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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是人一生的开始，诞生礼是对婴儿降生人世的一种接纳仪

礼，反映出人们对人口出生、生命延续的重视。

传统的藏族社会，在陈旧观念影响下，妇女在经期、怀孕和生育

过程中都被视为不洁，加之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保健，孕妇和产妇往

往得不到合理的照顾和护理，婴幼儿死亡率很高。

怀孕初期，普通家庭的孕妇在饮食上并无特殊照顾，有条件的人

家不时会给孕妇改善伙食，补充营养。怀孕后期和临产前，各家视经

济情况给孕妇补充肉类和酥油等营养丰富的食物。

过去孕妇临产时，牧区妇女多在牛圈内或另外搭建的简易帐篷内

生产，农区妇女也不能在日常睡卧居住的室内，需要到牛棚羊圈内分

娩。无专门的助产婆，多由产妇的母亲或婆婆帮助接生。产妇分娩时，

丈夫一般不在跟前，要尽可能离开。据说，孩子父亲在分娩现场的话，

婴儿害羞不容易生下来。如遇难产，要请僧人念经祈祷。

家有产妇，一般在门上系挂红布条或设特别标记，告示外人不能

随便进入。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女孩是第四天），要举行藏语称为“旁色” （“旁”

藏语是“污浊”之意，“色”是“清除”的意思）的诞生礼仪式。藏族

一    诞生礼

藏族人的一生，可以说是礼仪的一生。从呱呱落地的婴儿，到成

年后的婚嫁；从弥留时的关怀，到死后灵魂的升天，都有一套完整而

复杂的仪式。这是藏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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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小孩出娘胎会带

来诸多污浊和晦气，如不

消除这些晦气，将会对孩

子的成长不利。举行“旁色”

仪式，也就是为孩子消除

污秽，预祝孩子健康成长。

“旁色”仪式之日，亲朋

好友带着礼物来参加活动，

进屋时要先给产妇和襁褓

中的婴儿献哈达，给产妇

敬酒、倒茶；然后端详初

生婴儿，说一些吉祥、祝

福的话。婴儿在满月之前

一般不出门。

婴儿满月之后，择吉

日举行“国敦”即出门仪式。

当天，母亲和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出门，首先去寺庙朝佛，祈求佛祖

菩萨保佑孩子无病无灾，健康成长。然后去有福泽（诸如儿孙满堂、

家境富裕等）的朋友家串门，期盼孩子将来也会建立幸福美好的家庭。

孩子第一次出门，有在孩子鼻尖上抹锅烟灰的习俗，这是为了避免孩

子出门时被鬼灵发现。

如今，西藏城乡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妇幼保健事业迅

速发展，藏族妇女懂得了许多妇幼保健知识，加强了孕期保健和产后

护理，彻底改变了妇女儿童体弱多病、婴幼儿死亡率高的状况。城镇

妇女在孕期一般都去医院做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大多在医院分娩。农

牧区也建有各级医院或诊疗机构，为群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农牧区

妇女就近去医院生产或请医生到家接生。

藏族母亲和她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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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名习俗

在藏族人看来，为孩子取名是一件十分郑重的事，它关系到孩子

的成长和今后一生的发展，大多要请活佛高僧或有威望的长者取名。

有时父母也根据自己的意愿为孩子取名。取名的时间一般在孩子快满

月之时，也有在孕期就请活佛提前取名的。过去平民百姓向活佛或喇

嘛求取名字时，没有什么特殊仪式，只需向活佛或高僧敬献一条哈达、

几两藏银，说明婴儿性别。贵族上层则常常将婴儿抱去向活佛献发，

活佛剪去婴儿一小撮顶发，以此象征剃度，然后取一个吉祥的名字。

如孩子长大后出家（或在家）为僧，仍需经堪布、翁则或活佛等高僧

重新剃度取法名。活佛、堪布等在给孩子取名时，其名字总是带有较

为明显的宗教色彩。

穿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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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名的内涵十分丰富，

其取名方式多样，常见的有：

与宗教相关的名字，如丹增 

（圣法）、塔巴（解脱）、多吉（金

刚）、曲珍（佛灯）、雍忠（苯

教的 “万字纹”符号，象征永恒，

该名为苯教僧人或信徒之名），

等等。与宗教相关的名字在藏族

人名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一现象

既反映了宗教对藏族社会的深刻

影响，又体现了藏族取名的一个

重要特征。

表达祝愿与赞美，如次仁 （长

寿）、德吉（幸福）、扎西（吉祥）、

桑珠（遂意）、索朗（福泽），等等。

纪念出生日期，如边巴（星期六出生者）、达娃（星期一出生者）、

次杰（藏历初八出生者），等等。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藏族人的名字

还有以现代节日取名的，如国庆、五一等，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表达生育、节育愿望，如仓姆决（终止生育）、普赤（招弟），

祈求下一胎生男孩，等等，最常见的是以上名字。这一类名字主要由

父母所取。“仓姆决”表示不想再要孩子，“普赤”则表达了想要男孩，

因前几胎所生均为女孩。

以自然物命名，多表达一种祈愿，如嘉措（大海）、噶玛（星星）、

美多（花朵），等等。

藏族给孩子取名的方式还有多种。比如，为避免新生儿遭遇不测，

故意给孩子选取贱名，以躲过劫难，这样的名字常见的有：其甲（狗屎）、

帕甲（猪粪）、普科（丑孩）等。如有的孩子生病或遇灾祸后大难不死，

多给孩子改名为西洛（死里逃生）。父母对最幼小的儿女表示爱抚和

藏族儿童



西藏民俗

60

亲昵，取名琼达（毛毛）、琼吉（安乐小宝），等等。

上述名字均为两个音节，而现实中藏族的名字多是四音节。其实

这并不矛盾，因藏族人名的构成绝大多数都是两个双音节的合成词（贱

名和昵称等除外）。如上述名字都可能组成四音节的藏名，如达娃次

仁、巴桑罗布、索朗嘉措、边巴顿珠等。人们日常称呼时，既可称全名，

也可用简称。简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取第一和第三音节，如索朗平

措，可简称为“索平”、巴桑旺堆，简称为“巴旺”。第二种形式是

只叫前两个音节或后两个音节，它们均有独立的词义。如“巴桑罗布”，

既可简称巴桑，也可称罗布。“丹增伦珠”既可叫丹增，又可称伦珠。

根据平时人们称呼的约定俗成，简称中以第一种情况居多，具有代表性。

藏族婚俗文化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远古时代，藏族

先民就按一定的婚姻制度组建家庭，聚族而居，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

礼仪习俗。藏族的婚恋礼俗，从择亲选偶、订亲迎娶到婚后习俗都具

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

1、通婚范围

藏族传统婚姻的缔结看重对方的血统、地位、门第和财富，追求“门

当户对”的婚姻，这在城镇表现尤为明显。

婚姻缔结中一个最大的禁忌是近亲结婚。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人无

论相隔多少代一律不得婚配，有母系亲属关系的人原则上亦不得婚配，

三    婚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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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婚配，至少应隔五代甚至八九代人方可。在西藏农牧区，人们是以“骨

系”来确定通婚的范围。骨系多以父系的血缘来计算，同一骨系的后

代属永久禁婚之列。有时也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年代的久远，人们已

不清楚婚配双方是否存在亲戚关系，但只要知道过去曾是亲戚关系，

不管隔了多少代，人们会自觉恪守禁婚规则。在人们的观念中，近亲

通婚是最不吉利的事，会生下畸形婴儿，会给家庭、村庄和草原带来

灾难。

婚姻是否缔结，还要看男女双方的生肖是否相克或相冲。人们十

分忌讳生肖和属相相克相冲，认为生肖相克婚姻不会幸福，夫妻间会

吵架、打架或离婚。五行中水克火、火克金、木克土、土克水。十二

属相中从某支起，间隔六个，其第七支与之相冲。长期以来，人们把

五行是否相合相克看得较重，婚前需测算男女双方是否匹配，不相合

则一般不成婚。当然，这一禁婚原则并不十分严格，城镇、农村和牧

区以及不同的地方也有灵活性差异，有时生辰属相不合还可请僧人或

咒师做法事化解。

在不违背近亲通婚和等级内婚的前提下，藏族青年男女的婚恋有

着较大的自由，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各种社交场合可以自由交往和谈情

说爱。当然，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传统婚姻多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包办婚姻，贵族上层的婚嫁尤其如此，子女没有多少婚恋自由可言。

贵族间的联姻多是一种政治行为，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包括家庭的

政治地位、财产继承和社会地位，借联姻扩大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因

此不会也不可能考虑子女的情感。平民的情况则不同，虽然婚嫁与否

的最终决定权在父母，但子女在选择配偶时有较大的自由，家长会充

分尊重子女的选择。事实上多数情况为子女自由恋爱后，将自己的意

愿告诉家长，由家长出面请人提亲和订婚，最后安排婚嫁。有的情况

是家长相中了某男或某女，事先并不告诉子女，更谈不上征求子女意

见，直到成婚前才通知子女。但这种完全由父母包办作主的情况较少，

多数情况是由父母作主决定婚嫁，但事先会征求子女的意见，如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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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同意这门婚事，家长会考虑孩子的意见。当然，藏族人对长者十

分尊重，子女一般会听父母的安排。

如果说“门当户对”是家长择亲时的一条标准，那么年轻人在选

择对象时更看重的是对方的个人条件，包括身体是否健康，长相是否

英俊漂亮，品行是否端庄以及是否能干、有本事等。在牧区，男子有

本事主要表现在搬迁牧场、捻绳子、打猎、屠宰和做买卖等方面，女

子有本事则表现在挤奶、做酸奶、放牧、织氆氇等方面。农区的情况

亦相似，在耕地、修渠、建房和买卖等方面可看出男子的本事，女子

则表现在种田、挤奶、做酒、织布等方面。配偶是否能干，成为农牧

区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将配偶的能干和有本事作为一个重要条件是

不难理解的，因婚姻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结合，由婚姻的缔结组建的

家庭承担着人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的重任，能干和有本事则是维系家

庭生计的最基本因素。在气候条件差、生产力水平低的西藏农牧区，

没有相当的劳动生产技能的“本事”，没有“能干”的素质，不要说

发展和致富，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

如今，人们的择偶观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变革，

过去严格的“等级内婚制”已不复存在，在不违背近亲婚姻禁忌的前

提下，人们的婚恋更加自由，通婚范围不断扩大，藏族同其他民族、

藏族同外国人的通婚不受限制。包办婚在城镇已基本绝迹，在一些偏

远的农牧区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子女在婚配上有着更大的自主权。

无论在城镇还是农牧区，一个人的品质和德行（尤其强调“诚实”）

是人们择偶的重要条件。职业和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人们亦较看重。

城镇人在今天仍关注对方家庭的地位和条件，农牧区则看重对方的本

事与能干程度，呈现出城乡不同的特点。在今天的西藏，无论城镇和

农牧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已是婚恋的主流。

2、订婚

藏族青年男女一般十六七岁便进入可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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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交活动。藏北牧区青年男女有一种称为“乞董”（意为“打狗”）

的恋爱交友方式。所谓“打狗”，是指男女青年夜晚幽会时，男子骑

马去女子住地，因怕狗叫而惊动姑娘家的人，男子会在赴会时带上一

块肉扔给狗吃，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打狗”。当男女青年彼此有了感

情愿意确定婚姻关系时，便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如果父母不反

对，便会托亲友找媒人去女方家说亲。也有的是男方父母看中了某位

姑娘，便托人去女方家提亲。

说亲或提亲是整个婚姻缔结过程中第一个程式化仪礼，各地在习

俗礼仪的细节上略有不同。提亲人一般不由家人充任，而多由男方亲

朋或村中有较高威望的人充当。提亲人藏语称之为“巴米”（意为“中

间人”—— 媒人）。如果男女青年感情好，两家又熟悉，也可由男方

家长直接去提亲。“巴米”或男方家长择吉日带酥油茶、青稞酒和哈

达去女方家（多趁姑娘不在家时），向女方家长说明来意。如果女方

家同意结亲，会接受男方家敬献的酒、茶或哈达，反之则表示拒绝这

门亲事。双方同意后，便要请人卜卦测算男女的生辰属相是否相合，

预测婚后祸福吉凶。如果吉利，便确定婚约。如不吉利，则有两种选择：

一是就此罢休，另择佳偶；一是请喇嘛做法事驱邪消灾。

提亲之事大功告成后，双方父母便会商定吉日良辰举行“隆羌冬”

（“隆羌”意为“求亲酒”）订婚礼。订婚之日，男方家带来青稞酒

和酥油茶，给女方父母敬献求亲酒，还给女方家的每一位成员赠礼物，

礼物的大小和多少视男方家的经济条件而定，大的可送衣物乃至首饰，

小的送一条哈达亦可。但是，无论男方家的家境如何，有一件礼物必

不可少，这就是给女方家母亲送的“奴仁”（意为“奶钱”），以感

谢母亲哺育女儿的养育之恩。即使女孩的母亲已亡故，“奶钱”仍必

须送。农区和城镇赠送的“奶钱”多是一条彩裙“邦典”，牧区则送

一头奶牛作为女儿母亲的“奶钱”。这天，女方家备酒备饭，招待男

方家客人和参加订婚的女方亲属。过去城镇和部分农区在订婚仪式上

还要写婚约，贵族之间订婚时出示婚约更是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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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一式两份，由证人在仪式上高声朗读，核对无误后由双方家长当

众盖上家族印章各自保管一份。订婚仪式后，男女双方不得轻易毁约，

否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众人的耻笑。如果男方毁约，赠送给女方的

财物不得索回，还要追加一定的钱物。女方毁约要如数退还财物，另

外还要给男方一些钱物以作补偿。订婚礼之后，双方便商定结婚日期，

筹办结婚事宜。

3、婚礼

藏族婚礼的礼俗繁缛，活动甚多，各地在礼俗上不尽相同。

婚礼经男女双方商定并由喇嘛卜卦择吉日举行，过去农村结婚多

安排在冬天农闲季节。婚礼前一天，男方家派出迎亲人去女方家迎亲。

迎亲人员的组成有二人、四人、六人不等，其中一般有男方家的一名

至亲、一名能说会道的人（有时专门请民间说唱艺人）、一名为新娘

牵马的人，并且要带上礼物，包括给新娘的全套衣饰，给新娘乘骑用

的打扮漂亮的马（怀有小驹的白马为佳）以及五色彩箭等。日喀则一带，

迎亲所带的物品中除给新娘的一套衣饰外，还有一只腹腔中装有羊毛

的整羊、一两袋粮食，还要带一个内装一块垫布的空箱。空箱是拿去

索要女方嫁妆的。昌都柴维一带还要带一个称为“央吉”的吉祥袋去

女方家，将其供奉于女方家的火塘上。迎亲人到女方家时，会受到隆

重的接待。日喀则一带，当迎亲队伍到达女方家时，女方亲戚在门外

等候，但不让迎亲人立即进家门，故意设题刁难，迎亲人必须“道吉

祥”（藏语称之为“协巴”，系一种民间吉祥颂辞，多在婚礼、建房

等喜庆场合唱诵），直到女方满意才让进屋。迎亲人中能说会道的道

吉祥者会海阔天空地盛赞新娘家的房屋、大门、庭院以及所见到的一

切。进屋后，女方家立即向客人敬献“三口一杯”酒，盛情款待迎亲人。

饭毕，迎亲人会在院内打开空箱，拿出垫布铺在地上，索要女方的嫁

妆，女方亲戚则要求在垫布的四角压上许多钱，欢声笑语不断。迎亲

人需在女方家住一晚。现在农区的婚俗还保留在女方家住一晚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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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结婚则提前一天将新娘婚礼上穿的衣饰及有关礼物送去，婚

礼当日直接按卜卦的时辰去迎娶。

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女方家要为即将出嫁的女儿举行送别仪

式，女方的亲戚及亲朋乡邻都来参加。仪式开始时，“准新娘”坐于

席位正中，伴娘紧靠其旁，左右分别坐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及送亲人。

前来迎亲者向新人敬献哈达，并将带来的“达塔儿”（五色彩箭）插

在其背上，表示姑娘已是有主之人。然后由亲朋乡邻献哈达和送礼，

礼品主要有一支前腿带胛骨的羊肉、糌粑油糕“麻馓”、衣服或衣料

以及礼金。亲朋乡邻所送礼品安排由专人一一登记在册，以便日后回

礼。登记礼品的册子称为“嘎托”。仪式结束后，人们饮酒唱歌、通

宵欢庆。当天，女方家通常还需将娘家的嫁妆移交男方家，有的迎亲

后才将嫁妆送去。

第二天清晨（即婚庆大典之日），根据卜算确定的时间迎新娘出

门。新娘穿戴着从男方家带来的全套衣饰，在伴娘的陪护下，缓缓走

出家门。昌都柴维一带，新娘临行前，要站在屋外特设的毡垫上听母

素装的新郎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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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教诲，新娘母亲会谆谆教导女儿今后做人的道理和规矩，并给女

儿献哈达。出门时，想到自己就要远嫁，再也得不到慈爱父母和亲人

的关照，新娘会哭泣不已。出门时，迎亲人在前面边走边挥动手中的

哈达高喊“招纳福祉罗，招纳福祉罗”；女方家人（多是父亲或长兄）

则站在自家屋顶上用右手朝迎亲队伍走过的方向挥舞哈达（有的地方

手举彩箭、挤奶桶，并举着羊腿在空中环绕），边挥边喊“留下福祉，

留下福祉”。这个仪式藏语称之为“央固”，意为招财引福仪式。人

们认为，姑娘出嫁，往往会把家中的财运带走，为了留住家中的财气，

需要举行“央固”仪式。用举彩箭和绕羊腿招财引福的习俗产生年代

久远，是古代苯教盛行时期的仪式。

迎亲队伍的顺序一般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领队多为属相好、穿

在婚礼上，民间艺人以“折嘎”说唱方式祝颂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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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骑白马、手中举着“斯巴霍”( 九宫八卦图 ) 的人，其后依次是

迎亲代表、新娘、伴娘和其他送亲人。女方送亲人之中也有一位能说

会道之人。过去一般都是骑马，每匹马都精心打扮装饰。现在迎亲时，

路途近仍骑马，路途远则用汽车或拖拉机。城镇的婚礼都是用装饰一

新的婚车迎接新娘。

迎亲途中，遇见背满水或其他东西的人视为吉祥，迎亲人会向这

些人献哈达。如遇见背空筐、抬病人、倒垃圾的人则认为是不吉利，

这些人看到迎亲队伍过来一般都会自觉回避，如果不巧碰上，主家在

婚后会请僧人念经消灾。迎亲途中，道吉祥者会对沿途的风光即兴描

绘和赞美。

如迎亲之日天气晴朗，道吉祥者唱道：

太阳金光映积雪，

雪峰沐日分外艳。

一时片云横遮拦，

莫非雪峰也怕羞。

路过当地的河流，作歌道：

旭日光耀村旁河，

好似银河落草原，

莫非良缘感天神，

献上银河作哈达。

当见到草原上的牛羊，作歌道：

黑白牲畜通人情，

各自排成仪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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哞哞之声震草原，

对着新娘在道喜。

道吉祥者总能将沿途见到的景物人事同迎亲的特殊日子巧妙地结

合起来，增添了祥和喜庆的气氛。

当迎亲队伍快到男方家村口时，男方家安排敬酒人在村口迎候，

人们一一下马，接受敬酒人敬献的“切玛”、酒和茶。

迎亲队伍到达男方家大门外时，大门、院落内外已装饰一新，在

大门两侧立放有黑白两种颜色的大石，安放好专为新娘准备的下马垫，

其垫内装有青稞、小麦和盐巴，上铺五彩锦缎，缎上用麦粒或面粉画“雍

仲”吉祥符号。男方家的主要亲属在门前迎候。西藏各地从新娘下马、

进门、入座都有一系列礼俗。大致为，下马后绕转祭祀时象征吉祥神

灵的白石，踢翻表示不吉、邪魔的黑石，送亲人中能说会道者依次赞

颂男方家的下马垫、大门、看家狗、楼梯等，然后新娘才进门入座。

各地礼俗大同小异，具有地方特点。下面是日喀则岗巴一带迎亲队伍

到达男方家时的礼俗活动：

迎亲队伍快到男方家时，邻里乡亲在男方家门口立一块叫做“切

尔朵”的白色大石和装满羊粪蛋的大袋，旁边搭个神垒，插上新娘的

魂树（一根有三个树梢的枝条）。迎亲队伍行至家门口，迎亲使者先

下马，把马拉入马厩。一位邻里乡亲走到送亲人跟前抛下替身物品（寓

意消灾）便立即走开，以阻拦新娘那地方的鬼神随其而来。这时，有

人对送亲人连喊三声：“到我们这地方不许纵马横行，就是雄鹰也得

以恭敬低位状而来。”送亲人答道：“新娘乃是播撒花种者，梳理一

根发辫者，为啥不许纵马横行？”接着骑着马走到门口，从马背上提

问道：“以须弥山为中心，你家有几座秀丽的山？以绵羊毛滩为中心，

你家有多少大草坝？以神骑鹅黄马为主，你家有几匹善跑骏马？以格

萨尔为准，你家有几个骁勇之子？”对此，男方家人视家中特点作答。

之后，送亲人下马，接受两个姑娘或少妇敬献的“切玛”和青稞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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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娘魂树粘上三片酥油花，手抓魂树连摇三下问：魂树是否牢固？

答道：固若金刚岩。尔后，婆婆将新娘自马背抱下地，下马时新娘的

双脚先落于用青稞画有“雍仲”字永固符的藏式方桌（代垫脚马蹬）上，

随即走下地。婆婆让她右手提着挤奶桶，左手拿着拴牛绳；由婆婆扶

着绕大白石、羊粪袋、神垒和魂树转三圈；然后才被迎进家门。

新娘进屋后，与新郎一道坐于主室的正中位置，新娘旁坐伴娘，

然后是双方的亲友按辈份长幼围坐一圈。新人的座垫上用麦粒摆放“雍

仲”图案。入座后，送亲人首先起身向佛像（佛龛）、房柱、“切玛”

斗及酒坛等赞颂、献哈达，然后男方家向新人及送亲人敬献“切玛”、

哈达、酒和茶，男方家的好友乡邻也分别向新人及双方家人献哈达和

礼品。此间，道吉祥者会滔滔不绝赞颂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赞颂

房屋、美酒、彩箭等。

婚礼时间的长短视主家的经济条件而定，多的十几天，一般五六

天，但最少应举办三天。婚礼期间，男方家准备大量酒、饭款待客人，

亲朋乡邻也会赠送许多礼品。西藏一些地方还有“守日”的习俗。所

谓“守日”，就是与男方家关系密切的挚友承担婚礼期间某一天的吃

喝开销等费用。

举行婚礼时，最活跃和最出风头的人是道吉祥的人。他们口若悬

河，赞美之辞滔滔不绝，天文地理无所不涉，但又都与婚庆紧密相联，

其赞颂辞优美动听，常引得众人阵阵喝彩。

道吉祥者描绘婚礼场面后，手持哈达，叙说哈达的来历：

哈达来源于汉地，

七位汉女将它织。

这条哈达名阿西，

哈达之中为上品，

边有“雍仲”永固图，

中间织有八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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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织有右旋螺，

两头织有吉祥文。

挥向天风调雨顺，

挥向地五谷丰登，

挥向左六畜兴旺，

挥向右众生平安。

道吉祥者将哈达献给新郎新娘，然后又歌颂新婚夫妇道：

新郎好似神柏树，

四季常青不变色。

常识渊博多谋略，

权势富贵与山齐，

武艺超群且英俊。

新娘美貌赛天仙，

含笑犹如睡莲开。

两眼好似巨星明，

头发黑如乌鸦羽，

脖子就像宝瓶颈，

声若杜鹃鸟啼鸣，

细腰扭动似藤竹，

牙齿好似白螺串，

小嘴就像一点红，

启齿含笑把人迷。

从此新娘把家主，

但愿持家拢人心，

尊老爱幼勤操劳，

发家致富众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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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郎新娘献过哈达后，又向双方父母敬献哈达，并赞颂一番，

祝福吉祥。然后手持彩箭，说唱道：

彩箭竹杆南谷户，

南子三兄将它砍，

汉地花绳将它捆，

藏地犏牛将它运。

彩箭装有铁箭头，

象征杀敌不遗漏。

彩箭共有三竹节，

象征济世三怙主。

彩箭箭翎上朝天，

象征度人的三宝。

彩箭饰有五彩绸，

象征除邪招五福。

彩箭装饰小海螺，

象征儿孙多财富。

彩箭挂有银质镜，

象征光耀四大洲。

彩箭插予新娘子，

从此不得有二心。

唱毕，将彩箭插在新娘的衣领上。

此外，道吉祥者还赞颂“切玛”斗、媒人、酒、茶等等。道吉祥

者不仅诵唱祝辞，还常常讲出一些诙谐幽默、令人捧腹的逗笑语，使

婚礼气氛喜庆而热烈。

婚礼期间，最忙和最热情的是称为“羌玛”的酒女。她们负责向

客人敬酒，来往穿梭于宾客之间。为了使客人喝得满意称心，她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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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跳舞，劝客人多饮酒。藏族的酒歌和对歌大多即兴而发，很有特点。

下面是西藏岗巴一带婚礼上的几首对歌：

饮酒者：

四只古瓢挂四方，

你能一一道来否？

你若不说听我言，

此酒当由你来喝。

酒女：

要说四方四古瓢，

东头挂有古铜瓢，

象征汉地浓香茶；

南面挂有长柄瓢，

象征甜蜜甘蔗糖；

西头挂有福禄瓢，

象征藏地陈佳酿；

北面挂有短柄瓢，

象征藏北水晶盐。

饮酒者：

东有三种白色物，

你能一一道来否？

你若不说听我言，

此酒当由你来喝。

酒女：

东方三种白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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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太阳暖人间，

二是月亮耀大地，

三是金星启天明。

饮酒者：

上下共有十二门，

你能一一道来否？

你若不说听我言，

此酒当由你来喝。

酒女：

要说上下十二门，

三扇门来圣智门，

人称那是春三门；

三扇门来禳灾门，

人称那是夏三门；

三扇门来如意门，

人称那是秋三门；

三扇门来自闭门，

人称那是冬三门；

上六门来下六门，

春夏秋冬十二门。

饮酒者：

沟头沟中和沟尾，

各具三种白色物。

你能一一道来否？

你若不说听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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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酒当由你来喝。

酒女：

沟头三种白色物，

长毛公牛蹄尖白，

黑白母牛乳头白，

哺乳牛犊鼻尖白。

沟头三种白色物，

酿酒阿妈牙齿白，

黄色铜瓢粘花白，

酒女海螺手镯白。

沟头三种白色物，

休耕田地神石白，

鹅黄神骑后跟白，

哺乳小驹鼻尖白。

歌美酒香，人们在婚礼期间痛饮狂欢。除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外，

人们还玩藏牌、掷骰子、打麻将等，每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参加活动。

婚礼结束那天，全体客人参加“卓桑”仪式，仪式上煨桑、唱“协

钦”大歌，抛撒糌粑粉，祈求神灵保佑，祝福主家吉祥安泰，其仪式

的过程和形式同建房时的乔迁礼“康苏”相似。仪式结束后，亲朋乡

邻可以陆续回家，但不能在同一时间告辞，而是分期分批离开，以免

有人去楼空之嫌。客人辞别时，主人和留在家中的其他客人送到大门，

向他们敬献“切玛”、酒和哈达。客人离开时，边念诵吉祥的祝辞，

边往主人家方向抛撒青稞或糌粑。

现在农牧区举行婚礼传统色彩仍较浓，古朴、风趣、热闹而隆重，

仪式色彩浓厚。城镇婚礼则不然，已带有较多的现代色彩，赋予传统

婚礼以时代特点，婚礼方式已逐渐从原来的“仪式型”向“娱乐型”



第二章        灵魂之礼  生命之仪 —— 西藏人生礼仪

75

转变，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婚礼中虽仍有请僧人择吉日、

向门柱献哈达、请人唱祝辞、结束时举行“卓桑”仪式等传统内容，

但大都只留其仪式的象征意味，程序和内容大为简化。许多繁缛的传

统礼仪已难觅踪影，注入更多的是现代生活内容，拍婚照、用婚车迎新，

用录音机、音响或手机播放歌曲和颂赞辞，用摄像机摄录婚礼全过程

等已是常态。更有新潮者，钟情旅游结婚，让自己的新婚蜜月在饱览

异乡风情和两人独享的美好时光中度过。当然，旅游结婚后大多还要

筹办婚礼请朋友同事吃喜酒才能过关。

4、婚后习俗

婚后习俗主要包括回门和离婚。

青年男女结婚后新娘何时回娘家，各地在时间上并不一致，有的

是半年以后，有的需 3 个月，有的在婚后一个月左右就可回娘家。藏

族过去有一个习俗，就是婚礼期间新娘绝不能回娘家。有时同一村庄

或相邻村庄的两家联姻，娘家虽近在咫尺，但新娘也不能回去，否则

会遭到耻笑，新娘回门必须由丈夫和男方家家长陪同，不能一人单独

回去。

回门时仍有一些礼俗活动，但较之婚礼大为宽松，一个主要活动

就是办回门酒宴，回请那些在新娘出嫁时曾来行礼的女方家的亲朋乡

邻。款待完毕，还要给他们每人分送一份羊肉、烙饼等食物，并在烙

饼上搁一块酥油以示回敬。新娘在娘家住多少时日并无具体规定，住

一段时间后回到婆家，开始自己人生旅程中做他人媳妇的生涯。

藏族青年男女婚前有较大的社交自由，婚后男女之间的交往则有

所限制，一是社会舆论的顾忌，二是怕伤害夫妻感情影响家庭和睦。

如果夫妻之间感情好，婚外情则较少发生。有的青年男女婚前就有性

关系并育有孩子，如果顺利结婚，一家人就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果

因种种原因未能结婚，男方应给女方一定的补偿，孩子由女方养育。

在藏族社会，有一定数量的非婚生子女存在，社会舆论对这些非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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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和其母亲并无偏见和歧视。未婚先育的女子结婚时，可将孩子带

到男方家，男方家会接纳孩子，视同己出，享有同家庭其他成员同样

的权利。

因婚后感情不和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离婚传统上并无成文的法律手

续，往往经亲友劝阻无效便正式分离。夫妻分手时，原则上女子的嫁

妆要带走，家庭财产按当时家庭成员人数均分，孩子则多为男孩归父

亲，女孩归母亲。妇女离婚和再嫁有较大的自由，不会受到非议。再

婚时，一般不再举行婚礼，即使举行婚礼也较简单。

5、招赘婚

招赘婚即男“嫁”女方家。社会舆论对“娶妻”还是“招婿”并

无好坏优劣之分。女婿上门还是女儿出嫁由双方家庭商定，有时还要

通过星相师卜算打卦确定。一般情况下，招赘的人家往往没有儿子，

缺乏劳动力，通过招赘解决劳动力问题。有的是因为疼爱女儿，不忍

牧民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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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女儿远嫁而招婿上门组成家庭。招赘婚的说亲、订婚和婚礼同娶妻

婚的仪礼基本一样，所不同的仅是迎接新郎去女方家，不必带婚纱而

已。女婿在妻家地位同其家人。

6、多偶婚

多偶婚制，指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在传统藏族社会，

除一夫一妻的单偶婚为主要婚姻形式外，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一妻多夫

和一夫多妻的多偶婚制。

一妻多夫婚在藏区各地都有，但分布很不平衡，尤其以西藏昌都

地区的比例较大。据 1950 年代的调查显示，传统的西藏社会一妻多

夫家庭占 24%，一夫多妻家庭约占 5%，实际情况还要超过这个比例。

一妻多夫家庭绝大多数都是兄弟共妻形式，只有极少数是朋友共妻。

共妻家庭中，以两兄弟共妻最为普遍，三兄弟共妻次之，四兄弟以上

很少。

一妻多夫婚的缔结方式均为娶妻婚，其婚礼习俗同一夫多妻婚的

缔结相同。举行婚礼时，有的是兄弟同时作为新郎参加婚礼，有的是

兄弟中的长兄作为代表参加婚礼，以后一种情况居多，即长兄到了成

婚年龄后娶妻，弟弟们长大后同嫂子共同生活形成共妻家庭。一妻多

夫家庭的子女对父亲的称呼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称家中的长兄为爸爸，

其余兄弟一律称叔叔，另一种是将几兄弟一概称之为爸爸。在人们的

观念中，子女是家庭共有的。

藏族社会对一妻多夫家庭普遍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尤其在一妻

多夫家庭盛行的地区这种婚姻形式深受人们的称道。人们普遍认为，

几兄弟娶一个妻子能使家庭兴旺和富裕，因为兄弟共妻可保证家产不

分散，经商、务农、放牧都有人手干，容易使家庭致富。藏族同胞注

重亲情和家庭伦理，对那些兄弟不分家、亲人团聚、家人和睦的共妻

家庭十分赞赏和羡慕。一妻多夫家庭至今在西藏一些地区存在。

一夫多妻婚，这种婚姻形式较少，主要存在于边远的农牧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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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婚在过去多是贵族、头人和富裕户的特权，他们凭借权势和财力娶

多妻。平民中也有个别多妻婚存在，其形式主要是姐妹共夫，常出现

于招赘家庭中，多是姐姐招赘后，妻妹后来加入其中，形成事实上姐

妹共夫的一夫多妻家庭。平民中的姐妹共夫家庭同贵族头人的多妻家

庭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为自然形成，无妻妾之分，地位平等；后者则

多是封建包办性质的买卖婚姻，妻子之间地位相差较大。

多偶婚制既有历史、经济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的原因。

四    丧葬习俗

藏族葬俗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文献史料和考古遗存

看，藏族的丧葬经历过由野葬向土葬、继而向天葬的演变历程，并因

而形成多种葬俗并存的格局。

葬礼是人生礼仪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标志着人生旅途的终结。

丧葬习俗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习俗文化现象。由于西藏各民族社会

发展阶段的不同，自然环境、经济类型的差异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

统等原因，各民族在丧葬方式、习俗礼仪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1、水葬

水葬曾是藏族古老的葬俗，现在仍在藏南、藏东南高山狭谷地区

以及林芝部分地区实行。水葬仪礼较简单，将尸体背至江边激流处，

有的将包裹白布的整尸抛入江中，有的则肢解尸体后投入激流中。处

理完毕，须将葬地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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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葬

土葬曾在西藏历史上十分盛行，后来随着人们丧葬观念的改变，

这一曾被人们尊崇的葬式成为最低下的葬式，遭到人们的鄙弃。在西

藏大部分地区，土葬用于患天花、疫病和麻风病等恶性传染病死者，

也部分用于凶杀、偷盗及暴死者。葬仪简单，一般挖深坑掩埋，不留

坟冢。

3、崖葬

在西藏部分地区有崖葬习俗，其中，吉隆县的崖葬有其代表性。

人亡故后，根据死者的生辰、属相，由当地有名望的喇嘛算卦，确定

采用何种安葬方式（当地同时实行水葬、火葬等葬式）。如算卦为崖葬，

家人需用盐和酥油涂抹死者全身，有的地方还要用酥油堵塞死者五官，

然后将尸体装殓入木箱，也可用白布或无经文的经幡布包裹装殓，停

尸待葬。

林芝藏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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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殡时间及葬地的选择均由喇嘛算卦确定。在家停尸祭奠一般不

超过 3 天，葬地则多选择远离人、畜活动区的自然崖洞或崖阴，这些

崖洞或崖阴普遍具有通风、遮雨、干燥的特点。出殡前一天，要派人

修一条专供背尸上山的简易小路。出殡时间一般在凌晨，天未亮时将

尸体背出村。送至山崖洞穴后，按照喇嘛择定的方位将棺木放好，无

葬具者多将尸体摆放成盘腿坐姿，在死者面前放置酥油茶、青稞酒以

及死者生前喜爱的食物，安置完毕，用石块封闭洞口。送葬人返回时，

须将去时的小道拆毁。

4、火葬

火葬系西藏部分农区和林区处理死者遗体的一种方式，在西藏腹

心地区火葬则多为高僧大德圆寂时采用的葬式。

传统火葬通常都具有二次葬特征。普通人亡故或高僧圆寂后，需

准备大量的木材和酥油，将遗体置于柴堆上，举行一定的仪式后点火

施行火葬，不时往火中添加酥油，直到遗体烧尽为止。然后，将骨灰

拾起，或埋于山上或投于水中。而高僧大德火化后的骨灰一般要修塔

供奉，有的则做成“擦擦”存放。火葬被人视为高级葬式。

如今，在拉萨新建了现代化的火葬场，人们开始慢慢接受这一新

鲜事物，已经有部分当地居民身故后到火葬场殡葬。

5、塔葬

塔葬是西藏最高级别的丧葬形式，主要在高僧活佛圆寂后采用。

高僧活佛圆寂后，将其肉身或火葬后的骨灰、舍利等建塔供奉，俗称

“塔葬”。典型的塔葬是建造灵塔保存肉身，亦称之为“肉身之制”，

这是西藏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

塔葬最初起源于印度。印度最早埋葬尸骨的坟冢称为“窣堵波”，

即梵文 Stupa 的音译，相当于汉语的“塔”。相传佛陀释迦牟尼圆寂后，

弟子们火化佛陀遗体时获得了许多晶莹明亮的五色珠子 —— 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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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佛陀的舍利子被弟子们视为无价珍宝，分别建造了八座灵塔供奉，

开创佛教建塔供奉灵骨之先河。

藏式佛塔始建于松赞干布时代，公元 8 世纪中后期西藏第一座寺

院 —— 桑耶寺修成后，佛塔开始大量出现于藏地。桑耶寺乌孜大殿

的东南西北四角分别建了规模宏大的白塔、红塔、黑塔和绿塔，而桑

耶寺的四周围墙上则建有微型佛塔 1008 座。在中古时期和近代，西

藏各地都有规模盛大的塔群，通常是由 108 座相对独立、形制各异的

佛塔排列而成。藏式佛塔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广，成为藏区特有的

景观，也是藏族信仰文化和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式灵塔比作为佛教象征物的佛塔出现晚一些，最早出现于藏传

佛教“后弘期”初始阶段，约公元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到 11 世纪时，

史料记载中便有了藏族的塔葬。在西藏数量众多的灵塔中，以历辈达

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灵塔最为著名。达赖喇嘛的灵塔除一世至四世分

别建于扎什伦布寺和哲蚌寺

外，从第五世开始历辈达赖喇

嘛的灵塔都建于拉萨布达拉宫

（六世达赖喇嘛未建灵塔），

其中以五世达赖喇嘛和十三世

达赖喇嘛的灵塔最为华贵壮

丽。如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建于

1690 年，塔高 14.85 米，由塔

座、塔瓶、塔刹三部分组成，

建造灵塔共花赤金 11 万余两，

镶嵌的稀世珍宝数以万计，该

灵塔被誉为“世间之饰”。

一世至三世班禅的灵塔祀

殿分别修于甘丹寺和安贡寺，

从四世班禅开始，历辈班禅喇 五世达赖喇嘛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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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的灵塔均修建在扎什伦布寺内。

十世班禅大师于 1989 年 1 月 28 日圆寂，国务院决定为班禅大师

修建灵塔和祀殿，中央政府拔专款 6400 多万元、600 多公斤黄金、

500 多公斤白银，于 1990 年 9 月 20 日在扎什伦布寺破土动工。1993

年 8 月 30 日，灵塔祀殿“释颂南捷”建成后，举行了隆重的十世班

禅法体安放仪式，将十世班禅的肉身放至灵塔内永久保存，供世人朝

拜瞻仰。

6、天葬

天葬，是西藏最典型的丧葬方式，藏语称为“恰多尔”，意为“喂

鸟（鹰鹫）”，西藏各地的天葬风俗大同小异。由于受宗教观念的影响，

藏族人笃信灵魂不灭和转世再生，丧葬过程的诸多繁缛活动多与生生

不灭的灵魂与再生观念相关。

人亡故后，亲友会到丧家协助处理后事。一方面，需要前往寺庙

请僧人到丧家做超度法事；另一方面，需要处理各种善后事宜，如购

买土陶罐和藏香。举行祈愿法事后安置亡者，通常将亡者置于死亡时

屋子的角落，双腿弯曲，头部弯到膝盖处，用绳捆缚成为蹲式，形似

胎儿状，表示亡者像胎儿一样获得转生，再用白藏毯把尸体裹住，放

在屋内一角；需用土坯作垫，忌用床或其他东西作垫。亡者家人在门

口吊挂一个陶罐，罐子里放有三荤（血、肉、脂）和三素（乳、酪、酥）

的糌粑火烟，供死者灵魂享用。

出殡的时间根据卜卦决定，出殡的时辰多定在凌晨 5 点以前，周

六和周日一般不出殡。尸体背出丧家前，从停尸处到房门外的院落间

需用白粉划两条线，背尸人只能从线内通过，意在预防亡灵四处游荡。

出殡时，先是由僧人引路，由亡者后代把尸体背到屋门口，背着尸体

绕桑烟堆顺时针、逆时针各转三圈后离开。到院外后则由专门找寻的

背尸人背往葬地。在出殡队伍背走尸体的同时，立即由专人清扫屋子

和抬尸时划的白线，将垫放尸体的土砖、清扫的垃圾和扫把等扔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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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路口，人们相信这样亡灵便不会再找到家门。

天葬台多在远离闹市的深山野岭，且多在寺院附近。尸体放上天

葬台之后，天葬师就在旁边烧起松柏香草，上面撒上三荤、三素糌粑，

青烟袅袅升起。天葬师的职责是处理亡者的尸体，这是天葬的中心环

节。各地在施行天葬时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程序和过程一般为念经、

煨桑、尸体处理和清理葬地。

丧葬仪式结束后，藏族有“七期荐亡”习俗，即在七七四十九日

之内逢七要做佛事。据藏文史料记载，“七期荐亡”习俗受中原汉族

的影响。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人的中阴身（即前身已弃而后身未得

之间）能够维持的最长期限是四十九天。葬后禁忌较多，如家人一年

内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藏族人尤其忌讳在众人面前直呼亡者的名字。

葬后习俗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周年祭，藏语称之为“龙却”。周年祭并

不一定在死者的祭日举行，而是根据历算选择良辰吉日。届时，除了

请来僧人念经祈祷举行法事外，主人设宴欢聚，欢庆亡者已经投胎转

世并开始了新的人生。周年祭之后，一般再无活动。

拉萨北郊帕崩岗

天葬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