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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与藏传佛教源流关系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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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印度佛教在公元八世纪传入吐蕃，因此藏地一开始所主要接受的就是印度佛教的密宗。
在与藏地的苯教经过两百余年的交锋、竞争和磨合之后，佛教终于在雪域高原生根开花并传承发展至今。
今天藏传佛教诸宗派的义理修持是由般若中观、瑜珈唯识、如来藏佛性和密宗等合构而成的，在此之中汉
地禅宗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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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我国西部边疆重要地区，藏传佛教信
仰构成了西藏社会的鲜明特征。在充分理解宗教

会生活条件下，原本较为开放与平等的吠陀教逐

的社会政治功能之二重性的基础上 ，在客观、充
分地认识宗教本身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引导使

罗门祭师为中心的种姓制度。而种姓制度的形成

藏传佛教成为社会和政治整合的向心力 ，应是西
藏工作的关键之一。着眼于这一目标，本文专题

化而来，但神的观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吠陀

探讨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以期有助于在基础理
论方面增进对藏传佛教本身的科学认识 。

完全超验的、 精神性的 “梵 ” （ Brhaman） 为万

一、印度佛教的产生与演变

渐趋于保守和内敛，并开始制定和宣传一种以婆
就标志着婆罗门教的诞生。婆罗门教由吠陀教演
教原来的那些较为具体的诸神相对地失势 ，而以
物的根基和存在的终极。在思想上，婆罗门教既
把梵看作是唯一的和包容一切的，但同时又赋予
它一种 “化身 ” 或变幻的本性： 自然界与人类

在历史上， 印度的佛教是作为印度教的异

社会中一切可感觉、可思维和可想象的现象，以

端、同时也是在承续了印度教某些教义思想的基
础上而产生的，其后印度教与印度佛教之间又存

及低于梵天的为数很多的众神系列 ，都是唯一实

在着复杂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吸收和利用的关
系。在理论上， 二者之间既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幻化出天、地、人、神一切万有的思想，使婆罗

在的梵本身所幻化出来的。这一由唯一的至高梵
门教具有了一神教和多神教相互兼容的特性 ，人

但也存在着许多出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基本的一致
性。印度教和印度佛教都属于同一印度文化的产

们可以分别崇拜众多的、各不相同的神祗，但这

物，只不过它们分别突出了印度文化中的某些不
同的方向，因而，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一些非常

为早期的婆罗门教虽然不设庙宗、不拜偶像，但

重要的共同基础和前提下的区别 。
雅利安人征服北印度后，吸收了当地达罗毗

常繁琐的祭神礼仪。由于这些礼仪被认为直接相

些神祗最终都要指向和归属于一位最高的神 。较
却发展出了一套从私人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的非

荼人的文化， 开始由游牧转为农耕与定居生活。
雅利安人在统治被征服民族的同时 ，自身内部也

关于个人祸福、国家命运，甚至关系到宇宙的运

发生了贫富分化， 至公元前 10 世纪初， 一批奴
隶制城市国家相继出现了。在逐渐趋于文明的社

为重要，以致婆罗门阶层被推到了人间之神的地

*

行，主持这些祭神仪式的婆罗门祭司就被看得极
位，他们成了宗教知识的垄断者和社会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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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师。在公元前 1000 年至 500 年的婆罗门教
时期， 印 度 出 现 了 一 系 列 梵 书、 法 经 与 法 论

大乘佛教以注重理论见长，但这个特征也导
致它越来越脱离一般民众，为了吸引注重可见的

（ 其中影响最大的为 《摩奴法论 》） 。 在这些典籍
中，大力地宣传造 “业 ” 和 “轮回 ” 说， 认为

信仰对象与灵验神迹的一般人民，佛教也吸取了
印度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许多教义、 咒术与仪轨，

人的前生的包括身、口、意三方面的行为聚合成
了或善或恶的 “业 ”， 决定着人们现世的命运，

宣扬通过身、语、意的正确修行可以达到即身成
佛，从而使印度佛教进入了它的最后 500 年的密

而前世与今生的行为之业又将形成一个连续的因
果链条，影响和决定人的来生的命运。只有虔诚

宗时期。在激烈的宗教间竞争与冲突中，在外族
武力入侵与迫害的处境中，印度佛教密宗虽然进

敬神、恪守其种姓义务与职责的人，方可在来世
升变为较高种姓，反之则将被降为低种姓甚至虫

行过努力的抗争 （ 著名的如印度那烂陀寺的陈
那、法称的护教大辩论 ） ， 但最终既由于外族大

畜之身。上述教义逐渐被印度社会作为自明的传
统接受了下来，这对于维持种姓制度以至婆罗门

规模地毁灭庙宇、迫害信徒，也因为其本身的消

教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一种重要的维系人心的作
用。婆罗门教的造业和轮回思想在以后的印度佛
教中也被继承了下去，成为长期以来印度人民对
待生存问题的一条几乎不容置疑的信条与前提 。
从吠陀后期开始，印度出现了各个小王国之
间激烈地争战兼并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王权
势力不断增强，以国王和武士为代表的刹帝利种
姓的权威日益提高，他们对婆罗门种姓的精神特
权和等级森严的婆罗门教本身渐渐趋于不满 。同
时，当时印度其他宗教中日益突出的慈悲、 仁
爱、不伤害众生的思想，亦在教义上威胁到维护
严酷的种姓制的婆罗门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公

极和平主义不能获取当时遭受侵略的印度民族的
信赖，而在印度本土开始衰微， 到 13 世纪时已
基本上消隐。

二、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与艰难发展
与其周边地区相比，藏地佛教传入时间较晚
（ 约为 8 世纪前后 ） ， 因而它受到了周围盛行佛
教的多种地域 （ 包括印度、 尼泊尔以及我国汉
地等等） 的影响， 但其中最主要、 最直接的影
响还是印度。 在印度， 当佛教的灯火在匈奴人、
伊斯兰人的征服势力面前衰灭之际 ，它却在北方
的雪域之巅幽而复明，寂而复照，成了雪域的又
一轮安顿众生心性的明月。

元前 8 至 5 世纪的印度思想界中，涌现出了反叛
正统的婆罗门教、主张社会平等与思想自由的沙

从其最初的创立到最后走向衰亡，印度佛教
总共兴盛了大约 1500 年的历史时期。 其中又大

门思潮，并最终由皆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大雄和
释迦牟尼分别创立了异端的耆那教和佛教 。 其

致各以 500 年为期，前后经历了小乘、大乘和密
乘佛教几个阶段。据史料记载，佛教真正在藏地

中，佛教在后来的印度得到了长达 1500 余年的
广泛深入的传播与发展，强烈而深刻地影响和塑

取代本土原始宗教 “苯教 ” 而扎根生长的年代，
为公元 8 世纪末叶。而在这个时期，印度佛教已

造了印度的历史与文化。
在公元前后的印度，佛教虽然广为流行，但

逐渐进入继小乘和大乘之后的盛行密乘的阶段 。
这样，西藏在一开初所接受的主要就是印度佛教

同时也存在着其他种种宗教门派以至无神论和唯
物论 （ 顺世论） ，各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思想交

的密宗。

锋与势力冲突。 为了在理论上战胜 “外道 ” 并
赢得信众，佛教内部分化出了理论愈来愈趋于精
深的大乘佛教，以伟大的佛教哲学家龙树菩萨的
中观宗见为主要思想根据，印度大乘佛教突出了

关于佛教传入西藏的具体时期，历史上有两
种说法。一说佛教是在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王执
政的吐蕃时期正式传入西藏的。根据另外的一种
说法，佛教是在松赞干布王前五代的赞普时期由

佛教关于 “缘起性空” 的思想， 在修行目标上，

天而降传入西藏的。藏史记载，当时自天空降落
诸部佛经以及金塔等，但吐蕃王拉妥妥日年君臣

则提出了个人解脱要以全人类的以至一切有情众
生的解脱为前提的理想。在大乘佛教时期，佛祖

只知这是一些珍宝，不明其究为何物，只能将其
供奉于宝座，而不曾予以传布。综合以上两种说

不断得到神化，许多菩萨的肖像就像婆罗门教诸
神的偶像一样也受到信徒们的虔诚崇拜 。

法，我们认为，佛教在吐蕃曾经有过一段较长的
民间自发和零星传播的时期，但没有通过王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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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组织的大规模传播。只是到了松赞干布王之
后，佛教才得到王室的认可和扶持，从而获得了

经过以后长时期的教化，这些直接来自佛教
的诫命和法规构成了藏民内在的行为准则 ，为藏

广泛 的 弘 传。 至 于 后 一 种 说 法 所 描 述 的 “神
迹”，则可能是民间的虔信者为了神化佛教而有

民族更加自然而积极地接受佛教信仰打下了坚实
的社会文化基础。

意营造的事相。

佛教初入西藏时，它与作为本土固有宗教的
“苯教” 之间在彼此磨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

松赞干布执政以后，吐蕃实行开放政策，大
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吐
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已相当强大。尽
管当时吐蕃社会依然盛行颇具自然宗教色彩的
“上祀 天 神、 下 镇 鬼 神、 中 兴 人 宅 ” 的 苯 教 思
想，但已陆续有一些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的僧人
前来传法，组织并从事翻译佛经和建立道场，为
佛教在西藏的扎根、生长和进一步繁衍打下了基
础。此外，分别来自尼泊尔和汉唐的赤尊、文成
二王妃也把大量的佛经、 佛像、 法器等带至吐
蕃，并大力倡导佛教信仰。由她们亲自主持，分
别建成了后来影响极大的大昭寺与小昭寺 。在译
经方面，来自印度、尼泊尔和汉唐的僧人译出了
《宝云经》、《观音六字明》、 《吉祥天女》、 《白
莲华经》、 《十万颂般若经 》 等重要经典。 通过
以上的几个渠道，佛教开始在吐蕃兴起，但最初
它主要只是在王室和贵族中得到信奉 ，直到墀松
德赞王时才逐渐流传、推广到民间社会。
在藏传佛教史上，松赞干布的功绩在于： 他
不仅简单地引入了佛教，而且还将佛教引向了在
吐蕃独立发展的道路。至少在佛教传入以前，藏
人性情本来倾向于勇猛尚武、争强好斗。松赞干
布遵循佛教的基本戒律和伦理规范 ，为吐蕃社会
制定了以四 “戒恶 ” 六 “劝善 ” 为基本内容的
诫命和法规：
1． 杀人者偿命，争斗者罚金；

在着相互分歧与冲突。这种冲突尤其在墀祖德赞
去世后走向激烈，并在墀松德赞王期间导致了一
场灭佛运动。灭佛派指责佛法为邪说妄语，并采
取了驱逐僧人与信众、毁损寺庙，制定禁佛法令
等措施，使得佛教骤然消隐。直到墀松德赞王成
年亲政后，得知前代佛法盛事，并细心察知佛学
义理，通过前代崇法大臣的鼎力襄助，使佛教得
以很快在雪域复苏。但是，佛教与苯教之间的冲
突并未就此消失。在来自尼泊尔的静命大师主持
西藏佛教期间，吐蕃许多地方发生了天灾，苯教
势力借机指责佛教为不祥之物，并要求赞普辞退
静命法师。静命既不能消除天灾，又不能为佛教
辩白，只能不得已黯然离开吐蕃。
但静命在吐蕃传法受挫，却并未令墀松德赞
王丧失在西藏广播佛法的决心。故此他又从俉仗
那 （ 今克什米尔 ） 延请著名的莲花生大士前来
“调服障魔，显扬佛教 ”。 莲花生一踏上吐蕃的
地界，就在施行佛教密宗的咒法中宣布将苯教的
许多神灵接纳为佛教的护法神。另外，莲花生还
大量仿效苯教的巫术仪式，并将其吸收到佛教密
宗的宗教仪式中。而在莲花生所负责修建的桑耶
寺中，“寺内的菩萨像， 系仿照藏人的形象塑造
的。”① 其结果， 使佛教在吐蕃又得到了更为深
入的传播。
莲花生大士独特的成功之道在于： 他几乎天

2． 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 8 倍；
3． 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

生就善于用吐蕃文化的旧酒囊去装佛教信仰的新
酒，以使外来的和陌生的佛法更易于为本土人士

4． 谎言者割舌或发誓；
5． 要虔信佛、法、僧三宝；

所接纳。莲花生一踏上西藏的土地，就根据西藏
政治、思想的具体实际恰如其分地阐发了佛教义

6． 要孝顺父母，报父母恩；
7． 要敬 尊 高 德， 不 与 贤 俊 善 良 人 及 贵 族

理，创造性地把藏族人所熟悉和认可的神祇 、仪
式、赞普的形象等纳入佛教的象征体系中 ，但又

斗争；
8． 敦睦亲族，敬事长上；
9． 要帮助邻居；
10． 要出言忠信。（ 据 《王统世系明鉴》）
①

并未因此而在根本上改变佛学的基本义理 。这样
一来，就极大地消除了藏人对佛教的陌生感和排
斥心理，为佛教在吐蕃的弘传扫除了文化认同上
的障碍，也为佛教在西藏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开辟

布顿仁钦珠： 《佛教史大宝藏论》，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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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皇帝的接待，返回时带回大量佛经，也请来了
教授经文的和尚。
藏传佛教主要来源于印度，但也部分来源于
汉地，其中影响最大者就是摩诃衍那 （ 从其名

辩论，以此来判定在西藏谁去谁留。一场佛苯之

字来看，此人原本应该也来自印度或西域地区 ）
在藏王墀松德赞时期所传播的禅宗义理 。不幸的

间的辩论法会随后在藏王墀松德赞的支持下举
行，佛教一方的辩论主持者即为寂护 。据藏史记

是，禅宗的传入与藏地原有的佛学思想互不相
容，导致双方又以一场辩论来一决高下 ，结果汉

载，在辩论中 “苯教起源恶劣而且理由微小无
力。但是佛教起源高尚 （ 辩论 ） 至理由深广有

地流派被宣告失败，汉僧遭到驱逐，禅宗被禁止
传播。尽管汉僧后来有过激烈的抗争 （ 包括在

力，论诤出色，智慧敏锐， 不可战胜 ”。 辩论以
佛教的胜利而告终。 赞普亲自宣布大力弘扬佛

拉萨城引火自焚 ） ， 但他们的传法还是不得不长
期转入地下，这样一来，汉地佛教在藏传佛教中

法，而苯教虚 妄 无 理， 应 予 废 弃， 不 得 广 泛 施
行，只是在极少数限定的地点才可以举行某些苯

一直都未能占据主流。

教的法事。
此后，在莲花生大士的主持下，完成了桑耶
寺的修建，这是西藏第一座有出家僧人住寺修行
的寺院，而该寺所度的三百余名僧众，则是西藏
佛教独立的僧伽组织的开始。在此期间，藏王墀
松德赞还集中印、藏译师翻译了众多的佛典，且
为了翻译的需要而编撰了梵藏对照的字词汇集
《翻译名义 大 集 》。 此 外 又 继 续 迎 请 印 度 的 显、
密大师前来传授密宗灌顶，讲修佛教戒律，请来
汉地的禅宗和尚传习禅定， 等等。 墀松德赞王
“对于整个佛教尽量吸收， 不论大小、 显密、 讲
修兼容并收， 盛极一时，”① “完成如此种种事
业，使佛法圆满地兴盛起来。”②
就在墀松德赞王大力推行佛教期间 ，还发生
了一次意义重大的印度教派与汉地教派之间的冲
突与 辩 论———这 就 是 历 史 上 著 名 的 “渐 顿 之

摩诃衍那的佛学传承属于汉地禅宗顿门一
系，承续六祖慧能不立文字、 见机开悟的宗风。
公元 781 年吐蕃占领汉地沙州后，他奉赞普之命
去拉萨讲经。他的禅宗顿悟教法一经传播，就产
生了很大的效应，以致印度佛教教派的香火一时
黯然失色。其结果，使得作为赞普和宗教仲裁人
的墀松德赞不得不公开为来自印度的 “渐门派 ”
进行袒护， 称之为 “见行圆满 ” 的佛法。 闻听
此言之后，摩诃衍那的弟子悲愤不平，有切割自
身之肉者，有毁掉自身器官者， 有引火自焚者，
其他门徒则发出威胁，誓与渐门派同归于尽。赞
普急忙与印度高僧益希旺波商议，决定迎请寂护
的高足莲花戒作为渐门派的代表前来与顿门派进
行辩论对决， 辩论以汉地顿门派的失败而告终。
赞普据此下令： 汉地和尚的顿悟思想极其有害，
从今以后不得在藏区推行，而源自印度龙树的中

争”。

观学说才是佛门正道，“今后正见， 须依龙树菩
萨之教 理 ”。 为 了 在 藏 地 进 一 步 推 行 印 度 中 观

汉地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源远流长 。早在松赞
干布时代，文成公主进藏就带去了许多佛经和佛

宗，赞普特意从印度请来该宗译师，翻译由他们
所抉择的经典。 他们发誓要永远追随龙树宗见，

像，当时也有汉族和尚在吐蕃与藏人和印度人一
起翻译佛经。墀祖德赞时，又有不少汉僧随金成

并在将誓词公开宣布的同时， 还以金字书写三
份，封于十数个金匣之内分藏于各地，以备后世

公主进藏，墀祖德赞晚年还曾派桑希等人前往汉
地取经，但当他们带着大量经书返回时，恰逢墀

见证。

松德赞幼年时的灭佛运动，只好埋藏经书，汉僧
暂时返回汉地。 但成年后的墀松德赞重振佛教

是它决定了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西藏的历史命
运，在其后的 1000 多年间， 藏传佛教对汉地佛

后，又派出佛教徒去汉唐延请佛法，使者受到唐

教都抱有既定的成见， 普遍地加以批判和拒斥。

①
②

这次辩论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影响深远 ，正

布顿仁钦珠： 《佛教史大宝藏论》，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6 年，第 175 页。
法尊： 《西藏前弘期佛教》，载 《中国佛教》 （ 一） ，北京： 知识出版社，1980 年，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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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另一方面，汉地禅宗思想的流布、它与藏地
佛学流派 （ 即大乘空宗的应成派与自续派 ） 的
分歧和论诤，也还是诱发了藏传佛教内部的思想
分化，至少从一个方面为以后藏传佛教各宗派的
产生和发展埋下了某种诱因。

归来时，已经精通了一切显、密教法，在他带领
之下，翻译了显教经典及密教四续部经典 （ 特
别是密乘的 《瑜伽部》 及 《密集》 等） ，借此开
了藏传佛教 “新密咒 ” 的先河。 益希沃还仿照
桑耶寺建造了托林寺，请来印度僧人达摩巴那等

到后来的热巴巾王时期，由于佛经翻译的需
要而统一了文字， 在译经中也统一了译名和译
例。热巴巾实行尊敬僧侣、广传佛法的政策，规
定对前代的寺院善加修葺， 七户庶民赡养一僧，

在阿里建立戒律体系，形成了另一个藏传佛教传
承体系，历史上称之为 “上路律传”。
公元 1042 年， 益希沃的侄孙绛曲沃延请印
度著名高僧阿底峡至阿里。阿底峡尊者在此传法
三年，并写下了著名的 《菩提道灯论 》。 阿底峡
还同仁钦桑波一起翻译了不少佛典 ，其中包括各
部瑜珈，借此使密教的灌顶、传经、讲说、修法
得到很大的弘扬。后来阿底峡又应邀到前藏传经

对侮慢三宝者，严加刑罚。这样的一些措施使佛
教在西藏前弘期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但这种
局面引起了部分臣民和传统势力的很大不满 ，最
终导致了热巴巾遇害、朗达玛灭佛的事件。
热巴巾死后，即位的赞普朗达玛视佛教为异
端邪说、洪水猛兽，并采取强力的措施予以打压，
从而掀起了第三次灭佛浪潮。他下令封闭和拆毁
佛寺，焚毁佛教经典，逐杀佛教僧侣。其结果使
得 “藏地佛教遂全被毁灭 ”①， 藏地佛法几乎不
传。藏史把这个时期称为 “灭法期” 或 “黑暗时
期”。这是一个藏地本土宗教即 “苯教” 大行其
道的时期，但是一方面，此时的苯教也大多吸取
和借用了许多佛教的思想教义与概念名相，另一
方面，这时期的佛教虽然不能公开传播和发展，
但在地下和民间还是保存了信仰的火种。
由于得不到一个强势集团的支持 ，佛教在藏
区的再次兴起历时甚长并且颇费周折 。朗达玛灭
佛后八十多年里，很多佛教徒纷纷逃往安多、康
巴和阿里地区，并在这些佛法未到的边缘地带建
立道场、弘扬佛法。相形之下，昔日盛行佛教的
卫藏却香火消散， 成了黑暗地区。 公元 978 年，
山南领主察那益希坚赞先后两次从卫藏派人反向
康区求取戒律，这些人学成返回后，又在西藏建
立了众多寺庙和僧伽组织。从此又使藏传佛教余
烬复燃，并逐渐形成了 “卫藏诸地， 僧伽遍满，
讲解实修，蒸蒸日上”② 的鼎盛局面。 历史上将
上述藏传佛教的自我复兴称为 “下路弘传”。
而在 10 世纪末， 原为阿里封建主的益希沃
进一步促成了藏传佛教的发展。 益希沃出家后，
对一些密教修行方法心生不解与疑惑 ，特派仁钦
桑波等 21 位少年前往印度学法。 仁钦桑波学成

①
②
③

授徒，从学者甚多。在此期间，他将噶当派法规
传授给自己的得意弟子仲敦巴， 使 “藏地佛法
由此大大弘扬了起来 ”。③ 后弘期的上述两个传
承系统在基本教义上差别不大，但在密教修持的
方法上则具有明确的不同。下路弘传主要沿袭的
是吐蕃王朝时期的旧密法，所用的密籍称为旧密
咒； 上部律传所依据的则是印度新出的密籍即
“新密咒 ”。 另外， 由于当时阿里的印度僧人众
多，而他们的师承各有不同，因此存在着不同的
修持方法。在这些差别的影响下，再加上藏人对
佛典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 11 世纪中期到 13 世
纪初，西藏佛教陆续出现了一些宗见各异的宗派，
其中最重要的是注重旧密咒的 “宁玛派”、尊崇
新密咒的 “噶当派” （ 此即后来的 “格鲁派” 的
前身） 以及 “萨迦派”。而藏传佛教中后起的格
鲁派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整肃和改革之后，就成
了主导西藏政教大事的一股最重要的势力。
从 （ 古） 印度佛教传播至西藏， 经过西藏
佛教一千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演变 ，到今天藏传
佛教又反过来影响和传播到印度，历史似乎正好
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圆环。

三、印度佛学与藏传佛教宗见的关联略述
前已指出，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兴起适逢印度
佛教的密宗阶段，因而从印度传向西藏的主要就
（ 下转第 86 页）

布顿仁钦珠： 《佛教史大宝藏论》，第 180 页。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 《土观宗派源流》，第 29 页
布顿仁钦珠： 《佛教史大宝藏论》，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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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版。依据法律，任何人故意占用制作侵权复
制品的底版，处以两年以下的监禁并处罚款； 法

“知识大国” 和建立 “知识社会 ” 目标， 后推出
《印度 2020 年展望 》， 致力于发展知识经济。 从

院命令犯罪嫌疑人将侵权复制品或用于制作侵权
复制品底版移交给权利所有人。 四是罚金和监

文化产业视觉看，印度总体上是通过政策引导来
发展文化产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执法效力

禁。罚金为 5 万至 20 万卢比， 监禁期限 6 个月
以上 3 年以下。 此外印度为打击盗版，2009 年

看，印度自签订 TＲIPS 协议后， 印度的表演者
权执法卓有成效。印度多途径提高国民及表演者

印度通过 Goonda 法案将盗版行为等同走私、 毒
品犯罪等性质，盗版者可被判处 1 年监禁并不得

权保护意识，如健全执法组织体系，设立具有实
权的包含表演者权在内的版权集体管理等 。 同

保释，对罪犯潜逃者财产可以扣押并出售 。
总之，回顾印度表演者权法律制度发展历

时，印度 23 个邦警察局及中央警察总局内设独
立的版权实施处，加强和规范执法，实行执法个

程，不难发现： 表演者权制度的变化是印度文化
政策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缩影。四十多年来，印度

人责任制度。尽管如此，印度法律保护表演者存
在一些问题，如司法费用不足、专业法官少，司

历届政府奉行科技立国战略，2000 年提出成为

法救济效率及救济面有待提升。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 上接第 71 页）
本理论的总观点 ”， 而寂护、 莲花戒等主持西藏
是密宗形态的佛教 （ 毋庸赘言， 密宗一方面还
要以显宗作为必不可少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是

佛教的大师又都是中观自续派的后起硕学 ， 所
以，在此时期影响西藏佛教的， 主要还是印度

不能与前此的小乘和大乘阶段相互脱节的 ） 。 密
宗又称密教，现在还有多种别名： 秘密佛教、真

“中观自续派” 的宗见。
公元 838 年后，由于禁佛运动和政治上的动

言乘、金刚乘、 果乘等。 据 Warder 《印度佛教
史》，密宗产生与发展的圣地是印度的那烂陀寺

荡与黑暗，藏族社会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荒芜。
在此之后，大约从公元 10 世纪末开始， 藏传佛

和超戒寺，先后主持两寺的佛学大师， 如龙树、
德慧、护法、胜友、 月称、 寂护， 以及佛陀密、

教步入了后弘期。在后弘期的前 300 年，尽管其

阿底峡、宝寂、黑天等，主要都属于以龙树为首

间的主要思潮从中观思想转化成了认为众生皆有
佛性、佛性不生不灭且能随觉而果现的如来藏佛

的中观学派。而在这些人中，有的在思想上极大
地影响到了西藏佛教，有的则亲自进藏献身于传

性学说，但中观思想仍与唯识见等构成了当时佛
教义理的关键组成部分。

播佛教。

此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和格鲁派的兴
起，藏传佛教的主要思潮又开始转轨，即从如来

以公元 8 世纪中叶为界， 藏传佛教被分为
“前弘期” 和 “后弘期” 两个时期。 在藏传佛教
的前弘期 （ 642 － 842） ， 从印度请来的译经大师
和弘扬佛法的主要人物，例如静命、莲花戒、莲
花生、无垢友、佛密等， 都是中观派人。 此外，
在当时王权势力的支持下，佛家中观派的见行更
能以在藏地支配流行。 “藏王墀松德赞向全藏宣
布法律，凡诸见行， 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之义理。
‘顿渐之争’ 后，墀松王又一次郑重宣布， 谓今
后正 见， 须 依 龙 树 菩 萨 之 教 理。” 而 具 体 地 说
来，由于当时 “在西藏确立佛教责任的就是寂
护，自此以后他的哲学就形成了该地区佛教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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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佛性学说向般若性空学说转化。而在格鲁派主
导藏区的六百多年以来，西藏佛教的主流思想又
都是印度的 “中观应成派” 之见。
尽管总的来看，藏传佛教诸宗派的义理思想
是由般若中观、瑜珈唯识、如来藏佛性和密宗等
合构而成的，但其主干思想则是般若中观和如来
藏佛性。而在这两者中，如果说如来藏佛性更多
地是与佛教信仰和修行生活直接相关的话 ，那么
般若中观学说在藏传佛教中则更具有一种哲理上
的基础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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