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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藏传佛教立法的影响及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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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藏传佛教立法是清代宗教立法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阐述了清代藏传佛教立法对民国时期和新中

国的藏传佛教立法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借鉴清代藏传佛教立法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依法治理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藏传佛教立法工作；国家应当全面对藏传佛教立法，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国家在进行藏传佛教立法时

应当坚持和贯彻宗教平等原则；国家应当严格贯彻和实施藏传佛教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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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教众多，其中地位最为尊崇者为藏传佛教。藏传
佛教是清代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全民族信仰的宗教，具有
重要的社会影响。为加强对西北边疆民族的统治，清廷采取
了利用和扶植藏传佛教的策略，并将其宗教政策进一步法律
化，制定了众多的管理藏传佛教的法律制度。清代的藏传佛
教立法内容繁多，有喇嘛等级制度、喇嘛朝觐制度、活佛转
世和金瓶掣签制度、僧团组织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对清代
藏传佛教作了全面的规范，大到调整藏传佛教与国家之间的
关系，小到僧侣的日程行为，都有严格具体的规定。清代的
藏传佛教立法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制度沿用至今，
对今天依法治理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借鉴价值。

一、清代藏传佛教立法的影响
1、对民国时期藏传佛教立法的影响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即宣布五族共和，但鉴于蒙

藏地区的特殊性，并没有在这些边疆地区完全推行“共和”
与“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代的制度，在宗教方
面继续尊崇藏传佛教宗教领袖，沿用原有的藏传佛教法律制
度，并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

首先，明确认可清代《理藩部则例》的法律效力，准
予援用。《理藩院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民族立法，纂修于
嘉庆年间，其中“喇嘛事例一”至“喇嘛事例五”是有关藏
传佛教的内容，也是清代最重要的藏传佛教立法。1908 年
在清末法制变革过程中，《理藩院则例》改称《理藩部则例》。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认定《理藩部则例》为特别
法，“在未经颁布新特别法令以前，得酌予援用。”1935 年
颁布的《管理喇嘛寺庙条例》规定，“喇嘛之转世，以从前
曾经转世为限”，“喇嘛寺庙所设各项职任喇嘛，仍照惯例，
酌予设置”。“曾经转世”是对清代规定的转世活佛的认可，

“仍照惯例”是对清代各寺庙扎萨克大喇嘛、达喇嘛、德木齐、
格斯贵等喇嘛等级的认可。

其次，在对藏传佛教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上，除了
设立继承理藩院管理藏传佛教事务职能的蒙藏事务局、蒙藏
委员会外，还保留清代另一专管藏传佛教事务的机构喇嘛印
务处。喇嘛印务处于 1929 年改名为北平办事处，1930 年改
为喇嘛生计处，1932 年改为喇嘛寺庙管理委员会，继续负
责北平、热河、五台山等处的喇嘛事务。

再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了管理藏传佛教的各项
制度。1931 年 6 月，南京政府颁发《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
共 18 条。1935 年 12 月，颁发《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共 8 条。
1936 年，蒙藏委员会又陆续制定了实施该条例的具体办法，
包括《喇嘛转世办法》、《喇嘛登记办法》、《喇嘛任用办法》、

《喇嘛奖惩办法》等，分别对喇嘛转世、登记、任用、奖惩
进行了详细规定。这些制度实际大多数都是沿袭清代的规
定，只是剔除了与新形势不符合的内容。

最后，模仿清代喇嘛朝觐制度，制定藏传佛教宗教领
袖来京展觐办法。蒙藏委员会于 1934 年制定《边疆宗教领
袖来京展觐办法》、《达赖、班禅代表来京展觐办法》、《蒙

藏回疆各地长官及各宗教领袖人员来京展觐节单》、《蒙藏新
疆回部来京展觐人员招待规则》，1935 年行政院核准《蒙藏
回疆各地方长官及各宗教领袖人员来京展觐赏赉办法》，并
于 1948 年修改为《蒙藏回疆各地方长官及各宗教领袖人员
来京晋谒颁赠办法》。这些规定中有些和清代的规定非常相
似，如《边疆宗教领袖来京展觐办法》规定“凡蒙藏及其他
各地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绰尔济、班第达、呼毕勒罕”，“分
为六班，每年召集一班来京展觐”，班次数和清代规定的都
一样 ；《达赖班禅代表来京展觐办法》规定达赖、班禅为报
告西藏政情，应每年轮流派代表一人进京展觐，展觐时可随
带秘书及翻译各一人，随侍二至四人，回去时还有相应的赏
赐，基本和清代西藏的贡使年班一样。

清代的藏传佛教立法对维护蒙藏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统
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民国时期仍加以沿用，显示了其重
要影响。不过世易时移，民国时期的战乱不断、四分五裂和
蒙藏地区不由政府实际控制的社会现实使得这些规定已经
不可能再像大一统时的清代那样容易实行，大多成为具文，
没有实施。

2、对新中国藏传佛教立法的影响
宗教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关注的工作重点之一，新

中国成立后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下对藏传佛教
十分重视。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
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在《十七条协议》
里有五条与宗教有关，规定对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
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充分尊重了西藏地方的历史
与现实。1978 年改革开放后藏传佛教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藏传佛教管理的法制化建设，陆续制定了
一系列相关的宗教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 《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藏传
佛教寺庙管理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西藏、
青海等地地方政府颁布的与《宗教事务条例》相配套的地方
性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国佛教协会发布的《藏
传佛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办法》等。这些管理藏传佛教事务
相关法规、规章和制度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新中国的藏传
佛教立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它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贡献了重要力量。

新中国 70 年管理藏传佛教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在依
法治理藏传佛教的过程中，对清代以来的藏传佛教立法的内
容采取了“扬弃”的态度。一方面，对于不适应社会主义新
形势的相关内容，坚决予以废除，例如，1959 年西藏民主
改革后，废除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
和剥削制度，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制度，使藏传佛教走上了健
康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历史传统，对于清代形
成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相关制度，典型如活佛转世和金瓶掣
签制度，予以保留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赢得了藏传佛教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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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
重视，注重对藏传佛教历史定制的传承和借鉴，为进一步依
法治理藏传佛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使得藏传佛教更好地
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清代藏传佛教立法的历史启示
清代藏传佛教立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给予后世巨大的

影响，当今我国的藏传佛教立法工作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为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清代藏传
佛教立法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宗教立法贡献历史的力量。

第一，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藏传佛教立法工作。清廷认
识到了藏传佛教对于统治的重要作用，清前中期诸帝大多亲
自过问藏传佛教事务，就相关的制度建设发布谕旨，成为藏
传佛教立法的重要渊源。以金瓶掣签之制来说，藏传佛教传
统中并没有此制度，此前在活佛转世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治
势力借助转世程序的漏洞可以操纵转世结果，乾隆帝对其弊
端洞若观火，决心改革活佛转世制度，才亲自创立了金瓶掣
签制度，并在后来纂入《理藩院则例》，成为清代藏传佛教
立法的重要内容和最成功的制度。可以说，清代国家的高度
重视是其藏族佛教立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藏
传佛教仍是我国主要的宗教并将长期存在下去，为此国家应
从最高立法层级上重视藏传佛教立法工作，增强其权威性。

第二，国家应当全面对藏传佛教立法。管理宗教的方
式方法具有多样性，其中法律方式是最为正式有效且能得到
广大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认可和拥护的方式。清代的藏传佛
教立法在调整藏传佛教事务时在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
可依，规定全面细致，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这是其取得成
功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现阶段，我国的藏传佛教立法数量虽
然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立法体系，相关内
容多集中在寺庙管理、活佛转世等较为重要的方面，而且原
则性规定多，细则性规定少，因此有必要更进一步提高立法
的质量和水平。

第三，国家在进行藏传佛教立法时应当坚持和贯彻宗
教平等原则。宗教平等是指国家进行宗教管理的过程中，各
宗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
务，不因宗教不同和教派不同而有所差别。在历史上，因为
不同宗教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不同，统治者对宗教的好恶不同
等原因，国家对宗教很难做到平等对待。就清代来说，清廷
对各宗教区别对待，赋予不同宗教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其中
藏传佛教地位最高，其次是佛教和道教，再次是伊斯兰教，

最后是基督教。就藏传佛教来说， 法律制度最为健全，僧侣
的地位和待遇也最好，不仅宗教领袖得到清廷的不时册封，
拥有各种职衔和名号，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而且驻
京喇嘛享有一定的钱粮待遇，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待遇。
清廷这种独尊藏传佛教的政策虽然使得藏传佛教心向清廷，
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清朝统治，但其消极后果也是很明显
的，不仅造成了各宗教之间和宗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隔阂，
而且也使得清廷的宗教立法成效大打折扣。今天，我国宗教
不平等的生存土壤仍然存在，人们对不同宗教的认识还有一
定的偏见，这就有可能影响到宗教平等原则在宗教立法的制
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贯彻，这是国家在进行宗教立法时应当着
力注意和避免的。

第四，国家应当严格贯彻和实施藏传佛教立法。法律
制度贵在实施，如果不严格实施，制定再多再好的制度也形
同空文。清代藏传法律佛教立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
其得到了全面的施行，并且在施行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使
得相关制度比较切合实际，以至于深刻影响到了后世。今天，
我国的藏传佛教立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些问题，
有些制度虽然遵从历史定制，但实施不严，导致藏传佛教的
形象受损。前些年“假活佛”的流行，就是活佛转世制度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给活佛转世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所以，在依法治理藏传佛教的过程中，要借鉴清代治理
藏传佛教的历史经验，不仅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更要把
相关制度落到实处，严格贯彻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这
样才能达到立法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1]  理藩院则例 [M]. 杨选第，金峰，校注 . 海拉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五辑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民国

治藏行政法规 [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
[4]  李德成 . 藏传佛教史研究·当代卷 [M]. 北京 ：中

国藏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刘炳涛（1979—）男，山东济宁人，西安石油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 ：清代法律史 .

国家都会遇到的深刻问题，人才选用得当，则对国家繁荣昌
盛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甚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而墨子提
出的“尚贤”思想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在当时的条件下，
提出一种可操作性的选贤制度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墨子的“尚贤”与“尚同”
思想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前，选
用贤能担任国家重要岗位，有效的发挥其才能，为远大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铺路。

3、节俭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
墨子提出节用节俭，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勤劳

节俭的优秀品质，也是对当下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一种反
省。墨子一再告诫统治者要深刻认识“俭用则昌、淫佚则亡”
的重要性，但是近些年来，这一优良传统却被一些人渐渐淡
忘了。少数领导干部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与奢靡，他们动用公
款搞排场，对国家资产蒙受损失毫不痛心 ；他们在衣食住行
上要求“上档次”，造成严重的浪费现象。因此中国政府提
出建立节约型社会与墨子“节用”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不
能把当前的环境问题都统统的交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建设节
约型社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墨家学说思想，一定要坚持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继承
中创新，特别是关于“尚贤、尚同、节用、兼爱、非攻”等
与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的思想智慧，要与时俱进，进
行创造性诠释，赋予其时代价值，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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