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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原则
美国当地时间 2020 年 12 月 27 日，美国总
统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所谓“2020 年西
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该法案粗暴干涉中国
内政，胡说所谓“转世的人对他在何处如何重
生以及如何确认转世，或是否需要十五世达
赖喇嘛，拥有唯一的合法权力”，诬蔑中国政
府依法管理活佛转世事务是“侵犯”所谓藏传
佛教徒的“宗教自由”。众所周知，活佛转世
事务绝不是单纯的宗教内部事务，更不是别
有用心者所宣称的是转世者自己“拥有的唯一
合法权力”，而是国家主权、政府权威、宗教原
则、信众情感等的综合体现。活佛转世制度历
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
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
括转世灵童的国内寻访、认定、坐床等，其中
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掣签认定和报
请中央政府批准继任已成为历史定制，国内
寻访的历史传统也早已成为活佛转世不可
更改的重要原则。
一、大活佛转世灵童须由金瓶掣签认定
活佛转世最初主要是为解决藏传佛教教
派首领的传承继任而出现的。在旧西藏“政教
合一”
制度下，
广大藏族群众信仰佛教，
服从宗
教首领。正是由于活佛特别是有影响的大活
佛的宗教首领地位，引起了西藏社会各种政
教势力对转世活佛主导权的争夺和对活佛转
世事务的控制，致使活佛转世制度渐失其清
净本义，弊端丛生，危及佛法，甚至危及社
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正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
了这一点，促使清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活
佛转世秩序而于 1793 年采取金瓶掣签制度，
既有利于防范以往活佛转世过程中的各种弊
病，也体现了对活佛转世义理和传统以及群
众宗教情感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
佛转世问题上的权威。
为清除活佛转世中存在的弊端，乾隆皇
帝应八世达赖喇嘛“立定法制”“垂之久
远”的请求，1792 年在派遣大军入藏驱逐廓
尔喀入侵者取得胜利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
议善后章程。第二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了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的第一
条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
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
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
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
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
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
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
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
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认定达赖喇
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
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
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
隆，和不使护法弄虚作弊”
。
章程颁布后，以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
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将章程及有关文件译成
藏文，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法律文书颁布全藏
施行。时值藏历水牛年，故称 《水牛年文
书》。同时八世达赖喇嘛向全藏颁布 《水牛
年文告》，详细规定了金瓶掣签的具体办
法 。《水 牛 年 文 书》， 特 别 是 《水 牛 年 文
告》，不仅完全体现了章程的法律精神，而
且完整体现了章程所规定的金瓶掣签原则，
也成为实施金瓶掣签制度重要的法律依据。
金瓶掣签制度实行后，清中央政府还以
“事例”“则例”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 《清会
典事例》《理藩院则例》 等法律典章中，成
为清中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历史
定制。实行金瓶掣签的根本目的在于清除活
佛转世过程中认定灵童的擅权妄指和个人操
控，完全符合强调平等、反对特权的法治原
则的基本理念和普世价值。
二、大活佛转世灵童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继任
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与中央政权的支持
密不可分，也由此形成了活佛转世由政府认
定的最终权威，在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上
由中央政府批准继任也已成为历史定制。
1288 年噶玛巴·攘琼多吉在楚布寺坐床
后，因元宪宗蒙哥曾赐给噶玛拔希一顶金
边黑色法帽，故该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
举黑帽系，该法帽遂成为该转世系统的标
志和传世象征，该转世系统也具有“皇权
赐予”的意义，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
世制度形成上权威性作用。攘琼多吉于

1332 年应召到大都 （今北京） 拜见皇帝并传
法，元顺帝封其为“晓悟一切空性噶玛佛”
等封号，并赐敕书、国师印等。通过封赐，
其转世活佛合法身份和合法地位得到元中央
政府确认，活佛转世也由民间自发性而被赋
予法理意义具有合法性，也才得以合法真正
形成制度，并由此推动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发
展。
1653 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
召到北京朝见清顺治皇帝，被封为“西天大
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
喇嘛”，并赐金册金印，从而使达赖喇嘛的
封号及其在西藏宗教界的合法地位得到中央
政府的正式确定，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
转世后须经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遂成定制。
1940 年 2 月 5 日 ， 国 民 政 府 颁 令 （府 字 第
898 号） 免于金瓶掣签，特准青海男童拉木
登珠继任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因此，十四
世达赖喇嘛的合法性来自于国民政府的批准
认可。
对大活佛的封授，既是一种封授制度，
更是一种管理制度，既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有
影响的大活佛的关怀和重视，也体现了中央

政府对其管理的规范和强化，同时反映出受
封授的大活佛必须向中央政府效忠，承担责
任和义务。通过对大活佛的封授制度，确立
了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的最终权威。
1995 年 11 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的赵朴初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
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佛教无论显教密教，无
论藏传汉传，在修持上，都普遍共同持念一
个佛偈，这就是“以我功德力，如来加持
力，及以法界力，普供养而住”。同时强调
就灵童转世问题来说，所谓功德力，就是转
世活佛的悲愿力；所谓加持力，就是受佛加
持后“金瓶掣签”的判断力；所谓法界力，
就是中央政府的决定权力和群众的信赖力。
所以在活佛转世问题上，历来都是把国家权
力、中央权威摆在第一位，这是合情合理合法
的，
也是完全符合佛法根本教义的。
按照历史定制，有重大影响或特别重大
影响的活佛转世，首先要由所在寺院通过地
方政府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同意转世，批准成
立转世灵童寻访组织。其次实行金瓶掣签制
度时，应由地方政府将按照宗教仪轨寻访到
的候选灵童的情况禀报中央政府，请求准予

“大头娃娃”涉事公司涉嫌犯罪已立案侦查
新华社福州 1 月 18 日电（记者 吴剑
锋）针对“婴儿用抑菌霜成‘大头娃娃’”的
事件，福建省漳州市“欧艾抑菌霜”事件处
置工作组 18 日发布通报称，根据目前产
品检测结果和调查情况，欧艾婴童健康护
理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涉
嫌犯罪。
此前，当地曾将涉事产品送第三方机
构检测，确认召回的涉事产品“益芙灵多
效特护抑菌霜”和“开心森林一抹舒宝宝

皮肤抑菌霜”含有氯倍他索丙酸酯（糖皮
质激素）。
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并
对相关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卫健部
门依法吊销涉案企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证》；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涉
案企业营业执照。
漳州有关方面表示，将继续加大案件
侦办力度，坚决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涉
案企业及相关人员。

举行金瓶掣签。再次待中央政府批准后方可
择日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由中央政府派员（西
藏历史上还包括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
转世灵童。第四，金瓶掣签结束后，立即由
主持掣签的官员、地方政府负责人、寻访灵
童的负责人等将掣签情况和结果以及候选
的经师、拟定的坐床日期等报告中央政府，
请求批准正式继位。第五，经中央政府批准
灵 童 继 位 和 坐 床 时 间 后 ，方 可 举 行 坐 床 典
礼，正式继承前世法统。历史上达赖、班禅
的坐床典礼，均由中央政府特派代表亲临主
持或看视，同时宣谕中央政府的册封和颁发
赏赐。坐床典礼结束后，达赖或班禅都要依
例上表谢恩。
对 有 影 响 的 大 活 佛 转 世 由中央政府批
准继任，体现着国家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在
大活佛转世认定上的权威，体现着政权大于
神权的关系和“依国主立法事”的道理，也体
现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
依法管理本国的宗教事务，古今中外概莫能
外，这与“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信仰毫不相
干，是国家主权、政府职责的必然要求。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它体现着保护合
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等多重含
义，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
合法权益，因而也必然会得到宗教界人士和信
教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三、转世灵童须在国内寻访
历史上，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始终坚持
国内寻访的原则，从未有国外寻访的先例，
这也是活佛转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中国是藏传佛教的故乡，藏传佛教本身
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本土化的宗
教。无论是宗教观念或思想，还是宗教情感
或体验，无论是宗教行为或活动，还是宗教
组织和制度，都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藏传佛教已成为完全的中国化的佛教。藏传
佛教的主要传播区域和信众主体在中国，转
世活佛的传承世系发端于中国，属于中国的
寺院，其转世管理是中国宗教事务管理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依法坚持属地管理、国内
寻访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历史事实。宗教无国
界，但教徒是有国界的。历世达赖喇嘛的母
寺是中国的哲蚌寺，历世达赖喇嘛等大活佛
也是在中国国内寻访认定的，绝没有国外寻
访的先例。属地情怀、信众情感是决定活佛
转世的重要因素，任何活佛转世绝不能脱离
养育他的母寺和国土，绝不能忽视其属地信
众的宗教感情。
2010 年 7 月 4 日，西藏隆子县扎果寺第
五世德珠活佛转世灵童认定金瓶掣签仪式在
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隆重举行，候选
灵童洛桑多吉中签，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其
为第五世德珠·江白格桑加措活佛的转世灵
童，并剃度继任为第六世德珠活佛。这是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颁布以来，
第一位以金瓶掣签方式确定的大活佛转世，
其寻访认定，自始至终坚持了宗教仪轨、历
史定制、金瓶掣签和政府批准等原则。特别
是六世德珠活佛作为隆子县出生的活佛，是
党和政府充分尊重藏传佛教界意见，充分尊
重广大信教群众宗教感情，坚持国内寻访、
属地寻访，全面贯彻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的一次生动实践，标志着社会主义条件下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管理的规范化、法治
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也充分体现了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和执行。
纵观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管理的历
史发展，尊重其中所形成的活佛转世的宗
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原
则，无论是金瓶掣签制度、中央政府批准
继任制度，还是国内寻访原则，无不体现
着历代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高度重视和
对藏传佛教界人士、信教群众的深切关
怀，也深刻反映出藏传佛教界具有爱国爱
教、护国利民的优良传统。在当今社会主义
条件下，坚持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重要原
则，是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维护宗教和
睦、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美国的所谓“法
案”，只能给世人留下赤裸裸干涉他国内政
而无知碰壁的笑柄。
（李德成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
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