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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良那伽梨王子 

 

很久以前，在阎浮提洲有一位国王，名叫勒那跋弥，意思就是宝铠。他统领着五百个小国。

勒那跋弥王有五百个王后王妃，但是没有一个王后王妃给他生过儿子。为 了子嗣之事，勒

那跋弥国王常常祈祷天神、日神、月神、山神、海神、树神。可还是得不到儿子。国王因此

十分忧愁，他心里想："我没有子嗣，一旦死了，没有继 承的人，那五百个小国王互不服 

气，就会争斗起来，以强凌弱，枉杀无辜，天下必定大乱。"为此，勒那跋弥国王忧心忡

忡， 

天神知道了勒那跋弥国王的心事，便给他托梦说："城外有一座树林，林中有两位仙人，其

中一位仙人身上有金色，他福德兼备，聪明善辨，无人能比得上。你盼子 心切，可以去求

求他，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投生到你家里来。"国王醒来之后，马上吩咐备好车驾，带

上几个侍从，按照梦中天神的指点，来到城外的林中。见 到那位仙人，勒那跋弥国王苦苦

哀 

求。向那位仙人说了他因为没有人继承王位而心中忧虑重重，求仙人能够投生到他家里去，

继承王位，使国家免除忧患。仙人见国王情意恳切，不忍拒绝，答应了他 的要求。另一位

仙人听了国王的话，也对他说："我也要投生到王家去。"国王听了十分高兴，告别了两位仙

人，回王宫去了。 

过了一些时候，勒那跋弥国王的王后就怀孕了。苏摩王后感觉到自己怀的是个男孩，便把自

己的感觉对国王说了。勒那跋弥国王听了王后的话，无比高兴，命令宫内 其他的王妃，都

去侍奉苏摩王后，要让王后每天都心情愉快，不能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国王又命令宫内的

人，给王后用最好的床褥，吃最精美的饮食，服侍王后的人 要十分细心，不能让王后有一

点儿危险。怀胎十月，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长得相貌端正俊秀，身上的皮肤是紫金

色，头发是红黑色。国王看来看去，总也看 不够。 

国王召来相师，让他为王子看相。相师来了以后，把王子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一番，面带喜

色地对国王说："这孩子的面相太好了，凡人中间难得，既聪明又有福分，没人能比得上。"

国王听了，异常高兴，便对相师说："你给这孩子取个名字吧。"相师问国 

王："王子受胎以后，发生过什么奇异的事情?"国王说："这位王子的母亲，以前生性妒忌，

常常说人家的坏话。看见人家好，她心中就不痛快；看到人家好，她 便高兴。怀孕之后，

她的性情突然变了，为人仁慈，怜悯有残疾的人，帮助遇到困难的人，对所的人都和善友

爱。"相师听了说："这太好了，这是儿子的志愿，寄 托在了母亲身上的缘故。"于是，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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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位王子取名叫迦良那伽梨，意思就是善事。 

国王有一位宠妃，名叫弗巴。那第二位仙人投生她的腹中。弗巴王妃也生了一个男孩，这孩

子长相平平，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国王又召来相师，让他为第二个王子 看相。相师看了

这个王子后，国王说："这位王子是个普通凡人，他的福德智能不过够他自己使用。"勒那跋

弥国王又叫相师为这个子取名字，相师又问弗巴王妃怀 这孩子以后，王宫发生过什么奇异

的事。国王说："这王子的母亲，以前性情柔顺温良，为人慈善和气，喜欢说人家的好话。

可她怀孕之后，性情却变得很坏，忌贤 妒能，见人家做善事便不高兴。"相师说："这也是儿

子的志愿，寄托在母亲身上的缘故。"于是相师为这位王子取名波婆伽梨，意思是恶事。 

国王听了相师的话以后，便一心喜欢迦良那梨，什么事都按他的意愿去办。国王命令工匠们

为迦良那伽梨盖了三座宫殿，冬天让王子住在温殿里，春秋天让王子住在 中殿里，夏天让

王子住在凉殿里。宫殿里安置了许多歌女舞女，让王子娱乐。迦良那伽梨王子渐渐长大了，

他聪明异常，通晓各种典籍，能流利地背诵十八部经，并 能讲解其中的道理。 

一天，迦良那伽梨王子要出去游玩，国王命令人把道路修好，打扫干净。让王子坐上大白

象，白象身饰着无数金银珠宝，千乘万骑，前导后从，簇拥着王子出游。王 子出来后，倾

城的百姓都出来观看王子的风采，街道两旁，楼阁上面，到处都是人。王子走过去后，百姓

们人人交口称赞，说王子的相貌像梵天一样，威武雄壮，人 中少有。 

迦良那伽梨王子走在路上，看见一群乞儿，身体羸弱，衣衫褴褛。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破盆

和一根棍子，低声下气，苦苦哀求着向人乞讨。王子问随行："他们为什 么会这样?"随行的

大臣们回答说："这些人，有的是没有父母，无依无靠，孤苦零丁，有的是疾病缠身，不能

做工，要吃饭穿衣却没有钱，他们被逼无奈，才这样 沿街讨乞。"王子心地善良，他听了这

话，心中感到很难过。 

他们又继续往前走。路旁有几个屠夫，正在宰杀牲畜，杀完之后，把肉割成块，用秤称着

卖。王子便问："你们为什么要杀死这些无辜的生命?"屠夫们回答说："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

屠宰牲畜为生，如果不宰杀它们。我们就要失业，那么，我们靠什么生活呢?"王子听了这些

话，长叹一声走开了。 

再往前走便来到一片田野上，农夫们正在田上耕种，王子见他们十分劳累，便走过去问农

夫："你们这是干什么?"农夫们回答说："我们耕完地，播下种子、然后 才能收获稻谷。稻谷

自己吃，还要上交给国王。"王子听了叹口气说："人为了生存，要杀害众生，出力流汗，真

是太辛苦了。" 

王子一行人又往前走，看见一群猎人正在张网挽弓捕捉鸟兽。猎人们安放的网中，已经捕到

了许多鸟兽，在网中惊慌吼叫，可是却无法逃脱。王子问猎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猎人

回答说："我们捕捉各种禽兽，以此为生。"王子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 

王子来到河边，只见渔民们正在张网捕鱼，捕上来的鱼在岸上翻腾伸缩，地上死鱼无数。王

子又上前询问，渔民们回答说："我们靠捕鱼为生。"王子长叹，哀怜人们为了衣食，杀害众

生，罪孽深重，以后报应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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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闷闷不乐地回到宫中，对国王说："请父答应我的一个要求，"勒那跋弥国王说道："孩

子，说吧，你要怎样，我都会随你的心愿，不会不答应你的要求的。" 王子说："我出城去游

玩，看到人们因为衣食的缘故，杀害各种生灵，罪孽累积，与日俱增，将又怎么得了。想到

这些，我心里很难受。请父王答应我，用您的库藏 布施给百姓，救济他们，让他们生 

活得好一些。"  

勒那跋弥国王非常喜爱迦良那伽梨王子，不忍心拒绝他的要求，于是便答应了。王子立即吩

咐手下的人广贴布告，通告百姓："迦良那伽梨王子要布施穷人，一切东西，都可以施给百

姓，大家都可以来领。谁要想得到金银珠宝，衣物饮食以及各种东西，王子都会满足他的要

求。" 

王子打开国王的仓库，搬出各种财物，放在城门口和街道两边，让百姓们随其所需，任意取

用。各个小国的老百姓，贫病孤老之人，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来到城里。 有的人要食物，

有的人要衣服，还有金银针宝，随意拿取。老百姓们非常高兴，辗转相传，王子布施的消

息，转瞬间便传遍了整个阎浮提洲。远远近近，所有的人都 来了。 

勒那跋弥国王的宝藏，很快就去掉了一大部分。这时，典藏大臣来报告国王说："陛下统领

五百个小国，各国之间礼仪来往，互相馈赠，都需要财宝。现在王子用您 的库藏布施，已

经用去了库藏的一大部分。请陛下考虑一下，今后不要后悔。"国王听了典藏大臣的话，对

他说道："我这位王子心地善良，喜好布施。他意志坚 决，不能改变。如果我阻止他，便会

违背他的心愿，使他心中烦忧，那怎么行呢?不如顺着他的心意，别扫他的兴吧!" 

迦良那伽梨王子继续布施。很快库中剩下的那一些财物又用去了一大部分。典藏大臣看到剩

下的那一点儿东西，实在是太可怜了，便赶忙又去报告国王说："陛下， 现在库里已经所剩

无几了，如果全部用完，今后礼尚往来，需要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请陛下好好考虑一下，日

后别怪罪臣下。"国王觉得典藏大臣的话有道理，可是 又实在不愿违背王子的意愿。 

他想了想，对典藏大臣说："我喜欢我这个儿子，胜过一切，实在不忍心违背他的愿望。若

是他再来要东西，你就躲避开，他要得急，你就给他一些。他不是每次来都能拿到东西，就

可以多拖延一些时间。" 

从这以后，典藏大臣便按照国王的意思办。王子再来，他便借故躲开。王子来找他，十次得

有八次扑空，总不能像以前那样次次如愿。王子看到国库中剩下的东西也 不多了。心中

想："我也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用尽父母的库藏。可是，我该怎样才能得到很多财

物，布施给所有的人，使人们无所缺呢?" 

王子召集手下的人来共同商议，如何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财物，任意使用。一个人说："远

出贩卖实物，可以很快得到许多财富。"另一个人说："开垦荒地，种植 五谷，可以收获到许

多财物。"还有人说要养牲畜等等，每个人各抒己见。最后，有一个人说："要想得到无穷无

尽的财宝，只有不顾性命，到龙宫去，取得如意 珠。这样，得到的财宝才会永远用不尽。"

王子听了大家的话，心里想："种田、做生意、饲养牲畜，对我都不合适，并且获利也有

限。只有入海到龙宫去，取得如 意珠，对我最合适，我应当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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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主意已定，便对国王说："我想入海到龙宫中寻找珍宝，布施给众生。只有这样，我才

能有用不尽的财宝，请父母答应我的请求!"国王和王后听了王子的话， 非常忧虑，问王子

说："你想布施，我们答应你。家中库藏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去布施，你为什么想要到

大海里去呢?听说到龙宫去会碰上各种各样的危险，有 黑风、罗刹、漩涡、还有摩羯大鱼，

水中暗礁。这么多的艰难阻碍，很不安全。一百个人去，有时只能回来一个人。可你现在为

何去要到这样危险的地方去?我和你 的母亲，太为你担心了，你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再

说了吧。" 

王子一心想要救济穷苦人，决心非常坚定，无论国王和王后如何劝阻，他都毫不动摇，就是

丢掉生命也毫不顾惜。王子见国王不答应他的要求，便将身子伏在地上， 对国王说："请父

王答应我的要求。若是不答应，我就永远不起来!"国王、王后以及宫中其他的人看见王子意

志坚定，丝毫也不改变，发誓要伏在地上，一直到 死，都过来劝他，让他放弃这念头， 

赶快起来。可是王子说到做到，绝不动摇。一天，两天，一直过了六天，王子不吃饭，不喝

水，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国王见王子意志如此坚定，便和王后商量说：" 王子不吃不喝已经

六天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生命就会有危险。这孩子从来都是说什么就要做什么，谁也阻拦

不住，如果我们答应他入海去，也许还能回来，若是一 定不让他去，他恐怕现在就活不

了。我们不如答应了他的要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王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也

只好同意国王的主意。 

勒那跋弥国王和王后商量好后，一起来到王面前，他们俩每人拉着王子的一只手，流着眼泪

对他说："既然你决心这么坚定，我们答应你的要求，你起来吃饭吧!" 王子听了国王的话，

高兴地爬起来，国王和王后说："我到大海里去取宝，不久就会回来的，请父亲、母亲不要

过分为我担心。" 

国王让人为王子准备了各种精美的饮食，王子吃完饭，走出宫门，大声宣告："迦良那伽梨

要到大海寻宝，有谁愿意去的，可以和我一起去!"没过几天，有五百位 商人聚集到了王子的

身边，愿意同他去海中寻宝。可是，这五百位商人，没有人去过，迦良那伽梨王子还需要找

一位向导。王子听说一位盲人，曾经到大海里去过好 几次，便去找这位盲人。王子好言好

语恳求他道："听说您到过大海里，请您再和我们一起去一次吧。您给我们指示方向，让我

们能避开危险。"盲人回答说："我 年纪老了，眼睛又看不见，我去了怕也帮不上你多少忙。

况且，国王平时爱你如掌上明珠，只要一会儿看不到你，心里就不高兴，现在我要和你一起

到大海里去，国 王知道了，会怪罪我的。" 

王子听了这话，便回到宫中，对勒那跋弥国王说："我们国内有一位盲向导，他以前曾经多

次去过海里，我想让他给我当向导，请父王下命令，让他和我一起去。" 国王听了，便亲自

来到盲人住的地方，对他说："王子一心要到大海里去，我们用各种方法说劝他，都不能让

他改变主意，不得已，我们只能答应他的要求。他很年 轻，没有经历过艰苦的生活，听说

你以前去过大海里，知道去那里的路，希望你能不辞劳苦，同王子一起去一次。"盲向导听

了国王的话，说道："可惜我年纪老 了，眼睛又看不见，帮不了王子多少忙。既然国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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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我岂敢不遵从?" 

王子见盲向导答应和他一起去，非常高兴，和盲向导商量好了出发的日子，便回到宫中做准

备。国王对左右的侍从们说："你们谁要是真心爱戴我，就替我陪伴王子 一起去寻宝。"波婆

伽梨见父亲偏爱哥哥，心中早就不满，如今又见哥哥要去寻宝，心里想："如果哥哥找回宝

物来，父王会更喜欢了，不如我和哥哥一起去，寻回 宝来，功劳也有我的一份。"想到这

儿，他便对父王说："我愿和哥哥一起到大海中去寻宝。"勒那跋弥国王心里想："兄弟一起

去，遇到困难和危险，他们一定能 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倒比别人更强。"于是，国王同意

了波婆伽梨王子的要求。 

国王拿出三千两金子给迦良那伽梨王子。用一千两置办粮食，一千两置办船只，一千两置办

它各种东西。一切准备好后，王子和随从们就出发了。国王、王后、王 妃，各小国的国王

和臣民都来到路边，为他们送行。王子和随从们一起来到海边，大家一起动手，把船修理结

实。到了季风时节，大家把船推入水中，用七根大绳 子，系在海边礁石上。迦良那伽梨王

子摇着铃，高声对众人说道："你们大家听着，我们此次前去入海，会遇到种种灾难，浪漩

涡、恶龙罗刹、黑色旋风、海中暗 礁、摩羯大鱼，如此种种，多不胜数，从前入海寻宝之

人，能平安来的很少。你们谁要是犹豫害怕，现在就可以回去。如果谁意志坚决，能够舍弃

性命，不顾父母， 不恋妻子儿女，就跟我一起到大海里去，要是能够寻到宝，平安回来，

子孙后代都享用不尽。"王子宣告之后，便砍断一根绳索。每天宣告一遍，每天砍断一根

索。 砍断了第七根绳索，船便扬帆远航。船乘风行，没几天便到了宝岛。 

迦良那伽梨读过许多书，非常聪明，认识各种宝的形状颜色，也知道各种宝物的价值，他告

诉大家种宝物的成色价值、让大家随意拿取。王子又告诫商人们，让他们 拿取多少宝物要

适当。因为人拿得太多了，船装得太重，弄不好会沉船，拿得少，不够补偿一路所受的劳累

辛苦。王子告诫完大家，便和盲向导一起又乘上一只小 船，继续向前航，船又行了一天，

盲向导问王子："前面应该有一白色的大山，你看见了吗?"王子回答说："看见了。"向导说：

"这是一座银山。"船又向前驶 去，走了一会儿，向导说："前面应该有一座青色的大山，你

看见了吗?"王子回答说看见了。向导说："这是绀琉璃山。"船继续前行，又走了一会儿，向

导 间："前面应该是一座黄色大山，你看见了吗?"王子说："对，是有一座黄色的大山。"向

导说："这就是金山。" 

王子和官向导在金山脚下下了船，坐在金沙上面休息。向导对王子说："我现在身体疲惫已

极，怕是活不了多久了。我把前面的道路指给你，你自己往前走吧。前面 有一座非常漂亮

的城，城门上镶着各种各样的珍宝。你到了城门前，门要是闭着，门边会挂着一把金刚杵。

你拿起金刚杵敲城门，城门打开后，就会出现五百位仙 女，每人捧着一颗宝珠，出来送给

你。其中有一位仙女，最为尊贵，她手中捧着一颗红黑色的宝珠，这颗宝珠名叫旃陀摩尼，

就是如意珠，你得到这颗如意珠，要牢 牢把它收好，不要丢失掉。别的仙女给你的东西，

你也可以收下。但千万要小心谨慎，克制自己，不要和她们说话。"盲向导嘱咐完王子后，

身体更虚弱了。他又对 王子说："我已经不行了，不能陪你向前走了，我死了以后，你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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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埋在这沙子里面吧。"话刚说完，盲向导就咽气了，王子万分悲恸，他一边哭，一边埋葬

了向 导。然后，按照向导指示的路，向前走去。 

迦良那伽梨王子来到七宝城外，城门紧闭，门边果然挂着一把金刚杵。王子按照向导的话，

取下金刚杵，敲打城门，城门慢慢打开了，五百位仙女，每人手里捧着一 颗宝珠，出来献

给王子。最前面的一位仙女，手中捧着一颗红黑色的珠子。飘飘摇摇地走到王子面前，王子

不敢开口说话，只是一一收下宝珠，紧紧地裹在衣服里， 转身离开七宝城，往回走去。 

迦良那伽梨王子回来，商人们已经装好了船，船一开出，就往下沉。原来商人们贪心，拿的

宝物太多，船承受不住，很快就沉没了，商人们都落在了水里。迦良那伽 梨王子身上有如

意珠，所以身体不往下沉。波婆伽梨远远看见哥哥浮在海上，便大声喊道："哥哥，快救我!"

王子听到弟弟的喊声，游过来抓住弟弟的手，用力拉 着他，一起游到海岸边。 

除了兄弟二人，商人们都淹死了，满船的宝物也沉没了。"弟弟对哥哥说："我们兄弟俩告别

父母，到大海里去寻宝，本想满载而归，谁知运气不好，船沉了。财宝 也都没了。现在我

们两手空空地回去，真是丢脸。"迎良那伽梨天性忠厚，他见弟弟心情十分沮丧，就对弟弟

说："我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宝贝。"弟弟听了，眼睛一 亮，忙对哥哥说："快给我看看。"哥哥

解开衣服，拿出宝珠给弟弟看。波婆伽梨看着哥哥怀中的宝珠，心里想："父王平日就偏爱

哥哥，不把我放在心上。这次我 们俩一同出来寻宝，哥哥寻到稀世珍宝，我却两手空空回

去，父王会更瞧不起我了，该怎么办呢?"想到这些，波婆伽梨便生出了恶念，他想乘哥哥睡

觉时，悄悄杀 死哥哥，拿走宝珠，然后回去告诉父亲，说哥哥死在海里了。波婆伽梨打好

主意，便对哥哥说："我们离村庄渐渐近了，恐怕遇到歹人，因此我们兄弟俩最好轮换着 睡

觉，留一人看护着这些宝珠。" 

迦良那伽梨觉得弟弟的话有道理，便同意。波婆伽梨先睡，他躺在地上睡了很久，一直休息

得精力充沛了才起来。迦良那伽梨坐得时间太长了，一路上旅途劳顿，已 经累得精疲力尽

了，他一躺下便沉地睡熟了。波婆伽梨见哥哥睡得很沉，便站起来进树林里，从一棵大树

上，取下了两根长长的木刺他回到哥哥身边，见哥哥还在熟 睡，便举起木刺，拼命地对着

哥哥眼睛扎去。波婆伽梨以为哥哥死了。便取出宝珠，慌忙逃走了。迦良那伽梨痛昏了过

去。等他醒来，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摸摸 怀里，宝珠已经没有了，急得他在叫："波婆

伽梨!波婆伽梨！这里有贼!"连喊数声也没人答应。树林听了，对王子说："波婆伽梨就是害

你的贼。他刺瞎了你的 眼睛，又抢走了你的宝珠。" 

迦良那伽梨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得在地上慢慢爬着往前走，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一个

叫做梨师跋陀的国家。这一天，王子来到一片沼泽地边上，有一个牧牛 人，正在沼泽边上

放牛，牛群中领头的牛看见爬在地上的王子，样子非常可怜，便伸出舌头舐他。其余的牛都

围了上来，惊异地看着王子。牧牛人见牛群围着一个 人，也走过来看，只见王子躺在地 

上，他的眼睛里有两根长刺。看他的模样，不是一般的人。牧牛人立即把王子眼中的刺拔

掉，带他回到家里。牧牛人用酥油和牛奶调在一起敷在王子的伤口上，每天细心照料他，过

了一些日子，王子眼里的伤渐渐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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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问牧牛人："你家里有什么家业?"牧牛人回答："我没有什么家业，只是靠养牛卖乳酪过

日子。"王子想："我住在这里，给主人带来不少麻烦，他家生活也 不富裕，还要负担我。现

在我的伤已经好了，勉强也能走路了，我该离开这里，自己想办法谋生。"于是，王子便对

牧牛人说："自从我来到你家里，给你添了不少 麻烦，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照顾。现 

在，我的伤好了，我想到前边的城市里去，靠乞讨生活。"牧牛人见王子要走，以为是家里

的妻子奴婢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让王子听到了。于是，他就去问家里 人。家里上上下下

的人都说："自从他来了之后，我们对他就像对亲兄弟一样，从来没说过什么闲话，不知他

为什么突然要走。"牧牛人对王子说："如果我招待你 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你还是不要走，我

不能让你离开我去乞讨过活。"王子听了牧牛人的话，不忍违背主人的诚意，只好暂时又住

了下来。 

又过了些日子，王子觉得实在于心不忍，便又对主人说："我住在你这里，什么都不缺，家

里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热情周到。但是我不能永远住在这里，我还是想 到城里去自己谋

生。"牧牛人见王子一心想走，知道拦也拦不住，便陪王子一起来到城里。 

王子对牧牛人说："你要是可怜我，就替我买把琴，让我自己娱乐。"牧牛人为王子买了一把

琴，便告辞王子回去了。迦良那伽梨王子从小就多才艺，尤其擅长弹琴 唱歌。牧牛人走

后，王子便在路口弹着琴高声唱起歌来。歌声清雅，琴声悠扬，城里许多人循着歌声找来，

围着王子观看。到了中午，有人拿来吃的东西给王子吃。 从那以后，每天王子都来路口唱

歌，来听他唱歌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抢着给王子吃的东西。城里有许多靠乞讨过活的人，

都来 

依靠王子，每天都有饱饭吃。 

一天，迦良那伽梨正在路边乞讨，有一个人走了过来。这个人替国王管理芒果园，芒果熟

了，就有鹦鹉来吃，管园人照顾不过来，芒果被鹦鹉啄坏了不少、管园人去 给国王送芒

果，国王见了很生气，要狠限地处罚他。管园人非常害怕，求国王说："我家里人手不够，

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求陛下宽恕我这一次，回去我一定找一个 人专门看守果园，再也不会

发生这样的事了。"国王饶恕了他，让他赶快去找人。 

管园人从王宫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寻找看果园的人，正巧看见了迦良那伽梨。管园人看迦良

那伽梨像个诚实忠厚的人，便问他愿不愿去看守果园，如果愿意去，就供 给他衣食和住宿

的地方。迦良那枷梨说："我的眼睛看不见，怎么能看守果园呢?"管园人说："如果你愿意

看，办法还是有的。你可以找一些细绳，把细绳系在树 枝上，再把一些小铃铛拴在绳子

上。把这些绳子连在一起，你拉住一根绳子，一听到声音，你便拉动绳子。鹦鹉被惊吓，就

不敢停在树上啄食果子了。"王子听了管 园人的话，觉得这主意不错，便答应了下来，跟着

管园人一起，来到果园里看守果树。 

迦婆伽梨抢走了宝珠之后，昼夜兼程赶回了家里。勒那跋弥国王看到波婆伽梨独自一人回

来，非常惊奇，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波婆伽梨装出一副很悲痛的样子对父亲 说："我们运气

不好，船装的东西太多，沉没了。珍宝全都沉入了大海，哥哥和商人们也都淹死了。我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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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游，才逃了出来。"国王和王后一听这话，一下子就昏 了过去，不醒人事。侍臣们赶紧拿

来冷水，洒在国王和王后的脸人，两人慢慢苏醒过来，对波婆伽梨说：迦良那伽梨沉没在海

里，你怎么回来了?你们为什么不在一 起?"宫中内外的人和全国上下的百姓无不为迦良那伽

梨王子的死痛惜，大家都万分悲伤，朝夕哭泣。 

勒那跋弥国王非常思念爱子。一天，他看见王子在家时喂养大的一只大雁。国王便对大雁

说："王子在时最喜欢你，现在他出海去没有回来，你替我去找一找他吧，看他在哪里?"国

王写了一封信，系在大雁的脖子上。大雁就飞走了，去寻找迦良那伽梨王子。 

有一天，大雁飞到了梨师跋陀国中那座果园的上空，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这歌声多像

迦良那伽梨王子唱的呀。大雁在果园里降落下来，一看唱歌的人，果然是 王子。大雁看到

王子，又高兴又悲伤，它见王子什么也看不见，便高声地叫起来。王子听到大雁的叫声，知

道这是自己养大的那只大雁。王子过来抱住大雁的脖子， 摸着了那封信，可是他双目失

明，没法读那封信。王子找来纸笔，请人替他写了一封信给父王，信上讲了波婆伽梨刺瞎他

的双眼，抢走宝珠，以及他经历过的种种辛 酸。王子把信也系在大雁的脖子上，大雁便飞

回去了。 

梨师跋陀国王有一个女儿，是个世间少有的美人，梨师跋陀国王非常喜欢她，从不违背她的

心愿。一天，公主要到果园里去玩，国王便派了人带着她去了，公主在果 园里玩得正高

兴，忽然看见树下坐着一个人，他蓬头垢面，双目失明，衣衫槛楼，这人就是迦良那伽梨王

子。公主好奇地看了这个人一会儿，便走过来，坐在王子身 边和他攀谈起来。两人越谈越

高兴，公主从心里深深爱上了这个叫化子似的人。 

到了吃饭的时候，国王派人来叫女儿回去，公主不肯，让人把饭拿来要在果园里吃。饭拿来

了，公主要迦良那伽梨王子和她一起吃。王子不肯，公主便说："你要是不和我一起吃，我

就不吃饭。"王子见公主态度坚决，只好和她一起吃饭。吃饭时，公主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

王子。 

天快黑了，国王又派人来叫女儿回去。公主让来人回去告诉国王，她愿意嫁给这个守园人做

妻子，求父王答应她的要求。大臣回去向国王报告了这仕事，国王听了大 吃一惊，自言自

语地说："我的女儿要嫁给一个要饭的，这简直太不幸了。勒那跋弥国王曾经派人来为他的

儿子迦良那伽梨求婚，现在这位王子到海里去寻宝还未回 来，可是她却做出这样的事，真

是丢尽了我们家的脸。" 

国王坚决不同意女儿嫁给一个乞丐。可是公主却意志坚定，绝不动摇。国王见女儿如此坚

决，实在拗不过她，只好把迦良那伽梨王子带进宫来，把女儿嫁给了他。  

公主和迦良那伽梨王子婚后，日子过得很甜蜜。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公主每天很早就要出宫

去，晚上很晚才回来。王予以为公主后悔嫁给自己了，就去对妻子说："你和我已经结为夫

妇，可你这些天总是早出晚归，似乎心不在我身上，莫非你另有什么想法？" 

公主见丈夫心生疑虑，便发誓说："我现在只是一心爱你，连头发丝那么大的异心也没有。

如果我说的是真话，就让你的一只眼睛马上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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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的话音一落，王子的一只眼睛立即能看得见东西了。公主问迦良那伽梨："你的家和父

母在哪里？" 

王子说："你听说过勒那跋弥国王吗?"公主回答说听说过。 

王子说："那就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大王子迦良那伽梨。" 

公主听了万分惊奇地问道："那你为什么落到了这样悲惨的地步?"王子便把事情的前后经过

讲给公主听。公主听了，感叹道："古往今来，从来没听说过弟弟这样狠毒地害哥哥的事。

如果你抓住了波婆伽梨，会怎样处置他呢?" 

王子说："虽然波婆伽梨害了我，可我却并不恨他，公主惊奇地说："你这话真让人难以相

信，他把你害成这样，你怎么会不恨他呢?"迦良那伽梨见公主不相信他 的话，便发誓说："

我对波婆伽梨，没有头发丝那么一点怨恨，若是我说的是真话，没有骗人，就让我的这一只

眼睛马上复明。"他的誓言一说完，另一只眼睛马上 变得明亮了。 

公主看见丈夫的两只限睛都变得明亮完好，面貌更加英俊，异常高兴，赶紧跑去报告她的父

亲。公主问父亲说：父王见过勒那跋弥国王的王子迦良那加梨吗?"国王 回答说见过。公主又

问："父王想见他吗?"国王说："听说他入海寻宝一直没有回来，上哪儿去见他呢?"公主说："

我丈夫就是迦良那伽梨王子。"国王听了大 笑起来，说女儿大概是疯了。公主说："父王若是

不信，就亲自去看看吧!"  

梨师跋陀国王过去一看，原来那个瞎眼乞丐果然是迦良那伽梨王子。他又惭愧又害怕，赶紧

向王子赔罪，梨师跋陀国王悄悄把迦良那伽梨带到边界上，宣告说迦良那 伽梨王子从海中

寻宝回来了。然后，准备好仪仗，驾上大象和车马，亲自率领大臣们一起去迎接王子。梨师

跋陀国王把迦良那伽梨王子接回国中，向群臣和全国百姓 宣布，要将公主嫁给王子、国王

打扮好女儿，然后大宴宾客，热热闹闹地举办了婚礼。 

大雁带着迦良那伽梨的书信回到国里，勒那跋弥国王看了大雁带回来的信，才知道迦良那伽

梨王子还活着和他所遭遇的不幸，国王和王后悲喜交集，王宫内外的人听 说了迦良那伽梨

王子悲惨的遭遇也都非常地悲伤和气愤。国王命令人把波婆伽梨关进监牢，又用枷锁把他锁

起来，等迦良那伽梨王子回来再治罪。 

勒那跋弥国王派使者带着诏书来到梨师跋陀国，责问梨师跋陀国王，为什么王子在那儿受苦

受难，却无人来禀报。又命令梨师跋陀国王准备好大象车马，将王子举回来，如有一点差

错，便要亲自来问罪。 

梨师跋陀国王恭恭敬敬地拜读了诏书，诚惶诚恐地向使者解释说："迦良那伽梨王子在我们

国里，开始我实在是不知道，想起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我也感到非常悲哀。现在，他的眼

睛已经重见了光明，又娶了我的女儿为妻，我要为他们准备好行装，亲自护送他们回去。" 

迦艮那伽梨对梨师跋陀国王说："我落难到你们国家，有一位牧牛人搭救过我，现在我很想

见他一面，你能替我把他找来吗?"梨师跋陀王立即派人把那个牧牛人召 了来。王子对梨师跋

陀王说："我眼睛被刺瞎后，流落到你们这里，就是这个牧牛人收养了我，治好了我的伤，

请你替我报答他吧。"梨师跋陀国王马上赏赐给牧牛 人田园宅舍，大象车马，金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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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各种衣物和男女奴仆，并把他管的牛也都赏赐给了他。牧牛人从此安居乐业，终生富

贵。 

梨师跋陀国王准备了五百头白象，用各种金银珠宝装饰得非常漂亮，又选了五百个聪明灵

巧，相貌美丽的宫女，侍候王子公主，再用五百辆装饰华丽的车为他们送 行。梨师跋陀国

王和大臣们乘车骑马，-起送王子公主回国。成百上千的车马，唱歌跳舞的人群，簇拥着王

子公主向回国的路上走去。 

使者先回到勒那跋弥国王那里，呈上梨师跋陀国王的信。勒那跋弥国王看了信，非常高兴，

立即诏令各小国的国王前来，国王准备好象马车乘，带着群臣百官，王后王妃，前呼后拥，

亲自到边界上去迎接王子归来。 

王子远远望见父母亲自前来迎接，立即下车步行，赶过来向父母行礼问候。国王和王后从车

上下来，紧紧抱着爱子，悲喜交加，涕泪齐下。各小国国王及大臣百姓， 看到眼前的情

景，无不为之动容。王子拜见过父王母后，国王命令起驾回宫，大队人马一路上鸣钟擂鼓，

载歌载舞，人们欢天喜地，前簇后拥着国王、王子的车队， 向城里进发。 

到了城门外，迦良那伽梨王子问："波婆那伽梨现在在哪里?"勒那跋弥国王说："这种恶人天

地都难容，我把他关在监牢里了。"王子说："还是把他放出来 吧！"国王听了大吃一惊，

说："波婆伽梨罪过深重，等你回来后我正要重重处罚他，怎么能放他?"迦良那伽梨王子坚

决地说："要是父王不放波婆伽梨，我就不 进城!"勒那跋弥国王无奈，只好下令放出波婆伽

梨。 

波婆伽梨从监牢里出来，满面羞愧地来到迦艮那伽梨面前，哥哥抱着波婆伽梨安慰了他一

番。然后才进城回到王宫中。国王、王后、王公大臣及百姓们，看到迦良那伽梨王子对待仇

人这样宽宏大量，便齐声赞美他的心地善良，天上人间，从未听过如此奇特的事情。 

回到宫中迦良那伽梨王子对波婆伽梨仍然像过去一样亲热。过了一段时间，才问他宝珠的事

情-波婆伽梨说回来时埋在了路边的土中，王子派人去找，找来找去怎么 也找不到。迦良那

伽梨王子亲自带人去找，一到那个地方便看到了。王子把宝珠带回宫中，然后分赠给五百诸

下人每人一颗，自己只留下了那颗如意珠。 

迦良那伽梨王子拿着那颗如意珠说道："如果你真是如意珠，就让我父王母后坐的地方变成

七宝座，顶上有七宝大盖!"王子的话刚一说完，王宫里便出现了一座华 丽高贵的七宝座。王

子又对如意珠说："让父王及各国国王的仓库都装满东西!"说完，他拿着如意珠东南西北转了

一圈，所有的仓库，立刻都装满了。王子又传令 大臣们转告属下各国：七天以后， 

迦良那伽梨王子要让天降七宝雨。这消息不胫而走，时间不长便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七天之后，迦良那伽梨王子让人竖起一面大旗。把如意珠放在旗杆顶端，王子用香汤沐浴干

净身体，穿上新鲜洁净的衣服，手捧香炉，对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行礼， 口内说道："假若

你真是如意珠，就请从天上落下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王子话一说完，便从四面八方涌起

了云雾，接着，刮起风来，把地上所有的脏东西都卷 走了，风过后，又下了一阵雨。掩住

地上的尘土。风停雨住，天上飘落下来各种各样美味的食物，接着，又落下五谷，落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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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然后开始落财宝，满满地堆了一 地，老百姓齐声称颂王子的功德。 

迦良那伽梨王子见万民欢庆，便站出来说："你们都得到了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再也

不会为衣食所愁了，若是你们想要感恩，就应当时时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修行善

道。"百姓们感念王子恩德无量，便都真心约束自己，扬善抑恶，死后都转生天上。 

 

 

 

摘自《佛教经典－国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