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李元光

［提要］“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

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

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

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

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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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蕃前期的政教关系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最早的吐蕃，

“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寨，……各地小

邦王子及其家臣应世而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

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

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

势莫敌最为崇高。”［1］( P． 173) 所以，鹘提悉补野在部

落间的“相互剿灭”中胜出，成为雅隆河谷一带诸

部落之首领，据称其聂赤赞普是第一代藏王。
吐蕃前期的政教关系，可用“王辛同治”一词

来概括。它表达的是吐蕃政权与本教水乳交融的

关系。本教为西藏最早的本土宗教，据传它比释

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还要久远。一般认为吐蕃本教

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在象雄( 羊同) 本教传入吐

蕃之前，吐蕃就已有各种各样的原始本教，史称笃

本。如土观大师所述: 原始本教“只有下方作镇压

鬼怪，上方作供祀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事而

已，并未出现笨教见地方面的说法”; 中期本教即

伽本( 恰本) 是“支贡赞普王( 第八代藏王) 时，藏

地的笨徒还无法超荐凶煞。乃分别从克什米尔、
勃律、象雄等三地请来三位本徒来超荐凶煞。其

中一人行使除灾巫术，修火神法，骑于鼓上游行虚

空，开取秘藏，以鸟羽截铁，显示诸种法力。一人

以色线、神言、活血等作占卜，以决祸福休咎。一

人则善为死者除煞，镇压妖厉，精通各种超荐亡灵

之术。这三人未来藏以前，本教所持之见地如何，

还不能明白指出，此以后本教也有了关于见地方

面的言论。据说伽本乃溶混外道大自在天派而成

的。”后期本教即局本，又称居尔本，意为翻译本，

是佛教传入藏地后，本教徒“将一些佛典，改译成

为笨教的书”所成［2］( P． 194 － 195)。
( 一) 本教在维护王统方面的作用

学界认为，在各种史籍( 含藏文) 中，未发现在

赤松德赞前有佛教参与政治的记录，即使在赤都

松赞普铲除噶尔家族这样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

也不见佛教势力的介入。因此，从第一代藏王聂

赤赞普到吐蕃王朝赤松德赞设僧官以前，本教一

直是其“王家宗教”①，它在维护王统方面作用如

下:

1． 拥立赞普为王

据本教典籍记载，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本是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著名的班度五王子之一

的嘉僧，因遭到放逐，在藏地寻求避难，是“扎拉

赛、地神苯和十二智慧苯的其他苯教徒查验了他

的标记，用芳香水为之洗浴，并立他为王，取名为

聂赤赞普。”［3］( P． 345)《雍仲本教史》也根据《象玛救

护种姓母》记载了本教徒拥立聂赤赞普为王的这

一过程。［4］( P． 59 － 60) 在藏传佛教典籍《布顿佛教史》
中重复这一故事: 当王子“来到赞塘果玉地方，被

当地本教徒看见，说他沿着天索和天梯而来，是位

天神，后问他是谁? 回说是赞普; 再问他从哪里

来，他手指天空，彼此不通语言。于是众人将他置



于木座，四人用肩扛抬，让他做‘我等之君长’，尊

为聂赤赞普，是为藏地最初之王。”［5］( P． 192 － 193)《西

藏王臣记》也讲聂赤赞普下凡时，正好碰上放牧的

十二个本教徒，认为此人是神子下凡，来作藏地之

主，“遂以肩为座，迎之以归，因此遂称为‘聂赤赞

普’，此与《青史》中所说的赤·赞普·沃德，同为

一事。”［6］( P． 9 － 10) 此说还可参见《汉藏史集》等藏传

佛教文献。上述说法虽掺有神话不足为信，但连

竞争对手藏传佛教典籍也认可本教徒拥立藏王，

却是不争的“史实”。
2． 证王权神授

在早期本教信仰中，对天神的信仰是其重要

内容。吐蕃赞普们必须借助本教“神子”之说，赋

予政权以神性从而获得民众认可的“合法性”。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 “降世天神之上，天

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顿祉共七位，墀顿

祉之子即岱·聂墀赞普来作雅砻大地之主，降临

雅砻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1］( P． 174) 据《本教

史料汇编》中《扎巴林扎》记载，象雄王国时期，在吐

蕃没有国王，也没有诸侯，但有辛饶的宗教传播，以

辛南喀囊瓦多坚为上。最初的神散吉珍玛坚对斯

巴桑波说，现人类无王，动物无助，请转一位王子。
于是，父桑波同母曲坚按照人类的风俗居住在一

起，生下九子九女。后又经过九子九女一代又一代

的神奇繁衍，直到聂赤赞普的诞生。［7］( P． 148 － 152) 本教

试图说自己是吐蕃政权的缔造者，从而证明王权

与本教不可分离，藏传佛教史籍也大多附和这一

说法。
3． 保盟誓

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直至整个吐蕃王朝时

期，其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权的性质没有发生

根本性的改变。“盟约”成为联盟政体维系王室与

各部落( 邦) 政治、经济及军事同盟的核心纽带，因

此赞普不得不同各个奴隶主家族( 帮主) 不断订立

和确认盟约，是典型的“盟存政立，盟去政废”的政

权。靠什么来担保盟约得到各部落的严格遵守

呢? 盟约的“见证人”是不大靠得住的。而当盟誓

由本教巫师主持并按本教仪轨进行，本教为盟约

保驾护航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这时的盟约不但

有人作证更有神作证，而神作证比人作证既多了一

份神圣不可亵渎的崇高，更有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神

力加持。《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其臣岁

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 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

人②、马、牛、闾( 驴) 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

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此牲。’”［8］( P． 178)《敦煌本

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记年》( PT188) ，记载了

从狗年( 公元 650 年) 起的 120 年间，每一年发生

的重大事件。虽然每年记录的文字只有寥寥一二

百字，“盟誓会议”总是充斥其间，足以说明“盟

誓”对政权的重要性。
4． 问社稷

吐蕃时期，上至征伐大事，中至事业成败、下

至生产生活，无不问询于本教巫师。“邦色苏孜与

当聂闷忠心耿耿于赞普驾前，卜问: 如向李迷聂征

讨，能否获胜? 得此卦辞: 以后，属地将扩增一倍，

途中遇大财运，大吉。卜问个人、亲属生命安危，

问敌人是否来犯，均吉。”［9］( P． 78) 这是在决定“征讨

羊同”之前的一次卜问。吐蕃正是通过这次卜问，

举兵将其消灭。
“邦色苏孜问社稷二十次皆为‘则木巴约档’

( 一种卦象) 吉。三代人与国王、社稷、兴旺; 其后，

社稷衰败。或，人神不悦，引来魔怪、妖精、瘟疫、
厉鬼等。国王与尚论生命危险，凶。”［9］( P． 80) 主持

这次卜问是当时的大相邦色苏孜，从卜问的内容

看主要是社稷兴衰与赞普个人的安危。
仅列上述两例说明，本教在政治军事决策以

及辅佐王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土观宗派源

流》“考诸王统记，仅说‘从聂赤赞普至赤吉脱赞之

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2］( P． 194) 另

据《西藏王臣记》:“王族世系共有二十七代。其在

位时，咸以苯、仲、德乌三法治理王政。”［6］( P． 11) 另

据本教经典《斯巴续部目录》记载: “赤德祖赞以

前，王政由雍仲本教辅佐。”［4］( P． 99)

5． 御民之术

《贤者喜宴》这样描述所谓“获财”③四种“因

本”的社会作用:“囊辛本教之裴兑坚，它是为了祈

福，求得人财两旺。垂辛本教之裴村坚，它是为了

施舍送鬼用品，克服违缘。恰辛本教之久梯坚，它

是为了指明善恶、阐述诸漏神通。图辛本教之村

哈坚，它是为了卜算人之生死。”［10］( P． 10)《西藏王

统记》指 出: “当 时 王 政 以 仲、得 乌 作 为 御 民 之

术。”［11］( P． 35) 由此可见，当时的本教操纵着普通众

生的生活，大到生死福祸、祭神驱鬼，小到是非诤

讼以及求医问药等方方面面。本教还将个人的际

遇、人间的福祸归结为神鬼的旨意，为统治者制造

的人间的苦难推卸责任，同时要求民众不得违反

“天神”的旨意，否则将遭到瘟疫、洪水、雷击、冰雹

等灾害的惩罚。
( 二) 本教对政权的负面影响

本教对维系政权是一柄双刃剑。由于本教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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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象雄国，经师阶层均出自此国，而起源于雅隆

河谷的悉补野家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

征服象雄前只是它的邻国，吐蕃赞普们得时时提

防这些“外人”，因为经师阶层与比吐蕃新政权更

强大的象雄王国的利益休戚相关。
1． 本教成为臣属挑战王权的工具

在“王辛同治”的政治格局中，本教以吐蕃政

权缔造者身份分享王权。《藏族雍仲本教史妙语

宝库》引《本续日灯》中的记载: “所谓‘天赤七

王’，每一国王有守护‘本辛’各一人，本、辛有很大

权势。”［4］( P． 80) 传统上由本教经师用象雄语给赞普

起名也说明这一点。《雍仲本教史》记载了本教与

王权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是在“第八代藏王子贡赞

普时，形成了‘赞普王权大、大臣议事( 权力) 大、辛
本教能力大’的政治局面，于是有大臣对子贡赞普

说:‘现赞普陛下与诸辛本教师长相等，所有属民

已被辛本教所收拢，因此，他们对诸辛本教大师的

崇敬已大于赞普，如果现在对诸辛本教不采取贬

低措施，那么到( 赞普) 儿子之时，肯定将被本教所

夺( 按: 指权力) 。’因此子贡赞普决心灭本教，本教

因此衰败。子贡赞普也因此心受妖魔蛊惑，遂邀

洛昂达孜比武。”［10］( P． 21) 洛昂达孜十分恐惧，当晚

梦到本教护法化身授予巫术，从而打败子贡赞普，

篡夺王位。［4］( P． 94)

即便经过“法王”赤松德赞几十年大力抑本兴

佛，在他离世尸骨未寒时，本教势力即卷土重来，反对

他的丧葬超荐用佛教仪轨，“欲为举行苯教丧葬”。
牟尼赞普只好召集佛本两派论议。年幼的牟尼赞普

虽高居中堂，但他左边是崇本的大臣，右边是本教大

师，“未见为众僧设有合适的席座”［12］( P． 27) ，显然实权

已落入本教势力之手。这也表明哪怕是赤松德赞

时期，也不能高估佛教在吐蕃的影响力，它大抵只

能称得上是“王家宗教”。走出皇室，影响操控吐

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还是本教。所以在这

次辩论中首席崇本大臣钦·赞协列斯才有底气放

话: 若要选择佛教，“从此国政大事有请佛僧做主，

国王服侍有劳佛僧操劳，保边守土之责有请佛僧

担当。”［12］( P． 30) 在吐蕃历次权力的争夺中，本教的

拥趸者清楚，他们的权力来自本教对政权的制约，

失去了本教，也就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2． 本教的山头政治

据本教《光荣经》讲: “古代，在人类即将降生

那一界之初，祈祷三狮战神分别降生。第一位降

生在一座金山上，山右侧有一条翠绿色峡谷。第

二位降生在一座螺壳白色山上，山左侧有一条蓝

灰色峡谷。第三位降生在一块石水晶附近的光湖

里。它们衍生出人类，因此，每个氏族都化现出一

位战神，每位战神都有一支神兵大军，每支神兵大

军都有 一 位 保 护 者，每 位 保 护 者 都 有 一 位 护 法

神。”［3］( P． 105 － 106) 虽然吐蕃前期，大众都信奉本教，

但本教的核心观念是泛神论与多神论，信仰天地

日月山水等自然之神。不同的神灵驻留于不同的

山山水水，受到不同群体的朝拜。各地由于共同

信仰一山或一水之神而形成一个个分散的社会集

团( 部落) ，造成社会的分裂，形成“山头政治”不

利于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
即使在吐蕃强盛时期，当松赞干布年幼继位

之时，吐蕃仍发生过盟友的叛乱。据《敦煌本吐蕃

历史文书》记载:“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

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 羊同) ，牦牛苏毗、
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囊日伦

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王子松赞幼年亲政，对进

毒为首者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其后，

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1］( P． 165) 又如琼保·邦

色苏孜这样对吐蕃王朝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大

臣也是晚节不保。他曾“割藏蕃小王马尔门之首

级以藏蕃两万户来献，( 其土地民户) 均入于赞普

掌握之中。”［13］( P． 142) 但晚年因设计暗害赞普事情

败露，“琼保·邦色乃自刎毕命。”［1］( P． 165) 还连累

其子昂日琼只好割下老父首级，向松赞干布自首，

请求赞普不灭其家族，得到赞普赦免。
由于吐蕃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权是靠盟约

维系的，而本教的多神崇拜所带来的“山头政治”
一直影响吐蕃政权。分析吐蕃王朝崩溃后，整个

西藏社会分裂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山头政治”
的宗教因素不可忽略。即使到了公元 20 世纪上

半叶，更敦群培仍在讲:“每翻一座山，就有一种不

同的宗教，数千位智愚不等的人，哄起而信从，人

们各自宣称‘唯有此派，真实不欺’，对如此之自我

标榜，同宗派的人听后，将会欢愉喝彩，而他宗人

听后，将会嗤之以鼻。”［14］( P． 20)

3． 本教的非理性因素

早期本教总体来讲是一种非系统化、理性化

的宗教，其“占卜”“招魂”“超荐”“驱鬼”“禳灾”
“牲祭”“断讼”“处罚”“诅咒”“法术”等充斥着各

种非理性因素。仅就“牲祭”来说既即不理性也不

文明，且对经济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据《空行益西

措杰传》( 拉萨旧木刻版) 记载，本教每年秋天要举

行“鹿角祭”，将许多公鹿一起杀死，取血肉献祭;

冬天要举行“本教神祭”，将牦牛、绵羊、山羊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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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各三千头杀死，同时将上述牲口的各一千头母

畜活活肢解，用以祭神; 春天还有“本教祖师祭”，

用粮食和树木进行所谓的“烧烟”祭; 世人遭遇病

患时要献祭赎命，视其经济状况从杀公畜母畜各

一头至三千头不等; 当人身故后为制服鬼神，也要

举行上述杀牲祭祀。这也成了佛教徒一再攻击的

把柄，“辛苯教徒，滥杀畜牧诸如牛、羊、马等无数，

‘直珍’和‘觉米’等以火焰来多次举行‘祭鬼’，

‘苯甲堆’等仪式，前恶未尽又添新罪，执迷于错乱

之教。”［12］( P． 29) 对一个新兴向荣的新政权———吐蕃

王朝来讲，必然寻求更先进的文明取而代之，故当

代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认为:“由于看到大

规模杀牲祭祀对吐蕃畜牲业造成严重损害，松赞

干布才下令禁止本教。”［15］( P． 6)

二、松赞干布开启的“法治文明”
公元 629 年，松赞干布继位后凭借武力统一全

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在他之前，经过三十多位赞

普的经营，吐蕃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当

时已“制造升、斗及秤，以量谷物及酥油，此外，还出

现了双方按照意愿进行交易的商业”“自汉地取得

历算及医药”［10］( P． 14 － 15) 等等。因此，东嘎·洛桑赤

列认为:“松赞干布时期藏族社会基本上是奴隶制，

但也产生了封建经济关系的萌芽。”［15］( P． 10) 随着王

朝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王辛同

治”以及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的政治体制难以适

应新政权的需要。为排除本教对政权的负面影

响，限制本教对政权的过度干预; 更为了将原来落

后的部落联盟政权改造为更加高效也更加集权的

政体，吐蕃王朝吸收借鉴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治理

模式和先进文化，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和文化创

新，其中政教关系是其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纵

观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其宗教政策与制度的调整

改革无不充满政治算计，为改变吐蕃早期形成的

本教对政权的钳制，从松赞干布开始，引进法治削

弱本教对政治及社会事务的全面干预; 引进佛教

削弱本教一尊独大的地位; 引进外来文化削弱本

教的文化霸权。
首先，制定“六奎”④ : ( 1) “将吐蕃划作五大如

( 军政区) ; ( 2) 划分 18 个地区势力范围; ( 3) 划分

61 个‘桂东岱’( 军事千户部落) ; ( 4) 将‘雍之人部’
划分为‘更’及‘扬更’; ( 5) 由三尚一论掌管中央集

会会址; ( 6) 三勇部卫戍边地哨卡。”［10］( P． 31)

其次、在松赞干布前的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

政权中，并未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统一的

文官层级治理体系。因此，松赞干布在划分设置

“六奎”的同时，设置吐蕃奎本、香雄奎本、苏毗奎

本等加以管理。“六奎”及“奎本”的设立，使治权

从中央一直延续至基层的“哨卡”。他设“五如”
时设“如本”，设“六十一个‘桂东岱’”时设“东

本”，在东岱之下又设“将头”。“奎本”“如本”“东

本”为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最高军政指挥官，由各部

落首领或贵族担纲，他将军事组织与氏族部落组

织合二为一。这种军政体制，不仅强化了中央的

集权，政( 军) 令畅通，而且使吐蕃“全民皆兵”，在

日后的征战中所向披靡，使唐王朝吃尽了苦头。
松赞干布还借鉴唐朝的典章，把部落联盟与

文官制度结合起来［16］( P． 152) ，试图把占据领导地位

的悉补野部落首领与其他被领导的部落首领之间

的原始部落结盟关系，变成一种带有封建专制性

质的臣属关系，在王朝中央建立起庞大的“内外中

三大臣”官僚体系，将过去“盟主”与“盟臣”关系

转变为“君主”与“大臣”关系。同时改革最高决

策的“盟约会议”，常设“尚论”于“小会议室”，使

政权的运作方便高效。随着王权的强化，赞普已

掌握了对臣下及诸豪门部落首领的生杀予夺大

权，建立起以赞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治理体系。
第三，制订法律典章制度。《贤者喜宴》记载

了松赞干布制定法律的初衷: “往昔，因无法律以

致众小邦离散。况且，若无法律则犯罪猖獗，我之

众属民 亦 将 沦 于 苦 难 之 中，故 此，应 当 制 定 法

律。”［10］( P． 31) 于是“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法律及

事业之楷模。”［10］( P． 30) 可见向周边民族借鉴并制定

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分裂，维护政权的统一性

和权威性。据该文献记载，当时颁布的《六种大

法》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其制定的法

律中有明显限制打击本教势力的内容: 一是位于

《六种大法》之首的《以万当十万之法》规定“九大

论”决断内政、外务; 又在《王朝准则之法》中规定

王朝事务可行与不可行，以及克敌制胜等均由法

律决定; 加上《六种大法》之《扼要决断之法》和

《权威判决之总法》明确规定了各种违法行为的处

理结果以及处理程序。这就大大限制了本教过去

决定军政大事“问社稷”以及“决讼”的作用。二

是在“六种告身”即玉、金、颇罗弥( 合金) 、银、铜、
铁中，本教徒仅获“小银文字告身”，与王臣身边的

管理人员及边境哨卡地位相当。三是在律条中规

定:“为后世利益而推行佛教，对显贵有缘者 ( 所

讲) 之佛教，则不讲授给无缘之贱民。”［10］( P． 52)“显

贵褒以佛法，贱民贬为纺织工及本教徒。”［10］( P． 51)

再加上松赞干布迎娶两位信佛的公主，以及翻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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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建寺庙等情况来看，他有意引进佛教，将佛教

作为上等人的荣誉标志，规定“佛贵本贱”，以此羞

辱和打击本教徒，因此本教文献认定这是吐蕃历史

上“第二次灭本”⑤。我们认为抑本是可能的，但“灭

本”是说不上的。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松赞干布主

要不是用“兴佛”来“灭( 抑) 本”，而是用“法治”手

段限制本教势力对王权和社会的干预控制。
第四，松赞干布大力推动文化事业。法典的

颁布离不开文字，“然为顺应浅慧众生之心机，正

确执行政教法令，治理王政，王心思维，文字乃众

德之本。”［6］( P． 15) 于是派出吞米桑布扎前往印度学习

并创制文字。同时“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了工艺与

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10］( P． 30)，“仍

遣豪酋子弟，请入国以习《诗》、《书》。又请中国

识文之人典其表疏。”［8］( P． 10)“教民习书，马饰文

彩，创兴礼仪。”［11］( P． 47)

松赞干布法治文明建设的功绩，《敦煌本吐蕃

历史文书》赞颂道:“黔首民庶高下尊卑不逾不越，

轻摇薄赋，安居乐业。”“吐蕃古昔并无文字，乃于

此王之时出现也。吐蕃典籍律例诏册，论、相品级

官阶，权势大小，职位高低，为善者予以奖赏，作恶

者予以惩治; 农田耦耕一天之亩数; 牧场一件皮褐

所需之皮张数; 笼区长度均作统一划定，乃至升、
合、斤等一切量度，举凡吐蕃之一切纯良风俗，贤

明政事，均为此墀松赞王者之时出现也。一切民

庶感此王之恩德，乃上尊号‘松赞干布’。”［1］( P． 169)

总之，松赞干布时期政权的统一、政治体制的

改革、典章制度的建构、先进文明的学习借鉴，一

方面限制了本教的权力，原来由本教巫师执掌的

“卜问”“决讼”等处理军政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交

给了法律与制度。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吐蕃社会

的文明与进步，从一系列敦煌吐蕃的法制文书及

诉状来看，民众之间的纠纷可以靠法律来解决，而

不是凭势力大小与巧取豪夺。特别是其中多次提

到的用“命价赔偿法”代替习惯上“血亲复仇”更

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
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

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 P． 585) 所

以，松赞干布对社会的“法治”及“封建专制”改造

虽然强化了赞普的集权，终因经济基础所决定，仍

然是一奴隶制部落军事联盟政权。正如东嘎·洛

桑赤列所说，至多是“产生了封建经济关系的萌

芽。”［15］( P． 9)

三、兴佛抑本的宗教政策

公元 8 世纪初，赤德祖赞上任后为加强中央

集权，高举佛教的大旗，进一步削弱本教对王权的

干预。佛教与本教相比在政权治理方面有如下优

点:

第一，佛教全盘接受本教关于赞普是“天神之

子”的观点，同样维护王权的“神性”法理基础。由

吐蕃最早的僧官韦·赛囊写就的《韦协》一书，同

样用“天神之子”称呼赞普。在关于赤松德赞的葬

礼是用本教还是佛教仪轨的辩论大会上，当时著

名的佛教大译师毗卢遮那虽然历数本教导致象雄

等国“国政衰亡”，但他称颂赞普是“寂护之世系，

三怙主之化身、大慈悲 之 主、黎 民 之 王、神 之 子

嗣”。“此处把‘寂护之世系，三怙主之化身、大慈

悲之主’的佛教说法和‘黎民之王、神之子嗣’等苯

教的称呼糅合一起，可谓用心良苦。”［12］( P． 133) 更不

用说后期佛典在追述吐蕃历史时皆沿用本教“天

神之子”说法。所谓“用心良苦”说白了，佛教一方

面继承本教神化王权之说，另一方面一来到藏地

即封松赞干布为“圣观世音的化身”［12］( P． 3) ，将“法

王”“转轮王”的名号赠予最高统治者，使其王冠上

增加一道佛的光环。“神圣”叠加“慈悲”，“替天

行道”加上“诸善奉行”，双管齐下，共同“见证”着

政权的崇高与伟大。第二，佛教教义、教理系统成

熟，理性化程度高，有利于克服本教非理性因素对

政权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三，佛教的“苦”
“空”“轮回”教义，让民众安于现状，将幸福寄托在

来世; 其“诸恶莫作”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
第四，佛教作为新兴外来宗教同吐蕃传统部族势力

没有瓜葛，易于赞普掌控。第五，佛教代表的是适

应吐蕃社会发展潮流的进步文化，用东嘎·洛桑赤

列话说:“正是由于佛教内容与当时藏族社会的经

济关系是相适应的，所以松赞干布才能信奉和发展

佛教。”［15］( P． 11)

最后，高扬佛教还有另一层原因，在松赞干布

时“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香雄

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

治了半个世界”，基本完成了吐蕃王朝的版图扩

张。在统治者看来，接下来所进行的扩张战争不

仅破坏了同周边的和睦，同时壮大了各地贵族奴

隶主势力，他们凭借在战争中的贡献及日益壮大

的实力，常常拥兵自重，甚至“欺凌”赞普，噶尔家

族就是典型代表。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即赞普王室“主和”，贵族大臣们“主战”。而佛教

所倡导的“息战弥争”和平思想正是王室对付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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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的有力武器。所以，赤德祖赞继位后，一方面

提高佛教在政治上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同周边缔

结和平，这成为赞普王室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

大臣权力的两大法宝。据历史资料记载，从赤德

祖赞继位的公元 705 年算起，至赤热巴坚时的公

元 821( 唐穆宗长庆元年) 的 116 年间，吐蕃同唐朝

共订 10 次盟约。在这些和盟中，反复提到“舅甥

一家”“社稷如一”，其背靠实力强大的唐王朝，压

制内部大臣及地方势力的意图明显。
( 一) 提高佛教在王朝中的地位

从现有史料来看，尽管佛教在松赞干布时已

从汉印等地传入吐蕃，但真正由赞普大力弘扬始

于赤德祖赞时期，据敦煌藏文写卷《于阗教法史》
记载:“公主 ( 金城) 在吐蕃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寺

庙，给寺庙献上土地与奴隶、牲畜。全体比丘来到

这里，生活均由公主供养，吐蕃之地大乘教法更加

宏扬光大，十二年间，比丘和俗人大都信教，生活

幸福。”［18］《汉藏史集》等对此也有记载: 在于阗由

于政治动乱发生了排佛事件，不少佛教信徒被迫

流亡外地，有一部分进入吐蕃，金城公主知道后，

向赞普建议收容这些佛教徒。这段史实需要特别

注意两点: 一将土地、奴隶、牲畜赐予寺庙; 二比丘

生活由政府供给。［19］( P． 52) 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为

后来赤松德赞大规模施行这一制度开了先河。赤

德祖赞还先后三次派出使者到印度和汉地专门求

取佛法，相比松赞干布是应公主要求派人求法不

同，这是赞普本人的主张与行为，表明发展与推崇

佛教是出于政权建设需要，是政府行为。
赤德祖赞的崇佛遭到了本教大臣抵抗，据史

载赤德祖赞去世后，“王子随即执政，但尚未成年，

因此，舅臣玛祥仲巴杰说道:‘王之寿短，乃系推行

佛法之故，遂不吉祥。所谓后世可获转生，此乃妄

语。消除此时之灾，当以本教行之。谁推行佛法，

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并制定小法( 专门惩治佛

教) 。”［10］( P． 122) 当时的信佛大臣被定罪流放; 来自

汉印等地的和尚遭驱逐; 安放在小昭寺的释迦牟

尼像历尽磨难，通过多方谋划和努力，才在“搬不

动”的理由掩护下得以埋入地下; 连桑希从汉地请

来佛典 也 只 能“埋 藏 秦 浦 的 荒 山 缝 隙 之 中”;

韦·赛囊 ( 益西汪波) 好不容易从菩提萨埵 ( 静

命) 处请来的真经也无用武之地，慑于玛祥之“小

法律”，只好“到地方上隐藏起来”，佛教发展一时

陷入低谷。赤松德赞成年后，召集崇佛大臣设计

将反佛大臣玛祥活活关进坟墓，才使这场法难得

以终结。

( 二) 佛教代替本教成为王家宗教

我们看到佛教在吐蕃传播与兴盛的一大特点

是“至上而下”，由王室及贵族首先信奉并加以推

广。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作为“王家宗教”而存

在的。雅克·巴科在《吐蕃王朝政治史》中认为:

“赞普是第一位皈依佛教的人，佛教是从王位上开

始传播，……它不象在印度那样是自我传播的，而

是在政权的压力下扩展的。”［20］( P． 28 － 29) 上文提到

赤松德赞剪除玛祥执掌实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兴

佛抑本”措施:

首先是令桑希取回从唐朝求得的一千部佛

经，随后又令桑希会同“汉人梅果、天竺阿年达等

精通汉语者加以翻译”。同时，赤松德赞在建中初

年就开始向唐朝启请汉僧入藏，据《册府元龟》卷

九八零记载: “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

僧良诱、文素一行，二岁一更之。”其次是迎请静命

大堪布赴藏宣讲佛法，并按静命要求派人请来密

宗大师莲花生。第三“于大臣和属民中选聪明利

根子弟七人，使从菩提萨埵( 静命) 出家。”［11］( P． 121)

吐蕃首次有了本土的出家人———“七觉士”。第四

修建桑耶寺。第五制定佛教法律，建立兴佛盟誓

碑。从此挑战佛教就是挑战法律，且违背誓言，给

佛教上了“双保险”。第六成立佛教组织，任命僧

官。第七制定“三户养僧制”，提高僧人的政治地

位。从此佛教寺院开始有了自己的奴隶和经济基

础，标志着佛教僧伽组织由原来依附政权的非独

立的社会阶层，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属民和土地

的新兴的奴隶主阶级。第八规定“佛法之会议室”
地位高于“大尚论之会议室”，实质上从此开始“佛

法之会议室”成为吐蕃王朝最高决策机构。第九

主持“渐顿之争”，平息佛教内部争议。第十在宫

中设立供奉三宝的道场。将佛教道场设于宫内，

将宗教溶入政权。此后佛教经过 800 多年发展，

当教权高于政权时，我们又看到了相反的路径，将

政权溶入宗教，即在五世达赖喇嘛期间，将政权机

构设于甘丹颇章( 哲蚌寺内的一幢别墅) ，建立“甘

丹颇章政权”。第十一大兴密教，继莲花生之后，

一批著名的印度密宗大师也先后来到西藏，如法

称、净友、觉密等。简明方便又快速成佛的密法，

一传入藏地便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很快扎根西藏，

即使后来发生了严酷的“朗达玛灭佛”，也由于密

宗自身简明快速的特点使它能迅速转入地下，为

后弘期佛教的复兴留下了“星星之火”。第十二推

进佛教大众化，赞普“为使全体属民归依佛教及必

须奉行佛法，遂决定在中心卫地及边地均委派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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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师。并令所有尚论之子孙及王妃每人均持书夹

学习佛法。”［10］( P． 229) 推动佛教的大众化发展，展现

了赞普兴佛抑本“以佛治国”决心。
赤松德赞大力振兴佛教，限制本教，被本教徒

说成是“第三次法难”⑥，并认为这次法难是比前两

次更为严重的“灭本”，一些藏传佛教文献也附和这

一说法。前者打“悲情牌”，后者突显“法王”赞普将

佛法定为一尊，使本教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是

“灭本兴佛”还是“抑本兴佛”，虽一字之差但失之千

里，它涉及吐蕃王朝政教关系，有澄清之必要。
关于当时的“佛本之争”，本教典籍《囊协幻

钥》记载:“国王( 赤松德赞) 召集群臣说: ‘我要从

印度迎请佛法作我的皈依处。’对此，郭赤桑亚拉

说:‘年轻的神子，尊敬的国王，在祖辈国王中，止

贡赞普因灭本法而夭折，年仅三十六时被臣民罗

昂达色所杀; 松赞干布灭本而折寿，三十六岁时去

世，且佛庙为雷击，请吸取祖辈教训。’”［4］( P． 103) 据

本教《斯巴续部目录》讲，赤松德赞不为所动，“于

是召集了很多本佛教徒，在山口搭起五彩的布帐

篷，在札玛真桑宫殿中，让佛本一较高下。……开

始比试神变法力。……比试的结果虽然在许多

经、教言中都说本胜于佛”，但王却判佛教胜。“本

教徒不服输，但一是国王因夙愿作用而喜欢奉行

佛法; 二是喜佛之臣在本教和国王之间挑拨; 三是

由于众生福气小，且多有恶行; 四是吐蕃的众生没

成为教法精髓雍仲本教的所化等原因，于是本教

又一次被灭”。［4］( P． 103 － 104) 而藏传佛教最早的典籍

《韦协》也记载了这次佛本之争: “双方不斗法术，

只论教理。佛法教义显得贤善而广博、精湛而深

奥，而苯布词穷理屈，……于是( 赞普) 下谕旨，自

始不准奉行苯布，不得以杀害众多牛马及动物作

殉葬品。”［12］( P． 15) 上述两派文献记载表明: 由于本

教擅长法术仪轨，而佛教长于教义教理，所以本教

典籍认为比的“神变法力”且“本胜于佛”，而佛教

典籍则认为“只论教理”且“苯布词穷理屈”。尽

管双方对事件描述有差别，但都一致肯定最终结

果是赤松德赞“灭本兴佛”。
我们认为提“灭本”有夸大之嫌，佛本之争实

质是吐蕃王室与臣属的权力之争，说到底是政治

( 政权治理) 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吐蕃王室一方，

高举佛教大旗，利用佛教在教义教理上的优势，打

击本教势力，维护王权独尊的地位。而本教大臣

一方，则利用佛教立足未稳，本教在民众中具有较

高威信，加上本教同吐蕃政权在传统上剪不断、理
还乱的深度融合关系，运用本教教义与巫术将一

切天灾人祸算在佛教的头上，试图复辟“王辛同

治”的政治格局。所以，王室“抑本兴佛”并不是出

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由此我们

看到一奇怪现象，在赤松德赞及其后的历次“兴佛

盟誓”中既掺杂了本教的思想更吸收了本教的仪

式。记录“兴佛盟誓”的桑耶寺碑文及噶琼寺碑文

都有“祈请一切出世天神、世间天神及非人作证”
等话，桑耶寺碑文还加一句“赞普父子及所有小王

及臣工赌咒盟誓”。［10］( P． 186) 从形式上看，“赌咒盟

誓”显然是本教而非佛教的形式，请神作证也只能

本教的思想而非佛教思想。同样在桑耶寺兴佛盟

誓碑中，我们看到了另一奇怪现象，就是反佛大臣

达扎路恭的签名。他在佛本之争中，先是站在本

教一方公开反对佛教，但当赞普决意兴佛，本教失

势之后，他转变态度，并在《兴佛诏书 ( 誓词) 》上

签字。赞普并没有因为他当初的反佛而将其剪

除，反而因其检举揭发逆臣谋反及征战有功而加

以重用，还为其树碑立传。这充分表明，在宗教纷

争中，宗教派别只是一个标签，支持或反对哪一派

与宗教信仰无关，而是与这些派别背后所代表的

政治势力及利益相关。宗教不过是他们争权夺利

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政治斗争也是西藏旧

政权的一贯手法。
再看之后牟尼赞普开创的“四大法会贡”⑦，本

意是要解决佛教寺院的供给问题，但采用的方式却

是本教传统的祭祀形式，不过因佛教不杀生，担心

民众依本教祭祀习惯献上牲畜，才特别明文规定

“除牛羊之外的金银财宝和生活资料”［11］( P． 132)。但

事实上“官方一直保持着牲祭习俗直到吐蕃王朝

崩溃之时，在 821 － 822 年赤祖德赞在位时，为纪

念与唐朝和盟而竖立的石碑上写道，宰杀牲畜使

盟约更显庄严”［3］( P． 312)。这在汉文史料中也得到

印证，762 年当吐蕃与唐朝在长安订立和盟时，唐

王朝以为吐蕃信佛，因此专门将和盟地点安排在

向佛寺，但吐蕃“使者云: 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

之，无向佛寺之事。”［8］( P． 63) 要求改在专门接见外

交使节的宫庭内进行。
综上所述，由于本教在维护吐蕃王权上有前

述五大功能，赞普也不可能真正“灭本”，因为消灭

本教就会连带消灭自己执政法理基础 ( 君权神

授) ，相反他还要利用本教的思想及仪轨为自己的

统治服务，所以至多是“抑本”，也就是要消除前述

本教对政权的负面影响。
( 三) 佛教难挡政权的争夺与衰败

赤松德赞逝世后，经历了牟尼、赤德松赞、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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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德赞三位赞普，他们继续推行“抑本兴佛”的政

策，将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推向极端。
牟尼赞普虽在位不到两年，但其“大宏佛教，

对诸受供大师及与出家沙门，恭敬承侍，供其资

养，奉如顶冠。”［11］( P． 132) 他推出兴佛新政:“在逻娑

( 大昭寺) 及昌珠寺院建立了毗奈耶律和法供，在

桑耶寺建立了经藏和现证菩提供，”即“四大 ( 法

会) 供”。同时发布诏谕: “汝等所有属民，于我先

父之诸寺庙，除牛马兵器外，皆当以金银、财帛、珠
宝、玉石、所有何宝，尽力为供。”［11］( P． 132)

当他看到有属民连一件像样的衣物都贡献不

起，“仅以破袍碎布为供者”时，竟然指责其“信心

太浅”，当属民回应已倾其所有“无以为供”时，他

又感叹: “同为我之治下臣民，不 应 贫 富 如 此 悬

殊。”据称他曾三次均贫富，但贫富差别很快又与

先前一样。在当时的制度等条件下，以及短暂的

两年执政期间竟能搞三次均贫富，连法主·索南

扎巴也怀疑“何暇三次均分食粮牲畜?”［6］( P． 46) 但

当时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以及普通属民的赤贫状

况却是毋庸质疑的。究其原因，赤松德赞放弃其

先祖的睦邻友好政策四面出击，东攻唐朝、西战突

厥、南侵南诏，甚至谋划“并瞻洲( 地球) 三分有二

之地”［6］( P． 45 － 46) ，这些穷兵黩武的征战已严重消耗

了自己，加上从赤德祖赞以来近百年的崇佛，修建

了大量寺庙，供养了大批不事生产的僧人，也使府

库亏空。到公元 798 年赤德松赞即位时，“桑耶寺

僧侣供食中断，只有说话的气力，寺院的仓库被

毁，寺院的墙基处积满了鼠粪，所有僧舍的房门均

被贼盗走”［10］( P． 243) ，呈一派破败景象。这充分说

明，当吐蕃王朝内斗时需要佛教作为工具，排挤异

己的政治势力，而当政权巩固后开始向外扩张，试

图完成“帝国”梦想时，作为“息战弥争”的佛教早

已被抛在脑后，什么由“上级官府贡献”“三户养僧

制”“兴佛盟誓”等等全都不再发挥作用。于是当

牟尼赞普要再次兴佛时不得出新招，搞起了“四大

( 法会) 供”。定期举行三藏供养法会的举措也开西

藏佛 教 史 先 河，“其 经 藏 供 规，相 沿 至 今 未

替”［6］( P． 45)。这一制度明显将供养义务扩展到了王

朝的所有人，只是在当时两极分化严重，民众挣扎

在生死线上，没有任何财物供施，所以并没有发挥

多大作用。真正恢复桑耶寺供给的是赤德松赞执

政后，桑希的女儿等显贵们，［10］( P． 243 － 244) 但“四大

( 法会) 供”却成为后来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赤德松赞继位后，在政教治理方面的贡献表

现在继承先辈做法，采用兴佛盟誓诏书的形式，确

认佛教的至尊地位。这次参与盟誓签名的人数几

乎翻了一倍，创新之处有［10］( P． 245) : ( 1) 规定赞普子

孙从幼年起直至掌政止，均需从比丘中为其委任

善知识，使之学习佛法。本条意义在于试图将未

来的赞普培养成宗教领袖，为集政权与教权于一

身，实施“政教合一”作准备，对后世影响尤大。
( 2) 规定僧侣不得被给予他人为奴，不得强行征

税，不得被彼等列入俗人范畴而予以诉讼。授予

僧人法外特权对佛教发展是利是弊值得商榷，虽

然佛教有自己一套约束信徒的宗规戒律戒规，但

它的着眼点及规范的毕竟是宗教这个小社会 ( 团

体) ，而僧人除了生活于这个小社会，还要活动于

大社会，当他们不受世俗社会法律制约时，个别人

就有可能为所欲为，后弘期藏传佛教的乱象是否

与此相关值得探究。( 3 ) 规定此后凡新立之王妃

抑或新委任之政务大臣等等，均应参加盟誓。有

学者认为王妃参与盟誓表明提高王妃在政治上的

地位。但我们认为，与其说是提高不如说是确认

王妃在政治上的地位。因为尽管松赞干布时制定

的法律就规定“女不参政”［10］( P． 36) ，但外戚大臣篡

权的现实，曾迫使母后赤玛伦联手赤都松赞普合

谋剪除噶尔家族并主政于内［21］( P． 4 － 5)。其后，赤松

德赞生母之争及谋害王子等重大政治事件，王妃

都充当过主角。因为王妃背后代表的是舅氏家族

势力，因此，不能把吐蕃时期联姻制下的王妃仅仅

看着是“棋子”，她们有时也会充当“棋手”。要求

王妃必须参与兴佛盟誓表面上是“提高政治地

位”，实则是要求她们不得有异心，不得参与反佛

活动，是对其行为限制。同时，佛教自松赞干布时

传入吐蕃，其间几起几落，在吐蕃发展的阻力主要

来自王朝内部的反佛势力，因此规定新任大臣参

与盟誓的做法也是对的历史经验总结。
赤德松赞的继任者赤祖德赞极端崇佛，他将

发辫编成两条，其上系以丝绸，向左右两边展开，

让僧侣坐其上，称为二首部，以表达顶礼僧伽。他

也因此被称为“日巴坚赞普”( 意为有发辫的赞

普) 。他还为自己建造宏伟的本尊寺———伍祥多

贝美扎西根佩寺。任用沙门( 钵阐布) 充任首席大

论( 宰相) ，“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8］( P． 178) ，以

致布顿说他“献国政于出家人”［5］( P． 204) ，开启了僧

人主政的历史，这对后世影响巨大。将“三户养僧

制”改为““七户养僧制”，对敢于“目瞪手指”僧人

者要“挖其眼断其指。”［10］( P． 261) 然而物极必反，当

崇佛变佞佛时，必招致民众的不满和大臣的反叛，

加速了其政权的垮台，以致赞普本人、二位钵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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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吉云丹及娘定埃增相继被杀。
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后，由于“发生了霜、冰

雹和瘟疫，于是就扬言是推行佛法之故，遂有此不

祥。”［10］( P． 277) 这是本教攻击佛教的一贯伎俩。于

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毁佛事件，据《贤者喜宴》记

载，毁佛者将佛像抛入河中; 拉萨、桑耶两地寺院

先是被改为屠宰场，后又沦为狐穴狼窝; 其它寺院

亦遭到破坏; 凡能找到的佛教经典或投之于河，或

焚之于火; 佛教高僧大德多被杀害; 大部分僧人逃

往边地或沦为俗人; 一些僧人被强行充当上下马

凳，又令一些僧人背鼓行猎。也就是要从信仰和

文化上彻底摧毁佛教。最后佛教高僧拉隆贝吉一

箭结束了朗达玛的性命，同时也结束了吐蕃王朝

的历史，从此佛教与本教走上了既自主又融合发

展的道路。
结语

纵观整个吐蕃王朝政教史，本教与佛教的此

起与彼伏，反映了政权的兴与衰，但宗教只是统治

阶级维护其统治及争权夺利的工具，不能夸大宗

教在吐蕃王朝盛衰上的作用。后弘期形成的历史

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加上作者多为宗教徒，往往

夸大了宗教在吐蕃王朝兴衰上的作用，甚至将其

写成一部宗教史。因此，我们要仔细鉴别，对吐蕃

王朝兴衰的根源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探究，从而树立

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

注释:
①借用麦克唐纳的术语，笔者认为将本教称为“王家宗教”并

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政教关系，应当说当时的本教既是“王家宗

教”也是大众的宗教。参见石太安著，耿昇译: 《喜马拉雅的社会

与宗教》，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 年 4 月，第 225 页。
②疑为犬，参见《旧唐书》，罗广武译注《两唐书吐蕃传译注》，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第 4 页。
③获财: 主要指四种因本对世间社会的作用，不同于五种果

本。
④奎: 原指计划、方案，引申为制度、措施等。参见巴卧·祖拉

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2010 年 8 月，第 45 页。
⑤本教典籍认为，“第一次灭本”发生在前述第八代藏王子贡

赞普时。

⑥本教认为第一次法难发生于第八代藏王子贡赞普时期，第

二次在松赞干布时期。
⑦据称这是西藏林卡节及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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