1t° ki) badari bilg。  braman
19 .̈atlⅠ q uluq yaq1xda saq(Iolda〉

20   ̈ .¨  ~Iar   qanakilar p(a)ryanaqiki~Ia:

21  .¨ .¨ :。kuz on areukⅠ alt1 azaq

25  .¨ .¨ 〈sa)kIntⅠ  inqa tep tpdi
26 ,̈,¨ ,̈maytri bodis(a)v(a)t

27  .¨ ,¨ .¨ t(。 )￡ ri taIlri1ar~niRl

28   ̈.¨ baqxⅠ sⅠ  badari bi1gθ

::∶  {∶首Iun拄二f∶∶;∶~∶∶;·∶。∶;:莒 :;号: 

(̄a∴

:ri

:-t



】,

2

3.

4

,。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9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6

27.

28

29

30.

(A,

(baxti。 ki y91i o(a)tta9:、

b° Iqlali d(a)ksan(a)p(a)t uIuztIⅠ  ortun

θnotkθk pli mady(a)dis uI1x-ka kaIga1i

sakInur.. anta otrt purhaki inqo

tpp tpdi  anI k°rmI,z mu siz uIuol ktq

Itg t。 Ⅱri1ar ρligI。 ri °z θz adak~
1ar1 biFla bizi,ada(k1miz〉 t̄a k(aImIx):
1∶,rin onta b~∴ 。~u~。 .。

inqa,¨ ,¨ .¨

kor心 g。 ¨。̈ .¨

v臼 yxi(rvani)¨ ·̈··∞

niXl· ⋯·⋯·⋯

ni r心 ~.¨ .¨ ●̈

bas~¨ .¨ .¨ .                 ¨·

t.¨ .̈¨ ,~ur biz ttkaI b(iIga)

t〈°tri r。 勺risi bvrhan1q) k° r° h匝 iki(gi冫  
·

maytri bodis(avataqI kor心  tθgi)naIim aⅡ ozi。

=,d kΙ
r(t1sin muni)layu sθ zlaxip· ¨

ktqinta (sada)kari h(a冫 ymavati purnaki(da u1at:〉

ur勺 ut-lar pasall ∶aol(ka bard】 ~lar)

omri bu nomluq savaq d〈 a)ksanap(a冫 t (e1tθ ki冫

badari bi1gθ braman~nIIl.¨ .¨

yprinta ukm∶ x (kargok 犭n ta °trt〉           ~
badari bi】 gθ  d~.¨ .。 ,~                     ·

ta u1at1 bpx ytz braman (° qluⅡ ari birIa)

tagrik1ap θxlita (。 t° zin t亡 z1n)

mhytri~n10 ρhk〈 in tuta yiliq)

yvmxak $avⅠ n inqo r氵 p (yarlⅠ kadi)

oq1um “aytrI日 ar:i刂 1 (。grt h0jl1菖
)

sovinq1ig or心 r m(a)n kim si(ni °suqIuol)
ttz亡 n kut(Iuol〉  tInlaoI (bir】 θ s° kux‘ um)

【2:∶



(B丿

7 ,̈m。 ~¨ ,¨ .-ka y~¨ ,~勺
8 ¨̈ ¨¨̈ ¨

9~ .¨ 。̈̈ 。~1ar~廴 a

10 .¨ ,̈¨ .¨ .~g
11 ¨̈ ¨¨̈ ¨~ka
12. .¨ ,¨ ,¨ .¨  εak1
13 .¨ 。̈ .¨ .¨ ~up                           

¨

14  .¨ purna v(i)yak〈 ran)· ·。 .· ·xastar

23  .¨ .¨ (ad) tavar t也 k。 I b。 r~
24 .¨ ,¨ 。dgu 又ilinq kⅡ 盅Ι≡i

30· (bρrip ogr也 nql1g) sθvinqhg b°
lu蛮 -1ar, bρ rmix

'̀ r2,



1,

2.

3.

4

∶;’ .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J0.

CA〉

baxt1nkI tokuz P(a)t(a)r     ∷        ∶

b° xOlunoluluk sakiz y(i)g(i)r“ i ttr1ug ǐtyastan

区as△ t么r~Iar tptir inqa kaIti iatnadaka

atlaol ord(i)ni yinq也  adara ukquluk x日 satar

vitsavahar atlaoI xas夂 tar  basumi x(asatar冫

oo11an θmi xasatar.¨ xasa(1ar)· ⋯

kθ :tF xasatar., yo~...· ·····                   :  ·

vaysa.¨ ¨.~s-· ⋯·̈ ¨·

xast(ar)..· ····⋯

sa01 (qakrir: Qlig han)⋯ ··Ⅱ

kunqular

x asatar,,. ... ,.● ●●●

oqr~· ,.· ..● ●●●●●

a~,¨ .¨ .¨ .¨

baI(】 k)· ⋯·̈ .¨ ~

ti¨ ¨¨¨̈ ¨                 ·

todmad: k〈 a)· m(adI)· ·̈⋯

0-

b~¨.~d~¨¨¨¨̈ ¨

θz· ·······●●●●~

tⅠ n yi勺 (ak〉 ⋯··⋯ ·̈

biIgalar 心q .̈¨ ,¨ .

ttka⒈ ~Iig,¨ .¨ .¨ ~

tin al~¨ ·̈ .¨ ●̈ ●

ρtlg| yarati°1.¨ ,̈¨ ,~

Ⅱg bo【 maz【 ar θrd(i)⋯ ⋯⋯-

ta tθ ri饣 ta ta(tiXl)-¨ ·⋯·

ρ:id mix-kθ  aVsⅠ z· ⋯·⋯ˉ

ordi, θ tt心  tisi at〈 Ⅱol)⋯·⋯·

bu罗 lo)ma nayrri.¨ .̈~

巳r d· ¨kⅠ ·̈ ·̈ .¨

130^



‘B)

1  θrtr , kim 廴amaq od也 n adnaqu~k犭  ns岔 q
2  rusu kiIip k(a〉 nmaz,  kop ,ρr suvdaki tInl么 q~Iar~
3  din nplar ayaol rθ gingali tagimIig ort:,.

4  (bizi勺  b自 )olX】 miz bada:I bramanaq aF:uktε  a“uk
,  .¨ 。..~tayur,  ar~.¨ 。̈ ~E,sirgI,】lq81zi狃  bQ:
6 .̈¨ ,¨ .xastar bitgaIir box吨 ur~
7·  (olaIir〉 ·̈犭dart(layv) a7u

8 .¨ .¨ 。̈̈ 。

9. 。̈ 。̈ ,¨ ,¨

10 ,¨ .¨ ,̈~pa冖

11. 。̈̈ ,.¨ 。̈ ~nixl

12. 。̈ .¨ 。̈ (inqi, Fρ p) tQ7心 r

13.。 ¨.¨ ¨̈ ¨~k~¨ .

14. .。 ,。 .。 。̈ ..,θ Fsor

15, .¨ ,̈¨ 。̈ 。~di
16.

17,

18

⋯·̈ ·̈ ·~iIqa11 saki~

(n)¨ ·̈ ·(asaq) tusu 廴ilqaI了

¨~di
19 .¨ ¨¨¨ :̈

20 .¨ .¨ 。̈ (as)aq tusu 廴lI q-
21  (ai1) ·̈ ·̈ ·̈ ~in amrak
22 .¨ .¨ 。̈ (matya)dis u1u xta

23  .¨ .¨ ,¨ (u)luxtin u1uxka

24 .¨ 。̈ ,¨ ~1yu ayaq yavla廴

25. 。̈ .¨ 。̈ ~ta rarka(r)ip odg心 k=,

26 .¨ .¨ ,¨ ~uk q(a)hsaput~1u【
u

27 .¨ ,¨ (u)【 uol torika yaratu siz-

28  ..,.¨ (yiv)igin Iizigin tarkarur

29. 。̈ .¨ (zn a)g(i)t ♀Ikθ  tθgdi

30, 。。。。̈ ,¨ ·̈ ~da tItsi

Ξ3r



tn)

ba:t:。 k::t:亡 : °n p(日 )t(贫 ):i 勹
1. at1n yorip,θ t心 x∶ tkt区  tInIIq1ar~ka st。  ta7a廴

.

2. kIIq色 y~m(o〉 n n °v baqxI巳 :ih nnqa uluol    、 :    : ∶
3. i区  iXIθ gθ 1i u血日叱0,yJm(a〉 n na tqt, |ρ p t氵 sθ:   ∷   ∷i

4. ypr suvda tt,Ⅱ m tkt吝Ⅱb色 qェ i.Ⅱ ‘ `●   z● 、   ::             ●  0  、

5. oI kim bi~¨¨¨~ki~¨ 。̈ ¨¨  ̈  、   t  Ⅱ  ∷   ¨
`

6. θrdamIarin¨ .¨ 。。̈ 。。。 :·    :     i ∶∶ ‘.·     ’  ,

7. sθ z】θr.¨ .....。

10. t~¨ ,¨ ,¨ ●̈ ●                          Ⅰ         ¨

11  asa(q)¨ .¨ ·̈ ·̈ ●                          ∶

12 ma~¨ ¨¨”。

13. braman¨ .¨ .¨。

14  yi￡ (ak),¨ .¨ ~un t~¨ .~

19. up s~¨ ..· ·pd ti , an(ta °:rI)。 ..        -∶   ∶   ∶
1‘  munI badari b(ranan〉 ·̈ m~¨ ,ba“i1· J̈ qa Ⅱ; ∷
17~  anta.,,..。 ~apl ur1-· ··                               Ⅱ

18  .¨ .¨ ~【 arin yokaru kθ (ttr〉 ~

19  .̈.¨ ~ka yakIn tag‘ p¨ .¨ ,

20  battxI.¨ 。̈ ~g.¨ b~.¨ ~

21  iViz t△ kaI .¨ ~grm.¨ b°【~¨ 。̈

22. bρ rg心 l△ k ...。 ¨.。∶

2,  θd tavar.¨ 。̈.¨

2⒋. baqar.¨ 。̈̈ 。̈ ·                             '
2,  nθ  tqtn。 ..。 ¨ ,¨ ~

2‘ ~ 1arIn yarat1ot(lⅠ pl)· ¨·̈                               。̈
27~ bad也 g ud a~.。 。.¨ .,。 ~

28 tadan tur~¨ 。̈ 。̈ ● '

29  °。lurIuol t° rt· ⋯·⋯·̈                      ∶

30. at~。¨,¨ ●̈ ●̈

8. uIu。l a~.¨ ·̈ ·⋯

9. tk也 x.¨ 。.· ·̈

·△32



(B)

1 adan。 d tavar mi¤ mi叼 t萤 m。n t心 oaθ n     ∶
2  kurIa buxI bprdi。 iz  tagintaqi djnra-~Iar  。d
3  (tavar) bulup e∶ ti【lt °grⅡ nqtltg s。 vi卩 qIig ba‘ d∶

4 。̈̈ ,baqxi uIu⒐ phg θz~         i
5  (rua) ·̈·̈ ·̈Ⅱbu
6 .¨ ¨̈ ¨ ,̈~g
7 ,̈¨ ¨¨。̈ ~grⅡ mix
8 ,¨ ¨。̈ ,¨ .~日

9

10

11

12

13

¨ ·¨ ●⋯·¨●~zun

⋯··̈ .¨ ¨。muntaq

-1

¨⋯⋯¨̈ ¨oI~
14 .¨ 。̈ .¨ ~t.¨ .¨ .¨

15  ·̈kanturqaIi,,"¨ ,a nta

16  ..,¨ , isig °z~... °r亡 ..,

17 ·̈b亡 tm(a)-· ¨ y(Φ )mθ ·̈tIn1(I)q

18 .  ̈~ra sak1nmix sak~¨ ,~olaru

19  ⋯·(kI)Imasar  sakInq1(i)q tⅠ
1-· ¨

20 ,̈¨ ,y(a)ma k~¨ .m(a)n tθ g~¨。
21  .̈¨ ,tptinip ya~¨ ,。 ¨bar-¨ ,~助
22 .¨  ¨.¨ 。̈ ~i urⅠ

23  .̈¨ ,¨ ,~dⅠ ~Ia= anta

24 .¨ .¨  ¨,¨ 。̈ ~rniX

29  。̈ .¨ .¨ .̈tpp

26 .¨ 。̈ ,̈,¨ s(o)n kim       '
27 .¨ 。̈ 。̈ ~ki kistn
28 .¨ ¨̈ ¨~i ypt妞 iXta Ioafu
29 ¨ ⒈.s¨¨⋯ ~ma廴
30

:133



1,

2

,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

27

28

29

30,

‘A,

baxtⅠ nki t1t: tq y〈 i)g(:)rmi p(a〉 tC。 ):

7-· -̈i m(a)n kiz《 u:uⅡ b° lzun iki y(:)g(i)r血 i

yII yaolix kilIp a1ku °d tava2 buxi bprdim tρ p
tρr s(θ )n a勺  kin yaIu耳Duz ma0a b9x ytz
y〈 ar〉 tmak asirgay1r s(a)n bu munqa s(a)v s° zlao

buIqanu θvkilan亡  tntP b(a)rdI· . 日n ta 0trt

m五nib(a)t:i purnabada:i iki y(a)k1。 : ur刂 ut【o:∶

birlθ  kavIxIp tk心 区 t心 rI心 g

osangiI1g sawIn aytIxIP manib(a)t:i

Purnab(a〉 tr∶ -ka inqo tρ P tρ di

no oqrⅠ nta n。  tIltactΙ nεa bizit

b。 gimiz vayxirvani pIig tθ °ri taIlrisi burhan° Iv
yprtinq心 dθ b(a)Ig心 rmⅠ xin badarⅠ baramanka
ukitqaIⅠ  7(a)rlikar θrki  Purnab(a)tri inqθ  tpp
tρdi  bu ix ktd也 k an:aq θrs。 r ttztn ma(ytri冫 -
n(i勺 t(a)Qri burhan nom】 nta r° y1n bolCmak0
tq心 n biz∶ 勺θ ukItaqali y(a)r11kai manib(a)t=i

inqθ  tpP rpdi  antaql arsar |0ztn haytrik占

ok uk1tqall aymaz  °trt Ptrhab(a)tri inqρ

tρ p Eρ di  bu ix k心 d心 k y(θ)ma uluq ktqltg
ta勺 rilar~niⅡ  ka勺 xt,xmix ix arki  ns

ijqtn tρ p :ρsar  sudavas t(° )tri yρ rinta〈 ki)

t(。)Xlri1。 r 。zrua t(θ )Ⅱrika ukiε mⅠ x  ozrua i(a9olr
hormuzta t(a)orikθ  uk1tm∶ x  hormuztn      ˉ

t(a)ori v臼 yxi:van(i) bagka ayItm1x s(a)n yaklar

bagi ant臼q k臼 taq1anolII kim d(a)ksanap(a)t pItak:

badari bⅡ gθ baraman t也 k。 I bⅡ gθ  t(° )tri
t(。 )Qrisi bu‘ hannlQ yprtinqu ypr suvda

b(θ )lg心 rmixIn otqura廴  。kzun antaol (Bvant,
tⅠItapl turqurzun kinl ttz1n maytri,¨

°d(ti,) t(a)日 Dri burhan tapa k→ lztn (a 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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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otrt manib(a)tri inqo tpp tρ di.u廴 tum ukt心刂、·

:∶ 点⒒茗勺
k嚣n占

:∶

r1(∶

t∶器i卩哏玉ar
4. ttztn may!ri ukup t(o〉

¤ri burha: n°mIn:a
5. t° yIn dintar b° 1olaIΙ  b(a)rsar  °tqvratI t心 z也 n
‘  maytri~d】 n adrhImak1apl aqIql omgakka badari

〖∶廴歹ur1v∶∶F⒉J1‰a7     ∶
9 tθ k anⅠ n a【lar ukitolali~i  、

∶:∶逞⒈”∶T Ιu∶∶冱Ⅰ1∶拭矿1ir嘎⒒ian坨

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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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冫

ba:t1nk1 t【 t‘ tθrt y(:)g(I)rmi p〈 Ξ)t(犭ˇ ∴

1, θksigsiz buXI bρ rdi,。  toPinta yana y氵 ti

2·  θVi b刂 :Ξ  yariIIp.∶  i§ ig θzint氵 ad:al:l          ∷

J∶  tpp :♀ goy1ar,。  oirida直i baramanka buxⅠ  bρ r“odtk

4, 心0心 n b色 r】 m yari1mIx1n ukma。 lay-△ ar inqa

’· tρ P tρ gρ y-Ia:.∷ 仓ktx bu区i bermix tqtn bada‘ i

‘. bara血aFl-nlo ba区 1 yat】 ItⅠ . an1 exidip kirt~

7, gtnq kθ tⅡ I~Itg tΙ nIIol~lar~n1￡

B kθ X,也 I(I冫 ari qΘ k(g)θ y batqay.。  kirtg心 Ⅱq-

9  siz kθ勺tl〈 l)亡 gJ1or . θg1rgo y~lor

10  savingay~Iθ r . an1n maoio tinliol △qtn

11  ko【 lI讧m y心 rokih aXlsΙ z sikⅠ lur ta勺Ιlur an1~

12  ￡ ara purnabar(r)i  uraku taXlridam
13  etig yarat】 q∶ yρ (̌i〉 g tizigig qⅠ tra(t】 p qIXlrak〉

14  sayu 心乃tki bi1aztki ya⒒ trⅠ
^t y(axu9u b查

dhri)

△5  braman~n〈 Ⅰ)匆 θvin ya丿 utuo '(。 xutup badari)~

16. ka inqa t氵p tedi∶ . koFk“扌 k°ik(亢 a)

17. s(θ )n badari~y~a ζsniXl ad色 0 tJda°  yo(k扌 lur)

18  na △q△ n tρ P tρ sar∶   i。日 ol baram日L△ (θp)-

19  tg ukar na刂  yo冫匝θ ao11~baram~ka (kara")

20  Ianmakin baxs1z kozstz o乞 tk yal(olan)

21, sav1n sρ ni sθ kti . ani ρ文idip badari braman

22  k心 lθr yizin katolurar kaxΙ n tθ 。rid。 m~m
23  uraku tapa kθ r辶  mu刂日du ndⅠ nu inqa tpp

24  tpdI ~ kim θrki t△ z△ n志 m bu y?r suvda tθ p△ g

25. ukoluqI kayu arki toptdin ttxmakin bilg△qi~

26  1ar  anta θ:ri purnabarri t也 ksl bilgo

27  t(a)0ri t(a)0tisi burh犭 ia。l sakⅠ nu y9tinqsiz odgtsiz

28  °p sak1nip in,a tpP tρ d⒈   kim∶ k-∶ ··,¨

29。  bilgo biIiki izθ  viz1r∶ θrg心 n 〈tz,)

30, oluruP nIzvarlIlaraol tarkardi tzmθ Ia(gtltk θd)

】备6



觏黜叮俨∵
u挂咄茗茹F ¨yaIa饣uk~nuxl baplxlsi 。I , u

bⅡ ir.. t。 p亡 din‘ t亡 xmθ kig tay屮 qkⅠq  甘n ra     ∶   
·  ∴∶∶

il熟抒∶#峁廴r挠践}i∶∴∷∶|
1=∶咭:r1t∶:氓指r叩

  :    ⅡⅡ∶Ⅱ
∶        i

yazu廴 yMn啕 茁z° g内 nq击 I坨h     ∷  ∶ 1
al,IⅡ 山 o犭nk心 I.0” 犭n《 。痴 J     ∷

∶∷∶
k°

呷:’ F叩
rp卩

Pdi、 呻z1n0nIiq ^   ∴
∷
∶ ∷

遢铧茬蚤奋茁委啻⒈y∶ ∷∷
挠泞t犁氓

“
;丨:∶1:菇℃

=L;y∶

d∶;‘

°”n“m~

at1aq 夂1sanqig
a)krirt

;】 n‘a

)jgtrmix
,kvn uza

ptu0g叱 ru tg跏 d utan删岬琉rm屹 ~¨  ∷

留af戋男s⒊拄虫吒炽:∶

夂蛊j忡
1σ讠.I∶ .∵∷∶

(吨 bV→ .ko,,olθ 碰 .丬璁 h去 n oar“       ;

思磊絮l戚1骂絮
a∶

1菇嗖拐p1泔 ∷∷∵ ∷
j∶   |   .

·‘J·
J夕 ‘0t·△冲 to1心 rarin ^=ェ‘△ 。L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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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冫

baェ tI。kI tj亩文 bax· yk1)ε (i)r盅 i p(a〉 t(;〉 :

1. B刂 aq nd】 nq1q sθ g仓 t Bltin:a ikInti a^

2, sθ kiz ya01ka box yuItuz~ka viqay 争t】 aol

3. 血uh0Ftka iki k1Fk kvt buyanIa叫  ir亡  b(。 )I召tˉ    ′

4 0。  ttkθ I(】 )ig sokiz °n t1rl0g 。yraplΙn

9  ,a:ataq~1色ql 10r刂 a k° rkin kolaq~qa
6. yarukin 7a1trI7u kaIt1 buIitdin Enm1i

7 kt。  t。 °ri t° g oqvIIuq qintamani

8  ard(i冫 ni b(。 )lg亡 ltk b° lt1 。θ tuqa

9  bir1θ  koyik~lar han1 nrs】 ▲n

10, t。 g korkuiqsuz~Ι n yρ ri ma0

11  ma¤ il° di toFtdin yⅠ 日ak titir1 kθ r△ p br(a)hma

12  s。 v° r 亡nin otplurak saVin inqo tpp

13·  s(a)v sθ z1θ di。 。bu mani0a0⋯⋯⋯-um
14. ol 心st心 n :a0ri~n】 0 aIt(1n yal￡ uk)~
15, nvη  ya1v0uz baqx1sΙ  m(θ )n ortr m(s)n (tpp)
16. s(日)V s0zdad心 k:o tq mI刂  uIuqt 皿Ⅰ勺
17.ypr suv:itratdi,.ka"xotdI,∷ kθ k kaIa(qta)

18  hua qaqoklig yaolmur yaqdI  tortdin

1’   yI0ak Ir tni yavkardi   anΙ  kθ rt0 bil(io)

20·  t(。 )0ri ya1。9uk ir、  b(a)lgt biltoqi bθ gtI△ g (aェ zi)。

21, 1ar . iki rtr】 tg yolⅠ n aydIlar  birtki。

22  bu oquI avdo barkta t,roor  yeti ord(i)ni(kt,〉

23  ttk。 l(l〉 ig tθ rt yprtinq心  y目r suvda θrkIig
24ˉ  q(a〉 kri:t ρlig h臼 n b0Iola9¨  kaqan biFtk
25. avig barkipl koduP dintar ixin ixlosor

2‘   t心 z karinqsiz yρ g burhan kutIn buIqny

27, tρp t♀ di1t,r.  an:a °tr心  ol kuduql tInI1ol

28  svvdak1 1inhua qθ qok(k°  °suqluol)

29  ulqardΙ  ba1tr心di,  a】 ku θr θrdami(ka ttk。11ig

30  boltΙ 。. tokuz otuz yaxⅠ nta yasod〈 ara t。 g〉

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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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rika t(a)IlΙ i kIzIarI° a yo1θ xi katun~
Iar1n kunqularln katun~1a￡ Ⅰn uIatI ttman

k∶FIl∶ktl蚤 :甘

a∶

t∶ :;℃J1j∶

a∶

∶∶.∶∶
ζm∶ k

korkup ay!nFp saxlar tIn1θ  kapaIvastu baIF廴 ~
t1n △ntp r° payan ar1pl~lsa b(a)rd】 ,, nn:a
b臣P ara。 udar~aki~吨 da∴
uIuq ktqI心

罩 arzI-【 ar~nit
nom,n t° r也 sin rapIamadin aItⅠ

(nanta nantapa)1a naga baltIzlardIn

·̈ ·̈ arIaq sit igrθ  axap

λ1)茗Fl;∶虚℃ ∶∶∶揣 钅 ℃讠i∶

g1z

°suo11uu△  b。 k kataq koIlhn vaqrazan

置r°】∶廴拧⒒∶找J∶|∶∶ll∶:i漯 ;
〈RI)tl θd1n 。duolin sa廴 in sansIz ttm。 n

:3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6

17.

18

19

20

J21

22

23

24

2,

26

27

28

29

30

(《A)

bax:Ink1 tlti a!ci∶

'(i)g(i)r田

i 0(a)t(日 )t

adu adinu b^dori b|“:⒈ i。q=t百0t。 0i bi:
kixi yal勺 uk bolup bu∶ h刂志qa t。 rl;∶ g△ 1gts心 z

sansiz 。dgt。 rd。 mka ttko】 (i)i莒 a“ ar m” ntad扌

y(。 )m。  t9叼 nagt bσlqay∴ i冬Ⅱo o,1td1 。mti

ol mu0ad1nq1ol tⅠ nlaol ka^ta· y〈 a)r1Ι kar arki otFt     
·

purnab〈 a)tri r(a)¤ ri inqo tρ p tρ di· ∶ pz∶ dε∶l t心 zˉ
 ̄ ¨

tn心
"~ kayu odtn t(θ )0ri t(θ )¤ris-burhao

burhan kt1n buIu y(a)rIikadⅠ          ~

ypt∶  ypti k心 n bodi sogut t心 0i~
nra dyanlaq m爸 1i ma心Ⅱod⒈  a nta      .
basa 。zrua t(a〉 ¤ri °t也 gi¤p ba艹 an(犭 )s ulux L

ta arsiVdan sa刂 ramda nomluol t(Ⅱ gon t。 br。 di〉

bρ区 paoqaki t°yin~Iaraol sakiz timθ i (tI。 lIqIar1ql〉

kutqaru y(a)rI1kap barana§ ksnt u(luxtΙ n)

mag"plkθ y(a)r11kad】 。.anta sina~¨ ·braman~
nΙ V s° zakIntaki ,anta nantap庄 Ia nag^ baltiz-

Iaraq kutqarip magit ρ1tin yana iasao
taq~ka b〈 a)rdI∴ 。mri r(a)。 ri 'alxluk-n (u)V t纟 p(1豇 in冫

uduolΙ n asayu on k心 qin 卜心qad心  心q

ttrI心 g 心rtk oFnanm1x θg turΙ o11o.:.~

layu tort ttrI心 j冬orki。 qs1z∶ . ya立a1mak

bⅡ ikin yazⅠ lu uI飞f碗  y(a)tlik荭 iquq1 bⅡ ikin

ornanu pasa勺 taqd卩 y【a):Ⅱ kar.ou s岬 aol ρ区idip
badari ora1xlan pasa0 t扌 ol-n】勺 IlaKIVa
umuo11 tztIImx °sv oll。 ⒒ bolup ilu。l t1oa

"tray△
 廴am区 ayu θtozin ohgokh宫 △h∶h

iollayu inqθ  t♀ p tρ di∶ ∶ ⅠPotk 廴1iq^In ka。 qa

baray1n munqa lF k:亻 θdta bart亡 i:1ohak)

karimak θj盂宫ki。 r1=l苔fi宫
:(°

白心rε§rif· tafk日i)j

qaI1r tqtn tapΔ saqaran tθ (r亡 sintθ  θt’θzimin)

!∵oˉ



〈B)

1, θmgatdim  (n。 ° asIolin〉 bulmadim , ap
2 azun1uk raIuy og也 zdin 。zdum kutru1ru nl
3  kinint。  irinqto jrinq y(a)r1Iqda y(a)rI iql

29ˉ  (a刂 Iol baxtink1) △I亡 x r1k。 di
30 (n arn°  bur, na1no d(百

)r(a)m  nain sai¤ ,。

4 mla)n 廴arI kul b。 Itum  kim k° p muvta kutqlardaqi
5  kutluq t1nlⅠ ol k° rmadin a1ku adata arⅠ IaoluqI ∵

6  adInqiq t(。
)Xlri t〈 o)【 risi bvrhanaol kormθ din θ1t,

7  jn〈 a)n anta orr心  °I t(a)llri badari
8  braman~ka inqo tpp tρ di  θ疝goklig

1:∶ 捃宁lp:°∶;j;1∶
ut∶

3∶r11;⒒m纪  ∷

∶∶∶ :∶ tJ=、:n∶lPs∶∶∶∶∶∶ Ι∶FuII∶∶
it:ji【

flar~

y(。 〉mθ

a勺

17  ni 。suqluq kvrtvitaq⒈ tinliol~lar~nⅠ刀 °dinra
1t°   (k° lu)sinta (。 )rt1r1 y(a)rJIkamaz  anIn si2 y〈o)m令19 〈um)vnqjuq arj日  ̈artu廴  qok ma日  bu m古 nqa
20  (sav) sθ z1§ p (anta) 。k idinip b〈 a)rdI  anta
21  (θ tr)t badari bェ am;血  t〈。)￡ ri t(o)【 lrisi burhan~nⅠ xl22  (。 dgt〉 sin °y△ sakInu bir ttn iq]ayu s1苟 tayu
23  c也 n心 g yarurdi  a【 kv xasatar n° mIaraq
24  adart1ayu uktaqⅠ  vaybax xasafarlaol n。 x suvsus
25 iqmix aryaq(a)n1ri s。

dis(a)v(a)rk(i)xi aqaェ i anatk。 k26 riljntin t° hri rihnq。  yaratmⅠ x p〈 a)rt犭 nrakxjt
27 k(a)rnavaziki r心 rk tihnqo av(i)rmix mayrri simir
28ˉ (n°·

=n bitik)d。 badari bFaman~nI¤
 yaol:i yaqrna廴0o   '  ̈   ,     ̈~

∫l|∶ ,.i

9毋 9∶



(A)

;  ikin刂 t10z bir P(a)t〈 B)t

△ nam° but.. namo d〈 n)F(a)m:, namo saV          .
2 om“ bu nomluol savaol bBd卩 ri br臼mon-     ∶
3~,liRl θvintθ∵Pkm1xk(骨 )r8θ k¨             }

∶ 4, 〈on1a) θ:rt badari braman ta勺  yarInⅠ nd色

,. ,̈:urup inqθ  ΙQP t:di∵  aq b△ muntaql       ∶      ∷

‘. kim si?Iθ r。 . anI0 ara urIl臼 r kuVFaqlI【 l  、      :∶  Ⅱ ~         ∷
7. ∶。griklap akr1 色kru maQlayu ayaq~
8~ ka tagimⅡg mayrri badarl

9~ bramanka yakIn tagip               】

置0  (pli)kin y° karu kot心 rtP 也k亡ェ

11  1亡 rl心g ayayu aqⅠ rIayu inqo tQp tρ di

12ˉ  :(i,)Xl‘ i baolxⅠ  kθ 0li nθ t° g ordi  ttnki tinlo

13~ inq bo1tu¤uz θrki· · θgir。  saVint k也 lθ r

14~ ytzin badari brqman inq。  tρ p t氵 di· · 。dgi           ∷ ∶

△,. adgt t亡 ztn oolIⅠ m . a刂 s(Ⅰ )z inq artuk
△6~ adgt ardim nθ  tqtn tpp tρ sar y1z y(i)g〈 i〉 rmi

△7. yax ya区odIm . ttnig adIra s^nsar tθ rt                           ∶

△8  tim。 n 亡q 皿iXl iki y心 z 1心 nlθ r ard∶

19~ °I anq日  uzun θdta b1r-ki-t, s ·̈̈ ·

20  y(a〉 mθ  t也 n t(心 nIa〉 ki tag inqk也 l亡g ma刂 ilig~

21. in ud】 m1xIm y(° k) nθ tqtn tpp tpsθ r

22  ttn t心 nlo.¨ .· ·ton θtik yivig

23  tizig kodmix tirnamIx kort kan1nqs1z

24~ yaxuk yaIt=:td】  bir t(θ )Xlri urIsi kθ k kali廴 ˉ

29  da turup maXla inqa tρ P tρdi - t亡 koI

26  bi1ga r(a)0‘ i t(9)匆 risi burhan yaJ suvda

27  b(a)1gtrmIx θrtr kasip burhan nirvanka

28  b(a)rmixta bart svrⅡ modik iomluol t11gθ n

29  baranas kant uluxta tθ brodi   o tr志  ktl qirθ

30. y心 zin ttz1n maytri inqa t♀ P tedi

ˉ̌;~;

△4∶ 9f



(B〉

1 anta级 。rsar 。mti  o1 ayqolka t。 gimhg
2 t(a)叼 ri t(θ )Rlrisi burhan kanta bolu= armix
3 o tr△  badari braman iIlqa tρ p tρdi-i
4 magit pItθ  pasa勺 taolda y(a)r1ikar叩 mI‘

5  anI ρxidip t心 zin maytri bodis〈 a)v〈 a)t °z k°【l-
6 Ⅱ勺a inqa叼 P tQdi ma匆 a yla)ma bu
7, savaq ttnki tunI。  sudevs t(θ )饣 ri y扌 in~
8 taki t(θ

)叼 riI。 r t△ z心 tJ蜘刂 :
9  ukⅠ tdIlar   otr心  nnogaraqi u∫ Ⅰ

10 inq°  tρ p tpd⒈· r(。 )xlri baol区 Ι-y~a
11~ bu muntaol bρ x q° bik,bvlolanyuk IritmIx

12. kIsola ozt。  yaxta burhanlar yρ rti-

13  nq△ da b(。 )lgirdi  tpp tρ mⅠ 嚣 savaol kirtg亡 ntrmu
14orki,° tr心 badaJi oraman inqθ 呻p呻 di

15 tjz心 n oqIum atsⅠ z冬 i夕 t罩tn△ m(。 )n na
16  tq亡 n tQp tpsθ r  soki kPtluollarda θ【lェa~
17 ki bⅡ galard。 a n tacr. pxid皿 iXim bar antaol

18 r1rI心 g aIp 。rd。 mhg kanamIaOl yor。 khg
19 b。 k kataol k° QoI(I)ug tinIa⒐  bolur 0u 血un咱 ol

20  ttrI△ g kIz kisola yavaz 0d电 g koluol
21  $ayu kormadin t心  ttrIig amgaklig
22 tilgonin baxka tokⅠ tmIx sansar iqip.t,ki

23  rin1aolIarnⅠ 【l amgakin kor1 u妞 atin

24 burhan kutⅠ n ti1ay也 r  amti t△ k。 m1x ad菖 t
25  k1IⅠ nqlⅠ q kuduq t1n【 iol nlag(i)t ρIt。  :° rt

26  11rl△ g x(i)mnu s【 sin utvp yρ garip burhan
27 蜘nΙ n bulQ y〈 a〉 rlikamⅠ : ka扭 e°l °d1n inqsiz~

∶:∶  ∶L∶∶i∶∶I∶

∶i蕊k∶垆讠:i∶∶;∶∶∶∶
n=、

心n odg1
30~ n° mIuol y(a)rIⅠ k y(a)父】】kayur armΙ 冬  :raktⅠ nk1 yaOluk~

:‘ 3



(A〉

ikinti t1亡 IF iki P(a〉 (ta)r

1. t1nki muη Iuq takIaol t:n1】 olIBFiq buyan (Iap〉

2, kutqaHr θrmix., taki y(θ〉mθ kuduFu k△ t1θ nt:

3·  m(θ )n   bQx k】亡k yjIta bart basa basa

4. tst△ n kok ka1】 kd左 k1 u】 uq k△ qlt皙

’· t(a)Xlri-l。 r asur~lar luu~lar yθ kIθ r kintiriiat

6·  k(a冫 ntar(I)v-lar θgF心 nq心 It宫 ~i。  c氵vinqiigii

7. kaI bar kΙ 1ur~lar,. t(θ )￡ ridθ m toyIaranta

8  bPx t也 rltg yinqkθ  oyuIl

9. Ⅰr tni extiltr θrdi anⅠ 0
10  ara nam°  but kIlmIx 心nlE,r o区 id亡 r E,rdim

11. an1 adin ukmaz θrdim  kim orki oI buta

12  atIaq (yana) y(。 )mθ 心st心 n kokto aItⅠ n

13  ynq1z~ta kut buyanlaq irt b(o)Ig△ 1θ r b〈 a)1g心 ltg

14  boIur~Iar., t也 n1o ktnt心z yana yana y1IIiqqa    ·

15  yPr rabr。 ytr . basa basa yipaF1iol y】 d1n

16. katⅠ k1Iq yQl θsin 。snay!r  r〈 n)ki inqo ukar~

17  m(。 )n otqurati ttk。 l biIga b1rhan ypr

18. suvda b〈 a)lg1rhFt b° 1olay., anta θ
"t ayapl~

19 ka togimhg may:ri bodis(a)v(a)ta"ukta

20  artuk ogr1nqtlog savinqlig boIuo oz心 kst宝

21~ yazuksu2 kok△ x θ0l心 g kθ rtIa koz~in
22  badaJi bramanaq tit心 rt ko:tP inqo tpp tpdi

23. t心 z心 n baplxi θk心 x saˇ  k(a)rg。 k arm9z siz~
24, iki叼 iz tz-I也 nz~tn rtko1 bilgo burhaIⅠ

25. yirtiiq亡 dθ  b(a)lg¤ェmix 。rtr,, anin 9mti siz~

2‘ . iXla yinqka ot也 g θ〖△n心 rm(a〉 n udumba:
27. qθ qθ k~ko yoIθ xi aIpta al.p sokuxoluIuk

28  burhan~1ar yirtinq心 da b〈 t,)lg△ rm° kI。 ri boIur

29. an1 °suolIvol kixi otoz~l心 莒 qintahani ard〈 i)ni

30. bulqalⅠ  taki alp θr1r  θmti yaramaolay a刂 8F

:44



(B冫

ya廴 in b(a〉 fmasar, y〈a)mθ 9aramaqay ani osuqlutt
baqxⅠ  bu1up vmiq inaol tudmasar am刂  t(。 )0ri     ∶
baplxl boxuyu y(a)rlikazuh kim t(a)勺 ri t(。 )Xlrisi ·

bvrhanka yakin barⅠ p avig barkiol

kodup :oyⅠn boIup bu 田unq岔 sav s° zIap
t心 kθ tmaz k。 n anⅠ xl ara r心 kθ 1 biΙ g°

t(。 )Xlri t(a)Xlrisi bvrhannⅠ 1,  ∶

ot θzinta bpx b° duqIuol yaru廴                    '
yal:rIk 心n△ p matyadis v1uxtⅠ n

$udlanu k。 1ip t△ z1n maytrini【l θr °zin         ∶
°勺aru tagzinip r(a)勺 ri burhan °dint。      ~∶  ∶: ‘

turur rag mayrri bodis〈 a)v(a)t 1sk心 ntθ

yaxayu tabr。 hqsizin turdⅠ   anI kθ rtp
ayaqka t。 gimhg moyiri artuk s1z心 l1p

badari bramanka inqo tpp tpdi  k° r△ xl           ,
bilgθ  baolxi bu t心 ko1 biigo t(i,)tri r(。

)叼 risi

burhan q(a)krirε  plig kantⅠ n k(。 )1mix
yaruk 〉aI〖 rⅠ klaq yaIavaqiol am[i m(a)n otctur~
atI r。 yIn 。k bo1mixim k(。 )rgok  otri tit⒈
§y讧  at °zin badaFi braman inqE, rpp

tρ di. amrak oqlum sani匆  bu muntaq           、
t心 rl1g s° zla y1 yitinqsiz 廴ut buyan °dgt匆 in

ard。 mi° in k° r心 p orti旬 讧 mu【laduェ m(。 )n

∶l∶rt盂 [丨\耜
工
1翼

°
蚤r扌 ;Ⅰ苷F叼

y【 aldi知

:q∶

σ
tzo t心 Ξ °l tρ p t氵 y忐 rIa=   y^na inq。

kors。 r aqlakra aqlak spni anlra7u s0V。

y〈a)rIlkar  anta °trt o1 kamaol ritsi uri.。         ˉ
Iar ta叼 lap mu匆 adⅠ p braman t° r。 sinq。       ∷   -
o叼  廴o】 larⅠ n °rt kθ ttr心 0 bir ikintis~

】亻s



CA)

、 i灯△ti tI-‘ tert p(o|(a,1

1. anu廴 θrdi··anI kθ rtp ‘i(t)s∶ d°niki 艹ogaraqi~

2. da uInti y(i) g〈 i)灭”i uL△。,∶ aItェ 7(i)g(i〉 rmi

3. ayaotka t⒐ gimⅡ g maytr〈 i)din adralmak∶

4. amgakkθ  y犭 xIarΙ  阝avrIlu ρIikIatin kavxu=up

5·  a日 ita θt σzin t△ z~tn maytri∴ ka

6. inqa tpp ot也 nri~lθ r bu sansar iqint氵

7. aIku am=anmakt岔  ktqltgi θ8 ka饣

8 tz~aki amranmak or心 r。 . biz~iQ

9  yana inqa kθ rsθ r siz~ni

10  tz~aki sav(i)kIig kθ Xl1心 m也z amrak otθ z

11  isig θz~tm亡 z~to yρ gr(o)k 。rtramd

12  b iz~ni 心z~o y(a)r1Ikanquq】  ko【ltl orItiXl

13  siz biz~ni tIdmaXl tutma勺  siz-i0 °d也【l~

14  (tz)da bara11m . anta otrt t心 z~tn
15, 皿aytri ol uri1arka inqo呻 p 叼diˉ  ̄m。 n幻

1‘  y(a)m。  b。 ok kts也 区也m ordi kim siz Jor~ni匆

17  aqz~i￡ Iz~1arda bu muntaq ttrltg θdg也 saV

18 p区 idgali  taki y(a)mθ  k° duru ko1u【 a刁 ~1nr

19  iI kisiz sansar~nIXl °Ilraki uz~un uqI~I
20~ ko。 ¨  ̈ri【 l ttk。 l ariti buItukmaz. trda

21  bt,rt bu sansar iqints t1nI1ol oollanI tuola

22  o1t aola tagil亡  aq】ol amgak koFtr~lt,r.,

23 omti y0)ma siz-1arka ooI‘ atI 。rt=.kim
24 (t。 nri) t(θ )【lrisi burhan~ka umuol inaoI
25  rutolaIⅠ  , anra orri ol ttz亡n maytri~

2‘  ra u1atI alrI y(i)g(i)rmi urilar bIr ikiotisi亠

27 ka amtak~Iaqlu kuvraol adra1maki bo1uP kamao11n

28  turup badari braman tapa barⅠ p inqo tρ p

29  t9d il。 r  braman korkl心 g t,z-rua t(θ )ori-i

30  b】1ga bⅡ ikhg oz bPrdaqi baolx1Iaol

】‘‘



(B〉

1 ka勺 1m1z tvolar θllr sansarn1匆 omgakin

2 sar心 u∞ atⅠ  sizni tItⅠ P b(a)rqa】 :r biz

3, ytzs1z Ⅰnaqs1z biz  廴vludarnIXl yoolun

4  inqka kilm1xInlJznI sθ riXl kiqikda

5  bθ rt taplnu udunu umadin ttz仑 n koXl1tˉ

6  ,ltzni bθ rt。 rdimⅠ z °rsaF kx食 nti bolzun

7  anta °tru badaF1 braman

8. kantt titsi~IarⅠ nta bu

9  muntaol aqⅠ “ sav】 ar exidip

10  yana k° nt乇 n△ ∶l uluq karⅠ  ya区 ka

11  togm1xⅠ n sak1nIp yaxIIq kθ zin titrayi         ∴

12  kamxayu at °zin t1ztn maytrini舟

13  ρlikin tuta inqo tρ p t♀ di  bjr kont心

14 u【 uq kar1 omg9kin 叉avF1I1p °dgi 〈yolqi yprqi〉

l,  baqxⅠ q kor△ umadim  ikinti sizlorni osuqluq

16 amrak °qlaPΙ mta adra1tⅠ m~ amti (rimin)tirig-

17 do θI心 g m(。 )n b° l9um  no y〈 a)m。 baqx"ar~
18  nⅠ Q “tsⅡ arka kⅠ lqvivk ix k△ dok

19 orti orsaェ  a】 kun1 m〈 θ〉n t心 kθI k"rIm kaqan

20  sizlarni勺  bilg。  biliklig koz亡 Xl击 zI。 r

21  yar、 sa= 。l 。l,lurda mρ ni y(。〉Fls uni:跏 a￡ lar

22  inqip y(。 )m°  o ol【 anim bu dksanap(a)t Q1t。 ki tin1冖

23  Ⅰ qllar  mpni ayi uluol tortl0g ay8q~ka
24  t° gim]ig dintar~qa sakⅠ nurlar bOgtn

2,  sizlθ r mpni k° dup t(o)X,ri t(。 〉【lrisi burhan taP日
26  ‘°yⅠ n bolqalI barsatsizlar talim 1k1区

27  tinlⅠ qlar sizikhg bo1qay~lar  n。  oolr1n

28  na tIl‘ aolin °l uri1a= badaFi bi【 ga

29 brama妞  0suqluq baqxⅠ q kodop t(°〉勺ri burhan

3o  n。 IllInta t° yIn boIr11ar,. tρ p tρ goyl◇ r a。1n

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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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 ,

27

28

29

30.

∶∶) (^)

ikin"^IL无卜 p̈-a)t(0冫 :rⅡ

θmσ sizlar °qlla。 Im tθ rt ⅡrItg t扌io i

kuvraq ar。  °lurur θ山kθ卩.t(θ〉0ri butha厶 ~

ka yaktn tagsar s∶ zlar aota siΞ 1ar aO`

ilki iki k1rk ir也  b(o)Ig也 :ku‘ 1卫  buyaη in

adaF刂 aolalI ukola1】 k色 tapllanI勺 la9.七 im s1z~

1θ rka 区asatarlarda adart1ayu ay∶ tdIm ∶: ,

°rdi.. inqa kaItⅠ  a0 ilki k° zt0t~
tag ttp t也 z adak1 uli θrtF.. ∶kinti1 ∶

m1V ktgolig tilgθ nin yarataol~∶      ∴

Iaql tamola ayasΙ n1a iz。 ngtltkinta  i .  ∶

bagiz ba1giI心 g koz△ n心 r tq心 nq yuIa yaII r

n11。 a yθ loxi yinixtog t1Pttz uzun

aF0aklari , toi0tnq oysuz kotkisiz g亡 z s懑 ~∶

∶l也 ki o‘tr., bρxi11q ban|atv∷ kaPazt。g yェ II。q.

qla yum区 ak ρhki o‘ tr.∶ 时Ⅱnq、 ad^廴0ytⅡ
kopm1x kθP kθ tki∶ θrtF,j, yQt1。 q ayayi罗 i

atIaol yipar kθ yik yotasI tθ g 廴ort kan1。 qis(】 )z

y° tas1 artr . sakizitlq∶ θXl】 tm。 dt廴

t°
XlΙ

tmadu【 。r°zin ayasi tz9iki tiz tˉ lgρ oin

bθ rta y(a)rlikar∶   tokuzunq aq色 yni atI色 q
arolun kθValo】 Il taε  ya冬 r艹 ba:ur1uol

uVut yini ar△ r . onvnq nigrut 日t廴aq        ∶

sogtt tag oolxatⅠ  r。 p tagirml ot θΞi aF△ r。 。

naqa idizi arsar anqa ku1aq1 noq,

kulaqI θrsar anqa b° di slnI θrur.  bir yig(i)rminq

intθ ki kop t△ si yokaru yola。Ⅰp tvrurl爷F i-i

y(i)g(i)rminq birθr 。vin t亡 laⅡ o¤aru pyril~p

togzinqlonip tururIa:∴  iq y(i)gFmi9q. , .

koduru bIxurmⅠ x 9ubnol aI|u卩  °s|olluol ki~~Ⅰ ˉ

区i θr1r,。 tθ
=: y(i)g(i)rminq aolIak inqkθ

θtθ z~

:‘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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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kiit1 忘1t’
  alt‘   p(。)t(a)‘

‘                    「t∶珂
:∶

‘
。suq亠。吐

∶∶ I∶∶
’
;(六 :η 1∶1∫

l u∶∶:∶ r∶苜:∶aJ             

°Fki

5. 。:u: arl1·
· t钅             P s】

zˉ

,‘ki· · ¨

6. ik a了
ti日Ⅰar∷

7  tθ ptdLn ta了
m                

∶1

1∶ 讠、rn∶J∶lk∶∶|i廴 j∶∶∶
^∶

∶∶∶∶u;∶ .1∶】i burhafL
1Q 了(a)r】ikasa￡

⒒ “z~止“z: k。yu

】2 °rm;x na¨
v kut buyanˉ

⒌ar.. °1 tij’ laoL

I襟蕊 atanur.

s°rs1zˉ

16, sizl°
rniη itzˉ 。n

17  1=’ r . o1 ( a k。ntt

18  ait。
da b( ζan !oka¨

19 b° x°luI,n <】  t° Fi勺

20, yata ula Q丨

:∶ ∶∶:la1。  sh j
21 tt’ ‘i日  yθ

22 yt。〉ma ∶z~1kl°
‘】△z^

23  1k 色y" iginq b9r芯
 us岔‘··

24. 】。:° i t1

蛩:∶船:∶∶tˉ2,  t】 m1n |

26 alP 、、

27  °tr° kt d1Q1。 ‘ kaqan

28. ltg 。

!11∶

g;∶

∶∶:∶1‘ idi勺
ˉ

29 slzˉ l

30 ma△a

\



【B)

|∶∶~J∶∶∶丨
ak∶

∶∶饪:jlg1∶∶t∶i∶∶ 1;l搜 ;1ar.。
anta θrrt ttz~1n may"i kadaxi

aqitida ulati bpx y(i)grmi1rrlar birI。

badari bramannⅠ
【l inaq saˇⅠn t° ginip

yax1ari savrⅡ u iollayu badaFi bra“ anka
kaxantⅠ  ki1ip b。冫x y1z braman
urIlarJ勺 a tag1rt△  badari
bJa∞ an ballkintⅠ n △n1p bardIIar
anra °tr也  d(a)ksanp(a)t pltoki

廴alIn ka=a b。 dun inqo pxidtilθ r

i∶ duPlm贯
;∶⒒s1∶∶∶l∶ :∶;∶11Frlz;∶

a pl

amFak θgintin ka0inσ 血 adraim1区

°svqIuq bolup mⅠ
, ml￡ :0rn° n

ttm。 n 。ran i又 Ⅱar u【 vol kiqig oollan~

ka togi bulu￡ tIn y(Ⅰ
)匆 aktⅠ n t° yⅠ n

toyin y:qi1Ⅰ p icriIayv siqtayu t1z~电 o
maytrjl`a yakIn k°】ip aqar ayamakIn
Ιnqo rpp tρ diJ。 r   adg心 I1g kvt  t(a〉 【lri-
si bramanlar nt1qⅠ  。2-rua r(。

)钅 :i 又op

aqIol θmg氵 k kanta‘an b。1g1rdi θrki,

:∶z;备J∶; ∶∶∶:k丨Ⅰ
ai∶

11Pa%1iI置;?:】

l°l

:5刂



(A)

ikinti刂 1t:^ρ
"pra)t(a,t 

Ⅱ

色(o)ta θt:t ayaql~ka t占 gi盅h宫 芘aytⅡ   ,
b° d∶ s(a)v(a)r kθ z-tntr oz~F1a t(s)心 :i osuqIi硗

d(a)ksanap(a)t ρ1tθ ki b° du甘  o。 kunuol

busuxIuol kadoluIuq kθ r0p ya0a1ar b。 gi

°suqlu。 l 。°aru tagz~inj k犭 d∶Ⅰlu kayIp
amrak ata“ bir. bir θm也 k oq1￡ qi 。。l~      、
1in 。mray心 rqa balⅠ k~1aq b° dun~
ka inqa tep tρdi artuk      ∶     ∶
b usu区Iuot~kadpluluol bolma° 1ar

y9rtinqt yρ r suv~nu0tθrisi“ unta~
q 。rir . na tq△ n t氵 p tρ s。 r . na qt,

△rkiq bu tⅠ nlapl oqllanⅠ  bpx t亡 rl也 g

sθvikhg ma饣i taginsar~lar. x° r s1v
iqmⅠx °suolIuol todmaz kanma扌 ~Foi. nζ q。 tl=
kiq amrakIaolu kuvraq bIris m。 勺Iiasai

o grⅡ nqtI。 sθr kinita amraktIn adrar“ ak
aqIol amgθ k k(a)Imθ ki bar  hζ qθ ti=kiq
bu θtΘ z~亡 g ayayu qiItay△

ˉ
kθ y心  ko;~θ d t

tu tsar °I’°k t亡 p‘ hta °lmaki bar  a。 Ιn
bⅡ ga yal勺 uk ool11 θdg心 kilⅠnq k11m1x
k(a)rgθk  kinl az~un az~unta k心 Iigo~tag
basa barⅠ r  kθ

=△
 tItmaz. θmti y(a)mθ bu     ,

ypr suvda nomluq 0Ca)krirr 穹hg kan      
¨

b(。 )Igtrmix artr  kim a勺空r u“ uol In(o)ol tutsa:
tort 1tr】 心g ro'f, t芯 x:i °gdir            

·

bρ rt y(a)r1ikar . amarΙ lla prdikasahbur
廴ut∶ Rla alk1x bprtr  ama‘ 1i犭  ttz=korinq~
siz burhan kuti叼 a uru“  ra r,。 l sIaqsa=

屯sttnki uIuol kuqI1g kutˇ ahxik=Iar
a0ar yakⅠ n barsar~lar a1k1nqslz az~unluq

〓
2



(IB)

】. asaot a11‘ ~Iar takr∶ t犭盅u pii1t y11k1 i    ∶

2, az~un1nta tuqm∶ x prinq∷ yarI】 pl t】 nlIol-Iar

3  an1¤  。dgtsin sakIn1p· anq目 kt-a 0dta
4 s心 z~心 g k° Xl11 °rⅠ tsor~Ia‘ ,、  o1 9dg心  廴I11nq

5  ktqintθ  tq yavlak yoIuq oz-1t,Fdi卩     : `

6 oz~ar  kutrulur~1ar', omti biz~i旬 a y(θ )ma
7, yaruk yalrr1k~1aq yaIavaqi k(θ )l ti。

8  anI勺  y(a)rIikⅠ n t亡 kal kilm1x   ∶ ∴      .    ∶

9·  k(§ )rg令 k  anIn θmti bu uluxt∶ n

10 心n△ p bar1r m(。 )n siz1ar artuk               !
11 busan~maVIar anta° tr也 :mⅠ ¤ mΙt        ∷

12  t△ m。 n timan tΙ nlⅠ q~Iar kantt θglorin

13  ka勺 lar1n θv1arih barkIar】 n kodup ayaol~

14 ka tagimhg maytri bodisla)v(查 )1iya b(a)=dI1a:
19 anta° tr1burhan1Ⅰq o(a)krirt ρhg kan.    ∷
16  nΙ匆 uluolⅠ  oq1i t△ z~tn mayrri bodis(a〉 v(a)r

17 d〈 a)ksanap(a)t pltⅠ n matyadis ulu太 -ka

18  t° ginqo kayu kayu vlvx~ka togsor sans(Ⅰ )z

19 心k电 x tInI1饵 ~lar uluol aolar ayaqin vtru

20  △na父 -l§ r 0rdi  △ktx toェ 1△g∶ tapaol uduq

21  kⅠ iur~iar ordi  kaqan baliktln u1u嚣 εin

22  tn心 p b(a)rsar  。rtx~tktx tin11ol尸 Iar 0dg心 ogli~
23. lor amrakl锇 qu kuvraol~Iarin kodup∶ t1tⅠ p

24  rt z-心 且 maytri`b。 d is(a)v(a)t basas1nt争  -arir~
25  1aェ  。rdi  sa.ns1z △k1x az-unta maytri odg也

26  θgli sakInq bixurm1x 心q1o a1ku adg1n tl勺     ~
27 idisi b° lmⅠ x tlq心 n k筲 yu kayu araq sam。 g~
28, ka tagspr , °I ar扌 olda 。rig” a k扭 da父 J〈目)“ak Ⅱ
29,ars1an bars ya0ada ulat1k§ yik.I令 =y呷almIx

30, yavax b° lur  b° lurIar o=di  ya【 laIar∶ ru=laxu ol~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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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冫

ik:nti 亡11:∶ sθ -:刁 p(a)F(s)r

1n:∶ ntg l氵 nhua qθ qak yθ rεap tt口 3̄t0

maytri bodis〈 a)v(a〉 t utrusΙ ita kaliP ot L

aru tagzinip aqlar 巳
`aq ki】

△rIar a=di

ars1anIar barslat baq∶ t1n ttxtp stz-

tg kθ 01in ttz~tn m1yt:ibodis(a)v(a〉 t,

niRl 。dak1n uI1n yaIOlayu:lai ordi

inq。  tpP tpy心 rlar ardi 。 alku

t1nliollarka yaz~ukluol biz

irinq y(a)rlaq kayiklarig              ∶
。mg°柘 θl亡rtp kontt oz~tmtz~ni     、
igid心 r biz siz t(,)0rim alku tinIⅠ q-
IarΠ 1Xl 。dg心 θglisi ar也 rsiz.  biz

kamaol~nIv 臼7aq °ghsi biz,. siz kop      ∶

kamaol tlnⅡ qIar1ol sθvar amrayursiz, b∶z   ∷

kop tIn】 iqlariq kork1tdaq1 kutsuz koV1

tinI1qlar biz omti bilintr biz kantt yaz~

ukumuzni b心 g亡 n tt, InaFu 臼yaol kiIIflq~

tin tIdilur biz adin adIn k氵 yik~

Iar osuq】 uo1 ot1n suv1n atoz ilti~

nalim bu bizka adg心 】心g t11taq

bolz~un az~un 犭z~vnda siz~ni
birl。 t° svxup sa0sard1n oΞ makim(1)z

bolz~vn  t心 z~亡n maytrl bodis〈 a)v〈 a〉 t y(。 )ma
yIIΙ q yumxak saVin ol kaFiklθ FniV

b瓦 Xl岔0n s1kaP ,nqo tpp tp,1r 。rdi

θdg△ θdgt oolIanIm ayJq yavlak k11ma0。

lar。 . sizl。 r kanr1 aylq ki11nq k心 qinta

bu 血Vntaol korkstz azunta tuqm1x

oF心r sizbr  omti kθt1on-mθ tin ay1q

kilinqtIn t1d1】 皿a$ar sizlor kara0-kudin

1‘ ‘



(B冫

1,kθ lip kar喇 koka b(orm1x o。 uqluq bolqay-
2 sizlar, anⅠ n amtΙ  kataollanⅠ Xllar kaΙ aV~

3 kvdin y(a)rukka b(a〉 rotay sizlar  bu muntaq

4tir1ig tizon maytri nrIq braman~

5  1ar tθ  r1sⅠ n tuta arIolda yotⅠ yur.。

6  koyiklark。  asⅠ ol tusu k11u t亡 nI°

7 t,rsor △sttnki uluol ktq1ig

8, t(。 )【lrilθ rig ogirttrt kt(n)t心 z

9  orsar u】 vx balIktakl t1nlaol~

10  1arka vluq asⅠ q tusu ki1i yol yor1r

】1  ardi  anta θtr亡 oz~rua hormuzt贫

12 tort maharaq t(θ
)【lriI° r t虿 kⅠ  y(o)mo

13  °Ill△ g t(° )Xlri yprint。 ki uluol ktqltg

14 t(。 ),lrⅡ §r amranmak uluxka sanlaol alti

15  ka: t(a)xlri yerint。 ki t(θ )【lriI° J t〈 °〉Ilri katun~

16  1a￡ i t心 z心 且 maytri bodis(a)vataol k° 【也p

17  alku a¤ ir°  。t θz~in aya1arIn

18  kavxurup yakin kolip inqa :ep tpdilar

19  a1Ku uluol pIig az~rua t〈 a〉 QIⅡ aェ din

20  ypgadmlx urmix kutuQuzka k1v】 【llzka

2△ ` y心 k△ ntlr biz uz~un yo1 yor1yuェ  a￡ ko n

22  y(a)m3 t舍 r!￡ tprl勺  dyan sakⅠ nlaraq

23~ sakInur sⅠ z kim siz ukmtx dyan sakⅠ nq~
24  1araol t(a〉 【lri t(a)￡ risI burhanda adⅠ n

2’   uktaqI tⅠ n1aollar yok oェ 1rlar  alku ypr

26  ypr suvdak1 tⅠ l,la。 llarnⅠ 弓 氵dg△  θgl∶ ~i

27. bix心 ki arIr siz uluol 令lig b° 1olu kutu~

28  匆uzka y〈 o)m。  ytkinor biz ant仓  0trt

29. vayxirvani ρhg b。 g yt犭 on山j亡 Ijg

30·  t(a)匆 ridam si叼θkIig ttz=tn maytrini勺

△ss



(拉

ikinti t|Ⅱ x∶ :okΞ  p(a):(a〉 :

Ι. ba区 i 心z~a togz~inttrtp or0us1nta yor1: ^
2. srdi,  virutaki plig`bθ gnio yar!Ik1-

’  Xl色  nanti upan(。 )nti vlatⅠ  kumbanti-Iar

4 phg~lari t心 ztn m日 9tri b° dis(g)v(a〉 tˉ

5  nI勺  θttginta y° ‘Ip ypr sipirtr:Iθ r θFdi

6. virupakxi maharaq~n1Xl y〈 a)r11kIV色  qB1巳 ˉ

7  paraPida ulat1 1uu baglo:i yidI(a〉 。lˉ

8. yΙ Parlaol suv(1)n yprig θlit心

9  saqar~】 ar ardi . visvakrmi uz

10  t(。 )0ri tt-ttrl心 g hua qaqθ k-in
11  yirig yo1uq itor yaratur ardi  tritras~

12  tri maharaq-ni¤  y(a)rlIkⅠⅡe timburi
13, panqasikida ulati kantarVi10r baglari-i

14  ρxidt kan1nqs1z b爸 x tt:Itg yioqko

19  oyun θtiz~tr~lθ r θrdi,  日卩ta °tr心  azˉ

1‘ , rua t(θ )Vri hormuz~ta t(a〉 Ori~kθ  inqa

17. tpp tρ d∶ . kθ rt0 kauziki ilki i1ki

18. az~un1色 r-da 0dgt kut1uq ~1nlaol-IaraoI

19  dintar~1a‘ aol θg心 g ka日 Iol stz¨ tg k001in

20  tapanmix odunmix tqtn o叼 tI, kθ rttk-

21  d° ar1qda simagtθ  tagd心 kra t(a)叼 ri

22  ya10uk aks亡 ks心 z k(θ ),goksiz tapact uduol

?3  kilurlar,. ol antaol aq1q aqlraol b° lup

24  artuk y(a〉 m。  ktvθ nq savanq kθ勺tI °-

2,. ritmθ z . yana bu munttlol uz-un yolta

26. y°
=Iyu arip s③

ntp qθ kmoz b(a)tmaz biF ya0~

27  1aOl ttp ttz kθ 0lii a1ku tInlaq-

28‘  1ar 亡zo odg心 θgli sakinq sak1nuF iki-

29  nti oqurluq t(a)Xl‘ i burhan~JiQ θdgtsin

30  θrdθ min sakInur 心qtnq oqurluql

!s‘



(B)

1  sakinu s° zI。 y亡  yptinqsiz t。 rI【l dyan
2,sak1nq JIara。 l sakInuェ  ot‘ 1h°rmuz~ta
3·  t〈a)Qri inqa tρ p tpdi  takI artuk~

4 rak t(。 )xlri t(a)Vrisi bu=hn,ka yaqη k tog|p
9  ovdin barktⅠ n 1n齿 p toy(1)q b° lolaI1 at~
6 sⅠ z ktsθ ylr  amti k° r1Il t(° )Xlrim , baxtⅠ nki
7. kok亡区 θV1tg t° olir1 iyo

8 taya yormⅠ 冬~ka az~kIa

P kitort kamiεmⅠ x §rtr  kok心 x
10  °Xll也 g korkI。 * k° z~in ol yI【lak~
11  Iol titiri t(。 )Imira basa ba$a kθ r△ r kayu-
12 0In ylxla廴  t(a)xlri r(。 〉￡丐isi burhan y(a)r11廴 -
13 ar °

=sθ
r  tu ola °mg° k 艹ρrmPy0k yninq-

14  ka yumxak otθ z~in uz~un∶ yolvol
15 y° riP armⅠ x 。suoll灬 q∶ y(P)甲氵 °rmaz  t° yin
16  b° Ima廴  k心 stxin r° ltri n心  ‘okInu t° I△ kin

∶【∶ ∶∶∶ ∶∶∶∶
yu∶

二ft∶1茗iu∶l;扌∫1丨
刁
:u∶∶J

24 t。 bc t。 yIap ka刂 °goz kⅠ jⅠ
qⅠ¤a tagi

25  r△ z~1n maytri~ka utru ka【 mIx 。r心 r~I。 r

爹置a甘 1∶茗=。

孟丁nt岁IJy‰ J巧

·‘“。、;夕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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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冫

:k:nti tltェ o。 ∶
oo〉 tCa冫 r

】, amar:1ar: kθ r心 kan1nqsfz k仓 rt1θ kθ rkin
2, °gθ r1ar,. aIlta θεrt h° r m uzr庄  ̄ ·       :t∶   .

3·  t(a)￡ri inqo tpp t氵 di  d(。 )kζah(a)pfa)t ,lr占 Li
4·

 0(n)r屮 (a)t θg也 ztin ka0 °g亡 z 。uvΙ仓a `∶

5  r。 g∶ nqa r亡 z心 n may1rika θrr心 oksuz .
‘  taginqsiz tinIaq~Iar  k。 li turuFIa: ah:犭 廴
7, ka01ari udu bir bir am° k °。llaolu   ·

8  oqlanI basa baJmⅠ 区qa az~            ∶ 9

9· u y(a)mθ  k▲1ti bⅡ ga baolx1~

10  Iar udu bo区 qutq∶  tit。 ilar yo'I`ur~

1,  qa uluol uIuq brananI色 r. bⅡ g。 1ari~i

12  ulu区  balΙ k sayukⅠ  bay bayaolut kixi1,r tIk~

13, m∶ x cag y° 1ta s1olIxmadⅠ n t也 z~心 n
14 maytri b° d is(a,v〈 a〉 ta。l kθ rgali kts也 xi basa
1,  yorIyurIar.。  anta otrt az~rua t〈 a〉 Vri
16  inqa tρ p t9di,, amti daksan〈 色)p(。 )tdin borI
△7. 心ntp kE,lmizt。  b。 r△  baI】k uluz sayukI·
18  t∶ nlaqIar yiolⅡ Ip t亡 kaI k】 rk ttman
19 t1n】 it11ar. b°lt11ar. kirn t1z~△ n mayr~
20 ri bodis(a)vatka t】 tsI【 ak atθ zlorin

21  u:u。 qak :utuztiIat  °tr△  h°rmu zta

22·  t(。 )0ri inqo tpP tpoi  Huna θmtI a。
23 magt olni日 korki ktvanqi bo1m】 x
24  pasaXl taqdn 亡q kat yρ r suvnu【l           

′

25  umuoI1 InaqΙ  baolxis1 ttk。 I bⅡ ga t(a)Qri

26  t(i,〉 勺risi burhan ttz~心 n mayrri b° dis(a)v(a)taq

27  t° yln kirga1i ktda oIuru 7(a)rl∶
k色r aota

28  0tr也  az~rua t(a)Rlri inqa -ρ P tρ di

29 ol y(a)m。  uluq t心 rltg t(P)【 lrII。 r asur【 红r
30  Iular yaklθ r 11g也 stz tktx kintiri kint(r)viˉ

158



(B)

1  Iar t〈。)【lri t〈 o)Rl‘ isi burhan tagr。 sinta

2 olurup nom tiRlIayur~1ar  。mti biz y(a)血a

3  kodi in。 1imj  θr‘ ll h° rmuzra t(a)叼 ri inqo

4 tρp tpdi  inq。  kⅠIalIm ins。 r inaIⅠm i〈 a)Xlri

5  t〈 。);arisi buthan burhan kutΙ  buloluIuk
6 uIuqi oolⅡ birl°  kayoxmⅠ x tor1g kθ r也 p
7 k0z1m亡 zni kutIu。l kIIalIm  anta
8= °tr△  t1乞 ~tn maytri b° di阝 (a)v(a)t

9 aqitida ulatI bpx yig(i〉 rmi urⅠ ~

10 1ar  bir【 a tak1 y(a〉 ma adan
11 kⅠ rk t亡 m° n tInlⅠ olIar bid°  t° yIap

12  心st心 n t(。 )【l】
i a1tⅠ n y扌 la【luknuv

13 aya。l1n qⅡ t° gin t。 gin△  r° yin b° Imak
14, klJstx△ n magat plk。  s,nla。l ulux
1, balIk1β r∶  sayu y。 rⅠ yu pasa刁  tacl-ka
16  t。 gdil° r  k° rdil° r a2~rua t(。

)【lri d°  ulat:

17  t(a)【 lriIor plig1ori rahu sirapr〈 i)yu vima~
18  qtrida u1acΙ  asur1ar b◇ g1ari pin,gali~i

19  ilaptrida uIatI 1uu hanlarⅠ  durumi
20  d。 mpurida uIatⅠ   sansaz 亡kox kintiri
21  kin1a王 Viiar~nirJ arkliglari ayatIKa

22  ragim【 ig maytri b° dis〈 a)v(a):ni刁  razav(a)rt
23  °【l1心 g kektx saq1i。l toq1r1n baxln
24  yaratmix yatnu bayit atla。

l yop yor1【 l

2,  srina忿 i yorganmix aItu,l °¤l心g yalrrIk
26 yalma yaqsInmIx yInqul1g sapolay kadmi区

27  biI。 ztklaJin 。zuklarin p1iki adakI

28, itigJig yarata。
llaq kaItΙ  yokar心 oz~rua

29  t(a)【 l=i osuolluq Pqsa泅  raqka r。 gmixin
30 a nta °k °tqurak u廴 tΙIar , t也 乞~tn

:59



(A)

ikinεi tItx bir y(i)g〈 ◇‘mi p(a)t(日〉r

1. maytri kalti tep¨ °tr心 u1uq aola=

2. ayamak(I)n k〈 a)ntt k(θ )n:t °run!arint∶ ll

3, θrt turd】 ~lar , ya!uk yaltrIqlao1 91ik~

4 Iarin kavxurup aVitθ  at° z-in

,  a1anlarΙ  borta sE,V〈 i)klig k° z-in kθ r志

6·  muXladu ad1nu t亡z~tn maycri bodis〈 a)v(巳冫t:

7. ka inqθ  rρ p tρ diIar  kaImi1i勺 iz

8 。dgt ayaqka togimlig θdinqa

9 kaltI刂1z  y(a)rI1kanquq1 bⅡ iklig

10 Inuna anuk turu y(a)rlikar  ttz karin~

11  qsiz t△ kal bilga t(o)tri t〈 。)Xlrisi burhan

12  siz-i【 l vazanpat k11maklaol toyⅠ n

13  bo1oluluk ixi【 liz-ni bit心 rgθ li na oolur~

14 ka mo【lihg t° ￡alaol to4t t(θ )￡ ri-i

15  yρ rin t(o)Xlridθ 皿 kuVraolaql t(θ )Xlri k1zlarI。

16  t〈。)【lridt,m oz yax】 q 1dalap kodup bu yρ r  ·

17  suvka inti勺 iz θrs。 r,  omti ol snvlaraol

18j tz~a bprdaqi nomIuol ata k么 Xl birlθ kavIiz∶ p

19  t1nIiollarka umuol Ⅰnaol bololuluk uluol

20  ktstx心 Xl心 z kanolalⅠ r anta otri maytr⒒ aol

21az-rua“→9n to)°Ⅱ《。)Vrlsi bu” an打 d(0“罩
22  kθ rgali kts仓 区tn 0l urIlar birI。  togrik~

23  1op tavratl anⅠ 【l ara k° rdi

24  kθ z rE,gslg yρ rda t(E,)Xlri t(θ )0risi burhanaol

25  心lg芯 z心 z sans1z t(o)0ri!ar kuˇ raolⅠ  ortus1nt色

26  ardinin 扌皿iX altunluq :aol osuolluol

27  y1z iki yig(i)rmi t也 :l心
g vIuq ku:

28  buy(a)nlaol qoot yalΙ nin arslan~laol 0rg辽n

29  tz~o oIurup nom nomlayu y(a)rlika-Φ ix1n

3θ  sansaz t△ mon maha k(a)lpta bθ ri

∶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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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vrhan~Iaraq k° r心  k° rt θgr。 m1犭  △q1n
siziksiz °tqurak oktI  。dans∶qsiz r(。

)勺 ri

t(a)Xlrisi b∶

;∶

h111∶

∶:∶rρ ;n∶;q∶∶vI∶∶∶圹
a badari

°p sakInⅠp stz~心 g kθ 0lin °trt yax~
Iaol kθ z~in Ⅰql左 yu 。dqlakI urⅠ Iar~ka
Ιnqa tpp tpdi  k。 r1¤ 1。 r θdg1Iθ rim
siz~iksiz t也 k。 l bi1go t〈。)勺 ri

ε(。 )刁 risi burhan θz~i 。r心 r qⅠ nqar~
u k0r心日lar koduru k° lul^tIar Fazav(a)rt

°Xl【 心g kok saqI u§ nir~】 aq top△ si~i
baxⅠ  kax kavxutⅠ nta °run atIaq y亡 r心 (【l)

t也 si  bukalar~nⅠ
Xltθg kirpiki k° k亡 x

oIli心 g k° z~i  。z~rua 。tih1ig 亡ni
yuka yi1Ⅰ nqq~a kρ ￡ yadⅠ y tiIi  t(。)vridam
taraq~k包  t。 gmix taq rixIari  arslanLlar~

ni¤ t。 g kasⅠ qⅠ   aollak yLr也 ￡ az~
aq~1ari  人Irk t,Jka1 【ixi  ir△ ksiz s° droksiz
t1P t△ z tixIori t1ziy kθrk1a 。【lin~
Iori  k° p koni bodⅠ sini  yapa yararmIx~

tog yar〈 Ⅰ)nI   ypti yprdE, k° tki~Iig
ar oz~i  altun °tl讧 g kIr:Is1 o￡ ar~
u avrilmⅠ x t。 gz~inmIx t。 si   yokaru y° lan皿 iir

r01° ri  kⅠ nta kiz~1smⅠ x∞ g uvut yini
tρp tagi!mi ar °z~i  a,itmadik aε  °2~in
ti z :iiganin b° rrar.  avanyi aFlaol k。 yik~
n!Q tθ g yorasi  kop k° tki adak~

抚tJ心:|—茗圬氓j∶∶丨:飞 l∶‰妥埘
so奴 anqⅠ q korklθ  s。匆心ki, q(a)kar tilgon~

:61



tIq冫

ikinti t1t区  iki y〈 i)g(i)rm: p(a)t(a):

lig aya$1 u11 idi ttp 。uz izθ ,g△ 10ki

bu muntaq ttrltg∶ ∮ki k1rk t△ r1t罗

kutadmakIaol b(a)lgulari bagiz b〈θ)1gt1tg kθ z-tnt

turur-Iar  θgr亡 nqtl也 g savinqlig bolup

inqa tρ p tρ xti-lar~ qin kirtu ttkθ l

bilgo t(θ )Xlri t(。 )¤ risi burhan θrtt.. qin

k irt心  t△ zkarinqsiz toz-t k0ni :uymakˉ

ka togmIx t亡z-to tΙ nlaol

ar也 r , anqa血 a kθ ru kan1nqsiz

kθ rkla korki  anqama aHm baF1m

olruo11. turuqⅠ  anqama s心 qiglig tatacnt~

k钪 m耐 ⒃z-i ama θ“j d uHl盯

badari braman birla tanuk-lamix sav-

1ara叹 θp sak】 nIp p吐 ik1arin yokaru kθ -

tir心 p t(θ )Qri t(t,)Xlrisi buェ han伞 ol ayap qiltap

θdzt turdⅠ ~1tlr  anta ottt tisi atlaol

ur1 yaxruk1n ko叼 1∶ n s∶歹-ik ay1tdi

biz~io b1olxImⅠ z badari braman 叼o oolu区 -

luq toz-l心 gi,rki ~otrt t(氵 )trl tCa)¤ risi

burhan~niXl inqa sak1qn1 1° lti , bu

urIlar ma【 la kθ 【llin siz-ik ay1t-

qali sakinur.la:Ⅱ  amti bular~n1Rl ay1t甲
1x

siz~iklolin t1d Ⅰols1z tutuqsuz bⅡ go bⅡ iklrl

adar:layu b?J° yin  冬im ar1区 ka adgtltg

∶l∶
ki也

[;jr∶∶J‘\aj甘:∶飞(∶;1盂 :芦 1∶l丁:日

。z~‘ ua tnln tisi ur1ka inqa tρ p

~ tadi  son θd也 n baranas atIaol arz-i a￡ di

ol arzi-nⅠ 【l kρ z-iginta tpz igintθ -sθ ni【
l

baolxio badari braman b(o)lgurmix ar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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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in bac咀 i bar犭 y(I)i· 1ptir, ah1 ρxid1p

ol urIIar ikiIa 。rtitlt mvnad∶ p adInⅠp

inqθ  tpp tρ xti1§ r  tⅠ di。lsⅠ z tutuolsvz ttkol

bⅡ go bogol心 g ardθ四i  y(θ )m。 artuk ad1nqIq
i,rmix anta otr1 aqiti urⅠ   k° V】 in

inqa tpp siz~ik ayitdi∵  baqlxImiz badari
braman n° qa yaxlaol s1女 laol

orki , 
阝(。 )xlri t(θ )勺 risi burhan bog心 1tg

k° Xllin b° g△ ~I° n△  y〈 a)rlⅠ kap
iρ q°  tpp y(a)r】 ikadⅠ    sonj日a baqxi勺
badari braman t1koI ytz y(i〉 g(i)rmi yax1aol E,riit

otr1 donuki urI k°
Q【 in siz-ik ayⅠ tu

otonri  mani【 l baolxⅠ m badari bra甲an n,qa

kolvluol titsi-laika xasatar biIg°  bi1ik

boxqurur arki  ya【 la13r-ni0 t°g yaIlku1uol

1nin t(a)叼 ri t(a)刁 Jisi bvrhan inqa tpP
y〈 a)rlikadⅠ    s° ni【l baq· <I￡ badari braman
bpx y1z braman urilarⅠ 【la xasat(a)r bilgo
bilik b° x。lur刂 r  ular~n1Xl ara siz【。r

ah∶ y(i)g(i)rmi~ligin munta ka】 mix ar△ r siz~

l舍 r  (anta) etrt m° gnraqi vrI k° ,lin

〈inq° 〉 siz-ik ayⅠ tdⅠ  。,top△  t亡 pj tρ p tpy心 r~

Jar t° p1 tρ gm。  t° itl nθ gt °rki  t(。
)【lri t(。 )【lrisi

bvrhan atin1ig unin inq。  tpp y(a)rlIk-

kadi. b° g△  bi1iklig burhan~】 ar~nⅠ ¤ yPr
svvda b〈。)lgirmθ ki【la 。dgLl n° m】 vq y(a)riak
y(a)r】Ⅰkamix~l⒑ a ttz-tn buJsvt ard〈 i)ni-

ni霭  。dg△  !θ r亡 kθ  karⅠ l血ⅠXⅠ ta bu lJq
°rd(i)ni 也z~°  kim kayu ttz~心 n~1θ

=
8j氵 ~心 g k° Xlt1 °rits。 r ol θ

=tr, t°
pt

oqli aolinqsiz

么tlaol

:6;



(A)

:kinci t1tx讧 qy(:)g(i)rn。|p(巳〉t〈a,:,

1, adgtltg tθ z yΙ ItΙ z 巳nI sizlor ioqa uku勺 -

2. 1ar ttz-tn u:tlar an|a Ptrt∶ upasi:

3 mi ur1 y(a〉 ma yax‘ u siz~ik ay】 td1 ayaol~

4. ka tagimⅡ g t(θ )勺iim te0tdi。 taymak tt阝 mak

5. nθ  tt=!tg b° !ut a‘ k: arslao aty1n1n

6 atanyu inqo t9p y(n)r11kadΙ kim kayu tInla吨

7 θ勺la △q 9rdniko stz△ 1tp ∶
8  kin yana anqa munq。  tⅠ lrao11n

9~ ak⊥ ap stztg ko【 lli ρsilst,r

10 korasar bu artr -oP也din taymak~

11  rtxmok anta θ1r心 bryankikida ulat1

12  kalmix onaolu vrIlar burhan yingran ulat1

13, xast(a)rlar iqintaki k(θ )ntt k(。 )ntt boxolunmIx

14 az-aOl xa〈 sta)r1ar °olσntnk1 siz-ik 日y1t011ar a。 1

15  y(。 )ma ttkal bⅡ ga i〈 a〉 xlri t(θ)Xlrisi burha9

16 inqo t1d1olsIz tutjqsu孑  oⅡ
ga bⅡ ikin inqa

17. ;dⅠ r色  y(a)FIⅠ k色di anta ρ!‘
也 1(a)tri tK。 )勺‘isi

18 buFhan ikiIo oI urIlaraq ok1p inqa tpp

19  y(a)‘ lⅠ kadi tθ rt 灿rl芯g bu 。rIlar1n t色 z-in

20 tⅠ nlnollarnⅠ Xl ukoluluk kθ ni kirtt nomla‘

21  :氵 tir kayu arki :or∶  tρ sar a叼  !lki ttx

22  boImix bρ x yqp色 o1.θ t-θ z△g tlg△ stz mo叼ts-

2;  tz amgθ k· tΘ≈ltgin kurool koyuk m1

24 monigligsiz uksar b11sot ikinti tI1tapL

2,  tirgio bolm1x bex yapaq 。t °ziiⅡ  t11ta~

26  q1n b(θ )lg1‘ mixⅠ n b(θ )lg心 ltg biImI区Ⅰn nθ

27. △q§ n bo1m1xΙ n ukmak bilmθ k tqtnq

28·  ekⅠ ollaq tθ rtIarn】 勺 θqmokin amra1卩 ak1n

29 baxtInkΙ sΙ n or1sin biImθ k vkmak tθ rttnq    .

30  nirvanka b(a)rOlu1uk t0z-心 n yo1nIIl yol

】‘4



〈B)

oruk tozItgin I° r亡 l心 g t° qu1uq yaRl
°suol △nt△ rη°k t°z1igin bu muntaol
titrtm t。 riRl t° rt k° ni n° m1ar t1z~tn
ukItdaqI n° mluol savlar ρxidip toz~△ n mayrti
aqitid a °Visi ka1mlx tθ rt y(i〉 g(i)rmi uri~
Iaェ  takⅠ  adah t也 kl仓 g ttm。 nlig t(o)【 lri

ya11auk s。 rdapan kutⅠ n bu1tⅠ Iar

amariIarI sakardagam kutIVa

bginti~I。 r kayularI y(。 )ma anagam
kutin buIrIIar 1k心 xog1 y(a)ma aolⅠ -

nqsⅠ z prdikabut kuIt【 la (kθ 饣讧l) tu rolur~
dnar anta 。tr也 ayaolka tagim1ig

maytri b° d is(a)v(a〉 r asanki k(a)Ip saninqa kiq

odt。  b° rt yaIlluk oqlanⅠ Xla asaol (ru s1)

kIla ogr。 nm1x 1q1n Iana yana ba〈 xrⅠnk1〉 ˉ
da baxtⅠ nkI s心 z心 g kθ刀1in 。vig
baェ kaq kodvp t° yIn b° I ola1Ⅰ  kisay也 r 心q1n
°tqurak ukri b(a)lgo1山 g bilri b1g△ nki kun
m(。 )n r△ kal bⅡ go t(a)￡ ri r(a)trisi burhan~

ni￡ n° m int〈 a) (siz)ksiz sak∶ olsⅠ z t° yΙ n

dinrar b° Iur m(a)n n】 unqulayv sak1nⅠ p
ol adg心 1△ g at1aol k。 nt亡  kuvraol(I〉 n rapa
kθ r1p inqo tρ p rρ di biz kama。 lun y亡 kori k° rdi~
m1z t(a)tri r(θ

)【lrisi bvrhannI1a aqar uluol
kutadma廴 laol ba1g11,rin y(a)m。  b° giz bolg△ 1心 g

pxid心  kanⅠ nqsⅠ z n° mⅠ n rⅠ V】 adImIz 。mtl antaol
r° r1 y。 k kim °dg心 l心 g ixka tIdⅠ ol tutuol

sⅠmtaol k°匆心l tur。lursaF no 1q心 n tρ p tps。 r

bu b。 ksⅠ z m。【l亡 s1z θ~° z ornaolsIz kθ
xl△ I

adg1I心 g k△ s亡 x sakⅠ nqlq k心 dg。 1i 〈una)】naz1ar

1‘ 5



(A〉

ikinti tItx7ρ ti y〈i)g(i):皿 ip(a,t(a):

1. ~tVa kok 〈kaIi)kdaki toori!ar uluol

2  心nin inqa tpp t氵 dilθ r sizit t° 9】 n

,. dintar boImΙ xiVIzka yinqtrt t° ptn

4. y心 k1n△ r biz  bizixl 11k】 xim(1)zka kqqmadin

5  a‘ a tρ gin oga at:¤a tθ gmaki0iz

6  boIzun  kayu θd心 n burhan y氵 rt∶ nq心do

7 b̄(。 )lg心 r-sθ r siz ol θd心 n bizoi

8 y(a)ma un1tmaQ anta otrt

9 t,zrua t(θ )Vri tI:r△  k θz∶n

10 t心 z亡 n (maytri) b° d,s〈 a)y(a)taol kθ rtp

11  .¨  ,¨  (yi,mt,) 。iqo tpp tpdi

12   ̈ .̈ ,̈ anqama kΘ rk】 o

13 ·̈ .¨ birl。  yaraxmΙ x or仓 r artu廴 Fa

14  (artuk :a∶lri raXlri)si burhaEl birl°  oqx^t1

1’  (ar亡 r  aollakta aq)Iak t° yin korki birlθ

1-  (yaraxtⅠ   otr亡  hormuz)t臼  t(a)0ri inqo

17  tρ p 1ρ di (an1n 心q亡 n) kok kalIkdak∶ kut

18  (vahxiklar aXlsIz〉  θgr△ nq亡 Itg savinqlig

19  bo]up ttz心 n mayrriniXl 心ktx ttrI△ g

20  ogdisin θgar kantt atθ zIi,rin urunqak

21  tutuzurlar  anta otFt bry(a)n~kikid日

22  vIati oRli kalmⅠ x aqitida ulati tθ rt

23 y(i)grmi urI1ar (kirk) ttman udu kal血 ix

24  rⅠ nliqlar (alku maytri) b o dis(a)v(a)ika amranma~

25  kin △q 1(naq tut)mak tθ r也 sinqa oolul

26  kixi k° dup toy1n dinta‘  bolt11已 r  anta

27  o tr心  bry(a)nkiki vr1 sordapan kut1n buluP

28  uluol aqar ayamakin t〈 o)Xlri t(θ )Vrisi burhan~
29  tIn b° xuol y(a)rlIk alip kir:i igi1 otθ  z-in

30, baOlxIsi badarika oI savI日 raq θgrtnqt Qxˉ

:‘ ‘



(B)

】  ttrgo1i d(a〉 ksan(a)pat plko 心nip bardi  anta

2  θtrt ayaolka t。 gimlig t(。 〉【lri t(a〉 Xlrisi bur~
3 han t1zon maytri bodis(a)v(a〉 t baxlayu kirk

4 t电 m° n yaXlΙ  bolmix t° yⅠ n kuvraqaq okIp
5  inqθ  tpp y〈 a〉 rIIkndI  °dg心  ordomlig kutluq
6 △1心 gl也 g °qlum siz】 ol tak1 adg心 da adgt
7  to y∶ n dintqr bolmⅠ xi勺Ⅰzlar ypgdθ
8  ypg b° l:i  kixi i,tozi bvim1xⅠ【l~
9  1z】 ar  nθ  △qtn tρ p tps° r udumbnr

10  q。 q° k yo1θ x: a】 ptn (nlp bu1olvlu〉 k burhan~
11  IarnⅠ 刁 ypΙ tinqtld°  (b° lg心 rmok〉 Iari boIur

12  ol an‘ aol a1p bvlquluk baolxiq bu1tulluzIar

13  。:s§ r  。mti atoz~in tiIin koIltIin adg也

14  k了 IⅠ nq buyan bogtog y1q(i￡ 1日r  burhan)lar y(a)r1-
15  ⅠkⅠn btt心 rt kati⒐ 】a(n1Xllar kim nirvan)】 aol

16  yo1ka tagdaqi b(a〉 rdaqⅠ  bo(】 qay) sizl。 r (anin)

17  sizl° r bariQlar  °z(审 t° z)u【 lozi° 工k。

18 。dg心 I心 g adnoluka as8ollnq ixka 。d v ol

19 sak oJi刁 1。 r  m(a)n y(o〉 ma §m:i urbiIyakasipta
20  ulati tin1iqJaraq kutolarolalΙ  barIrm(θ )n bu
21  y(a)rIik y(a)rlⅠ kadukta °】 sansiz 1心 man yⅠ t,l11~

22 mⅠ x kuvェaol yadnip b(a)rd11ar

23 mayt父 i simit nom bitigda maytri bodis(a)v(a)t~

24 nⅠ 目 t° yin b° lmak adaol 〈ik intj) 0】 也x
25 ttk。 di

26, namo but,, namo d(a)r〈 a)m namo sao

0‘?



(A)

∶oq亡 nq Ⅱ1Ⅰ x bir P(a)t(a)r

1. namo but.。  〈namo daram)  namo saO。
2. amti bu (n° mIuol savaq) kapⅡ avastu

3, ba11ktakI nigudaram at!aol sa。 ra匝 ta

4 ukmⅠ 【 k(a〉 rgak  anta °rr1 mahapraqap(a)~

5. ti k直 utami katun~nuV b(a)tini atI(1〉 ol

‘.yumuxq∶ kiz(i)t〈θ)叼 ri t(a)Qrisi0urha。 -aΙ勺

7. srav(a)st k° nttin kapiIavastu balIk~ka kalgtsio

8 ayⅠ tolali baIlktin △n亡 p nigudaram

9 saXlramka bnrdⅠ  . sa叼 ram kapⅠ qⅠ Qa

10 tagip 〈mahanami) ur臼 kuol tntay1

11  ayⅠ tu turdⅠ  (anta) °tr心  t。 lim εk也 ‘

12  sa日 ramkθ  (kolmix) kunqular ara bir upasanq
13. ixi~Iar tno kolip ol b(a)tini kizIol korip

14  (inqo) tρ p ay】 td】 .. kanta ardi叼  na ixkθ

1,~ koItiXl  (anta ot‘ u batini) k1z inqo tpp rρ di .

16  ttka】  〈bilgo ta0ri tθXlrisi burhan¨ n1Xl k(a)pi!ˉ

17  avastu (balik-ka kalgi〉 sin mahanami u‘ aku

18 bag~ko (ayitolali) kalthn θrdi, otr心  ol

19 uPasanq inqa tρ P tρdi  t(a),lri t〈 。〉0risi burhan~
20 nⅠ V kalm。 ki s8Xla nθ  k(°)rg9k ar1r  bitini

21  kiz inqa tpp tpdi  xaki~Iar~ni￡ katunΙ  maha~
22 parqapati kautami (k。 nt1) plikin uluot amgokin

23  ixlop ta【 lrid。 m kax adaq ao11~ka tlaxi boz

24  tokup araol yup a。 uk kilmⅠ x ar1r  anin basa

29  basa mani (toXlri) taXl‘ i。 i burhanaol ayItolali 1dur

26  bu savaol (ρ xidiP °l) upasaqn ixi~lor mu【 ladip

27  adInⅠ p inqa tθ p tρ di  koP kunqulaF ku〖 臼d-
28 m1x oqlIaolun ulOLadm1x kautami katun (artr)

29  inqip y(θ )m。 kama。L uzanmakta kodIki yavaz
;O  yⅠ rⅠ tmⅠ x bθ z tokImak a‘ 亡r  yana kautami katun

3】 , Iduk 目likin bθ z n° qtk tok1yu y(a〉 rlⅠ kadⅠ

9‘ :



(B)

1  orki , a血Ⅰ ?iXidip bitini kiz inq。  tρ p tpdi
2 yalu旧 uz b° z t° kidⅠ  or$。r na ∶,mg。 k 。rdi~i
3  otrt °1 upns日 nq ixi~lar inqo tep tρ di

4  antadn ad1且  takI nθ g也  ki1tI θrki  °rr1     ∶

5 bitini kiz inqa tpp tpdi  kapoz t日
rⅠ sa丬 uk

‘ θdta kautami k犭 tun k(a)ntt pIikin uru吨    .
7 saqt1  。taqu °d1。  k(θ )nt亡  ρlikin °tad】          ~
8 suva,lu optu￡ da¨ suvrⅠ n suvap
9 aqIntⅠ  °z p】 ik~in ididi  k° nt1

△0 ozi aritip kan1ap oz pIikin tidip

11 ozi agirip °zi bθ z tokⅠ di  °tr△  °1

△2 upasanq inqa tρ p tpdi  m〈 °)n y由 gor1 t(a〉勺ri

=3  t(o)Vrisi burhan aqz1nta antaol pxidmixim
△4 bar  mahap 〈a〉 rqapati kautmi katun 〈sθ n) °d1n
15  vipasi t(。 )Xlri t(a)【lrisi burhanacl tataolla⒐ sOqighg
16  axIn iqg1n yid1aol (yIpar〉 la。l t也 ts亡 kin

17 tapanmⅠΣ ud。nmix armix  (bu) 。dgi knjnq
18 k1qin t°  a1ku xaki~1ar  ̈  ̈°rklibo t心 rk~
19 11g kunquy \atun bo1up r〈 。)【lri t〈 。)Xlrisi-i
20 burhan~ni屉  igidmix anasi b° lmⅠ x altⅠ ~1
21  y(i)g(i)rmi yaxl(】 )q kⅠ z1a‘ ~n1Q tag θti yini k° rki
22 mθ叼izi ar亡r  yana y〈 a〉 m° t】 gos± z sansiz tapaq-
23  qilarl tθ gェ° t° li tapinu udunu turur  n°
24 sav 。rki  na △q△ n oz p1ikin kθ paz~z
25  tar1p tod to1Iy kixi osuol〈 1uq) b° z ‘°kⅠ dI~i
⒓6  orki   ar,ra θ亡r1 bitin1 kiz (inqa) 1pp tpdi

~97  u】 uq kirtgtlnq k° 叼△1in aolar inaqⅠ n

28 (bu mun饣 a⒐ )ttrl茴 g ix ixl。 di  munta tod
29 〈r° 1】 y11q〉 na sav °l  rakⅠ  y(a)m°  bθ rt ρxidiˉ
30 ⒚ b° z t° kimak~且 (Ι )勺  tI1taOlI nag△  。rdI tpp
31  tpsar  ani sizi姆 a ayu bproyin  kay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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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冫

4 antada ki^ m1勺
 t。 qIrlarIn yu1Im】 x

5  yaXlⅠ  t° yin】 ar birIt, ka0I santudan 
ρIig

豇砻 嚣苫老l∶∶∶:r∶:;;l∶

血hmuq渊
;

8. bokunuq ogtrt心 rg°】i sθ vinttFg。 Ii               
丨

9, 也q△ n (kapⅡ av)astu ba】 ik~ka k。Ii

10 y(a)rIIkadⅠ  ol oqurda xa-i tezl心 g

⒊恣⒎T拜i⒒摺⒒aF1。背War ka屮
n

13 noml卩 yu y(a)rI1kasar.anta ixnar kunquy bag~

14  I° ri aritI。 ~̈cL~ 。̈k(a)rgt,k~  anta orrt
1’   t(a)Xlri t〈 θ)oris∶  burhan axl i1ki bir kurla
16  n° m nomIayu y(a〉 rika(m1区 )da s。 kiz ‘tmθ n 苫aki~ia:

∶∶∶;冫:Fii袋岁;:六 l∶三:r飞J;r苜
hyu  ∶

19 buIu (tagi,Ⅱ )lar tq1nq kata n°m nomlayu
20  y〈 a)rlIkamixta t° rt timan xakiiar kut

:∶∶ξ型Iˉ扛:· 茗∴J:丸J、豇诎⒊饣
耐沌m叩 ¨

23  °ztJ~lar  bir y(θ
)m。  inqip xaki t° zl也 g ixⅡ a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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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ka inq。  t氵 p otlnti~Iθ r  udumbar qaqθ k~
k。 y° 1。 xi b。 g汪 bilikl龟 burhad狂 引p~      ¨
】n 。mg§ kin ypr suvda baIg也

r己 r 。rmix~lθ r,。

antaq aIp buloluIuk kuε1uq εIn1Ⅰ q birI。
tuxm‘ x arlr oiz. amti yana biziva 贫r1tI
n° mJuol y(a)rI(I)k y(a)rIik谷 maz . k° r1 kanⅠ nqs(i)z korkin
y〈。)mo korg。 1i b。 lmaz biz amti siz inq。
katao11a;IⅡ  kim biz ^(。 ’m° siz~
勺 廴u tu姆uzta (nom ρx)id g匆 Ii t(a)Rl-
ri t(。

)¤ risi burhanⅠ q k° r(goli) buIalⅠm~m
anta °|r1 oI xaki t° zI1g kautami~i
katun 。l ixi1。 r ot心 nmix savIariq xaki~Iar
bagi santuo(a)n ρlig hanka 1utuzu °t1nti
p1ig han y(o)ma b°

xuol y(a)r1Ⅰ k y(a)rIIkad I ~ btgin~
t。  1naru 廴unquIar n° m (tlRlIazun) bu boxuq
y(a〉 rl(1k) pxidip t也 kl。∶ t亡 m。 nIig ixi~I。 r
ylq1【 ^p toylap kapi1avasru ba【

i‘ tⅠ n 亡iLp
n(i)gudaram sallram~k。

 barⅠ rJar ardi  antg
ara kim kut buImix xaki 

°r。 ni utru
ko1s° r~1ar kunquylar~ka n(a)【

l ‘ρmodin arpa1~
ln art(Ⅰ )p barⅠ r~Iar ardi  kim y(a)ma kuE
buI m之 duk baqra。

lu xaki urI【 nrⅠ  it∶
j

ko1sar ~l§ r ku。 quyIar~ka inq°  rpp
sizIar kunquyIar kanqa barIr sizlar
·
ka nigudaram (sa刁 ram〉 ka barip nom
y(a)rilk yok  na llq·

dn tPs。 r bizi¤

r:pylr1。r 。rdri

sizlar~

ti勺 laoIa1I

kadaximIz sidarti sizI。
rni¤ yuz itrl1g

lntn kada。
lIIlⅠ zl红 ni sρ zlay也r °trj。 l

kunquyIar inqa tpp ayⅠ εdrIar  anqa kodI
no m心 ntmtz aFmix  anta °tr讧 xaki~1ar
Ιnq°  tpp tpdilar , bizi¤° s(u)dur n° nl n° I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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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q〖 ,q tltx tq p(a)t〈 a)r      ;

】. 1ar θrk。 n (antaoi) nomluol sav tnti 。 b氵阝

2 :心ェ1tg mtni kadao11,aFtr,。  kara aolu!uql

3~ yil臼 n-nΙ Xl kayu i,rki bpx t1rl1g tρ p tes卩‘

4  axl nki yarsinqiol yⅠ d1ol sasaq bolur

,  ikinti k°‘吕oli -° Ⅰ|1nqⅠ ol bolu: . 心qinq

6  udikan . tort心 h0 iki tillig~  bpxinq

7 yiti aqluluol¨  a0qulay y(a〉 m。 munta birθ r

8  kunqul:'-nⅠ Xl b目 x t心 rI心g

9 :n心ni kadaqi b° r。 r . a。  nki °vkaqi

10 θminqi bolur~la‘   iklnti k心 n∶ qi., tq-

11  △nq urunqaks1z (t° )rt1nq savinqs(1)z uI1Is(Ι )z

12  bolur¨ 1ar ~ bpxinq amranmak kθ Xltllori kuql1g

13  bolur~lar  yQg ar也 r q(a)hsap(a)tl(1)ol kixi kizartmΙ X

14 isig kazolukin k(a)nt讧  k0zin sanqar kim

15, amranmIx kθ ot1in ixi-1aェ  tapa tit〈 i)rt

1‘  kozin kormoz. kunquy~lar orsθ r araol

17ˉ  q(a)hsapatlaq tor△
·̈ 1̄i or△ r  kayu nomta

18  uzun tonliq (kunqu)lar ∶,vdin barktip

19. tB1P dintar ∶θ
F色

。in tutsar-lar . ol nom a1k1~

20 nquka tagi arⅠ OlⅠ n turuoli。  turmaz muntada

21  ulatI 电k心 x t仑 rl△ g mtn kadaqlⅠ XlⅠ z~Iar° rmΙ x

22  ol savaol ♀xidip  ameri ixi-lar inqθ  tpp tpdi~

23  1or  tokuz ay °n k心 n sⅠ dartlq kar1nta

24 kθ t1rg1qi (ixilar).。 rdi tololap tuqurdasΙ  y(a)m。

2,  ixI~lθ r θk ardi  alp∶ n amg。 kin igidtaqi

26  bolt=ttaqi y(a)mθ  ixi-【 ar oΙ di  θmti yaoa ixi~

27   1arig anqa k0rks△ z 1r日  y(a冫 rlΙ、ar arkl

28  anta otrt birisi ixi-lt,F  inqo tpP tρ di

29  avant tΙ ltaol korop burhanlar birar t1nlⅠ ol~1ar1ol

30  y1=a moynayu y(a)rIIkarla‘   ya卩 a °。lrl °suo11

31  bo1tukta ol ok tⅠ nl(1)oll arⅠ ol °ga i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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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y(a)r1Ikai~Iar anIn θmti b~.¨ s。 vIk baolra~
2 olu xaki~1ar~nill savioa nom pxidmatin

; yanturu irⅡ mohm, n。 心0刂 n tpp tρ s° r-
4 adInqⅠ ql muIladⅠ nqiol a1p bulolu1uk altⅠ rtrItg
9  od1ar biFJθ  tuxlllix ar1r biz  s° kiz t1J1tg
6  t。ginqsiz °ksuz ypr °run~lar~d∶ n 心nmix

:∶

y:坩 点‰芷∵扌严
aa嬲H呷

"∶
9 °“urⅠ ra【

lⅠ
~Ⅰ b。 lqay¨  bjzi叼。

10 y(° )ma n° m n° mJayu yarlikaolay¨  anin
11  kθ ni baraIⅠ m nom ρxidoIim  anta °tF也

:薮f号孟l摊Ⅰ∫砷擞Υ尜忄
n̈

1,  oI bⅡ go t〈。)刁 ri t〈 o),risi burhan °I ixil。 r~
16  niXl k° VoJintaki sakinq(1arIn) ukup anⅠ n

∶〖∶
=抚

ˉ
∶∶

r⒒

y:∶ Flr∶lir~∶∷∶∶;:∶ r扌 l:“ r

: 9B



(A)I

(tq乜 n《 tlix tsrt p(a)t(色 )r)

θdg亡 oggtIΙ g(lar) t,rdi jrs。 r . °I θgmθ kin

a1ku bizni (oga) y〈 a)r1Ik贫d1  0mti oym。 nqsiz ko=ˉ

kinqsⅠ z koXllhn oδ h 1】￡1alim~ anta θtrt

t(a〉 ηri c(。 )Rlrisi burhan xakiIar ixilorioa antaol

ttrl△ g titrε m tariQ nom n°nlayu y(a)rlikad1-I

kim ol nomuo10xid∶ p sθ kiz ttmon kunquy-Iar,

kutka tθ gdi~Iθ r ikinti oolurluq nom monlayu

y(a)rlikad】   altⅠ ~1 t色 man kunquy-lar

ku: bulu toginti~lar∶   tq亡 Ilq oolur~

luq nom nomIamⅠ xta tor1 t1man

】xi~lar kut bultilar  otru ol batini kIz

bayak1 m° ktika uPasanq~ka inqa tpp

tρ di kθ r1勺 t亡 zun1m  ol oolurda bu muntaol

r也 r1亡 g uluol asaoll(I)ol tusuolIuol bolti~lar 区aki o

I ar (ixi置 ari) kim tq kurl缸  nom y(arl〈 1)k 令xidiP

sokiz y(i)g(i)rmi ttmθ n 〈ixllar) kut bulu taginti~

Iar。 . ot‘也 ol (u∮ asanq) ixⅡ ar ihqa tρ P

todi antada kin kautami katun na kilu

y(orIikadI otr1batini kⅠ z inqo tpp tρ di~i

anrada basa kautami katun~nuRl inqa

sakΙ IlqI boltⅠ   t心 ki,l bi1go r(a)0ri r(a)Elrisi burhan~

tⅠ n artitt u1uOl stQ tayaol asaol tusu~

ka rag∶ nti“ kim anqa 心k1x xaki~lar iil~

lari birla so"aPan kutioa tagdim amti

bu rn(。 )n y(。 )rn。  na arsar od tavat tzo ssv1nq

utlI tor齿 sinqo rapaol uduq k11ayⅠ n o‘ di~i

otrt ol upasanq ixilar inqo tpp tpdi=i

antaol odg也  sakⅠ nq s泣 k1nΙ p antada kin nog已

kΙ 1tI :tr1bitini k1z inqo tρ P tρ dl antad色

kin tarIolq】  tudu0~1ar101 °kup inqo tρ P

y〈 a)rlΙ kadi  kayu kopaz~kθ  yar1olⅠ  sΦ kiz t刂 ‘lug

17钅



∷(B)

1  adrukIn ttkθ 11ig ypt 。‘o。i 五n】  sⅠ zIar suvap r

2 suv(a〉 p saPanIap anuk uru【 l1ar kim m(a)n tp又 ,ri

3  t(a)Vfisi burhan 也q亡 n kap,z tarIyur m(a)n

4 otrt bu savaol ρ☆Idio °I vpasanq ixi~1θ r

5  k1Iqir=, y1zin bitini kizka inqo

6 tρp tpdi  kim san timin kauta血 i k臼 tu n

7 °z p1ikin y1p agirip boz t° kidI tpP tρdi~
8  饣  bu k。 pθ z △zaki=mu boz~
9, 1g av也 r~sa °trt bitini kIz               ∷

10  inqθ  rpp tρ di~  bu ozi tarⅠ mⅠ x

11  kapazi 心zθ  yIp agirip boz tok1mⅠ x ar1r∶  nθ

12  tqin tpp tes° r  naxl y(。 )m°  y° k qiolay tq~
13 亡n noXl y(a)ma tapa访 q1 k1rkInIarⅠ  aks1k
14 k(。 )rgok 心qtn θzi pgirmix artr inqip y(a)mθ
15  aolinqs1z s1z1g k° ¤1Iin t(。 )tlri t(t,)【 lrisi

16 burhan~ka amranmakⅠ n oollumka ton
17  ptip kad心

=。
yin tpP °v亡 rmix θr△ r   kayu θd亡 n

18  ol b° z rokⅠ yu !1katip ¨ m̄ix~t。  b。 lg1

19  bi1‘ θqi bilga!ar inqo tρ p rpmix【 °r kirl bu
2o  t。 nuq a1IP t(a)【

l￡
i t(。 )硐ri$i burhan~ka kadurgo

21  1i buxⅠ  bproQr  °l tinl(Ⅰ )ol azunta o:quェ ati

22  altun °【ll△ g at∶  kⅠ rr∶ si bu1ur  burh~
23  an kuti刁 a ‘pgin °。ca bojquluk

24  abisik at bu1vr  takI y(a)ma inqo

25  tpp tey1r~Iar  t1ztn maytri~da adan

26  burhan kuti旬 a 。。
l·
d1 ρl(ig〉  °rnl,屉 a

27  ol urolu1uk p,dan t1nl〈 Ⅰ)q y° k  oI b° z t亡 z△

28. in mayεri phk△lnta tagip t(。
)tri t(,)¤ risi

29  burhan~ka bu区 ::bρ r由r arnix.. oI oqurka . ∶
30 altun °屉ltg o馏  kirtIx bu1oluluk
31  bv yan (b° g〉 t。 k kazplenⅠp burhan kutIⅡ臼

△       r ˇ‘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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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

6

7

8

9

10

I1

12

13

14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

【A)

tqtnq 啻l心 x bpiF P(曰 )t(a):       ∶   ∶
oquI ρlig boIqu1uk °runka tθ gir             ~
armix., an1n °I °qurka kauta珀 i katun        ∷

t(a)叼 ri t(θ )¤ risi burhaIl~ni勺  kapiIavastu baS1廴 ~

ka kalg亡 sin basa ay1tola】Ⅰ 1dur.  θ tr心

qitika ad〈 I)ol kIrkΙ n iraktan uluq

也nin 古ntθ yi inqa tep ‘,di., mahanami~i
uraku t(a)0ri t(θ )刂risi burhan~nⅠ Ⅱ kθ【gtsin

ma勺 a ayitdⅠ , btgtn kθ li~i

y(a)rI1kar armix an1 pxidip bitini

kIz inqa :ρ P ayI:d1 na °qur~
ka na ixko bardi刂  ardi θ‘Fo qitika

kⅠ rkⅠ n inqo tρ p tpdi  yas° da!a katu刂 ~

nvV b° 2! b。 tm:x oqri0a basa basa

t〈 a)‘Dri t(a)Ⅱ risi burhan birIθ  r臼 hulin(i)‘l

kalg也 sin ayⅠ tqalI idvr.  anta otrⅡ  ol

upasanq 〈i区 i)l。 r (iI,q)a t氵p ay1:dⅠ .。  日nq色

△k心 x nθ qtk b° z tokId1.. otr△  bitini kIz
jnqθ  tpp tρ di  。̈k avtam1 katun t(θ )Vri

t〈θ)orisi burhan (tq)tn bθ z anutmtx arsθ r

anqulayu y(θ )m°  bp区  y1z ェaki~1日 r-ni饣  in氵 1 toyin。

Iar 也qtn b° z anutmix a‘心r~【 t,r ¨otr已  ol

uPasanq ixi~lar tak1 inqa 日yⅠ tdi  amti
bu xaki~Iar baε lari u】uq qoqIn qamin kaPiIa~
Vastu ba11ktin tnup kaqan ba=ir~lar  ot‘ t
qitika kI:k1n inqt, t9p tpdi 。 t(t,)Xlri t(E,)0ri-

si burhan vtru barir.lar. θtrt bitini

kIz inqo tρ p tpdi  θmti m(。 )n y(。 )m。 bar臼 9】 B
bu savlarⅠ q冬 autami‘ kaⅡn~ka tuyuz1ettnayin
anta °tr也  qitika kⅠ rkin inqo (tpp tpdi)

m〈。)n y(a)ma barip yas° tara〈 katunka ay)~
ayIn kim t(。 )Xlri ‘(。 )orisi (burhan)

!.7C



1

2

3

4

,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A)

tqtnq 啻ltx bpェ  P(a)t(a):       ∶   ∷∶
oquI ?lig bololu1uk °runka tagir             ~
氵rmix., anⅠ n oI oqurk么  kauta珀 i katun        ∷

t(a)Vri t(θ )Rlrisi burhaEl~n:勺  kapilavastu baS1廴 “

ka kolgtsin basa ay1tola】 Ⅰ 1dur.  θtrt

qitika ad〈 I)ol kIrkΙ n iraktan uluq

也nin 古ntθ yi inqa tep ,di.。  臼ahanami~i
uraku t(θ )° ri t(θ )orisi burhan~nⅠ Ⅱ kθ【gtsin

ma勺 a ay1tdⅠ , btgtn kθ li~i

y(a)r11kar armix an1 p【 idip bitini

kIz inqa :ρ P ayI:d1 na °qlur~

ka na ixka bardi刂  ardi θtF1 qitika

kⅠ rkⅠ n inqo tρ p tpdi  yas° da!a katu刂 ~

nvV b° 2i bttmix oqri叼 a basa basa

t〈 a)i0ri t(a)Ⅱ risi burhan bir】 。 r臼 hu】 in(i〉 ‘l
kθ lgtsin ayΙ tqalI idvr.  anta otrⅡ  ol

upasanq (i区 i)l。 r (iI,q)a t氵p ay1:dⅠ 。, anqa

△k心 x nθ qtk b° z tokId1.. otr△  bitini kIz
jnqa tpP tρ di  。̈k avtam1 katun t(θ )Vri

t〈。)orisi burhan (tq)心 n bθ z anutmI区  arsθ r

anqulayu y(θ )m°  bρ区 yt2 xaki~1ar~niⅡ  in氵 1 toyin。

Iar 也qin b° z anutmix 。‘心r~【 t,r ¨θ:r已  ol

upasanq ixi~l。 r tak1 inq。 ayltdi  amti
bu xaki~Iar bi,gl。 ri u】 uq qoqIn qamin kaPiI红 。

Vasru ba11ktin tn1p kaqan ba=:r~lar  °trt

qitika kIrkⅠ n inqt, t9P tρ di . t(a〉 xlri t(a)Ⅱ ri~
si burhan vtru barir~lar., θtro bitini           j

kiz inqa teP tpdi:  °mti m(。 )n y(。 )m。 barayIB
bu savlariq、 autami‘ kaⅡn~ka tuyuzI ettnayin
anta °tr也  qitika kⅠ rkin inqa (tpp tpdi)

m〈。)n y(a)ma barip yagotara〈 katunka ay)~
ayIn kim t(。 )ori ‘(a)° risi 〈burhan)

!.7C



(B,∷

1. anant (birlθ ) k9lir 。trnix anta 
θtrt

2. °l uPsanq ixil° r inqo∶  t9p tρ di·  antaol         '

3. θ rs。r m(θ )n y(o)m。  t【 a)刁 ri t(。 )￡ risi burhan utro

soz1ox1p u1ar tq-4. barayin  bu 屮。nqa °av

5. 。g△  °Xli °ti 心n心 p bardⅠ ~1ar anta:0tru

0 bpx y心 z xaki tozlug katun~1日 r birl爸

7. tθ griklop °l altun θQltg b° z 穹likinta

8 tuta mahap〈a)rqapati kauta"i ka‘ un

9  yas° dara~ka inq°  tρp tpdi

10  ol antaol θd kolu kaqan b° lOlay

11 orki  kim m〈 。)n bu t° n θrdinimin burh8。

12  q(a)krirt plig han~n1届  k§ dmixin k0royin

13  。rdi  otrt yasodara io∴ qo tpp tpdi  muna

14. amti burha, q(a)kriit 令lig h犭 n· nig‘daram~m

15. sa￡ ra m11k karx1 iqint°  (° n) k△ qin

16  k也 qad心 asanin °grtnq也 n 了(a)Flikar  tn耵  犭dioq1ol

17  irak a=moz  anta otrt 
·̈·⋯ katun

18  nigudaram saQramig kor△ P (inqθ ) :pP

19  tad1  bu ok nigrud s0gttltg arⅠ
ol ardi

20  kim bizi【 l bagimiz sidarti hormuzra t〈
a)￡ ri~

21  ko oqxat1 alt1 ttmon kunq‘
y katun-la:ItFi

22  amranmak bilikIn ogirttra savint心
r△  t(a)勺ri~i

23 m°勺isin m。 叼Ⅱ。Ι a’di amti y^0a bu° k

kt,yik:1arig k° ‘k1tdaq1
24  arⅠ ol ortr  nizv铜 ilaq

25  kisar 〈ar$)lan osuolluol t也
kθ l bilgo t〈。)¤ Fi

26  t〈°〉【lrisi burhan amranmak nizvani amartutolu1uk

27  om y心 r△ ntag y(a冫 r1】 kar  an忿 厶 0ε r心  jn^ha~

28  P〈 a〉 rqapati kau‘ aml katun r· iguda=nF·  sa§ ramk爸

29 〈k° :心 p inqθ )tρ P tpdi∷ omti ol ko古 xaki~Iar~nⅠ g

30  (b。 gi b° gu bi)liklig bv‘ han qiJitamani θ工d〈 l)?i

3△   .̈ .¨  savig¨ , yQr ‘aPa       〈

f饣Ⅰ



Ι.

2

3.

4,

∶;;.

‘

7.

8.

9

】o

11

12

13

14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

27.

28.

29

,0.

3】 .

:⒘辶

(^)∷

iqtnq tlt‘ 刂σ pCa)cCa)r
kθ r已 p inq。  rpp t令di.. b:na bu ,8olIz yer.
ni9 yaratIqi bo【 m1x,h△ rhBn∶ °z:u色 t(θ )o“ -

ni0 q(a)kr tilgan∶ n yaF⒏ taqt1aol i7i k9zintr turu::。

anta °tr亡  kamao【  katunI。 r °l izig
kor亡 p inq亡 rt tθ ptn ytkt,ti:1° r,, a且 t色

θtrt kop:ka katun inqo tρ pˉ t9di . a卩 :

k° rt0lθ r katunlar  kaIcⅠ  ktq1tg kiⅡ
t(θ )勺 ri kθ k buli1~ 1n 1。 griklθ p
turur θrst,r(1。r) anqu1ayu y(a)mθ           j
nigrud sθ g△ t~ 1△ g 廴日y1ar terinta
xaki t° zI也 g bag1arin tagrikIap ko1各 qqε

yarukln yaItrIyu yaxuyu burhan k亡 n t(a)or1
o1uru ornanu y(a)rIik9r.. 4n饣 l °tru kautami
katun inqθ  :pP tρ di.  qΙ n kirtt nomluol
oqu】 qakam yaLtiiy。 亠ya吾u7u °Iuru y(e)工 IΞ

-ar
antada °trt 区aki b。 glar kau:ami ka⒍u Ilu吼  k0r~
tp 。̈ 。̈ .¨  t〈 a)勺 ri :〈 t,〉 trisi 0urhan-
k色  .¨  Ⅱ̈ yokaru :urd】 :△ ar

θ:ri ayas:n (kav)xurup s° k1° da bag ·utuoaIL
ρlig-k°  inq。  tρ p ot心 n ti~  kθ ri。  t(氵 )l,‘ im
mahap(a)rqapati kavt各m∶  katun pIikinrp b° z

ordinisi birI。  anqa y(o)m。  t° kΙlIol yoriP kθ lir

inqiP y(a)ma ka△ tahi katun~、nu勺 Ⅱki an~。 .。

kur buyan】 ktqinti, k!t,v臼 hx,k(Iar)j

basut tusu k1I∶ L ∶.。 P,。 ●·●

t(。 )triI。 r ρIigi h° rmuz1a 〈t0ka1 bi1ga biI|夂 〉
=∷ ∶

Iig t(a)叼 ri t(。 〉orisi buthan.Ⅱ ;

yumxak alt"n,θ ~

a￡ saz yaraxolay ∶·Ⅱ ·̈   ∶        ∶ ’  .   ( ∫  ∶ 丨   :

kaut犭 mi katun t心 kθ I bⅡ g。 t(a0r:)    t   ∶  |
t(a)orisi burha。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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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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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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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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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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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臼yamakIn adak1nta ytktnt iiqo tap o1t~∶

nti  alkv θdg1￡ tzk。  y亡 k心 n亡 r m(s)n amrak

°oluI~luol ord(i)nim  △r °dt疝 bu ypr suˇ dn

adas(i)z tud百 s(1)z °rm。 kiViz bo】 zu n,, alku sansar

iqintθ ki kunqul。r sizni °su ol】 uq ootul bulup

tq tamu亠 uol °Pr"么 r~d1n ozmak~1arI bolzun

。亠t《。)日“《a)亩⒒“b jr⒈ an h申 tpP y⑷ d1k~

ad1 kop kamaq ‘1nl(i)ol-Iar~ni￡

kut kolmak k心 stx~1θ ri kanmak~

ka (y心 ktnmix〉  bolu【 l a。 ta θt‘ 心 kauta~

mi katun iki ρlikint。  altun oXlltg

boz tuta vluq aolar ayamakⅠ n t(o)【l工
i t(。 )Xlrisi

bu=han~ka kor心  inqa tρ p tρdi  t(a)Orim bu

boz心 g ttko1 bilg。  t(o〉 Ilri t(a)0risi burh扌 n

心q△ n oz plikin agirip tokⅠ tagintim (ordi)

anⅠ amti y(a)r11kanquqI biⅡ kin bizi【lo am工 anma o

kir. :utup kada y〈 a〉 r】 1kazun anta θ【ru

t(θ 〉ηFi t〈°)￡ risi bvrhan burhan~lar~nⅠ 日 bilgo

biliklig kθ ziil !itirtl kor亡  y(a)rlik纽 dⅠ

bir心 kin bu boz oェ d(i)nig bursuQ kuvraq aェ a

bvxi bersθ :   °tqvtatⅠ  t白 zun may【 Ji~nl刁

pliki刁 a iogg。 y   ol yana ma￡ 。 bux1 bρ rgpy

ol t11taolin t心 z心 n maytri~n1叼  az。 n

。̈ ,̈ alrun oo1tg b。 lqu1uk 。dg心

.¨  .¨ bulqay∴  iki klrk kut buyanl(Ⅰ )q

(i父 t b。 igu) 。̈ 。̈ tpgin 0宫 °

27  ,̈ .¨  ,̈ anqulayu uka y(a)rI1ˉ

28. (k。 dⅠ ) ⋯· ·̈ inqo tpp tρ di , bu

2’  (boztg buEsu0 kuvr)aol (a=)a bux1
30  .¨  ,̈ .̈ y〈a)rI(1)k pxidiP

3△   (k° u惠 ami 廴atun irjqa) tpP s食 k1nq

bPri叼

△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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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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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12

I3~

14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Al

诹 tnq~由 I心 x ”ti pFo)‘ (8〉 r       .

sakIn:i . bu bθ z也 g m(氵)n 卩taF! °Ol‘ayu t(。冫勺r:

t(。 )Vtisi burhan 心qtn ,giFd1碎 氵F0∶。· amti           ~
yana t(a)0ri t〈 a)Vr∶ s∶  burha。  bux1 alΙ  y(B)r1I冬 attla卩    :

ot:t oI ok aolar ayamakIn t(氵 )叼△ t(a)0risi

buthan~ka inqo t氵P °ttnti· · uluol y〈色)rlik-
anquqI biliklig ‘(θ )Vriη  uIuq °田gθ kiIl θz p1ik~~   ,  ∶
〈in) sizni tq0n ogir亡  ta莎no屮∵ θm:i
biruk analarka s。 vinq ut1Ι ~i

ta g亡 rmQk tθ r1 bar orsor a11p                         :

kad。  y(a)r1Ikaqay ordi   ikiIθ  |(θ )Xlri t(,)Vrisi

burhan inqθ  tρ p y(a)rlⅠ kadⅠ  birikin q∶ n

kirt亡  bu bozi【 l也zni titip buxⅠ  bprur °k arsar~

siz  toyⅠ n kuv‘aol ara siztg k° V心 Iin

buxi b9riη  ̈maOa y(θ)ma buxI bρ rmas b° lqlayslz,r    ~

ikkidin △1gtstz adgt kIlInq yIqlqlay~sⅠ z . o! y(q〉 rl(I)k

ρxidip kautami katun t(。 )Xlri buFhan~ka bp耳 gaIi

k也 stxin ,̈ .¨  ̄Iuk ioqa tpp o‘ in:i

(kop kisix心g kanturplali) umuol Inaq t(a)V:im  mθ nixl

y(°)ma ktsux也 m (kanturv) y(a)rIⅠ ka叼  ̈munqa θσtθ    .
b。r1 氵mganmix Pmgakim yoksuz boImaz?n.. Fnta

o tr△  t(a)【 ri t(t,)￡ risi burhan~nIXl antaol sakInqⅠ

bolt】 . anqa ma yavlak biliksiz bii∶ loiXl ktqi

k1stnl  na 心q也 n tpp tρ sar·   birtkin (ka。 tami)

katun mpni °suolluol bⅡ ti uktI (日 rs。r bu boz)~       ¨
tg bursuXl kuv王 aq (ara buxI bprsar)

maytrida ulatI araol (toyin din‘ arlar asaol)       ∶
tusu buIqay tρ p  kautami (ka:unnl,。  θ9i)

kIrtixi boz b° Iti .。 。 。̈

kuˇ r日 ol ard(i)ni-ka 。。. .¨                    ∶
ayltmΙ x k〈。)rgok ·̈ ·̈

tikal bi1g氵  〈taVri t° 0tis1 burhaⅡ )· ¨

!名 o

立
渥
各

漕

属

礓

霹

磊

氵
辈

;
暂

∷∷〓羊

≡△

’
蘑

‘营

1
主

一



(B)

1  osuqIuol kautam∶  kotun亠 kn inqo t氵p tpdi.。

2  sizi【汩 adg心 l△ g△ o aθ aqlIolIn yana yana              ∷

3 o",yt⒈ m(θ )n  kamaoL kuvraqlL ka sjztg ko勺 thn
4, buxi bpri勺  timin °k· · maVa b迈 XΙ  bprm° s

5  boIolay siz  bu y(a)rl(i)k ρxidip kautami katun tθ Imir〖

6 aymθ n1 k1stxi kanmadΙ n yiqllayu ayaqka tθ gim~

7  1ig anant tapa ta1mi‘ o kor亡  1urdⅠ .  anta

8 otェt ayaot-ka rθgim1ig anant

9  kautami katun oolr111ta iki      
ˉ

10  plikin kavxurup t(o〉 Xlri t〈 。))匆 risi burhan

11  ka inqθ  tρp °tinti  uluol vluqi tθ【Irim

12  kautami katun sizi¤ a a刁 sⅠ z asaoll(1)k t心 sv1uol

13  oェ tr  k。nq okiqik θrkt,k θg koktztin ad‘ Il mⅠ 区~

14  ta k(o)nt亡  s心 tin i,naizip igintdi  bsltrttdi~i

15  anin ok amranmakin bozin (ali) y〈 a)rlⅠ kˉ

16  ap koda y(a〉 rIⅠ kazun  anta °t色 r t(。 )【l工 i t(a)【lrisi

17  burhan inq°  tρ p y(a)r11kad1 (sani舟  aymIx1Xl)

18 t。 g ar。 r  asa⒐ da asaol(liol ar1r) maOa aIp k"ol u

19  ix ixI。 mix kavtami katun °rtr na △q△ n

20  tpp tpsor  kanq kiqikimto yp:inq k△ n og讧 m ta

21  odr电 iup ogs△ z kalt1m ∶ k(a)ntt 。mikintaki st。  t zo

22 “pni igidti aqⅠ nt1  ‘u 。t∶ozin m(a)n buェ han

23  kutin bu】 tum , nn1n maIla asaoll(Ⅰ )q arir  b° r也

24 (ρ xidgil anant) m〈 a)n y(o)tIl。 k厶utami katun~ka

25   ̈ ,̈ ,¨  芯q△ n rpp

26 .̈.¨ tarihg kanlΙ ol at oz

27 .¨ 。̈ r̄ m〈 a〉 n y【a)ms 。nⅠ 匆
28  .¨ ,̈ b。 lt‘芯td△ m ol mθ ni~i
29 ,̈.¨ 。̈ yarat1ol~tItl

30. 。̈ .¨ ,¨ ut

31 。̈ 。̈ 。̈。l nl旬 n且

△8△



1,

2,

3,

4

5.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I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

、
` (A冫

0q亡 nq ,t1a阝  so灯 iz p(扌冫t(日)r

yQrtinq心 I1g (y)ivig tizig etigin pFdi yara‘ -
dI arsθ r  m(a〉 n an】 ariol q(a)h阝 4p(a):l(19pl otdim

°l meni tt t心 rltg asin iqgtn tanqun

toruroI kanturd1 θrsar , m(a)n yana an1 ttz心 n~
laJni勺  bilg。  bi1i tlig °g=tnq△ n todurdum.。

kantur0um °I mpoi yp"∶ nq0Itg suv】 n yudi~∶
arItdi θrs。 r . an】  m〈θ)n s。 ki2 ttri也 g ttz亡 n
yo11uq suvin yudu血  . nθ g1n sakiz
on arε vki si,kiz utun nizvani~1a:

kirin k° ￡il亡 nt。 n kθ ktzintθ n 玄r:tu
bprdim 。 °l mρ ni yprtinq心 Itg hua

bθ z。 d:m

yavIsqun yaratd】 ars。 r,  m(a)n an1 tvymak t1t‘ ~

1tg hua qi,qθkin p:dim  yaratd1m,. anin

uqvz armaz yprtinqtItg ad tava: tzaki asaq

tusu birI。 ta0 rux kⅡ olaII,. an】 n θmti kautami
katun bθ z〈也g〉 kamaq bursu。 kuvraq ara
buxI bQrztn,  mani y(。 )mθ ayam】:.b° l olny,, bursa0~

【ar】q y(a)ma ·̈ takΙ y(。 )ma s(θ 〉n 臼nant
adgtti pxid k(° )duru k(oIo)la yρ ti ttrItg sa叼 a】am~
ban atI(I)q buxilar 。dg△  kII1nqlar t氵 tir· · tak1
adan t°rt y〈 i)g(i)rmi ttrI心 g bu1kalik atl(Ⅰ)ol buxj~
Iar odg1 kiIInq】 ar 。Ftr  bu y(a)r1〈 I)k 审xidip kau:ami
katun~nu。  inqa sakinqⅠ  boIt1 . knyu θFki o1
ypti ttrItg bursu￡  kuvraol ara bρ rmΙ区 saR,a~
Iamban ad(I)q (bux11ar) 。dgt k"lhq(Iar)
t〈a)Qri t(a)orisi bur(han inqa teP y:rli厶ad1)

27

28.

29,

,0.

3I.

182



(B)

1, bu 心q心 nq kuvrapl arn bprmix buxi t氵
“r .

2 yintθ m ximnanq kuvla订 ~k厶 ovxi bpΙ ,∶∶  b1
3 t°rttnq sallaIamba众 ad(Iol kuvraq ara b白 r~         ∷   ∷
4 钔ix buxⅠ  tptir  adr∶ nqs(Iz s△ z1g k【 ,饣 11in
9. toyⅠ n kuvrn向 din bir iki azu 亡q t° yⅠn~
6  1ariq ok1p buxⅠ  b氵 rs。 r axin iqg心 n tapins(a)r
7 bu bρ xinq sa【 laIamban atl(i)q buxI tp:ir。 , 区〈Ξ)mna。q
8  kuvraq-dIn adrⅠ nqs(i〉 z koIlujjn bir iki
9 azu tq x(I)mn(a)nq- JarⅠ

ol °kIp k1q
10  yρ tmixqθ  ayap~p aolarlap buxⅠ
I1  bprs。sr  bu altInq sa刁 a1amban °dgt kil∶ nq
12 tQtir  kin° d忘 n m。 ni勺 xazInimta nomsuz
13 t0r也 s亡 z q(a)hxap(a〉 ts(i)z k(a)ェ aza b° yunluol k° trabumuk ad(Ξ )q14 t° y:nlar b。 】qay~Iar  ularnI y(o)ma s心

z也 g kθ勺也lin15 kirtg心 n qI心 g uPa$i upasanq (toyIn〉
 din∶ ar

16  oI tρ p rapⅠ n$么r vdunsar (bu yρ tinq)

∶:∶ ∶γ⒒岁
nn∶

1拙 :∶;xt骂飞J°Famaq  
⋯

∶:∶  }:;jcrlk∶∶∶;virl∶∶∶
°

i;∶
j;:l∶

rr∶∶q∵∶1丨jェ

tka

:∶∶￡∶∶∶l:1∶∶∶ij玄1J冱 l∶1饣丁昆nl lg
23  .¨ īr 。suqluq alkv θdgt tθ rtlar~ni刁  turuplΞ

:ζ∶∷∷∷
ḡ蜘

"峒
艹d血 Q∵r细 h∞h∷ ∷

26 .̈.¨ ,¨

27 ,̈.¨ .¨

28

29.。 ,。 ,¨ ,¨‘

30

;ˇ:

i、

^

ΙC

乒,9

,△



(A)

^qon“
0z丿。

-u⒎
pla’∶⑷r

1 inqθ  tQp y(a)rIikadi aQ ∶!ki y日 l!0uz

2  t(a)Vri :(。 )勺 risi burh庄 ,ka bux】  0Qrsa:。 '              ,
3, bu a。ganu ouェ】 te:lr  ikinti par“ kabut13t~

4  ka bux1 bρ rsQr ‘ iq也 nq arhaα t

,. kut1刂 a ka∶ a。llantaqi Pd吕 o :1nI(I)ol廴 a

‘, bu区】 bρ rst,r.. tθ rttI,q arhat din丨 arka                 ‘
7. buxi bρ rsθ r.. b9xinq anagam kut bulm1ェ

8  dintarka buxⅠ  bρrsar  alcI~

9. nq anagam kutiRla kataq-

10  1antaqⅠ  kixika bu冬 i b:‘ sarˉ   y♀ ti

11卢
<卩卩:’ 〈a冫karda罩am kut buI四 1x ttzun

12  tInI(I)qlar~ka buxI bprsa玉 。  。氵k(i)zinq

13  sakardagam kutⅠ 刂a k3taollan taq1 adgt    ∶        .
14, kixiko buxI b♀ rsar . tokuzunq sotdapan

1,  kutI .¨  .̈ ka buxi bρ rsρr,, onulq

16  sordapan (kuti勺 a) katao11sit自 qΙ 。J苫△ ki区 ikθ buxi bersar..

17 (yigirminq).¨ ·̈ 臼nqa mu1qa
18  .¨  ,̈ˉ azi dintar~1ar~ka

19  .¨ 。̈ (iki) y〈 i)g〈 i)rminq q(a)hx。 p(a)tl(1)ol yaItuk

20·  (kixik。  bux】 ) b9rsθ r  tq y〈 i)g(i)rminq              .

21  ... .¨  tag no θFspr kixika buxⅠ

22  (bprsI,r) tθ Ft y(i冫 g(i)rmlnq kux kayik

23  .¨ ,̈ bux1 bprsθ r,  bu munqa

24. 。̈ 。̈。̈ ˉ⒈g tΙ nl(Ⅰ )q
25~ 。̈ ,̈ˉ taq1,¨ 。̈

26,

27,

28

29.

9o

31,

廴0t

b:r



1

2

3

4

5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

bpts。 r bux1~n1Xl 、也ii ii11si n占  yaV1(i)砬

orki  anta θtri t(o)Xlri t(s〉 Rliisi buthan          
∶

xaki~lar~nⅠ 勺 sakInq1n bfIip 。kup inqo      
∶

tρ p y(a)r11kadl ∶ kar。lad直
:ilnt1 y11ki azunΙ nta ∷  f  .

tuqm1x tInI(Ⅰ )ol-!ar~ka btxi bprs§ r. yuz ytz

a么unta alku oa 1avar bu1taoⅠ  bay bara血 ~

I(Ⅰ )ol b° lur  on k(a)ramab(a)t (ko玄 )菖 tmod。。i ar】 tI

q〈 a)hxap(a)tζ (19宓 ∮o缸un ∮。tIql〈 I)ol kixik。

buxl bρ rs。 r mI勺  m10
azunta sΙ Ol豸 uru basa basa

ut1IsⅠ n t△ xin tagin亡
= 

∶ on q(a)hEap(a)t

arⅠ qⅠ n k° z。 dtr kixi ya1￡ uk~k查  s心 z心 g

k°∶ltlin buxⅠ  bprsar  on ttmE,n azuntn

basa bas。 anⅠ勺 ut1I⒏Ⅰita ma￡ i mθ【li

卩aVⅡ ay△ r  t(a)rs n° m1uq 〈amranmak u1uxtaki) nizˉ

vani~1ariol oq心 rmiX a~,¨  ,̈

buxⅠ  bprsor  y△ z y心 z ¨

~larda ani【 l utlisⅠ n 〈t△ xin)· ··

sordapan kutI刁 a kata。11anraqⅠ .¨

tⅠ n1(i)q-lar~ka s,J21g ko【 ltlin.¨

sakⅠ nu sθ zIay△  yρ tinqs(i)宓  犭zunl(uol)

ma¤ isin m。 【lil。 r   犭ntada.., ∴.ˉ

ka togir  kim s° rdapan kut

··· ‘̈  buXi bprip ‘̈

25 ¨. ¨ .¨ b°lm~¨ 。 。̈

26 ,̈ ,¨ .̈

27

28 ,̈¨ .¨。                       ̈ ‘  ·̈   ∶∶

29 .̈ .¨ .̈                        |           · ⋯  ∶̂

30 。̈  .̈ .¨                                 ; ∷ ,    ∷∶

31 ,̈¨。 。̈                ˉ ∴    ¨¨Ⅱ . ∷ 刂|

∶    ∶⋯ ∶ ~ ¨ (∶  ·

△铷s



f1-(A冫

屮0。⒐;lI咖9q⒐ P(a,《 3)r

1, inqθ  :氵p ottBC: . kuvrs“ .g:q∶ 0。 F甲 i冬  :∷
2 bv x1~niⅡ ada:t1 n。 g亡

:P‘Bi,^∷巳马ta 。。:I∷ :      ·
3  t(θ〉o:i :(。〉0ri。 i 0urh卩 丹 inqP t氵P 平(a)r!ˉ k色d1ˉ i

4· a勺 s(1)z u1uq a0rukl¨ 3da:t1 θr^r∫ n, |q0n
5 tρ p tpsθ r  inqiP kam3ol kuΨ r(a)qd】n bˉr yalu¤ uo

6.toy1n1q θtt:^p为ka氵 ll∶ t∶P臭 y卩P早艹tap卩qaF∴ Ⅱ

7. Iap buxI bρ !sθ :· · al卜u kuv:atuˉ ka tapsnmix udun~

8, mIx bolur.. n。  tqtn tρ p t氵 sθ r· ·

9 θrt vIuol kodi kiqik bursu0

10 kuvraq-nI0 adg心 sin θp sak1n1p adarts(1)z

11  ko叼 心Iin bir toyΙ nIq kuvraqld1n kolup tapanmIx

12 oqtn saOal。mban atI〈 1)ct 。dgt ki1inq tuolar.

13  bu:kalik θdgt k11inq antaq oFor.. kvvraqda

I4  °|0i yaka yn1u勺 u子 dinta:。ol tapiρ。ar uduosar.,

1f °1 aⅡ -· ⋯din:ar~ka bprmix bu丞 j.ata卩 ur。 .

1‘  bi:tkin (皿 ahaparqapati〉  kautami tt,0ri ia0risi

17. burhanka ol (bθ z)ni bux1 bprsar,阝 :z ygIut~
18  (uz) ¨̈  ̈o廴 θdgt kⅠ IInq

19 ¨̈  ̈ l̄tg kuvraol ara bprsa:, ~ ¨

20 〈siz) ·̈̄ adIn np y(o)ma t〈 P)oⅡ t〈ρ〉0ri~
21  (si b。 :hank日 °1tn)t korvnq kpIq3y §1z . bu
22 ..¨  ̈inqa tρp θt亡 nti , an taol

23  ¨̈  ̈kuvraq ord(i)nika buxⅠ  bprt

24 ..¨  ̈(ttk。l biIgθ ) t〈。)Ⅱ ri t(θ )orisi

25  (burhan alku kuv)raq °kip inqa tρ p

2‘  (yarlIkadI) .̈ bu rsu刂 kuvraol

27  ..¨  ̈ ūp buxΙ  θt也 n~
28  .。 ¨̈  kθⅡ也lintθ  antaol

29 .¨ .̈sarip(u)t,I mutka1~

30  (ayan),¨ ·̈̄ tIar b岔 r ar~

31  〈sar).¨ ·̈ r̄Ⅰ da u1at(Ⅰ )

1、‘



(B〉     ∷

1  uluol k1q1也 g b;d“ (o)氵 (a〉 tp1汪 r∶ b=rl srsθ r~Iar‘ .

2  ol timin kamaq kuvrao1·  ̈amti t(θ )Rlri

3  t(θ )勺 risi burhan na 〈arsar) u1uq.ttr1△ g

4  burhanlar ixin ixlayt yarI】 kaolal(Ⅰ)i t。 g

,^. anIn ma勺 a bu muntOq saV y(a1ikadⅠ  , ant⒋

6 otrt kamaol xaki baglar ogiJp· sovi。 ip∷ j

7 t(θ )Xlri t(a)xlrisi burhan adFlkⅠ nta yinqort

8  tθ ptn ytktn△ p (on)∶ yo1⒈ °府·        ∶

9  aru t,gzinip bardⅠ ~Iar,  ’、 :ˉ  ∶ Ⅱ· 、 ·̈ “  ∶    ∶     =∶ 、

10  t△ k。 l bilgΦ  t〈 a)Xlri t〈。)0risi bu:han

11  y(。 )m°  xakilar vluxinta uluol t心 r1tg

12  asaol tusu kⅠ lu y〈 a〉 rlⅠ kap antaran turup~p

13  u1ux balik sayu tⅠ n1(I)q-1ar~ka asacrl tusu

14  k11u baratlas kθ nt (uIux)~ka tagdi,  a‘ sivdan~

15  a tl(I)q arⅠ qda ¨̈  ̈ d̄a

16. baranas kantd。  qi~ ¨̈  ̈kutluol

17  bayaolut §r1r ardi   ot(rt)¨ ⋯··

18  kunqvyⅠ 0a inqo tpp (rpdi)· ¨

19  anqa” a adgu  a1kuda 。d(g1 to刁 ri burhα n)ˉ

20  nⅠ Q nomI artr  na tq也 n 〈tρ p tpsar),¨

21  ed讧 n t亡 kal biIga t(θ )￡ ri (ta￡ ris∶  burhan)

22  kautami karun 。qr1,ta.¨ .̈

23  sa勺 a1amban ad(1)ol bvxⅠ ·⋯̈ 。

24 ut11s1n t。 xin kin~ ¨̈ ¨̈ .

25  ta bor乜  alkv ,.. bu~,,¨ .。

26  tk△ x t1rItg b~.¨ ¨̈ ¨

27  bu s色 vaol ρxidip ⋯⋯⋯

28  tpdi  biz °~ ¨̈ ¨̈ ·̄

29 aq nomka so~ .¨¨̈ ¨

30. .¨ 。̈ kim 。̈ 。̈

31. 。̈ a勺a ttztn Ⅱ̈̈

·∵IⅡ I‘  r1;、 冖

′  ! ∶ l

;Ⅱ  ·  ∶∶ t

`Ⅰ
,   ∷          ∶

; ∶  |    ∶1`

】i?



〈A)   i劫 |

止q¤ nqⅡ tlt:;ur('虫 gⅡ血;∶ parJr)、

:. vzun tu:k日 FV 已zuks也 z¨ ;̈.

2. ixlθ Ⅱm  kim kIqdθ bar△ 廴: tⅡ∶···Ⅱ r '‘. ^^‘ JΙ :‘△I  △‘刂‘ Jk‘

`ˇ

0ˇ 0‘ u早 ‘ ●ˉ ¨ˉ¨  ̄     ' ●

;。 ba:Ip ayΙ ol kⅡ inq kIlm1zimσ )玄 :“
j ,.  ∶∶ ∶ ∶

4. boIzun., 8nta θtrt qi1F~

5, kunquy幻 a inqo 口P 口di· , y岔VaXi查

6. θdg也 savlaF sozIθ dio aniaq ar甲 : `0¨ .P  ~¨

7,^Fsivdan sa饣 :色mkθ baFaI1m kamaor亠 uvraolaq

8. tapiIltLo11 udunqali 。̈ .̈ ktq亡 m讠 z y~

tfJ



(B)

1. ¨̈  ̈θvi-niV ta区  kapiq1nt‘        `  ∶

2 ·̈ ·̈kθ 1taqi diFtar~1arⅠ  q   ∷

3, ,¨ .̈ θrdij Ⅱ kaqan oI iki toy:jl Ⅱ     ∶

4.  ¨̈  ̈tags。 r~Iθ r   otr亡  bar1P 臼da廴

9. ·̈ ,̈ yik心 ntr θrdi  ρlikIθ rin tuta

6. (aq1r ay岔 o11n θvi。s kigtrip idiz tksog ,

7. orunluk~kn o1qurtvP tataql(:q stqiglig∶

8. ax1n iqg心 n) tap:nu= vdunur‘ ordi

!i

l09



〈A冫  |1∶

tq啻 nq t1也 x tq y(i)g(i冫 tt日唾:rp(日冫|(‘)r ‘∶
1. ktn iqinta ytz B1tun y巳 rtmak asaol   } ∷ ∴ 。

2. b°1sar  ikinti kixi bi: q(a)h区ap 留冫Fl(I〉 q tor1。 Iol∶

3. bir kata a‘ in iqg刂n tapInsar u`虫 nsa￡∶  、
4. bu iki asactda kayusI yeg aFt:‘ tep oozˉ

5, Iθ xtr~Io‘ ardi. ol ootuso臼:日,a∝ -ka tθ g∶卩lig

‘. anuruti arhant~ni¤  sθ ki色 li,衤饣二∷b罩 qa级  k-ntθ

7. kamaol kuvtaq-ka nom nom1(a)qu亠 rⅡ ∶̄|-i° r;di

8  t(E,)0tidam bθ gtI心 g k(uI)qakIn o1 ·̈ ˉ

9  1ar sθ zlatllix· .· ...● ●

10, θ区id ti.yana y(θ )mo· ⋯̈ ¨̈ ·

11, n∶ 0maytri·⋯⋯̈ ¨

l乡 0

`
〓

丶



.(B)

1, dintaF(】 )pt bir y,g亡 a区 i9、 屮p1osar udunsar

2  ao1El utIisln ttxjn tst也 n t(a)0ri

3·  yPrint。  a】 tⅠ n yaI。 uk i,t,ozinta 乏xβ yu

4· m。¤Ⅱ°y也 aIkmaz.. 冬initθ °rig a卩 〈i)l ni=van~

, 11q maXlikθ  tθ gdaqi b° lur。 . i。 qip y(θ )ma m【 a〉 n

6. sans(I)z 饣也msn yi1tn °勺rθ ki 巴zunIarimIi
7. θytr sak】 nur 血(°)n., θXlra artmk s° n

8·  (°〉d(志 n〉  bu bar〈 a)nas u1u区 ta

9。 ¨̈  ̈orup satquqⅠ  θE

10, .¨。.。 m(a)n °rolak yIp

11, ,.¨ ,。 ~ta taol‘ 1n oya￡

12 -d

,加夕∷丿轳

艹pf



1.

2.

3,

4.

,.

6,

7.

〈A冫

tq亡 oq亡 1心:i.〈 p犭 t臼,9

qoolka 7a1aIlka tagdim,. .¨ 。̈

yaIVuk °q11 θz b°。luz:a ·⋯̈ ·

koItquq1 toy1n din:ar~Ia:~ka ta(p∶ n m)~
(iz) k(。 )r8。k  kim kihi饣 θ °gr宅。qtlig (b° lola了冫
bu munqa nonlIvq sav sθ zIap ayaq 〈k日〉
togimIig aniruti 巳rhant °rn】 (nia冫

tu=vP θ0i bardI,.

takiku yiI bir y(i)g(i)rminq a, bir °tuz(ka〉

bu maytrisimit~ta 心qtnq ktn~i bax~ 。̈
okⅠ yu tθ gindim θdgt θdgt sadu s(adu)

9.

10

11.

12.

13.

14.

15.

1‘ .

17.

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

31.

aIku xasatar~1aripl θtk亡 rmix ttpk。 rmi区

vaybas xast(a)r b° 区qunmix aryaqinrri b° dis

k(i)xi aqari θnatkak ri1intin t。 hri (riIinqa)

yaratmix prtnrakxit (ka)rm囱 va犭 k (t° hri冫

:iIintin t心 Fk t∶Ⅱ,qo avirmix (maytri si)-

mit nom bitikda aniruti arhant~nⅠ
勺

avdani at1(i)q 心q心 nq t1tx t心 kodi

namo but.. (nam°  daram,. namo sa勺 冫̈

(a)v(a):

:92



1. ... 〈bv) buyan

2. 。̈ raolay ygan

3  (bulzun)~laF..

〈B〉

odgu kⅠ IⅠ卫q ktq1rlt●

burhatl 廴ut∶ n

15 ... (bu) buyan θdgt k1Iinq ktqinta

16 (ka￡Ⅰh qt tax y)g。 n tutvk θg讧m bⅡ I●

17  〈t。 Vri yprint。 ) tuplzunlar..

20. .¨  yil iki(nti) ay bQx 7a日 Ⅰka m(° )rl t°￡a

2ェ  ¨̈ 。̈  ̈okⅠ yu tθ giniP bitiyt tagintim

23

'526
27

·̈ t(。 )Vri t(。 )Vrisi burhannI0
·̈ .̈血【o)nq亡 tax

yg。 n tutuk .̈ tagintim θrti.

!,3



(A)

tθrtinq t1t阝 iki p(日〉t(o〉 r

1. buIur.. 亡qtElq yQti0qsiz y亡 g(Jtk) aqa0Ⅱ i    ∶

2. atI(I)ol:t ardin∶ si buIur . tθ rt讧 Ilq J0ni占

3  〈ktn1tz)bir b(9ra y氵 rd。 ) yaruk yaxuk bprdo(qi冫

4 monquk ard(i)nisi bulur., bPxinq kθ ro kan1nqsⅠ o

∶∶军::i髭
l氕

Ⅰ贺吒θ抵i∶∶℃ ∷
7. ardinisi bu1ur.. altinq alk】 nqs(i)z          .

8  aolI bnram anuk sundaqI bir θr

9  θrdinisi buIur y氵 tinq f!P (ardam)~

10  Lig st〈 P)b亡 ~·  ̈unaku· θrdinioi (bulur)

11  yalVI a~¨ ¨̈ -1ar k心 qi刁 o¨ ,

12 ttkol mi0 atn1 〈冫) bulur·  ·̈ ·̈

13  k1d1o119la tagztn亡  yaolaz (yρ r)·¨

14 b orisiz 了aplaz y氵rig b~¨ ·siz k-¨ j

15  aqusuz tikθnsiz inqin amaI1n.¨         ~
16  ttrk tarda ulupl θgrtl’ q志 n¨·

17. ol sθ n ortmix θdtθ ki maha~¨ ·

18. Q1ig han~n1勺  azunΙ  m1V· ¨·̈

19. yitizi alr∶  y〈 i)g(i)rm: burnak turkI· ¨

20  a:lapl kao θg也 zdo ardθ qi Iu hanⅠ  (勺 a)

2̄1 urunqak bpmix θrdinⅡ ig s1ruk(uol)

22 tnt亡 r亡 p tikθ  t〈 urqur)up ilgt(stz sans】 z〉

23  aolⅠ  baram bux】  bρ rip 〈tⅠ n1aq~l臼 rka asaol tusu〉

24 kⅠ1Ip s。 kiz tum。 n¨¨¨

25  t日 pinur boglori birla.¨ .¨

26 ka yaquk barⅠ p o￡ du~¨ ,,¨

27  bolup alku niz(vanilariol θq亡 rtp〉 ◆̈

28 kutin bulur.,¨ ·̈ ·

29, .¨ .̈

,0。 ˉ̈ ¨

10∮



〈B〉

1  uz ptiniP ayas1n kavxuruP 。10q aqar

2 ayamakin θVit§ θt′ °莎0t(。 )0Ⅱ ∶
!〈
。)叼Ⅱsi  ‘

3 burhanka inqo tpp ot心 g θt心 ntˉ '!
4 ayaol~ka tog:mhg t(θ 冫Qri卩  ̈ρl y♀ ti Prdin:ˉ

5 ka tt‘ kθl (l)ig saQi q〈 a)krirt QIig ∶

6 hao m〈θ)nb° lu tθ g∶noyio mit(:o0卩 )

7·  yata oollanlarim birla yprtinqt

8yρ r suvda ark t心 rk

9 .¨ ~tayin 皿aha branti sirvkuq

1θ  ·̈ -gip sansⅠ z tktx ad tawar bux1

11 (bprip ·̈~kθ  Io了in bolup alku。 mgak

12  .¨ .,.~in kIlu ‘ogin° yin.  otru

13, (tθ X【
ri tθ 勺risi) burhan inqi tρ p y(a)rIⅠ kad1

14 ·̈̈ ·biliksiz or eltm eolzⅠ nra

15  f· ·.¨ ~l亡 m亡 g ok k心 soytr k(t,)rgaytr s(o)【 l

16 ·̈ ·̈ bu sansar iqinto tuqa ol亡

17  (a ola 〖agil1) aq1ol amgok kθ rd△ ￡

18 .̈¨ .(s)ani sak1xⅠ  arΙ ti bultvkmaz

19  〈taki yo)ma k° p kamaol ypェ  suvda or0ak

20 sanqoluk yp= orun kalmadi kim

21 .̈~‘ o tu钭 m坌 dⅠ 旬 ol m§ di¤ arsar

22  .¨  odti,ki 〈kutsuz) k°vi s°￡¤klor!niXl

23  .¨ .̈ˉ vipul taolda idiz sθ Xlt-

24  (k〉  。⋯·⋯ n̄l ∶’Fdi   no y(o)m°

25 ¨̈ ¨̈ . akmⅠ x kanⅠ 翔

26  .¨ 。̈ 〈b)irl。 vihar ter色 di arsor

27, ¨̈ ·̈  ̈tθ ri¤  kao1【l                  ,

28, ,¨ .,¨  ̈t1nlaol kalmadI

29  ¨̈ ·

30 ¨̈ .

11∷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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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

△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6

27

28,

29

30

(A冫

tθ‘t亡nq 心1tIr tθ rt p(B)t(B)r

t巳psσ〉。b° lti.。 inqθ 口ps扌kimi dkin虹i,

yok日 d皿】Xm〈 a)n。 . kutsu扌
ˉ
k灬汀 ’jΙ

d【 (:y吨 ki虫∴

muoi osuqluq kuduoL tl亡 g1tg tlhi(1)q~

aol uquz y氵 nig sak1oⅠ o t°d ioI∶ y kiIti血

otr心 qitrarati bay θr 】o11ayu yai1〈 i)ol

kozin ♀likin kavxurup aqar1Ⅱ  ro`(i,h~

ka yuk亡nup 】nqa tρdi  sizΙ V
θd gt叼 tzni~i adartlayu uk~

madin karΙ uIuo1 yaxl(i)ql

toyio k(a〉 Imadi tpp sizi叼  θdgt1tg

tu xI01z‘ a kadkirdim  onti i~¨ ·

sizi0 adakIⅡIzda ·̈-u tox也 p

yinqka s也 qig savIn yaz〈 ukta bo区 un~qa11)

0ttnEr皿 (θ )h.。 k(a)区 anti kⅡ u y(a)r【 i〈 kazun冫

otrt aqiti toy】 n inqa tep t管 tdi冫

k(a)区anti bolzun  了avax】 m 甘 btgt01E, (inaru)

bu muIltaol tθ 叼siz kilinq t〈 Id1t)

kodu刁 ol savaq kθ rtP θrI〈 x tktx)

t∶ nl〈 I)q-1arka t(a)rs tθ dtt kor亡 m.¨ ˉ

I arⅠ饣a k°rkInq koo911 turolurup

u1uol 日s色q~ka tusuka togdi· ¨

ant色 θtrt t(θ 〉ori t(a)0risl 《bu扌han)

aqit∶ toyin(ka) q(a〉 krirt 〈氵⒒g hatl)

°:niVa a1ku yˉ ·̈ ·̈

turup kantt o~¨ . .¨

y(a)rlIknd】 ., θtrt .¨ .̈

may:ri bodis(a)v(a)t¨ ·⋯· (qakrirt冫

e1ig han 。̈ 。̈

196

oU9丿 ˇ”

` cVd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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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 :;卜 , =



B

1, y0qu皿 (i)Xin 虺kup 臣nqθ y〈 a)mo .b。 rsu匆

2  kuvraol ard (i〉 ni-n 〈i)【l tnnt1ImⅠ xΙ n bΙ lip

3, kamaq~ka odg△ 1t8in kantt o‘ninta

4. turuP t° rtdin yitl泛k b‘Ⅱ姒Rlka yakIn

5, (bar〉 1p t° nΙ n baxI勺 a b心 r△ ntP yasuki

6  1u~Iar pliginiXl ttghtk0Xlo o。 l区 ati

7, baqdaxnu bap burh色 n kutⅠ Xla

昌. titr心 m tarin a1pta alp

9. bulqulukin yinq1ri sakⅠ nu

10. dyanka °lu‘ u y(a)r11kadΙ   ol °d心 o ayaol~

11 ka togimhg mutkalayan arhant

12  (bu=)suxl1araol (ta)panqluk sakiz k△ nI也 g

13  .¨ āk ordi   (an1) △q△n kuvraqu1uk b(a)rkˉ

14  .., (or)un t° x〈 a)k tprgθ li idix

15. ,̈ˉ ola1Ⅰ  yuIalar oq0rgali kθ Rllθnip

16  ··, .¨  inqo sak1nqⅠ  boIt1

17  ,¨  .̈ kayu kayu bursu【
l

18  ,¨  sunqulsi suvlukⅠ  un1tⅠ -

19 (p) ·̈-mta kalmΙ x boIsar anI istay亡

20  .¨  Ⅰrakta k心 dt baxi b1r也 nq电 kl1g

21  .¨  ~g bul△ 匆Ⅰ s日 ll。 u buJu勺 ta bu1u¤

22 .¨ =in dyanka olurm1xΙ n yakin

23  ,̈ .¨  sokup odolurolaIⅠ  saki且 tI

24 .¨  ,̈° t=t tonⅠ nⅠ 勺 atokin
25  .̈ ,̈ ~m1nt】 n :obrotu

26  ,¨  ,̈ (k。 【l也 )1int。  in qo

27. .¨ ,̈ s° kvp odqur~
28. 。̈。̈ 。dqu=nadl
29. 。̈。̈

3o,¨。。̈

】97



1.

2,

3

4

5,

‘.

7,

8,

9

10

】1

12

13

14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6

27,

28,

29.

30.

(A)∶

tθ r:tnq 亡1芭 x b0; p(o)t(a冫:j

uIvq q°q~ka ya1at,k日 ragmi: k。duti ∷   ~
tin:(∶ )q., ka冫u kayu dyan sak∶ 口q saL1ot: θr1Ⅱ  ∶

om" munI titirⅡ qinplaru korga1i kⅡ :臼qlan色 y:n

0tr1 0l 日yaq~ka tag∶ mIig “utkalayan

arhant t〈 θ〉0ridam bθ g心  kθ zin ko】‘i sa(0iIl)ˉ ∶
qa q〈 a〉 krir t臼 qlaFd8 ∶otinki o¤   j
mθ日iz b° dsin1araq titir亡  kθ rdi., anta

ok yokΙ n °Ivrmlx ayaol~

ka tagimhg maytri bod:s(a)v(a)taq

yukaky-a b° z b心 rtntp a~.¨ ~a
olurmΙ xin kim t° yⅠ n arki tρ P (°εq)u:ˉ

ak ukmadl  θtr亡  adrlaqlu ko° lin uqˉ···

dyan sakinq~ka kirdi ak1ollao1~                        
.̈

aklqs1z d罗an sakinq~1ar】 n k-¨ ·

ka olurur tpP  an1n koQI1nta (ki〉                    。̈ ·,

sakinqΙ  ukqa11 sakInip (yama)·⋯。                   ` ,.·

dI . otrt munta nθ  ¨̈ ··

t,rki tpp barnititan1n aε 1aq ·̈

dyan biIgθ  bilikin bⅡ goli k(ataql〉  ̄                  ·

lantΙ y(o)ma bⅡ t umadi  takI 7(a)mθ a7aq-(ka〉

tθgimlig m心 tkaIayan arhaot u~¨ · .̈

kl kθhg θrd。 min o【  ttz1n t(in1:q)ˉ                   ∶

ni刂  oIur皿iX y扌 i。  t~..· ···                                  Ⅱ、

qa11 s色 kInti arIti tθ .¨ ·̈                      、, 、“

kuVr色 qluIuk barkioi t~。 ¨̈ 。                           ¨
um臼d1  inqip y(o)m。 。̈⋯·                     , .
q(a)mbudvip uIu(z) ·̈ ·̈                          ·̈ 。Ⅱ

,̈~g yp‘  s(uv) ··⋯··                                   ̄ ·Ⅱ

i3b



(B)

1. 心nttr亡  kataqlanti¨ yana anIVioqo

2, ukmadi . kim 。rdi bu nθ sakInq

3. b日区Ⅰn b心 r心 n电 P munta na kilolali

4  rur otki  θtrt inqa sakΙ nqi boltI

’, t〈 θ)Xlri t(a)Rlrisi  burhan~ni, a1p

6, arhant t1tsⅠ ~lar ata ikinti 〈og)∶

7, ogmix alkamⅠ x t1tsⅠ si θr1t m〈 o)n

8. yana bu munqa tθ Xllig sava钭

9, ukolalI ktqtm k心 stntm t1dilti

10 omti y(o)ma na ixko nomIuol

11 b~.¨  kotri arha,ltaq okⅠ maz m〈 。)n 。trt

12  ·̈Γp mutkal臼 (y日 n) yakΙ n baェ Ip i?qo tpP

13  tQdi 〈yama) kθ nt△  t° nΙ  tzθ  ba区 in b心~

14  (r心 nⅡP mun)ta o1urur an1 ukqa11 kataOl~
1’  (lan1p yθ mo uka) v血 adim  0mti siz kamaq

1‘ · (tInlⅠ ollarnⅠη) baolxisⅠ  siz  alku ypr suv

17  ,̈ ~ni勺  bilgo bilik ordamlori

18  .¨  bilga biliki勺 izko a1tI

19  ·̈ ~in yptmoz  yana y(θ )ma t(° )99ri burha血

20 (° rnⅠ n)basa n° mluol tiIgan tavⅠ rdaqⅠ  siz or亡 r~

21  〈siz am)ti siz kataol-】 ani【l ani bⅡ go1i

22 u廴 qalⅠ  bⅡ g爸  biliki￡ iz tn‘ 心厂心1 antaq
23  (b心 rtn qtk1也 g kayu) t° y1n arki abam bir也 k

24 .¨  。̈ bu yρ r suvoa t电 k。 J

25·  〈bllgo to￡ ri t。勺risi) bvrhanta o勺 i

2‘  (an1 bi】 taqi yok or亡 r〉 a7aqˉ ka tpgifnli8

27  (mutkaIayan aェ hant)· °̈dr§ bax~ .̈

|    28·  ¨̈ ∵ (y1)gor心  kiliP
:     ’          ,   ∶

29,¨ ¨̈ ~s.¨ ~1
30  .¨ ¨̈  ̈tρ p

sakinuF

olu~

m(a〉 n

ardθ mhg

l夕
^



(A)

torttnq t1ε x a1t1 P(a)t(色 )r

工· (uk)qln11 u1uq k】 nIoli9 k色taollai:p ari1I bⅡ 亡

2. umadi anta ottt o1 ikig甘  t〈 a)刂 ri  t(a)0r1~

3, si burhn9~nI0 a1p θrdamIig no皿 luol

4. i‘  i区 lθ ytr oqurda a=slao hanΙ  :ag

5. k】n1mlaq t】 ts1I巳 F】 maytrⅡ aq sumk taql~冬 a

‘. tθgip t1d】1IP tutuIuP turdi~Iar。 。 kaltI:sintu

7. ogtznt勺  θrkaqlθ nmix suV~

8. Iar kavlas taol saB1r10a

9. :okInmIx tθ g birisi kΙrk

△0· k〈 a)lp°dta yiqm】 x kataolIanm1x

11. ikin1isi aIt皿 1x k〈 a)lp odt。  (y1olml区  kθ n)t也 ˉ

12 n亡 Xl bⅡ gθ bⅡ ik~lθ r(i) ·⋯ ⋯·

13  o1 bir kat bθ z 】q:nta .¨  ·̈

△4 adI=u uka umadIn (arti。 t busuxIuOl)

△5, kadoiuIuq boIup ttkal bi(lga t。 勺ri to叼 risi)

△6 bu‘ hnIl~ka yak1n b(a)亡 d IIar 〈aolar)

△7, ayama廴 In yinqtrt tθ p1n 〈
^tk△

nti1ar ay犭 )~

△8. IarIn kav区urup inqa :pP (° t亡o)~

∶19. ti~1ar uluq u1uolI t〈 o)勺rim ∶.kuVraol (ara冫

20 ovdθ bir baxI b△ r亡 nq1k1tg to7】 n (oluru)

21, tθ gintr。 。 aj11 biz ikigi bilgt, bi(Iiklig)

22  kozin ko:tp bⅡ ga bⅡ ikimiz (yptmadin)

23 bnt umad1mΙ z. y(色 na) kt(kalig ardahin〉

24. odolurolnI1 trkitkoh kataqlanⅠ p yama¨ ·

2,.odquru umad1皿 (I)z.inqip 9(o)mo dyan b(i1g° )

26. bilikln kθ 叼l〈 int。ki sa)kInqin ukolali

27, oolradim〈 1)z· ⋯-k·¨ ·̈

28. anraol u1u Ol ·̈ .¨

29. .¨ ~ur ,¨  ·̈

30.~d.¨ .¨ biz〉 ~

扌θ0



1.

2,

3.

4

,.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

27
28
29,

30,

(B)

i0kirsiz tθ zl1g si么 投t扪况tt乞 b

bpriV anta θtrt t(。 )勺 ri t(。 )圮 r′i-i

burhan ttzin m犭 ytri~ni勺 odg0‘ i△

θrd。 min ar芭 x tktx t】 nI〈 I〉 虹-1al bdiit杳

(ay)Ola11 yadqta11 b(θ )1εtrtk当 hl t勺tn sa“ tk1〉庀

ttman tin亠 (i〉 ol-1ar(Ⅰ )ol burhah kt1I宙 a。 I。q
kts也 x :urqurolalIr t1击乞

kop ka1Ⅰ n tInl(i)ol-1araol t心 z~

心n maytti~i bodis(a)v(a)t birlθ

sokuxup 〈kotplar)qalⅠ r 也qtn yana y(o)m◇

an〈 1 birla koxu)1qu1uk odi ko1uζ i yaoluma文 ii

·̈ ·̈ 匝utkalayan aihaot~ka inqo

(tpp yat11kad】 ) mutka1ayan k△  kolig

(° rd。min ,̈~rup ka狃 lik Iqtaq tokIˉ

·̈ ·̈ tⅠ :silarΙ m bir yprdθ

·̈ ·̈ b亡 g亡nki ktn moni0 uIuq

(burhan)~lar i区 in ixlog亡 】心g

(odg心 k1n kim) 。dgt1ig ixim k电 d1k也 m
(btt1tg心lik an1p)xidip mutk母 layaA arhanr

〈k亡  kΦlig) θrd。 min anta yicli血 ip

〈su mir〉  taol t° p世 sinto b(o” g心 i心g0°h1

(kantik I)q^q to廴 Ιyu inqθ  t氵 P s〈 a)v sθ zˉ

lodi ρxid(i勺 l。I k)amapl °n yl【
l蓖 kta otdoqI

t(。 )刁 ri t(。 )勺 risi burhai~n】 旬 u【 uq k亡 q亠

1也g nlzvanⅠ oqijrmix kt kolig ardaiillig

tⅠ tsi~larI(。 mtt) bu亡 hah q(a)krirt phg

han y(仓 )r1ik〈 】n〉  tIn yˉ .̈~k arsikˉdan
(sa0)rεmda° ~¨。。̈ s(a)v。bz-

(1θ di) ·̈ ·̈
 (c心 kol bilgθ ) ‘(θ )勺 ri

(ta匆 risi b世 rhan冫  ··· ·°°

' ’ρ口



(A)i;氵

tθ rt色 nq tl心 X y氵 ki氵 p(∶8冫f-母冫:

s8nI y氵:suvhrda alku ext∶ lt⒈ t丬f{珥 阝:aⅡ Ⅱ
on y10akt】 nk1 kⅠ rk ttman arh日 n△ ⅡⅡ    ∶  ∶
t1:sI~【 ar alkv arsivd臼 n sao:amd日  冫:卩 :I:∶  .

tilor,. aIlt日  0tr亡  -(P)o:i :〈 θ)刂Fisi burh日n

忘l拄TJJ〓iT犭贳ΞT靶Ⅱ
nqu~s1 t(a)0ri ypri 巳1t1n av:区    :
tamv~ka:θ gi tq m1。

uluq m1t yer sov yarudI
yaltr1di  ta0laP 血uoadIp azrua

hormuzta t(θ )勺ri-lar~ sudavas(tθ刁ri yprin9~

tθ ki uIvol k心 qltg t〈 θ〉Xl:i〈 I、 r).¨ ·̈

亡Ig亡 stz saIls(I)z luvlar yθ kl(ar kantari〉 ∶̄
1ar kantaFvi-Iar.. o1 kantik (1qaq) ·̈

inqip y(a)血 a yaFukIuq arkIx °kIm1区 1∷∷·

a1ku a●sivdan sa0ra皿 d日 t(9Ⅱlti 71” 110Ⅰ 冫   :
otru t(θ )or亠 t(θ )¤r1s1b"han〈 d saⅡ r卩平da)

yiplⅠ lm1x kuvra。 Iaol ρk1p. k兮 :色
(勺 kud臼 ) ∶

△nmiz ay t(a)0ri osuq1uq od~· ¨

tuqa ka1ir. ktn t(a)0rl ρsvqluoI ·̈ ~

tΙn △nmix Iv ha。 i os。 ql△ ol∶ 卩lt(un)

°0l1g yaruk1n 9a1trit1 nρ x (fuv$ux;n〉    ∶
saqar  osuolluol ol kuvraq日 ol 0(g心

:r△
r。p)

savinttr△ p k(θ )n:心  °FnInt1n (turuP〉

tk△区 kuvFaol ara arsIan【 (1)q °rgon (tza)

o】 ufu ornanu sarabutri 乏Fhe9t· k卩 ioqa

tρ p y〈 8)r11kadi。 . sθ (r心 ) umad·  ::· .     .̈ .̈

nθ  ixk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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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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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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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kant△  buyan】￡ro.~ka y(a)rllkam1*工 t直
 |in

2.bir toyIn baxⅠ  btronqtk1tg o1uru Ⅱ砂n亡 r∵

9· an1 uk。lali b⒒ goli k扌ta。Llan:pl阝 1rk k(庄 )rp

4 altmix k〈 a)lp° dt9bPr△ y1ol血 1x odgt皿 t乞 arˉ

5 〈dam)im(i)zni alkv tntorJP n苔 t k11Ⅰ o 。l

:∶ T瑟廴
u亡垦∵淝::ξⅠ;专f;l;r血 ∷

8 kao bⅡ 。uka t9ginoⅡ m
9  otェ t t(。 )【lri t(θ )￡工isi burhan

10 ayaol~ka togimhg tiz亡 n ma冫 t:i uqˉ

11  suz· ¨ t△ psjz tori屉 bilgo bilik

12  .̈ b(a)l glJ‘ tgolir 1q也 n s莶rib1tr~∶         ∶

13  (i arhantka inq)a tρ p y(a)r【 1kadi  °mti s(θ )n

14  .¨  ~tlogil  kimni【 l k电 qi ki-

15(。t0)⋯ -rsδ r ol tqyⅠ ?a吼 。dⅡ rqd廴 k

16  .¨  tⅠ tzun  ol y(a)rlak p∝ idlP 心s~

17  (t△ n to【lri a〉 Iε in ya1【luk alku toy1n

18   ,¨  ~ェ up inqa tpp tpxtilar

19  (t△ kOl bⅡ )go t(。 )￡ ri t(θ )￡ risi burhanaq

20 .¨ ~katorsθ r kalmⅠ k alku sansar iqintoki

2△   〈tⅠ n1Ⅰ qla)r~n1t bilga bⅡ ik19saributri aェ h~

22  (antniQ) biIga biliki0兮  yo;n,z  s纽 壬ibu-

23  〈tri arhant) ·̈ k1ql△ f nrhu?t|o′ 1na。 l

24 .̈。 ~̈s° r takI adan kim boIolay

25 .̈~utup yuolay m(s)。  tρ gll∶  * anta

26  (° t)￡也 (sarlbutri)¨ ¨̈ -la θ1eyt y。 F1d1,  o: 丨

27 .¨  ,̈ kuvraol a攵 a bir  ∷       ·

28. .̈.¨ (anta° )tr也 saributri      Ⅱ′.¨

29

,00

3O 。̈。̈

心勘钟 q吨



〈A)

t° Ff0nq0l止 举 sa拓△ p(a)t(a)-

!. 1啻 n t(a)° ri yaruolin yaI∶ t-a乒 qlu1uX ixig

2. ktd心 gtg 〈yultuzIa:〉  y争 rik】  ya1FoⅠ Fu u卩βΞ
3· t(a冫 0“ m sizi0,j犭 Jθ goI0k ix kodψ k0g

4. t百 ts】 ixlalim tρ p sI1a rut目 nθqog

5  tagingayⅠ t,r u】 uol y(a〉 r,IkanquqI biliklig

6· t(° )Orim k° p kaIilaq kuvraq$i平 i~I|g o:0rlp‘

7 o】  toy∶ n1q ukola11 uluq ktstxI心 g

8. θF亡 r1or. omti t(o)勺rim ol toy(1)。 1ol

9 d yan~t1n odoluru y(a)rli1n-olˉ

10. ay ardi.. ant日  0trt t(a)0ri t(a)勺Ξ9s9
11~ burhan ortx 心k亡 x tⅠ n1Ιq~lar 〈‘亡ztn)

12· ma罗 tri~ka aqar ayaq kθ ￡〈t1)ˉ ·⋯

13  tq亡 n orninta turup .¨  .̈

14ˉ y(a)r】 1kadΙ ..nθ m。0卩p,.Ιpxtρ ·Ⅱ

15 bu yPtinqsiz yρ tiz y查 qaz yρ r alt: (∶ 0rltg)

16. tθbFadi.. kamxad1 . tsttn 廴ρk (卩 1tIn冫

】7. yaolaz ya勺kurdi.. alku t1nlⅠ olIar.¨

18. iiqa sakinq sakⅠ ntIIar kayu .̈ 0ˇ

19. nin 心ntay亡 y(a)r1ikap bu toyⅠ ,aol (odqlur。 1。 !1)

20·  y(a〉 rlIkBol〈 a)y arki,, °tr亡  t(a)0ri t(a)。 risi 〈-urhan)
21. 巳m:ak ada区 i °plIaolu °nl"B °q~· ¨̄

22. i:qθ  t心 ztn maytFi bodi§ (g)v〈日)tq多 ru ya。l~
23. uk barip bθ】亡k bu1Ι tdIn 亡na ‘θIiF

24·  b9x ba区 lacl lu -廴 a oqlx⒋ t{ k° rt (‘ )a,1nqs(i)z
2,. aItun θ01tg ko11n 各ar3卩 g tρ 卩1卩 !1△

26. tnt心 rt y(a)rlikap tθ tt y” .¨  a:0氵 (k)  ¨

27. s° kiyu y〈 a)rlikadI .¨ .¨

28. 7Qrdo ist~,¨ .̈

29. .¨ ~yink臼  Ⅱ̈̈

30~ t亡 zon mny::i .¨ ..·

B04



〈B)

1, udunup oymant korku t〈 o)rk tavrak 1(0)nt啻

2  ornΙ nta turvp birdin aIlnint。 ki tonIn

,  uz ptinip ayasIn kavxurup t(t,)口ari burhan

4  adak】 nta y‘ nquru yuk也 nt tag!oti   θtr啻  ttzˉ

5  tn maytri bodis(a)ˇ (a)t〈 a〉 ol k° r心 P iki1θ  oI

6  kuvraq mu勺 ad∶ p adinⅠ p inqa tpp tQdilθ r

7  anqama ad1nq1ol muXladⅠ nqⅠ ol bir

8 yalu勺 uz 廴utluol kixiniXl biIga

9 bihki ordomi  kim k1rk t亡 man

10~ 食rhant kuvracl-din ypgadti~i

11  ut〈 d1 °trt) t(θ )Xlri t〈 a)【lrisi burhan ttzˉ

12  (tn 皿aytFi廴 a) inqa tρ P 口di · t心 ztn

13. ·̈ ·̈ kuvraq sizik!ig

14¨· .¨  nθ  .̈~laq toyin oI kay刂  dyanaq

15  .·· .¨  tq亡 n baxⅠ n b也 r亡 nmix

16  ,¨  .., ardi   anin soni tltr1m

17,   ̈d~ ,¨ odolvrdum  amti k(。 )nt心  orunˉ

18  ,¨ ~1ar .̈~i  ̈bir1a ulvol t1ェ l心 g

19  .¨  .̈ ~k△ m bar  o:rt t△ z△ n maytri

20  (t。勺ri t° )nrisi burhan adakⅠ nta yinq亡 rt

21  〈tθ ptn) y也 k也 n△ P k(o)nt也  ornin亡 a 01uf△  tagi~

22 (nti)¨  anta °tro t(o)Xlri t(。 )Qrisi burhan

23 tit‘ t kor心 y(a〉 rlⅠ kadⅠ   t亡 z1n maytrini【
l

24  y心 z kalp 心q asanki vzvn odta yⅠ q(q)u1vk

25  adgt kII】 nqi to1u t△ kol bolmⅠ x a‘ 1r t(i,)g

26 .¨ ~ksa~ .¨ ad〈 i)q odgt k11inq to区 qur-

27 ,̈ 。̈ t° xqlu:zun

28. ,¨ 。̈ ~uF~·¨~ki tutuz

29.¨ ..¨ ~n
30, 。̈ 。̈ ukuP

90$



∶∶∶
tif扌

;f且 pb1∶扌a;::∶∴)∶∶丨
、
:J斌t∶∶∶%urha】冫

tapa pItdi alku t】 nI〈 I)ol-1(ar)j.· -
习 sakInu y(a)rIIkap ol tonuq .¨

(A冫  )

h巾 以oH蜘胛‰虽强r絷I卩
《∵

:̈~a kautami katun~nJo al∶ uh
°Vltg b° zin bursu勺 :kj1|q=廴扌∵
tIogθ li aIε I° ardi|mti ka【 i五

: ;

kuvraql y】 olIlm1x θrtF;·  。l 。
0Ξ
△g ka】 tttp

kuvraol ara kazikqa yoli1o11I kim kau~

tami katun(n)u°  k亡stxi kan玄j;

bu y(a)r1ak ρxidiP ayaol-

k日  tagimlig anant °1 a1tun   
·

⒓Ⅱt日 da b灬a时 y颂ak(u∶;;iy∷1,=∷ ∷
qa tutd∶ ,. uI色 ti bp区  panqik bi~ ∶。。
saributri mutkalayan m~。 ∵ .̈

an二 ruti~da dati af铣 h∶ Lr∶Ⅱ ka`∷
±θg亡 rtp tutdi ar】 tⅠ  a~。  ̈。∴        =
Jep sakinti~】ar tq kat yθ r 。uv-· ··

c(θ )0ri t(t,)nrisi burhai b1ria εt,0~ ∶̈
arit】 yok inqip y《 a)卩|yρ rtinq亡 da。¨

∶∶
u∶

丨;J∶ ∶;l∶ gb∶∶za∶;∶∶it1玄 ;t∶亠
(益 az)

tIn1aol~1a:~ka adgt kF1qali sa`1。
ur,¨

1uta y(a)r1Ik臼 dI  biz y(a)ma bu bθ z1g .̈

tagimⅡ g a:皿0z biz θtr1 tayaqka∶ ts。1“ h宫 )

anant k。 zikq。 ,¨ boz亡 g tuta yt~ ,̈

ttztⅡ ma(ytri-° disavat〉 .¨ ~tagdi° tr、

tJztm ... 。。。

Inq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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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xIn mahasravak~Iar bu bθ ztg

tutmad1~1ar ars。 r alkv mpni 1qtn tutmadi~

lar  θmti m(o〉 n y(θ )ma bu b° z1g tutmax】 m

k(a)rgok  θtrl t1ztn maytti bodis(a)v〈 n)t

anant t° yⅠ n~t1n o1 boz△ g aItΙ

t1z1n anant y(θ )ma ol bθ z1g maytri~

ka sunup k(a)nt也  kazikinta °tnan~

t1 °1urdⅠ ,~Ⅰ  anta otr△

ayaol~ka ‘ogimhg maytri bodis(a)v(a)t

ol yalnayu turur aItun o匆 l1g

b° z 〈pIikinta tut)a ornⅠ nta turup uluol

〈a吼 at ayamakⅠ n〉  t〈 a)∶lri t(° )【lrlsi burhan~ka
(inq。  tp)p °t1n"  koP kamaq
·̈¨ kutadmⅠ x t〈 。vri t〈 a)Ⅱ risi

burhan 〈yarlIkar) alku kadg1 tonaqu boz ata

·̈ ·̈ 0r0r  yaraolay 。rdinig

 ̈aq(arli q) kⅠ l olali  anΙ n omti

 ̈ ·̈montada alⅠ y(a)r1Ⅰ kaqay
·̈  (心 Ig1s己 )z sansⅠ z k〈 a)Ip azun1ar~da biz

(sizni) sakⅠ nu sθ zlay也  yptinqslz amgak
(° mganti)miz  °l 。l ayaqiq sakinu y(a)‘ IIkasar

〈bu b。 z1g〉  tuta 〈yar)lⅠ kazun  bizillo
(θ dg11心 gin) adnaqu~ka asaoll∶kIn  anta
(° tr心  t。 【lri) t。【lrisi burhan no ti1taolin

〈kau‘ alni ka)tuntⅠ n ol bθ z1g tuta y(a)rlikamadi

bir~¨ .°I °k boz心 g t1z1n maytri

tuta y(a)F1I ·̈ d- .¨  y〈 a〉 rlⅠ kad1   yaxuyu
yaxin t〈 θ￡(ri) ·̈ -di t(aq) to0tsint°

,¨  kori~ ¨。 .̈ bu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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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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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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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 。̈。̈ .¨  (k° r)心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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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冫

tθ rttnq tl心 x on p(B)t(a冫 r

1. t心 z亡 n may:ri artukJ日  artuk s亡 z亡 l由 p

2·  t(a〉 ori t(θ )Vrisi burhan~nIV iki kFrk ∶r亡  b(θ 冫1gt

3. kut buyanin sakiz y(i)g(i)rmi t心 rltg

4. anganyuk odgIsin ytgart turqurup θrti~

5. ⒑o s心 z亡 g ko勺 Ii turdi . o1 s心 ztg

6  ko勺 tI ktqinta θ】ik t电 r1tg l(a)ksanavip。

7. ak atl(1)q k° IltI-taki odgt k】 lInq

8. tρ rdi  θtrt inqo tρ p ku:

9. koIt1 sizI¤  θⅡθz1xltz natag

10  arsor anqulayu y(o〉 mθ (m〉。niV θtozˉ

11  也血 boIzvn . bu muntaq kut ·̈ ·̈

12. ok aIik t1r】 心g la(ksanavipak 0tI(a)q kθ V心I)。

13. t=,ki adgu kΙ IInq‘  turdI .¨  .̈

14. ara 。dgt k11Ⅰ nq adqanplu(q1) t-· ··

1f·  munqa y△ z biF ttrI心 g¨ .¨ .

16. k】 11nqI k亡 qinta a】 tu〈 n) ·̈ ···

17·  °匆11g θXli k】 F:i孑】 .¨  。̈

18. anta otrt t(a)Xlri t(。 )Vrisi burhan
19. kautami katun~nuxl k(θ )nt心 ·⋯

20·  °Virmix a1tun oxlI心 g b° z(tg t△ z~)
21. 心n maytri~din aII kada y(a)r11k〈 ap yalt~)
22. rⅠ yu yaxuyu θzrua (心 nin) u·Ⅱ n̄ ti.¨ ~

23. in toyin~laraq °kup inqo y(a)rIΙ kadi
24. bolOl臼 丿 kin kaligmθ  θdta sokiz t亡 moo
25. yaxl(I)q t1nl(a)ol-Iar~nΙ 饣 θzinta yaxinta

26~ n,ayri atl(Ⅰ )ol anqulayu kθ 1mix ayaq~ka
27. t°gimhg koni t~¨。~h alku nomIar
28. ukmix t(θ )Ilri (burh日 n balg11心 g)   ¨

29. 。̈  ,̈ ~ligu- ·⋯ ···

30

20●



〈B)

1  tosun θronig tuェ qurdaqI  f〈。)¤ ri ynloˉ

2 uk-nu叼 baqxΙsi atI kotr心 lmix t(。 )。 ri

3  ya】 【lukuq ypr suvupl kontt bilgo bilikin
4 ukup tanuklap aIku amgok~lig~l。 rniEl

5  n1kInmakin ukItola11 k;lt】  bu od啻 n

6 aIku θmgok alkinmakΙ xla n° m n° mIar arsθ:

7  m(° )n inqip 。dg也  n° m n° mlaolay a￡

8  ilki °
=tu da 

△zI心 nq心 dθ

9  θdgt 。dg心  y° r1g~l1g araq s心 z~
10  tg yaruk yaxuk tvrkaru to1u εtk。 1

11  .., 。̈ t(。 〉勺ri yalXluk~ka adart

12  .¨  ,̈ m(o)n bv °d亡 n nirvan
13 .̈¨ ~rm(a)n tak1y〈 o〉 mθ oI
14 ,̈¨  titsi~Iari maytri tozltg

15  ·̈ kaltI m。 ni勺  bu θdtn t1:sl

16  .¨  r° z1也 g atanvr~lar orsor inqip

17 ⋯ (sa)ns(I)z t1mζ n t1tsnara。l uduzup
18   ̈tag心 tgay  kaltⅠ  m〈 θ)n bu od1n
19  (or心 x △〉k1x tltsI~Iaraq δsongt11g yoIka
20 ,¨  ~jr ors°t m(θ )n  anta °tr1 ayaol~
21 (ka tog〉 imhg maytェ i bodis(a)v(a)t bir° rsar
22  (alt)un (° ¤)l△ g 。￡ kirtix bulup
23  (i)kintika kin ka】 ir °dt。  bulquIuk
24  k(a)nt亡

 q° qin ya】 ⅠnⅠ n pxidip¨  a。 s(Ⅰ )z stzˉ
25  tl1p t(o)¤ 工i (t。匆ri)si burhan ndakⅠ nta

∶;∶ 。∶:∶∶∶n∶丨苷
t∶

;;犭 r∶∶ =∶.∶∶∶∶
n∶

}∶ )fllqIq
28 .¨ ,̈ 〈‘亡)mθ n ya冬 l(i)q tI’【(I)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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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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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12

1;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26

27

28,

29,

30,

(^)

tort1nq亡 l△ x bir y(i冫 g〈 i)r” ip〈 a〉 。〈a)r

bo1u taginayin  kaltⅠ  siz sokanoioL tataot~

1aol nom nomIap ottx tk0x t】 olaOl~I左 r~ka

adg1 k"ur arsar~siz. anqu】 ayu y〈 o)ma m(a)n

kin kalir θd△ n may|ri tθ zl1g tItsI~       .

1arΙ mka baxt1n θdg也  oFtuda odg△  adak~

ta θdg亡 亡q t△ rltg aarukI】l no“

nomlap sans(i)z t1man t1n1aol~

Iarka asaol tusu knayin

θ1r亡  ttz也 n maytェ i~niXl s° z-

lamix tni 心q m1【l uIuol mI刁

uluol yρ r suvda a1ku 9xtilti ya(XlkardⅠ〉

kθ k t(° )Xlri altI t【 rl心 g t∶,brodi ···

ta1uy θg△ z suv1 yaykantΙ  sumir* taolIar· ··

tθ¤ril。 r ordularl titrodi  kθ k (ka11kta〉

bra asoluk kθ Iigolig kuzatar (hua)

qoqak~Ⅱ g yaolmur yaoldI  y】 d(1aq y1par〉 ~

1aol ypI yρ ltiriP yinqka yinqko 色-· ⋯

ytz kan yaolmur yaoldΙ . 1stln (to勺 ri ahIn)

yal饣 uk alku θgirdiIor savinti~lθ r (aya1ar~

Ⅰn kavxuruP s1z1k kθ Xllin tt〈 z1n)            ,

”aytri tapa koェ o 犭bΙ sⅠ klaol yar(Ia· )̈ˉ

gθ li anuk ordilar  otr也  |ikal (biIga)

bihkhg q(a)krirt ρlig h〈 日n)ma^t:《 i〉 ˉ

Iaol tpgin o啻 ° ool11uqt titi〈 rε k)° zin

kor△ p yana y(a)mo aolⅠ nqs(iz ka)t(I)ol k00Ⅱ n

t心 kθ mix buyanIn (inqa tρ p) ukup ktlqiro

y(a)rlikadⅠ   aolzlnta.¨ ~sⅠ nta :o1up atθ z~

inta,¨ ~Itin ,̈ ,¨ ~saput,¨

...~lpda.¨ ~d1 yr.¨ .,.

⋯●⋯●~mlX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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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

1. otdaki ktn t(o)XlrⅡ 。: °sv o11u ol¨  burhan~

2 】ar b〈 a)lg亡 r10 kam日 ol u1ux~lar¨ da yadaltl~

3  1ar , amarI~IarⅠ  buJhan~lar kt k令 lig i,rdam kⅠ 1ur~

4  1ar ardi  amarⅠ  t心  t1rltg nom nomlayur~

,  lar θrd;  amaf1 d ya。ka olvrur~lat ordi

‘  amari~Ia‘ I Pinvat ko1ur~lar θrdi amarI

7, niFvanka b(a)rm1x °suq ya【
l

8 k"ur~lar orti amar】  qakirmit
9. kⅠ 1u yorur~lar =,rdi  otr心  oI

10  y ar。 k1a: θrd1g tamularaq susⅠ k

11  ,̈~s.¨ ẗp tumluql tamularaolⅡ y"iQl

12  .¨  。., pxitip aq yθ k azunⅠ nta

13  (tu ol)mIx tInlaot~laraq todurup 廴anturup

14 ⋯· (azv)ii。 ta tuqmIAˉ irinq yarla研

15  ,̈ .¨  baz kⅠ I1p ikilo oviriIiP t〈 o)【 lri

16  (t。 Qrsi burhan〉 ~nⅠ¤ vsniri刀 a kirdi

17 ,¨ ~i b~¨ , ayaq~ka tagimlig

18  ⋯ (kV)s电 xi (ka)nmIx °su ol1uol a￡ $az

19  (ogr心 nq△ 1电 g) sovinqlig boIti  ol y1q11~

20  .¨ ~rI吼 y(a)m°  。rtiIl亡 savinqhg bohⅠ

21. .¨  (an)ta otr也  t(o)0ri t〈 a)勺 risi buΙ han

22  .¨  ,̈ t° ~.¨  tL,mon altunluq

23·  (k动 〉vr也 klar(P) t(nin)ta utmΙ x ypgodmix s◇ vik~

24 1ig °z(rva〉  tnin t△ z心 n maytr1ol

25~ okⅠ p inqa y〈 a)rlikadⅠ   adgo odg0 ttl z心 n

26  。。llum  adg廿 da takI sizi勺  k心 six1￡ 0z

27  °rtJ  alku sansar iqintoki tInlaol~1aJ~ni恩

28ˉ  (θ )dg心 ltg ·̈ .̈~ p kamaol arhant

29·  d(a)ksanp〈 a)t(p) ·̈ ·⋯

30.  。̈  ..。  ..~p buˉ                              '

ï
〗

豇
←̂
亡

臣
曾
争
寅

9】 :



川梢wⅡⅥ∶丨;iI∶ ||!j;∶∶
°
∵;∶

3·  y〈 θ)ma s〈 θ)o muotad色 :杰 am色 ol tⅠ nlaol~la:nOl       
¨

4  urunqak tutqil  kayu θdtn burhan
5 kut1 bulsar s(θ )n amrak∶ ~° olI卩 naq istay0r~       ∷
‘  qθ  tiIθ p istθ p kop muxllarInta·  kutqar.。 .    ̈  .
7, bu yarlak axidip t心 z亡 n 炯aytri

8  uluq aqar stz~ △g k° 0lin
9  ayasIn kav区 urup a刂 ita 9t’°z~                  :

∶:∶ 玉J衤 :t∶

(1玎
:∶。∴∶∴

ha° :ka(θ吨n)g钊 ij

12  turkΙ nq臼  idiz k° k kaI(】 k)da ···
13kalvulayu ⅡroI alt(Inta)t〈

P〉匆ri t(p)匆“§i

I菇 豇 娣 :.tW∶逻 ⒎ 驷 1 
∷

17 ay t(θ
)勺 ri tuplm1区 qa t0z0n mayt:i· ∵  ̄         ′

18 hy亡 r ardi..kaI:Ia1ti y(i)g(i)rmi0〈 。)

19  ay t(θ )xlri kθ rtxtrqo ta〈
0‘ i tθ Vrisi burhan〉

20  t心 z心 n maytri birla k° r1x〈 1r)· ¨

:∶∶:uL占讠t梦芒:找:a甘:.!j(a)。

H ydⅡk)~  ∵

26  inqθ  tρ P 。t1nti tρ gioj△ ·⋯ ·⋯

27  tinIapl~la‘ a⒐ 色-·  ̈ ●̈              ¨
28  (butIar) ·̈ ·̈

29 .¨  。̈

30, 。̈ 。̈                                 ∷

彡 ' '

(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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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anquIa(yu) y(θ )m° (man kin) kθ Iigma ma勺 l-

2  hg 〈k° 【l亡 l(l〉 讧g) 。dg1 (0。 。d菖 t) tⅠ (nIaq)-laraol

3  omgak1orintθ n ozol〈 uru)p adgtk9 tθginayin

4  anra ot‘ i t也 z亡 n maytri~(nIXl)

9  bu mun‘ aol s°扌l°mix tni tq mi￡  uluol

6 mⅠ 勺 yρr suvda t1z心  pxε ilti. kim (9omθ )

7  tiz心 n maytri~n1Xl xazaninta            ~

8  kutrulquluk tstin br〈 a)hmalIol

9  t(。 )勺 ri yρ rin altin avⅠ x

10  tamu~ka tagi  t1nl aol~lar ordi o1ar

1I  ·⋯ (tiz,Jn) maytri~n1Il kok kalak
12  。̈~uu kop kamaol tIn1aol~laraq urunqa-

13  (tu ta) taginmi【 in b§ ki乞  b(a)1g刂 ltg yigot亡

14  (b° lt1)¨  ol t1ItaqIn a1ku tInlaol~lar

1,  ogr讧 n(qtl1g〉  sδ vinqli苔  boIup tpgin
16  (° g°  ata)lmΙ x t心 z1n maytri~ka yinq亡 r仓

17  〈yikLlnti~1。 r)   inqip y〈 θ)m含  ol u1utrl ogr己 nqt

18  (k0qinta) ya。
lⅠ
z yer tobradi  kok ka1akda

19  .̈ t〈 a)0ril。 r turdi~lar.. tort

20  (bu1u【l) y1Qak yarudi yaxudi  kin kalir
2】   (° dtaki) mu【 ladⅠ nqⅠ 吼 saˇ l含r bakiz b(o)Igl】 1tg

22 ,̈¨ 。~da 〈廴°z1n)1i k° k kit△ mati

23  ⋯ (k° z) ta勺 xigi s° kiz t△ mon tθ rt

24  〈mⅠ ll) ·⋯ birl。  kθ z由 nti~lor takⅠ

29  ,¨  ,̈ .̈ °laQlig qimgonlig

26 ,̈¨ 。(s。 kiz〉 t△man t° rt皿Ι勺
27 ,̈ ,̈ ,̈ q1n钭 arⅠ p

28  .¨  ,̈ 。., t贪 ~· ··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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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9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9

1‘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A,

tθ
=t心

nq tl也x ‘θrt y〈 i)g(l〉 rmi p(日)⒍ (ε):

I日 r tikmIx ta昌  yigi tinl臼 qIar bjrIa

kθ z心nti~Ior.taki y(a,mP ba=a。 at∶ P1ig0an. ∶
niⅡ, t(θ )Qridθ m ardinⅡ ig sIruki maytri     .

odintθ  kθ z1nti . takI y(氵 )mp saVl q(a)t二 ir:

ρ1ig hB? sakiz t△ man tort mⅠ ¤
taplnur baglari birla maytr∶ q ayayu q"~a~
yt koz亡 nti~lar  ol antaq muXladinq~

iq savlar kθ r△ p alku tiola。lIar

t1z也 n maytri birla kalg1】 讧k
saisard in °z~quluk kutruIoluluk

kut ko1tI ani k° r1p x(i)mn(u)

buoux kadolu ukitdaqI艹  :a~.¨  tabrat~¨ .

anⅠ  k° Fup kodⅠ  yρrtinquka kθ Ed~ .̈

tIn1aol~lar maytri bir1ak(θ )lg111k (kut〉

kolmix~larin. °:rt inqP s色 kinq〈 I 0°h0
a【lsaz bu tinIaq¨ 1日I kin koIir。 ¨

yaQI k也 n birl。  k〈 a)Ig91i -u tr〈ulmakIaq)
yolka tag(g)ali θrtiXla k0stx (turolu-ur)

ar△ r~1θr omti buIarka sa0∶
 q(a)kr〈 i:t)~

pIig han~nⅠ Xl maIlisin t- ·̈ ·̈

qoolin ya】 in1n θd~n亡 Il od~· ⋯ ···

ogθ yin kim ρxidip kutrulmak ·̈ .̈

ko【ltI (l〉 °ri k-  n̄ munqulayu.¨

”∮t0k"kin boVgurt心 p!tot⑴
burhan taPa kθ 】ip x°】ukIn (takxuttn inqθ

tρP tρdi  kin (kθ lig)ma .¨  ·̈ (aV)-
saz korkIθ  。̈ 。̈ 。̈

hl,a qo(qak) ·̈ ·̈ ·̈

·̈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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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 1tg ko(l)1ari ρlikI。ri Jzo kitu(mati ba1Ik)~

2  ta k1Io (° ynayu) saxli q(a)krirr ρlig

3  hanka yakIn kolgoy~Ior  t〈 o)￡ ri burhan

4  inqθ  tpp y(a)r1Ⅰ k么 dⅠ   °1 odtaki tInlaol

5  1ar azsaz tutyaksiz¨ iki siziksi2 bololay~

6  1ar maytri burhan nomlnra sakiz t心 ztn

7 yoIⅠ n buIolay~Iar nirvan1a钪  ma勺 ig◇

8  tag(go)y~Iar  θtrt x〈 i)mnu inqθ  tρ P
9  tρ di  kin ko1igma od:aki

10  tⅠ nla(q~】 )nr al!un k心 m1x11g bolola了

11  ,̈ ,̈ (a)xⅠn iqg刂 n maXliI。 gay~1or
12 。̈.¨ ~k。  。yinIn kitumati

13  ,̈ ,̈ sa【 li q〈 a)krirt plig han

14  ·⋯ (m。 〉【li】 。y心 r~Iar   r(o)Q￡i t(。 )【lrisi burhan
1’  (inqo t)pp y(a)r1ikad1  kin kaligma odtoki
16 .̈ .¨  tin1a(pl)-Iar  ma maXli-ligsiz bolqay

17  ·⋯ 〈a【 tunka〉  k△ m△ xk°  y(a)ma artuk 。z

18   ̈  ̈sakiz r电 z己 n yolqa b(a)rqaylar

19  (nirvan bali)k (冫 )-ka tog(g〉 ay~lar  x(i)mnv !(° )匆 ri

20  (inqo t)pp tpdi  °t。lura〖 i oi oolutdakI~i
21  。̈ yid yipar (p〉  qIntan at° zI° riQa

22  .̈ ~r kns (at)1aq b° z aq∶ ol ton

23  .¨  ,̈ kitumati (baIⅠ k~ra) °gr1nq也

24  ,̈ r(a〉 【lri t(a)【 lrisi burhan inq。
25· (tpp yarIikadI  °〉I y(a)m。 adgo odtθ ki tε z亡¤
26. ,¨  ̈ 。̈ ~a太 osvq】 uq
27~ 。̈ 。̈ .¨  mo勺 ilagay~lθ r

28. ,̈ ,¨  ,。 , -but .¨

29

30

￡0:s



1.

2,

,

4

,.

‘.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17.

18.

19

20.

21.

22.

2,

24

29

26.

27.

28.

29,

30.

(▲
>∶

ˉ

torttnq 甘【t^ bpx y〈 i)ε (i)rmi p(a)t(a〉 r

ki11nqlaol z(i〉 mnu oI ant臼 ol g(a)v ρxidip k日 I】 n

k(u vra)q ikiIa θgrtnq‘Itg saviiqilig       ∷

bolup kat色q 〖nin inqo t氵
P·
 k汪 l由 x-

ti~lar,. °t:1 区(i)m。 u t(a)。 ri busuxIuol kadolu~

Iuql bo1up anta ok itlioip b(a)rd1  anta

ot:亡 ol θr也 x tktx kuvraq bir uoluOl

s亡 ztg kθ刂iin ikiIθ  °olul ∶

0lig at1Va tagmix ttz亡 n

maytri~ka y1nquru yuktn由

birla k(t,)1gtIⅡ k inqo tpP kut

ko1tⅠ ~lar sizi¤ t。Vrim· ⋯ ·⋯-    '
tll△ z artr。   kut‘ uItaq1 ,¨  .̈~
oluIuk yIq(q)uIuk.  bizi勺  .̈ ,¨ ˉ̄

muz tagintr  sizni birIa ,̈ .。 。

odgi kIlInq1m1zn1 ayΙ -.¨  .̈

sizni biFIa t° salina bizni o~¨ .

tutup kop omg。 kimizt∶ n kutolar(IO)

otra qitra:ni bay ar (aya)olk日  (tagimhg)
ma7rri b° d is(a)v〈 a)1~nI勺 °1· ¨ ·̈

ttrl也 g qoqIn ya1】 n】 n k° rtp·¨

k(a)nt亡 ~ntXl t。 ztn mayt(ri-ka)¨ ·

qusyu sakⅠ nm1xln (k° lulap) o~,¨

otⅠn °:t(tImix °suolluq Ιolla(yu iya。lo   
ˉ

ka tagimⅡ g may:ri~ka(adg0savI。 inqa)

tpp °c亡nti (b)iliksiz biIik(Iig),¨

or:tlmi区 。. k~,¨ kor~¨ .

azm1x (m1nmIx) ·̈ ⋯·

(° su olluol) .¨ ,¨ ·̈

衤
△

“
J
1
噶

噶

〓
0
招

〓
眉

{
璃

蕃

愚

犭

晷

噶

逋

瑁

喜

一
骂

冒

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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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刂

刂
日
日
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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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
日
△i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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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inqip sotinm° 〈g△ 1i)k:· ·̄ nin sI,¨ ti饣 (P〉

2  y(a)r1ikanquq⒈ biIikig.¨  . bpriV     i
3  o tr讧  ayaol-ka tθ gimIig mayCri b。 dis(a)v(犭 )t

4. inq。  tρ p tρ di,. kxanti b° 1zun b1gtn~
5  ta inaru bu muntnq t(。 〉rs tadrt yavIak

6 kθ r亡 mk。 yakma0 kim abam v1uol tamu1uol
7 b° lma⒋  °tr茳 t(θ )叼 ri t〈 °)妒 isi

8  burhan qit:ar~ati bay θr °olrIˉ

9  nta toyInlar1q okIp inqa

10·  y(a〉 r1】 kadΙ   θdg11恋 g t° ztg yⅠ 1tiz 〈bira=〉

11. .̈~1aol kim t△ ztn bursuV                 ∶

12  ⋯· (tI)g(△)lagθ 1i t。 ll1。 go1i sakIns~

13 (a￡〉 ·̈ (qitra)rati bay or t1z△ n maytr1ol

14  (t1gt1ogali) ta勺 Iθ g° li sakinti   θrtt ayaol~

19 〈ka t。 gi)mhg s狃 ibutェ i arhanr (o olr)Ⅰ nta

16  ·⋯ (aya)sin kavxurvp o【 lita 。t° zin

17  (t(。 )匆 ri t(° )oris)i bvrhanka inq。  tρ p θt亡 nti

1弘 (ayaqka ∞)gimhg t(o)￡ rim  t△ z1n maytri
19  ⋯· (d yani) samari n。 arIaol 。rdi  kirrl

20  .¨   ̈~ni【l k亡 qin tldti  kaˇ Ias

21·  〈taq) ·̈ ka￡  °g心 z sufI osuq~
22~ l u Ol∷ , ~d  ̈~dumuz ap y(o)ma kθ勺1i

23. ,̈¨。~qalⅠ .¨ 窃mti

24~ 。̈ ,̈~ nlV k△ qin kis1nin ˉ

2,~ ,̈ ,̈ ka1an kuvraol~ka ayu

26~ 。̈ ,̈ t(。〉习ri t(。 )￡ risi) burhan

27. ,̈ 。̈ ,̈ sariburri

28·  (a父 hant) ,̈ .。 t̄ˉ ·̈ ··o

29

30. .¨  .。 。

￡:7



(A》

tθ rttnq tl心 x a】 t:y(】)g(i)rm0P(a)-(a)r

1  ol d9ian~n】 Ⅱ bu1uv】 n ∮1日 akin uk-

2 m az1ar。  taki no ay如 il9耳 k【a)Egak arh3n-~

3, Iar uksar~】 ar  bodis(a)v〈 a)9-lar k0η贫ol od心o

4  o1 dyanaol yu0layur~la: y0garo k11ur~Iai

9. kim anIⅡ  ktqintθ  θz t卩 :氵 qi ya〈 o11)-

‘. 1araq isig ozinto ypg1i om】 θy也 r~Ia二

7, anta θtrt saributri arhant

8  θrti￡亡 t,mg。 k~lig bvsu区 luqin

9∶  inq§  tρp θt△nti birtkiIl

10  m〈。)n 心sttnki burhan k(ut〉 I-

11  nⅠⅡ bu muntaq t心 rltg yin~ ,̈ .··

12 uktum 。rdi ρェsar °tr心 ,¨  ·̈

13  tamu yprinra turuP y1z k(a)lp °dtn

14 omgak omgongⅡ  ordi arsor.~ kaqan

15. burhan kutintin °vrilm。 ki ord(i)· ⋯

16. kamaq burhan kutⅠ n tiladaqi ·̈ ·̈

17, kuduol tInlaq~1arka yinqtr (也 ) ·̈

18  otr1 t(θ )Xlri t(θ )¤ risi burhaIl (inqa t氵 p)

19  y(a)rIikadi  odg亡  sozlodi△ s~¨·

20  nI, 心q电 n tρ p tρ si’r  bu yρr ,̈ ···

21, kutinta yρ gr。 k adan ad ta(vnr)

22, bu】 tukmaz  θt‘ 1 toyin ,̈ .¨

23 burhanka (inqθ ) tρ P 〈°t心 nti ayaol〉 ~

24, ka togimⅡ g t(a)刂 rim ⋯· ·̈
2,  m^ytri~laol yaⅡ 1 ktn °-·¨

2‘   θga ,̈ .̈ ~k-· ⋯ das~,。

27  artukta 〈artuk) ·̈ ·̈

28  ya勺 Ⅰ k~。  ̈ ,̈ .¨

29. .¨  .̈

30. .̈。 ..

21s



(B〉

1. θdgo θd birl。  tuOlar~1ar o】 ki  otr。

2. t(。【lri t(θ )Xlrisi burhan inqΦ  tρ p y(a)r11kad1

,~ adg1 odg△  toyin~lar 〈。rtx) r1nlaol~Iarka

4  θdg心 1tg sizlor~ni【 l bu sizik ayItmix】 ~

歹~ 叼Izlar anln amti s亡 z1g-θ Vhn
6. t1xl1a。 1ar sizla￡ ~ka maytri burhan birlo

7  tosoluluk adg1 ki1Ⅰ nqlaol ya【
l

8  osuol ayu bρ r~ayin   a。 i pxi~

9~ dip alku 饣in1aq~lar  a【 ls1z °gr~

10~ (心 nq心 l1g k° )¤ lin t〈 a)0ri t(a)Qrisi (burhan》

11  ·̈   ̈inqa tpp tediIar sozIoy1 ···

12  ·̈~k ~  ̈~ulmⅠ x t(o〉 ￡rim  n° m1ayu  ~k

13    ̈ .̈ y(a)r1Ⅰ kanquqⅠ  bilik1ig t〈 a)【lrim o1

14  ·̈ kiIⅠ nq~1ar ki11p kim maytri burhan

15. .̈ (tosu〉 xalim s° kuxalim  o tr1 t(a)Ori

16  (t〈 a)xlrisi bur)han inqa tρ p y(a)rlikadΙ   kim
17  ,¨   ̈~u odun s山 z△ g ko¤ hn

18ˉ  ⋯ (kIJⅠ nqi。l) arⅠ 。
lⅠ
n kozodsor  otqu~

19  (rak) ⋯- lo。 1 。dg山  od birl°  soku、 ur~

20  (1ar na jq|on tpP rρ s。 r  alku ma【 li r1k。 -

21~ .¨    ~ka t° g〈 g)t1tk on 台dgu 廴Ⅰ!inq

22~   ̈  ̈uq也 n l;ayu ya1目 uk

23   ̈  ̈~lin on Φdg心  kiIⅠ nqlaol

24~ ⋯ (k° z)。 dsar °l tinlaq maytri burhao

29  ,̈ .¨  y(o)ma °g己 g kaRlaol

26~ 。̈  ̈~g .̈ axIn iqgon

27. ,̈ .¨ ~屉Ⅰn tapInsar

28∶  .¨  .¨ ~Iig .̈

29

30. 。̈。̈

勿】’



‘亻、)

tort刂 Ⅱq tl亡 x年,kiz y(i)g(i)Fmi p(a冫 t(a,:

1·  iV kθ rk亡。心z bir1a∫ ∶p勺lpsa: antOpl

2·  (bo)lolay ka1t1 taql∶ g: ha】Ι∶sumir taql~ka
,  ,̈ ,¨ m,饣 iz 。tmix °suq1upl

4  taki y(o)m°  k° d△ru koIula¤ kim biz ikiε 亡
5. nsanki k(a)】 p s(a)n1nqa !刀un odta
6 burh臼 n kuti勺 a amgθ k θmg。 ntimi召 bir
7 bir qa0ik k11m:x oqurda k° p kamaql
8  t】 nIaq~Iarka kutolar-qalI

9 katiol kut koltumuz,、  θmti
10~ ol mθ niⅡ  burhan kutI kts芭 x1〈 m) kant1
11  asanki san1nqa tin1oq-1araol (sansardIn)

12 ozolurdum kutqardI卩  tq tθ gzinq

13  y〈 i)g(i)rmi b° Itk nomIuq tilg。 n tav1rd】

14  r(θ )叼 ri ya】 刁ukuql kuˇ ra‘ iP mahasam(hata)
15~ sudur nom】 adIm r)∶ 丬z令吓 nomJuol tirt(iIa0
16. θqtxip kt k。 Iig a:dam ktqinta

17. sattis c(。
)刁 ri yρrinta yayk1 bakqθ n

18  °lurup sans(1)z ttman( taorn-Fig冫  ⋯·

19.  antar日 n inip tiva itra, atIipl...

20  k1n k° rtktrd亡 m θg kauka.¨  。̈

21  t。 g。 rgali otθg bprim 臼r1tolaIi,.。

22. °gtmin kaVim1n t心 z心 n kirt亡 。̈  ,     ‘
2’ 。 tog心 rdtm a。 ubadac ad(I)q yol~k日
24·  k(a)rmabaIuti aⅡ aol uIuq :ort toku ·̈~
25. kini yo1 kidIqinta tθ rt.¨ aol~¨ ·̄

26. larka :° rt kirt也  nom... .¨

27  FⅠ nlaqaql aqⅠ nq(s1z〉                           ·

28  θrutdtm . nθ  ,̈ 。̈

29, ,̈ ,¨

30. .¨ .¨

⒓￡o



(B)    、
宀

~o艹
'

I, ttko1 k11t1m θmti sani ooluI 9Iig at1匆 a

2 (tur〉 oluJuP s(θ )n y(a)ma θk (nirvanka baJmixim) k(° ):gθk
3. bo1olay s(θ )n k。1ir° d亡 n 〈s〉 kiz t1mann) yaxˉ

4, IIol t1nlaq~lat θzinta yaxinta m〈 aytri冫

5  at1aol anqu1ayu kolmix munqu】 ayu k° p kamaq
6 nomuq ukmΙ x t1ko1 bilga t〈 a〉 Xlri t(a)Orisi burhan

7  kin °d心 n itlinmix yprtin~

8  q△ dθ ki nirv(a)nlaq yoluq px(i)t亡

9, ayu bρ rgoy s(。〉n kaltⅠ   amti m(θ )众

10  aymix tθ g °1 °olu=da saniXl

11 .¨  ttztn tItsi~larixl boIolay~lar

12 ⋯,(。 mti) mani日 t1tsi~larim xaki tozltg
13 ,̈~ar  °tolu‘ atⅠ s(a)n mⅠ 【llaOl t1mon~

14  (lig〉  ·̈~i kuvraolaol bax adak kⅠ 1u yρ ta

15  .¨  y°【q1 yprqi boIqay s(a〉 n kalti m(o)n amti

16 ·̈(t)I° y△ r θェsar m(a)n taki y〈 a)ma (s。 n)

17. .¨ ~gil kim ratnasiki burhantIn kasip

18  (burhan~k)a !。 gi tikl△ g t1monlig t(a)【lri

19 ,̈ ,¨  d̄Ⅰ nta antaol bok kataol kut

20 .¨  arti m(。 )n bu yprtinq也doki umuqsvz
21  〈inaqsⅠ z 氵)mg氵 k-lig tⅠ

^lat/lˉ
lar~nΙ 勺 umuqI

22  (Ⅰ na。11)¨· īn a。 .̈ˉ i Φrtmix buihan~iard a

23  .¨ °zmaduk tⅠ nlaol~laraol ozqurdaqI

24 ,¨ ~in。 ng° kt。 g。“m° d1k ti0l(a)q

25  .¨  ~taqi t(。 )0ri yalQuk~nu¤  ba。lxⅠ sI

26  .¨ ~taq Ⅱ(ki)d。 ki Ιn〈 a)ol savIarⅠ ￡a

27 .̈.¨ (° zt)。  yaxta
28 ,̈,¨ kutFuImaduk
29 ,̈ 。̈

30. 。̈ 。̈

~   多∷ ∵
`
〓

:

〓·

一· 22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