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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于藏族古代社会的苯教，经历了历史

上的演变和发展，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

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

发展成为有比较成熟的经文和系统化教规仪礼

的人为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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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讲，苯教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它保持着一种古老

的宗教文化形态，而且带有浓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这是因为青

藏高原及其藏民族自古以来始终没有摆脱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世俗

文化一直糅合在宗教文化之中，两者没有鲜明的分界线。

根据考古发掘，藏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劳动、生息在今日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藏民族信奉着一种与自己息息相关

的古老的传统宗教，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苯教”。苯教的产生及其发展，

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苯教与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

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弄清苯教这个古老宗教的历

史源头，首先应该对藏族的远古社会作一番了解。

冈仁波齐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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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经典

做法事的苯教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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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古代史书《柱间史》记载：“东、党、赛、莫，即四大宗族，

是雪域藏地最早出现的人类。”这四大宗族，也可称为四大氏族，但

更准确的解释应为“四大姓氏”，因为迄今藏族诸多姓氏中仍有延续

下来的上述“四大姓氏”。由此可知，这四大姓氏或宗族为藏族族源。

经过漫长的岁月，藏族历史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以后依

次由玛桑九兄弟、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或四十小邦统治。”[1] 从这

些不断更迭的统治者以及不断分化又重新合并的社会结构，可以看出

藏族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或基本特点，同时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形

态属于原始社会。

当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藏族地区有了神灵观念，并出

现众多神祇，诸如山神、水神、地神、天神等。依据有关藏文史料，

藏族地区对神灵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具体情形已微茫

难考。但藏族人的神灵观念基本上是随着藏族古代社会的进步而逐渐

形成的。“万物有灵”观念曾令藏族先民虔诚地跪拜在具有巨大威力

的各种神灵脚下，他们崇拜神，向神祈祷，献上自己力所能及的祭品，

表示感谢或赎罪，并希望神能保佑自己。《柱间史》记载：“赛·苯波、

玛·苯波、东·苯波、奥·苯波等十二名有识之士正在祭献神灵。”

这是大约公元前 4 世纪藏族地区祭献神灵的情形，这 12 名有识之士

实际上就是 12 位苯波。当时的苯波相当于巫师或祭司，引文中苯波

之前的字均为姓氏。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出现的苯波的称谓成为后来

苯教名称的最初由来。根据大量有关藏文史料，以上 12 名苯波既是

当时总管一切精神文化的巫师，又是当时藏族 12 小邦之行政酋长，

是集巫师与酋长于一身的特殊人物。正如许多国家在历史发展不同阶

段都曾存在过集祭司与帝王于一身的人物，他们也具有半人半神、或

半神半人的性质。这种巫者为王、王者行巫的现象，应当说是一定历

[1]　蔡巴·贡噶多杰著：《红史》，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西
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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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普遍

意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随着藏族社会的进一

步发展，约当公元前 4 世

纪，藏族古代历史上有文

字记载的第一个王国及其

赞 普 ( 国 王 ) 诞 生 了。 他

们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古代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旧的分散的原始社会

解体，新的统一的奴隶社

会开始形成。然而，以前

身兼酋长的巫师们随着社

会形态发生质变而失去了

酋长地位，这是历史的发

展给他们所带来的冲击，

也是神权和政权的分离。

从此，这些失去酋长地位的巫师们便专司巫术活动，使巫术活动更具

宗教性。藏民族的传统宗教苯教大约于此时开始萌生。尽管初期的苯

教显得不够成熟，但经过巫师们那神话般的渲染和极端神秘的宗教仪

式，它还是赢得了当时庶民百姓的高度信赖和虔诚信仰。

总之，生根于藏族古代社会的苯教，经历了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

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

发展成为有比较成熟的经文和系统化教规仪礼的人为宗教。苯教的历

史演变、形成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多苯时期、恰苯时期

和居苯时期。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苯教岩画



第一章           苯  教

11

多苯时期实际上是苯教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大约从藏族历史上

第一位国王聂赤赞普 ( 约公元前 4 世纪 ) 算起，直至吐蕃王朝第八代

国王智贡赞普 ( 约公元前 2 世纪 )。这段时期也就是藏文史籍中所谓的

“天赤七王”时代。至于多苯时期的宗教情形，藏文典籍中是这样记

载的：“不过当时的苯教，只有下方作征服鬼怪，上方作祭祀天神，

一    多苯时期

笃信苯教的吐蕃第二代藏王牟赤赞普头戴苯教僧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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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术而已。”[2] 说明这一时期的苯教尚未形成自己

的理论体系，而且带有较原始的巫术性质。早期巫术与原始宗教糅合

在一起，很难辨别清楚，故有人提出，巫术是宗教的前身。

总的看来，多苯时期的苯教以鬼神崇拜为主要特色，而“万物有

灵论”则是古人信仰鬼神的共同思想源泉。人类的初民认定自然现象

都被赋予生命和超人的魔力。所以，已知的最初阶段的自然宗教被称

为多种精灵魔教。这种宗教以万物有灵论为主宰，以混乱的神话为特

征，笃信魔法，其恐惧感超越别种宗教情感之上。这种信仰是从普遍

存在于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因素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如死亡、睡眠、做梦、

恍惚、幻觉等现象），并通过简单的逻辑思维过程，产生了对能独立

于肉体存在的精神实体的信仰。在这种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一切事物

都被认为赋有精灵，而精灵就是赋予事物以活力和生气的因素。例如，

多苯时期的藏族先民一般都相信，正是精灵引起疾病，并控制着他们

的命运。

综观以上现象，可以认为多苯时期的苯教属于自然宗教范畴。

二    恰苯时期

恰苯时期大约从吐蕃王朝第八代国王智贡赞普（约公元前 2 世纪）

至松赞干布（7 世纪）前后。这一时期是苯教发生质变的重要阶段，

可谓大变革、大发展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吐蕃第八代国王智贡赞普的

开明措施。比如，智贡赞普“乃分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三地请

[2]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 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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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三位苯教法师，举行超荐凶煞等宗教活动。其中一人依凭除灾巫术、

修火神法，骑于鼓上游行虚空，发掘秘藏，还以鸟羽截铁等显示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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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严厉，精通各种超荐亡灵之术。”[3] 这就是智贡赞

普引进周边地区的高超法术来改造或充实当时日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

宗教 ( 苯教 ) 的实例。苯教从此开始结束较原始稚嫩的宗教形态，跨

入积极引进高超实践法术的新时期。

《汉藏史集》记载：“父王智贡赞普在位之时，由象雄和勃律的

苯波传来了贤吉都苯教法。王子布德贡杰在位之时，有仲和德乌教法

产生，出现了天苯波贤波切。”可见，在智贡赞普时期，苯教开始逐

渐结束以前那种长于单纯的巫术手段而缺乏教理仪规的历史，并形成

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石泰安在《西藏文明》一书中指出：“十二

世纪藏族神学家智贡巴在谈到恰苯时说，恰苯派是已形成哲学系统的

苯教之起始，而且还认为这一现象是受了湿婆外道教理影响。”湿婆

即梵文 siva 的音译，意为“自在”，故别称“大自在天”或“自在天”，

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即创造之神，毁灭之神，苦行之神，

又是舞蹈之神。《提婆涅槃论》说，整个世界就是湿婆的身体，虚空

是头，地是身。湿婆与梵天、毗瑟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存、毁灭。

有些湿婆 ( 自在天 ) 教派的寺院中不设偶像，只以牛或男性生殖器作

为湿婆的象征，并向其祈祷祭祀。《西藏风土志》中也指出：“后来，

苯教学者青裙师，把释迦牟尼在世时六个哲学派别的理论，即外道六

师传到吐蕃，与当地苯教结合，形成了吐蕃苯教的一套理论，这便是

伽苯。”

从以上诸书记载可看出，恰苯时期的苯教是多苯时期的原有苯教

与印度等周边地区的外来宗教思想相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并具有一定

[3]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土观宗派源流》（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
第 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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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水准。当然，恰苯是在多苯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多苯有着一脉

相承的亲缘联系。

恰苯的最终形成，主要归功于一位名叫辛饶米沃的著名人物。后

来许多藏文史籍均认为，此人是苯教的教主。在《西藏王统记》中有

更详细的记载：“教主辛饶本名米沃，生于大食之俄莫隆仁。苯教之

经如‘康钦波吉’八大部等皆传译自象雄地方，于是大为兴盛。苯教

可分九派：因苯教四派、果苯教五派。果苯教五派，其教义在求进入

雍仲无上乘而获快乐上界之身。因苯教四派分为：囊贤白托坚、赤贤

白村坚、恰贤居土坚和都贤村恰坚。囊贤白托坚派，以招泰迎祥，求

神乞医，增益福运，兴旺人财为主。赤贤白村坚派，以抛投冥器，供

施祭品，安宅奠灵，以及禳祓消除一切久暂灾厄为主。恰贤居土坚派，

以占卜善恶休咎，决定是

非之疑，显示有漏神通为

主。都贤村恰坚派，以为

生者除灾，死者安厝，幼

保关煞，上觇星相，下收

地鬼等为主也。诸派作法，

皆摇动手鼓单钹为声。”

这就较全面地介绍了辛饶

米沃的身世，以及他创立

雍仲苯教的过程和雍仲苯

教的主要内容。

至于恰苯时期的苯教

教 法 思 想， 藏 族 学 者 东

噶·洛桑赤列在他的《论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

中作了概要论述：这种新

的苯教被称为“朗贤”，
苯教祖师辛饶米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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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根本不承认前后世之说，但承认有神鬼，认为神是在人活着时保护

人生命的，鬼不仅在人活着时主宰人的生命，而且在人死后由鬼把灵

魂带走，鬼还能给这个人的家庭和后代继续带来危害，因此要供奉救

护人的神，消除危害人的鬼。按照《空行益西措杰传》的记载，这种

宗教每年秋天要举行“苯教神祭”，将牦牛、绵羊、山羊等公畜各

三千头杀死 , 将牦牛、绵羊、山羊等母畜各一千头活活肢解，以血肉

献祭。春天要举行“肢解母鹿祭”，将四只母鹿四蹄折断，以血肉献

祭。在夏天要举行“苯教祖师祭”，以各种树木和粮食“烧烟”祭祀。

在人有病痛时要施舍赎命，视各人经济情况献祭神祇。人死以后为制

伏鬼魂，也要像上述那样杀牲祭祀。此外还有祈福、禳解、赎替、测

算等仪式。

从以上繁琐的宗教仪式可以看出，恰苯时期的苯教在举行宗教仪

式时，突出了献祭这种以物质性的供品来换取神灵保佑和恩赐的方式，

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所有宗教活动都是围绕“献祭”而开展的。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的苯教古老修行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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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居苯时期

在藏文中，“居”有翻译、解释、编纂等多种意义，而“苯”是

苯教的缩写或概括。居苯两字意为“被翻译过来的苯教”或“经过改

造的苯教”。居苯时期是苯教发展的第三阶段。佛教在吐蕃突破苯教

的主要阻力稳住阵营后，便拉开了大规模翻译佛经的序幕。这对处境

困难的苯教来说，又是一种新的压力。作为应对，苯教徒也开始整理

或翻译苯教经典，努力为自己的宗派建立一套理论体系，以便对付来

自佛教的理论攻势，苯教从而进入新的居苯时期。

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时期，苯教已经整理出一些苯教经典。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苯教寺院中的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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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藏学家霍夫曼教授对此作了印证性的考查：“当大规模的译经开

始后，来自象雄的苯教徒在新建的桑耶寺观音殿里同佛教徒并肩工作。

苯教译师中较为突出者是香日乌金，他把著名的《十万龙经》译为藏

文。”[4] 这里所说的《十万龙经》是苯教的一部重要经典，保留了有

关治病和死而复活者的传说等许多苯教的早期经典内容。苯教经典的

搜集、整理、编著以及翻译等都始于赤松德赞时期。因此，居苯时期

的正式发端确定为赤松德赞时期。居苯时期又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早

期的居苯，传说有绿裙班智达者将邪法埋藏地下，自行掘出，杂入苯

法而成此派的；中期居苯，当赤松德赞王时，曾下令苯教徒改信内教，

有一人名为杰维绛曲 ( 佛菩提 )，王遣其从仁钦乔学佛法，他不愿学，

但又怕受到藏王的罚责，因此心怀恼恨，遂勾结苯教徒，将一些佛典，

改译成为苯教的书，此事被赤松王知道了，王权传敕，若有擅改佛经

为苯教书籍者杀而无赦。当时因为此事，被诛者甚众。苯教徒大为惊惧，

乃将未译完的书籍，秘密藏在山岩之间，后又从伏藏中掘出，遂名为

苯教的伏藏法；后期居苯，自从朗达玛灭佛以后，藏娘堆有一人名为

贤古鲁迦，在卫地苯教的胜地达域卓拉，将大量佛经改为苯教经典。

[4]　参见《世界宗教资料》1985年第 4期，第 31页。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

县苯教寺院中的老

木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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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立各种不同的名相及诠释，标其异于佛教。”[5] 这是藏族宗教学家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居苯时期的苯教所作的具体研究，迄今仍具有

权威性。

赤松德赞起初对苯教十分宽容，为苯教徒创造接近于佛教徒的外

部条件，如建立译经场所，允许他们专心致志地翻译或编纂苯教经典，

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实际上，这是赤松德赞吸取先祖们的经验教训，

对苯教采取的一种谨慎态度。一旦条件成熟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对

苯教实施压制性的强硬措施，

以便削弱苯教的势力，为佛教

创造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根

据藏文史籍记载，赤松德赞为

了达到在吐蕃只奉行佛教的目

的，采用了一种至少在表面上

看来比较公平合理的巧妙手

段——辩论。其实辩论是佛教

的优势，而对苯教来说，则成

为其致命的弱点。其结果显而

易 见， 苯 教 辩 论 失 败。“ 藏

历纪年前释迦灭寂 1303 年土

猪年 ( 唐肃宗李亨乾元二年，

759 年 )，在墨竹苏浦地方江

布园宫室前，举行了佛教与苯

教的辩论，结果苯教徒失败，

赞普把苯教僧侣流放到阿里象

雄地方，把苯教经籍全部收集

[5]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第 194—195页。

8 世纪时，赤松德赞聘请汉僧入藏铸造铜钟。

该铜钟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桑耶寺内。

赤松德赞时期在桑耶寺建造的兴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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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或抛入水中，或压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教杀牲祭祀

为活人和死者举行祈福仪式，只准信奉佛教，不准信奉苯教。赤松德

赞在禁止苯教时，保留了苯教的祈祷吉祥、禳解、火葬、烧烟祭天焚

魔等，后来被佛教徒改变其意义保存其形式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

吐蕃王朝崩溃后重新兴起的苯教──‘居苯’，也把佛教的内容全部

改造成苯教教义，成为一种有教理教义的新苯教。这表明佛教与苯教

经过相互斗争，为了适应斗争需要都从对方吸取某些东西，保留其形

式，改造其内容，这是佛教与苯教的新发展。”[6] 由此可见，赤松德

赞在所谓的“废除”苯教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极端行为。

一方面，禁止诸如大量杀牲祭祀等带有原始野蛮性质的宗教行为，以

及制止苯教徒篡改佛教经典的越轨活动；另一方面，鉴于当时社会需

求，保留并积极发扬或利用苯教中的许多宗教礼仪。从苯教徒的角度

[6]　东噶·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15—16页。

桑耶寺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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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苯教在赤松德赞时期，确实遭受过前所未有的迫害。然而，这一

打击从反面又促进了苯教在教法仪轨上更加完善。虽然佛教始终没有

放弃压制苯教的一切措施，结果不但没能消灭苯教，苯教反而从佛教

那里得到不少实惠。苯教教法义理的形成，就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

总之，苯教进入居苯时期，不仅在教理仪轨方面日趋成熟完善，

而且在自己的宗教理论领域，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具魅力的成

就是，苯教学者对自己信奉的宗教进行了判教，如将苯教判为九乘，

即著名的“九乘之说”。这是苯教在经论学说上取得较高水准的一个

重要标志，它将苯教的整个经论判定为九乘或九类。“九乘”中卡贤、

朗贤、楚贤、斯贤为四因乘；格尼、阿迦、仗松、耶贤为四果乘；最

后为无上乘。实际上，“九乘之说”将苯教庞杂的理论体系和丰富多

彩的宗教实践礼仪，按前因后果和修持次第进行了分类，人们可通过

“九乘”来掌握或修习苯教。

四    苯教寺院

苯教作为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长并流传至今的古老宗教，除了具有

悠久的历史渊源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苯教寺院。

根据藏文典籍，苯教大师贤钦鲁噶的弟子祖钦南卡琼仲于 1072

年修建了叶茹彭萨卡寺，这是一座研修苯教的重要道场。当时该寺一

直很兴隆，寺中还培养了不少著名的苯教高僧，1386 年该寺毁于洪水。

之后，叶茹彭萨卡寺再也没能恢复起来。

贤钦鲁噶的另一位弟子许耶罗布，大约在 11 世纪也修建了一座名

为吉卡日香的苯教寺院，这是一座主要修习苯教大圆满法的中心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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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苯教寺院的宗教仪式

贤钦鲁噶的主要弟子边敦贝却，为了弘扬苯教的密宗教法，先开

辟一块简易的静修场所，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最后形成了一个小有

名气的专门研修苯教密宗的中心道场。

约在 11 世纪，还有一位名叫梅乌·阔巴贝钦的苯教高僧，创建了

著名的桑日寺。这是一座专门研习苯教哲学的中心寺院。

以上四座苯教寺院或四大中心道场都在后藏地区即西藏日喀则地

区。从各个寺院侧重的修学对象来看，叶茹彭萨卡寺和桑日寺主要研

习苯教的经院哲学；吉卡日香寺和边敦贝却开辟的密宗中心，重点则

放在对苯教心部和禅定的修习或实践方面。从 14 世纪末开始，这四

座苯教道场趋于衰微，目前除了桑日寺得到修复之外，其余仅留存一

些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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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珠寺精修僧舍

昌都地区孜珠山上的苯教孜珠寺 孜珠寺经堂

孜珠寺僧人

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建立的苯教寺院先后衰微之后，又再次出现

曙光。14 世纪，在四川嘉绒藏区出现一位著名的苯教大师，他就是苯

教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念麦喜饶坚赞大师（1356—1415）。念麦喜饶

坚赞从嘉绒藏区来到西藏日喀则地区，一边修行一边弘扬苯教教法，

于 1405 年创建曼日寺。该寺位于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曼日寺不

仅在藏族地区享有盛名，而且在苯教寺院中占有祖寺地位。目前，曼

日寺仍然香火不断，是当今西藏日喀则地区颇有影响的一座苯教重要

寺院。

苯教高僧达娃贤赞生于 1796 年，早年在曼日寺系统学习苯教教法。

1834 年，他在后藏新建了一座作为曼日寺子寺的寺院，这就是著名的

雍仲林寺，全称“热拉雍仲林”。该寺位于今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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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主寺——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热拉雍仲林寺

拉村，寺院的前面是滚滚东流的雅鲁藏布江。雍仲林寺目前已成为西

藏自治区最大的苯教寺院之一，寺院常住僧人现有 60 多名。在历史

上寺院常住僧人曾多达 500 人。雍仲林自创建以来，在社会上享有崇

高的荣誉和很大的影响力。西藏及其他藏区各苯教寺院的堪布 ( 住持 )

均由该寺委派，在该寺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讲经修法活动时，各地藏

区数以千计的善男信女如期云集到此取经。

此外，在曼日寺以西不远处曾建有一座名为喀那寺的苯教寺院，

曾与曼日寺和雍仲林寺一起被称为苯教三大寺院，堪与格鲁派的拉萨

三大寺院相媲美。目前在西藏自治区，除了日喀则地区之外，苯教寺

院分布最多的则是那曲和昌都地区。其次，四川、青海、甘肃、云南

等藏族地区也有不少苯教寺院，尤其在四川嘉绒地区，苯教具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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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力。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言：“苯教之寺院，在藏区内有辛

达顶寺，在嘉绒有雍仲拉顶寺等，其后皇帝引兵毁其寺，把拉顶寺改

为格鲁派的甘丹新寺并下诏禁止信奉苯教，但不甚严厉，至今嘉绒及

察柯一带尚有不少的苯教寺院。”[7] 有研究认为，在五世达赖喇嘛统

治时期，苯教和觉囊派不止一次受到迫害。几座苯教寺院，特别是在

穹波的苯教寺院被改成了格鲁派寺院。在康区的白利地区发生了极为

严重的事件，西藏的佛教统治者在该地动用了蒙古军队以征服他们宗

教上的对手。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苯教逃脱了降临在觉囊派头

上的命运。觉囊派信徒全部被从西藏中部赶了出去。在整个新神权统

治时期，这种迫害在多地持续。

嘉绒始终是苯教的大本营，多

年以来，它成功地抵御了满族

人的侵占。乾隆皇帝只得向其

精神导师格鲁派的转世化身

章 嘉 乳 必 多 吉 活 佛（1717—

1786）求援，请求他运用神力

来对付不肯妥协的苯教徒。这

位喇嘛不失时机地动用清朝军

队消灭异教徒。大约在 1775

年，这支军队开始启程，其目

的是要改变嘉绒人对苯教的宗

教信仰，但未能得逞，于是，

他们摧毁了最著名的苯教寺院

雍仲拉顶寺。后来，在同一地

点又修建了一座格鲁派寺院甘

[7]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土观宗派源流》（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
第 198页。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苯教寺院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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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寺。这位皇帝还颁布了禁止苯教徒修习的命令。[8] 自 8 世纪始，苯教

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佛教神权统治者打击的重点对象，没有藏传

佛教所享有的兴旺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在广袤的藏族地区的腹心

地带，没能建立众多的金碧辉煌的苯教寺院群，它们大都建在边远偏

僻的山区地带。根据平措次仁 1998 年的调查研究表明，西藏自治区

内现有苯教寺庙 92 座，其中昌都地区 54 座、那曲地区 28 座、日喀

则地区 6 座、林芝地区 2 座、拉萨和阿里各有 1 座；西藏有苯教僧人

3291 人，活佛 93 人，信教群众有 13 万多。

苯教中的不少教法仪轨，已演变成为藏族民间宗教信仰的主要组

成部分。目前，藏族民间信仰中的许多宗教仪式和思想观念，基本上

都源于苯教。苯教文化对藏族文化习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8]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81页。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苯教寺院的跳法舞宗教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