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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西藏民间宗教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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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拟探讨民间宗教概念的界

定,对西藏民间宗教信仰的内容及其特点加以

论述,并对新形势下西藏民间宗教研究提出一

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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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宗教的概念

民间宗教一般指的是一种非制度化的

宗教,它不同于制度化的宗教 1,没有独立的

宗教组织、不具备系统和完备的教义和仪式,
以及人员操作,但它与人们的世俗生活联系

紧密,属于实践性的宗教形态。(二者均具备

宗教的基本特征,所不同的是法律地位、信仰

群体和传播方式。)在宗教学、人类学等各学

科的研究中,对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仍存争

论,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定义。有关民

间宗教的争论大多是围绕民间信仰的宗教

是否具有宗教性,以及其是否属于制度化宗

教等问题而展开。关于民间宗教的性质,民
俗学家乌丙安认为,“民间信仰广泛存在于日

常信仰事项,是对大自然的信仰和对于人类

灵魂信仰等多种形态…因此不具有宗教

性。”2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是通过西方制度型

宗教来关照中国分散型民间宗教信仰。而

金泽、王铭铭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或者民间

宗教在本质上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

拜,将宗教与一般世俗活动区分开来,因此具

有宗教性。另外,有学者将“民间宗教”与“民

间信仰”进行了明确区分,比如宗教学家金泽

认为“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都属于宗教,但从

宗教组织结构上看认为,“把存在于正统宗教之外

的那些较具制度形态的宗教称之为“民间宗教”,
而用“民间信仰”指称制度宗教之外的所有那些对

超自然力量进行信奉和祭拜的非制度型仪式活

动”。郑志明也认为民间信仰的制度化程度低于

民间宗教,这正是“信仰”和“宗教”两个词语的不

同用意之所在。但他也强调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

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因为两者在一定条件下

是可以相互强化甚至转化的。藏学家孙林在《西

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与祭祀仪式》一

书中提到“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划分更适合于

内地汉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也有商榷之处,因为信

仰一词属于比较宽泛的概念,很多时候信仰代表

一种态度,而宗教既代表态度也代表一种方式,所
以用信仰这种比较宽泛的词汇来概括民间宗教的

活动,就不太合适。……”“单纯将有组织的秘密

宗教定义在“民间宗教”的框架内,对其他民间宗

教活动则用“民间信仰”来界定,似乎不能完全概

括和切实反映中国民间宗教的一般存在状况。”3

此外,根据雷德斐尔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文化

区分的理论,认为大传统是都市文明,小传统是地

方性的乡土文明,据此理论有学者将中国文化分

为精英和民间二分,王铭铭等学者认为民间宗教

属于小传统,它重在实践、少文本,以方言传承,受
社会多数(农民)支撑。林国平认为“民间宗教产生

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其教义所反映的是社会

底层百姓的思想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下层

百姓的利益诉求。”4认为民间宗教流于农民,反映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拉萨周边民间宗教信仰现状及其影响研究》(批准号为15BZJ001)的阶
段性成果。
1 制度化的宗教,是具有较为完备的经典教义和独立的宗教组织、完整宗教实践体系,以及专职的人员执掌的宗教活动,
是被国家和官方所认可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大宗教。
2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第217 —274页。
3 孙林著.《西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与祭祀仪式》.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7页。

39



底层思想,具有草根性。另外,还有学者认为

中国内地民间信仰受到正统儒家道家的影

响比较深,不具有宗教性的基本特点;而少数

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则被笼统归纳到原始

宗教或者萨满宗教中。可知,“民间宗教”这

个概念涉及范围很广泛,不能简单、笼统的进

行概括界定。本文从“民间宗教”的一般性

特点将其概念界定为,与制度化、系统化宗教

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信众基于对

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

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

拜、占卜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仪式可以是

群体性祭祀,也可以是个人祭祀,活动场所也不局

限于寺庙、教堂等正规宗教场所,也可以是家里或

田间地头、高山湖水等户外场地。

通过学理上对民间宗教信仰的不同的

解释和思考,可以大致了解民间信仰具有多

重性特点。首先,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
民间宗教本质上仍呈现出宗教的一般属性,
在对待客观世界时,民间宗教也采用通过神

圣的崇尚态度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对周围世

界建立起基本的分类模式。因此,不能轻易

否定宗教性。另外,民俗性与宗教性虽然属

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民间宗教信仰中,
二者就是它的两个属性,并行不悖,而且有些

形态宗教性强一些,有些民俗性强一些,并且

随着时空和社会的发展,二者也可转化,有些

意义也随之会发生变化。如:藏族的煨桑的

习俗,一般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净化,二是祭

祀献祭。这个习俗起源于过去部落男子出

征或狩猎回来时,老人妇女在一块空地上点

艾篙、小叶杜鹃等有香气的枝叶,并向出行者

身上洒水,意用烟和水除掉其身上的污秽,后
来,也用于战争,以“桑”祭祀神灵,祈祷胜利

和平安。之后,经过苯教和佛教的渲染,演变

成宗教仪式,成为藏区宗教特有的一种祭神

仪轨。这体现了西藏民间宗教里民俗性和

宗教性的转化。此外,民间宗教也具有地域

性或地缘性的特点,民间宗教的形式和内涵

并不是完全统一的,事实上它的仪式、习俗等

内容形式与当地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习俗、历史

传统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产生活有

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观照地域性这一特点,笔者

认为,在中国民间宗教研究领域中一定程度上缺

失了中国少数民族这一块大群体,很多理论和概

念的设想及界定,多半都是根据汉文化圈民间宗

教的特点而提出的,根据民间宗教的地域性特点,
不同族群、不同地域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民间宗

教呈现出特殊性,因此,概念的框架不能够一概而

论。比如将藏、汉两个民族的民间宗教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从汉民族的

历史文化背景看,汉族的民间宗教,主要是融和了

儒释道伦理思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组织性

较强,历史上形成过教派,并被利用于各种农民起

义中,体现出较多的政治色彩,被当时官方列为异

端进行打压,且多流于百姓,多反映基层思想观

念。而在西藏的历史社会中,民间宗教是融合了

原始信仰、苯教、佛教的内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

多姿多彩,地方特色浓郁,相比内地,西藏民间宗教

与百姓的世俗生活连接更紧密;具有重仪式轻组

织的特点,历史上虽未被统治阶级打压,但也曾被

用于政治层面以控制大众意识形态,如乃穷降神

等。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的民间宗教依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姓以此慰籍心灵,并进行道

德教育,属性更多往民俗风情转化,同时,成为传承

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

二、西藏民间宗教的特点

西藏民间宗教信仰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容纳了原始信仰、苯教、佛教的许多

东西,体现于藏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风俗习

惯当中,比如藏族百姓的禁忌观念和地域神(神山、

圣湖)的崇拜祭祀活动中明显可以感受到民间宗教

的影响力。关于西藏民间宗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

许多学者对此已有不少见地和成果,其中孙林教授

结合文献和田野考察对西藏的民间宗教做了细致

翔实的研究,他对西藏民间宗教的界定较为全面,他
认为“西藏民间宗教属于一个集合巫术、仪轨、神秘

信仰、口头传说和书面记叙为一体的文化传统结

构。”5系统的概括了西藏民间宗教的重要特点。

追溯历史,民间宗教源远流长,其思想来源庞

4 林国平:《民间宗教的复兴当代中国社会—以福建为研究中心》,《世界宗教》.2009年,第4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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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天神崇拜和巫术等等

都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藏民族和世界上的大多

数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万物崇拜”和“泛神崇

拜”的阶段,后来随着氏族部落的产生,藏族本土

宗教苯教诞生,苯教结合古代的神秘思想和巫

术传统得到发展。历史上,苯教经历了两个发

展阶段,即“斯巴苯教”和“雍仲苯教”,其中斯巴

苯教也就是早期古老的苯教,主要以自然崇拜、

神灵崇拜等万物有灵的形式为主而存在,例如

“年神崇拜”、“赞神崇拜”、“鲁神崇拜”;“战神”

和“灶神”等等。苯教认为“年神”和“赞神”分别

居住在天界及人界之间的世界,“年神”多居住

在山间和岩石之上,“赞神”属于游荡在半空中

的神灵。就以“鲁神”来说,苯教认为如青蛙、

鱼、蛇之类是“鲁”神的变体和化身,这些神灵主

要居住在下界的湖泊、河水和密林中,因而既不

能随意触动,更不能捕杀。苯教还认为,它们是

土地和雨水的主宰,因此严禁人们随意挖掘湖

边、泉旁和神山中的草木。到现在“鲁神”观念

对藏族百姓生活依然产生影响,就有了藏族人

不喜吃水生动物,对神山神湖及其周边环境持

强烈的洁净观等,也成为藏民族禁忌文化的一

部分,这都与苯教的鲁神观念紧密相关。后来

佛教传入,苯教受到压制,迫使苯教将原有的传

统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就有了所谓的制度化

或组织化的苯教即“雍仲苯教”,对保存民间宗

教传统起到不小作用。佛教初传西藏时也并不

顺利,莲花生大师就对佛教教义教规进行本土

化以适应藏族社会,将苯教、以及民间信仰中的

神灵、仪式进行整合和吸收,最后形成了今天的

“藏传佛教”;同时,民间宗教也吸收了其他民间

宗教形式,受佛教影响产生了观音崇拜、护法神

崇拜等形式,受汉地文化影响,形成了关帝崇拜、

城隍崇拜等。因此,“西藏的民间宗教具有混合

型特点,既有佛教的东西、又有苯教的东西,容纳

了鬼神、祖先、英雄、先王崇拜以及形形色色的

巫术,还吸收了周边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成分,
基本是一类扩散型宗教信仰”。6因此,西藏或藏

区民间宗教是经过历史与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一

种信仰文化。

一般而言,西藏民间宗教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地域性

西藏以及整个藏区因为地理位置和生活方

式的不同而各有地域性特点,三大方言区的民间

宗教有所不同,农业区的民间宗教和游牧民的民

间宗教也有一定的区别,但在信奉理念、信仰体

验、信仰行为与活动及组织结构方面属于藏族民

间宗教这一特定范畴。拉萨地区被看作是藏族

宗教文化的中心,民间宗教信仰又具有自己的特

点,其形式其内涵与拉萨特定的自然环境、文化习

俗、历史传统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生

产生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二)信仰场所的多样性

我们日常所见的寺庙虽为制度性宗教的主要

场所,也是民间信仰群体性活动的主阵地。但就民

间信仰庞杂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其对应的场所纷繁

复杂,它可能是一座神山、一片圣湖,某个路口桥墩,
也可能是家里的灶头。在家里可能会设佛龛供奉

祭拜,在汽车上也会悬挂佛像以祈求出行平安,或在

神山圣湖边挂经幡祭祀以求风调雨顺,还通过占

卜、算卦等方式做红白事,或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总之,所有可能幻化出某种神秘性的地方都可能成

为人们信仰的场所,因此西藏民间信仰的场所具有

多样性。

(三)组织松散性

西藏民间宗教的相关仪式、庆典及其他各项

活动,多为民间自发的,属于个人活动。民间信仰

组织对信众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可言,信众是否参

与、以何种形式、何时参与,完全取决于信众自我感

知到的需要和传统的习惯,而决非制度性的力量和组织

层面的安排,有些影响范围仅限于村落或者社区。例如

“吉度”、“曲卓”等自发民间组织。

(四)实用性

西藏拉萨民间宗教是融合了苯教、佛教以

及更古老的许多传统信仰成分而形成,形成了神

灵崇拜、神山圣湖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符

咒法术等等,在这些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中,可以

看到人们对于此岸生活的关注大于对彼岸世界

5 孙林著:《西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与祭祀仪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4页。
6 孙林著:《西藏中部农区民间宗教的信仰类型与祭祀仪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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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他们并不要求宗教具有严格的教义、

组织和浩繁的经典,只希望能够通过随时可行

却又不失某种庄严神圣意味的仪式来满足自

己的、家人的以及社区的一些要求,更多体现

出实用的功利性,希冀通过祈求神灵的保佑,来
达到祈福禳灾的目的,是民间信仰的普遍心

态。

三、结语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宗教领域

复兴了多样性的宗教信仰潮流,西藏民间宗教

信仰也一样,开始活跃起来,形成一股民间信仰

潮流,在信众的生活中,带有民间信仰性质转

山、转湖等活动慢慢成为一类集宗教意义、娱

乐休闲、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了,民间宗教信

仰已基本融入藏族信众的生活 h,成为世俗生

活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西藏民

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已不同以往,它的外部环

境、内部的结构,以及整体的功能都在发生变

化。因此,对西藏民间宗教的考察不仅具有较

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

多元信仰的角度看,西藏民间信仰是藏族宗教

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藏族

传统文化的构成看,民间宗教是藏民族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藏民间信仰与社会的

关系看,能反映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及

秩序,同时,还能考察西藏民间信仰对藏族群众

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从宗教与社会

的关系看,西藏民间宗教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可能性。

在正常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民间宗教与正统宗

教一样发挥着社会整合、心理调适、伦理教化

和社会交往的功能,对于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

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把民间宗教

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引导其积极融入主流社

会,使民间宗教同现代社会保持正面的互动,发
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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