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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传佛教的生命法思想、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清代中国蒙藏地方法制理念、行政立 

法、军事立法、刑事立法、经济立法、证据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整体上促使清代蒙藏 

地方立法逐渐文明化，为清代国家的西部政治法律整合提供了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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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历史远较法律久远，孕育着后者， 

对公平正义问题也有着较为持久的关注，而后 

者自诞生之日即对宗教产生着复杂的影响。 

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某些 

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LU该论 

题进而被西方学者进一步分解为三个子论题： 

religious law(宗教规范)、religion law(宗教法 

规)、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作用。 这些研究为 

深入探讨法律与宗教问题提供了较为宽阔的 

思路。明末清初是中国蒙藏地方政治、宗教、 

文化激烈变化的时期，蒙藏地方立法取得了较 

为丰硕的成就。其中西藏地方立法主要有藏 

巴第悉制定的《十六法》、五世达赖喇嘛时期 

制定的《十三法》等；蒙古地方主要有漠西与 

漠北蒙古联合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 

典》、漠北蒙古单独制定的《喀尔喀法典》等。 

学界从民族法律文化的视角对藏传佛教历史 

地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本文拟以地 

方立法的视角，对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立法中的 

宗教元素进行系统考察，探讨宗教对法律的影 

响在清代中国蒙藏地区的具体样态，并进而探 

究中国蒙藏地方立法的特征。不妥之处，敬请 

专家批评指正。 

一

、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立法的宗教语境 

(一)清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方的传布 

及其路径 

无论在西藏还是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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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布路径多为自上而下。佛教传人西藏早期， 

最早接受者为以赞普为代表的部分上层贵族。 

元代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萨迦派一派独大。 

明朝中期开始，藏传佛教各派别僧侣过着懒散 

的生活，在主要的教派中，寺院落人王族手中， 

“因而宗教的神圣职务不是传给最有资格的 

人而是传给子侄，成为一种世俗的权利”。 

宗喀巴大师因此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为格鲁派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 

院的建立，标志着格鲁派之勃兴，而这一切又 

与帕竹政权的支持分不开。_6 J 

藏传佛教也努力向蒙古地区传播。16 

世纪后期，三世达赖喇嘛与蒙古俺答汗相见， 

互赠封号，其转世被认定为俺答汗之孙，使格 

鲁派在漠南快速发展。l7 J此次事件也促进了 

格鲁派教义在漠北蒙古的传布，清初土谢图 

汗之子被格鲁派认定为一世哲布尊丹巴。_8 

藏传佛教在漠西蒙古的传布较为迟缓。直至 

l7世纪早期，四卫拉特蒙古贵族才召请察罕 

诺们汗，“皈依了佛教”； 年和硕特部首领 

拜巴噶斯义子咱雅班第达学佛归来，成为漠 

西蒙古宗教领袖。E10]无论是输出型的传播方 

式，还是纳入型传播方式，Ë 其基本切人点 

均遵循佛教早期传人藏地 自上而下的路径。 

这种路径决定着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对 

蒙藏地方立法必然产生巨大影响。 

(二)清代藏传佛教与蒙藏地方族群政治 

藏传佛教在蒙藏地方的传布路径使其各 

个教派与世俗贵族之间形成较为复杂的关 

联。至明末清初，随着帕竹政权的衰落，藏传 

佛教各派与各地贵族加强连结，依靠后者保 

护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后者则依托前者巩 

固扩大自己的政治统治，教派之争达至白热 

化。其中，噶玛噶举派以仁蚌巴家族和辛厦 

巴家族为政治支持，通过世俗力量迫使格鲁 

派大量寺院改宗，而格鲁派则“争取到蒙古 

军事势力的支持”。_l 最终，格鲁派联合和硕 

42 

特部固始汗联合向噶玛噶举派及其支持者藏 

巴第悉发动进攻，以武力确立起本派在西藏 

的政治主导地位。l_】 格鲁派在蒙古地方的传 

播为其参与蒙古族群政治也提供 了一定条 

件。一方面，格鲁派确认漠北土谢图汗之子 

为嘉央活佛，并赐号“哲布尊丹巴”。另一方 

面，据学者研究，当时漠西蒙古贵族噶尔丹被 

认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而温萨活佛为三世 

班禅桑结益希的转世，噶尔丹与哲布尊丹巴 

遂成前世师徒关系。 若该论证成立，则格 

鲁派对蒙古族群政治参与之深度可见一斑。 

此外，格鲁派还给蒙古世俗贵族封赠各种称 

号，以加强双方的政治联系。ll 藏传佛教各 

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及其依靠蒙藏各地世俗贵 

族达到扩张本派政治经济利益的行为为清代 

中国蒙藏地方立法铺垫了一定的底色。 

二、中国蒙藏地方立法中的宗教因素 

正是在上述语境之下，藏传佛教对清代 

蒙藏地方法制理念、行政立法、刑事立法、经 

济立法以及证据制度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正如藏族学者班班多杰所说：“其影响 

可谓浃于骨髓、润于四体，深远而广泛”。 

(一)清代中国蒙藏地方法制理念中的 

藏传佛教因素 

首先，体现为地方立法对生命法思想的 

继承。藏传佛教生命法思想是佛教爱护众生 

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主要包括对动物生命的 

爱护、对人的生命的关爱。吐蕃时期松赞干布 

曾依佛教“十善法”制定“在家道德规范”十六 

条。其第二条要求藏族民众“求修正法”。而 

所谓“正法”即包含不杀生的宗教道德要求。 

明清时期，《十六法典》再次强调佛教生命法 

思想的重要性。l】 藏传佛教传人蒙古后，各部 

落制定法对藏传佛教生命法思想也进行了继 

承，对蒙古族法制理念进行了重塑。17世纪 

后期，俺答汗规定：若依旧杀人殉葬，则依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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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若宰杀牲畜殉葬，则依法没收其全部家产； 

若违法宰杀牛马祭祀，则罚其十倍的牲畜；人 

人均应勉励从善，每月初八、十五和三十日应 

守斋戒，“对汉、藏和霍尔三族不能无端抢 

掠。”_l副《阿勒坦汗法典》则对挽救生命的行 

为予以鼓励：从火中、水中救出蒙古人，赏马二 

匹；救出汉族家仆，赏马一匹；救出一般汉人， 

赏绵羊一只，救出劣等汉人，赏牛一头。 《蒙 

古——卫拉特法典》也规定：救出因劳累而被 

沙土埋没的骆驼者赏一头三岁牲畜，救出被埋 

的马赏给羊一只；从杀人凶手中救出人，或救 

因迷路而濒于饿死的人，可得到被救者力所能 

及的报酬；拒绝给口渴者一杯牛奶的人，应罚 

羊一只。 《蒙古——卫拉特法典 ·补则》规 

定：从奔马的危难中救下儿童或少女，至少应 

赏给一只羊。-2 清康乾时期颁布的《喀尔喀法 

典 ·三旗大法条例》规定：各部落使者应尊崇 

格根所说之“不杀生，但不得饿夜；不得藉 口 

供食使者屠宰牲畜，但毋使使者饿夜”； 急 

使不应骑用怀驹母马或刚下驹母马，否则“罚 

三岁羊一只”。[ 。] 

其次，表现为地方立法对宗教有关正义 

思想的吸收。藏传佛教“十善法”包含着不 

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贪等宝贵的正义思 

想。这些思想自佛教传人即对西藏世俗立法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家道德规范”十六 

条中有“尊重有德、敬贵遵老、利济乡邻”、 

“及时偿债，秤斗无欺”、“担当重任，度量宽 

宏”等规定。 《十六法》的序言强调在制定 

法律判决书和挑选中证人等方面，“首先要 

居心正直，秉公办事”，“派遣虎皮衣者不一 

定办成中证人之事，派遣居心正直之乞丐亦 

可做公正之王”，“要把佛经所述的根本善恶 

和法律所述的根本王法的汉文高挂于空，藏 

文平铺于地”。-2 其中的军事法规将战争中 

的“引诱”解释为不可用渝盟、掺毒之办法制 

伏敌人。 该法对法官的司法行为也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法庭上不可感情用事，亦不可 

有亲疏远近之分”。E27]《十三法》的序言则以 

藏传佛教名义阐述立法意义：“法律文告将 

如阳光普照，一切众生都将享有那柔绢遍布 

全境，名扬藏汉区的仁政。法典的用意之深， 

实系为众生幸福，依赖佛教而成立。” 《喀 

尔喀法典》序言也宣示：“愿永远听不到坏 

事。”“愿由于人们的纯洁与应份的美德众生 

受到赐福。”_2 这些规定虽然实效有限，但也 

体现出佛教思想对中国蒙藏地方法制理念所 

起到的重塑作用。 

(二)清代中国蒙藏地方行政立法中的 

藏传佛教因素 

首先，不同宗派之间的竞争在行政法律 

规范打上较为明显的烙印。《十六法》规定： 

“按照大王之令所派遣之地方官吏，要摒弃 

谋私之恶习，以操持公务为主，尽力效忠于历 

代第悉和法王所开创的业绩，其 目的即为以 

服侍和信奉佛法为主，不改教派之官，不改信 

他宗”。[3ol所谓“教派”主要指噶玛噶举派， 

所谓“改信他宗”主要指改信新兴的格鲁派。 

《十三法》继承藏巴第悉的做法，亦 明确规 

定：“凡任公职者，均须舍弃 自私之恶习，以 

公务为主，尽力效忠于历代第悉、法王传承， 

为推行佛法的功业，不改同派之冠，不崇信异 

教。”[311所谓“不改同派之冠”即任公职者应 

信仰格鲁派，保护格鲁派的利益。 

其次，尽力提高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 

的法律地位。格鲁派控制西藏政教大权之 

后，五世达赖喇嘛对教派地位进行立法，依地 

位高低给予坐垫高低不同的待遇，其中达赖 

喇嘛可铺设五层坐垫，“铺设四层坐垫的是 

(萨迦)上下法座”，“属于三层半坐垫是乃东 

孜、达垅拉德、红帽活佛、黑帽活佛”，铺设三 

层坐垫的是“主巴、岗波、楚布仲巴、帕巴拉 

活佛、岗波的后裔京俄、康区类乌齐曲杰”， 

“铺设两层坐垫的是多吉扎、博东觉拉切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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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卓桑顶”。 由此亦可看出，不同教派在西 

藏的影响和法律地位不同。 

再次，给格鲁派僧人参政、获得信众等方 

面提供法律保障。《蒙古——卫拉特法典》 

制定过程中曾有三名格鲁派高僧参与。 该 

法典序言规定：“向释迦牟尼、宗喀巴二佛礼 

拜并祈祷!”其正文规定僧侣因宗教上的任 

务而派遣使节，“任何人不能拒绝无偿提供 

驿马”。 《喀尔喀法典》序言也重申对格鲁 

派的信仰，并且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格鲁 

派僧团置于漠北蒙古各部落公共信仰的地 

位。其“三旗大法条例”规定：“呼图克图格 

根所往，应如七旗前定，无限供给大车”；l_3 

其“教俗两界关系条例”规定：“诚心诚意出 

家之人，其主人不应阻拦”。_3 

在西藏地方的行政实践过程中，藏传佛 

教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西藏地方政府常以 

藏传佛教信仰的相关元素为其行政行为提供 

合理性和合法性说明。明末清初五世达赖喇 

嘛在委任桑结嘉措为第巴时宣称后者拥有 

“成为藏地首领的某些授记”，自己求神问 卜 

的“结果是三年之内无不祥之兆”，并要求其 

“每月十五、三十和初八这三日守八关斋戒， 

作净行”，并“请欲界自在玛索甲姆和护法神 

柏孜兄妹等随时予以四业之守护”。l_3 

(二)清代 中国蒙藏地方刑事立法中的 

藏传佛教因素 

藏传佛教给予清代中国蒙藏地方刑事立 

法的影响也较为深远，首先体现于西藏地方 

的命价立法。l3 吐蕃时期，《法律二十条》中 

“争斗者罚款，杀人者以大小论抵”的规定首 

开命价立法之先河。_3 帕竹时期，西藏地方 

立法进一步完善以佛教“十善法”为基础创 

制的命价立法。大司徒绛曲坚赞认为执行死 

刑的法律是一种造孽，规定对杀人者罚交命 

价，以使法律适合藏族的传统习惯与当时的 

实际，并制定《十五法》。 《十六法》则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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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立法进一步继承和完善，详细规定命价的 

赔偿标准。其“杀人命价律”不仅继承藏族 

传统将命价依照人的等级不同给予不同赔偿 

的规定，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佛教关爱众生、不 

滥杀的相关思想，规定：疯子、未成年孩童以 

及牲畜或其他非故意杀人者，无需交付命价； 

医生因医治不当而致人死亡，若其目的系为 

患者康复，则不仅无错无罪，且死者家属应心 

记其恩德。_4 这样即从行为能力、主观动机 

等方面对刑责之承担进行详细区分。《十三 

法》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命价立法，对僧 

侣利益给予特别保护和关照。 j 

其次，藏传佛教促进了蒙藏地方刑罚之 

文明化。藏巴第悉的《十六法》规定，对抢劫 

上师、僧人等犯罪行为实行肉刑，即“处以剜 

目、刖膝、割舌、剁肢、投崖、屠杀等刑”。l_43_ 

《十三法》则对其进行改革，虽然加重处罚， 

但行刑的方式变得文明化。该法解释说： 

“今福田和施主之法律其特点则为，因先前 

大乘发菩提心，不忍心肉体上的痛苦，为使其 

尽快超度，而将福禄抛于水中，用威光破灭后 

路。因此将有罪之身即可清净，不必再去体 

验瞎、跛等残疾人之痛苦。” 蒙古地方立法 

广泛适用的罚金刑、罚畜刑即受到佛教思想 

的影响，蒙古贵族滥用刑罚也因此受到一定 

限制。《喀尔喀法典》规定：诺颜任意杀死其 

贡民，处罚与违犯格根法旨同，死者之牲畜、 

妻子及子女献给至尊；诺颜杀死有过错之贡 

民而不报官，处罚与违犯法旨同，应取其贡民 

归格根官库。_4 

(三)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经济立法中的 

藏传佛教因素 

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经济立法中的藏传佛 

教元素，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藏传 

佛教宗教财产进行较为严密的保护。《十三 

法》规定，偷窃僧寺财物者，罚八至九倍或七 

至八倍不等，与传统罚原物八十倍相比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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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轻。 蒙古地方立法也给予严密保护，漠 

西蒙古曾对劫掠僧侣财产行为给予巨额的财 

产惩。《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对危害 

萨满及喇嘛，或劫掠其爱马者，罚甲胄百领、骆 

驼百峰、马千匹，并加倍赔偿掠夺的财产，把坏 

的换成好的赔偿。l_4 《喀尔喀法典》也对以哲 

布尊丹巴为首的僧团的财产给予严格保护，其 

“三旗大法条例”规定：贵族使者无权享用格 

根牲畜所套之大车，使用者罚三九牲畜；I刮 

1772年条例”则规定：除军国大事外，七旗使 

者不得以私事使用贡民——沙比纳尔之大 

车；“1709年法规之续文”规定，偷窃格根官库 

白马群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但留其活命于同 

伙中，“鞭打八十下，并令其(在库伦的周围) 

罚走三百周、跪拜三千次。” 

其次，给藏传佛教团体及其信众以赋税 

优待。西藏地方立法对佛教团体和信徒的赋 

税优待不必赘言。由于对宗教团体免税过 

多，至道光时期西藏地方政府的差税出现严 

重失 衡，不得不重新立 法对差税进 行分 

配。 蒙古地方立法对宗教团体和信众的赋 

税优待也比较多。《喀尔喀法典》“1746年教 

俗两界关系条例”规定，蒙古民众出家后无 

须承担世俗赋税，所有僧徒及其所辖贡民除 

“三大事”外一概不提供车马、饩羊；僧徒从 

他处至寺庙、库伦或达禅者，离去时可带走所 

挣得之物，不纳赋税。 IⅢ 

再次，藏传佛教对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环 

境保护、民间借贷的规范等也具有较大的影 

响。格鲁派执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五世达 

赖喇嘛曾颁布封山蔽泽的禁令，同时免除民间 

债务和赋税。《十三法典》序言解释说：“使除 

野狼而外的兽类、鱼、水獭等可以在 自己的居 

住区无忧无虑地生活”，“同时还公布了免除 

长年纠纷、放债的文告，使当事人化解怨恨。 

并隔年减免臣民百姓的税收和利息，对小宗商 

业附加税、集市的减税等都比以往任何一个朝 

代之法律更具威力”0[52]虽然此种立法较多出 

于政治方面考量，但是亦可看出藏传佛教宗教 

思想对地方环境立法等方面的影响。 

(四)清代中国蒙藏地方证据制度中的 

藏传佛教因素 

佛教在蒙藏地方传播开来之后，对蒙藏 

地方的证据制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誓 

证”成为蒙藏地方立法中的重要证据形式。 

《十三法典》继承《十六法典》及其以前立法 

经验，对行为不端的狡诳者规定：“立誓得由 

具智慧眼、幻化身、能预见之护法神为证”， 

咒师、饥寒交迫之人、妇女、小孩等无权立誓， 

只有“知晓 自利和他利，明事理，崇公正，心 

胸开阔，能化敌为友”者才可立誓，若不符合 

这些条件则可采用“沸油取石”、“沸泥取石” 

等法来辨别是非，“最终则是看实施之后是 

否会出现山盟神证之征兆”。l5 无论是“立 

誓”，还是“沸油取石”、“沸泥取石”，均是以 

宗教信仰为基础而生成的证据制度。 

三、清代中国蒙藏地方立法的基本特征 

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各宗派与蒙藏世俗 

政治势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 

语境下，西部地方立法受到藏传佛教的巨大 

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清代 中国蒙藏地方立法以藏传佛 

教 宗教意识形态为指导 

无论是西藏《十三法》，还是蒙古地方的 

《蒙古一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在行 

政立法方面均将藏传佛教，尤其是将格鲁派 

置于公共信仰的地位，以藏传佛教的意识形 

态为指导进行立法和司法，明确规定不同宗 

派的政治待遇，保护格鲁派的政教主导地位， 

保护藏传佛教僧团利益和信众利益，尤其是 

宗教组织的利益，成为蒙藏地方行政立法、刑 

事立法、经济立法的重要内容。 

(二)藏传佛教促进 了清代 中国蒙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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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制的文 明化 

藏传佛教对蒙藏地方法制的基本理念产 

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表现于西藏地方立法。佛 

教在西藏长时间的发展，使其内在的公平、正 

义和生命法思想对西藏地方立法产生了持久 

和深远影响。这集中体现于《十六法》的军事 

立法和命价立法之中。其次，表现于蒙古地方 

制定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法规 

对殉葬的废除，对拯救人命的行为的鼓励和奖 

赏，对杀生祭祀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以及罚畜 

刑的广泛应用等方面。这种影响甚至远超出 

法律领域，“藏族人将以前那种野蛮、残忍性 

质的生活方式改变为相对文明、理性的生活方 

式，开始注重融洽、安详、和平的生活”~E54] 

(三)清代蒙藏地方立法中的藏传佛教 

元素为国家的政治法律整合提供了条件 

藏传佛教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连接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清政府处理蒙藏地方事 

务中发挥着一定的建设性作用。珠尔墨特那 

木扎勒叛乱事件中，七世达赖喇嘛稳定藏地、 

倾向中央的政治行为，为清政府进一步改革西 

藏地方政体、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选择的现实 

依据；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为主导的政教合 
一 政体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提供了现实 

路径。_5 藏传佛教思想也为清朝中央政府处 

理廓尔喀战争善后事宜和其后的政治法律改 

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处理仲巴呼图克图等 

擅离职守的僧人时，清政府指出其唯利是图， 

贪生背义，违背佛法，应“送至京师安插庙宇 

闲住”；l_5 在对西藏边区赋税蠲免立法过程 

中，清朝中央政府以“六波罗蜜中施舍为第 
一 ”等教理论说服达赖喇嘛同意蠲免济咙等 

地租赋与乾隆五十六年以前阖藏积欠。 

综上所述，中国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格 

局至清代已趋于稳定。藏传佛教由藏地传人 

蒙古地方，其生命法思想、公平正义的理念，对 

蒙藏地方法制理念、行政立法、军事立法、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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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和证据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整 

体上促使清代蒙藏地方立法向文明化发展，为 

清代国家的西部宗教立法以及政治法律整合 

提供了条件。当下学界对藏传佛教的批评性 

反思也较多，E58 3然而从宗教与法律的角度思 

考，其间仍有较多问题亟待梳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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