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印度龙树大师,但宝帐怙主作为佛教护法神

的威严忿怒之相却是源自仁钦桑波冥想观修时

看见的,具有藏族本土神灵的特色,是被在地

化的神灵。

图2 12世纪,西藏宝帐护法唐卡

从目前所存的宝帐护法神像来看,印度和尼

泊尔、西藏等地的图像在保持怙主主要特征的基

础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地域特征之别。美国波

士顿美术馆内藏有一幅创作于明永乐年间
(1403—1424)的宝帐怙主唐卡,其画风明显受

到汉传佛教绘画艺术的影响,特别是宝帐怙主衣

服的样式,还有配饰中的宝石、飘带、坐骑,压

在怙主脚下人尸的面相及头发都具有强烈的汉地

色彩。(图3)到了15世纪,宝帐怙主画像开始

有了一些尼泊尔风格,这从收藏在美国费城艺术

馆的唐卡中可以看出。该唐卡装饰图案繁复精

致,色彩艳丽,线条精准,主尊宝帐怙主的骷髅

头冠、耳环极具尼泊尔民族特色,盘绕在身上的

青红色蛇清晰可辨。(图4)

图3 汉地风格的宝帐怙主,明代,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4 尼泊尔风格的宝帐怙主,15世纪,美国费城艺术

馆藏

另外,在美国的鲁宾博物馆收藏的一幅13
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的宝帐怙主唐卡中,我

们可以看到更加繁复而分布有序的绘画风格,主
尊怙主的脸型、头发、眉毛都与其他两幅唐卡不
同,怙主身形稍瘦长,项链、脚链以及整个唐卡

的色彩搭配印度风格明显。 (图5)这几幅不同
时期的唐卡画像中的宝帐怙主面向都很温和,仍
然保留着近似人的样貌,与后期藏区恐怖愤怒的

护法神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

图5 13-14世纪印度风格的宝帐怙主,美国鲁宾博物

馆藏

(三)宝帐怙主造像探源

国外学者Pratapaditya
 

Pal早在1977年就发表
过 《西藏绘画中的宝帐怙主》一文,他认定宝帐
怙主是源于西藏的,而且出现的时间为15世
纪,但很快这一论断被一尊宝帐怙主的实物像所
推翻。目前可见的宝帐怙主造像最早的物例为法

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尊1292年的石雕像 (图

·002·  宗 教 学 研 究 2021年第3期



6),该石雕像高48厘米,底宽29厘米。怙主方

脸三眼,怒发冲冠,头戴五骷髅头冠,左手执头

骨碗,右手拿金刚杵,双臂捧有象征性法器宝杖,
身形矮壮,立于一仰魔之上。怙主雕像的四周有

胁侍,分别为右肩金刚手 ( ),左肩的独

髻母 ( ),右腿边的具善大黑天 ( ),
左腿边的吉祥天女 ( )。怙主顶部有大鹏鸟,还

有黑狗、狼围绕。从造型来看,该石雕像与萨迦派

宝帐怙主像相同。石雕像龛的上下左右镌刻有藏文

铭文,中上部和左右两侧为 “ ”。题记内容

是祈愿佛法永驻,永得吉祥。一个值得研究的线索

是,铭文中提到雕像的供养人 “ ”和雕刻

此像的神变艺术家贡却查布。

图6 石雕宝帐怙主,1292年,法国集美博物馆藏

Heather
 

Stoddard在 《题款1292年的宝帐

怙主石雕》一文中推测 为噶玛噶举黑帽

系第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贡却查布应该是与阿

尼哥技艺相当的艺术大师,或者就是阿尼哥本

人。后美国学者Karl
 

P.Debreczeny从汉藏绘

画艺术交流的角度,利用多种文献分析,提出该

石雕像的供养人应该是胆巴国师而非二世噶玛

巴。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该石雕像是由

藏族人出资并由藏族人制作的现存最早的宝帐怙

主像。明清时期格鲁派兴盛后,大黑天的造像基

本就定型为 “双身宝帐怙主”像。
除了怙主主像以外,四周的大鹏鸟、狼、黑

狗、黑色人这四种辅像是其在各方的化身,这也是

宝帐怙主像的一个重要特征。据 《萨迦世系史》记

载,德却拉章 ( )的俄强曲吉杰布阿旺

贡噶仁钦 ( )曾在

德却颇章诵持宝帐怙主7天,梦见宝帐怙主出现

在萨迦寺本波日山后的乌云中,乌云中的怙主一

手执剑,一手持头盖骨碗,怙主的上方有三只大

鹏鸟,右面有三只黑鸟,左面有三条黑狗,后面

有三只狼,前面有三个黑色人,乌云的缝隙中有

熊熊火焰喷出。在清代的 《宝生纳唐百法金刚

鬘所述之绘像:利见往》中,宝帐怙主也是被这

四样化身使者包围。
另在修行降魔次第中,还指明了宝帐护法神

分别由四面十六臂八位女伴神、四面十二臂八位

女伴神、三面八臂四位女伴神、三面六臂四位女

伴神、一面四臂两位女伴神环绕的不同修行次第。

三、宝帐护法神的神格

作为一个外来神灵,宝帐怙主源自印度,是

大黑天的化身之一。大黑天最早是印度婆罗门教

神明,被认为是湿婆的化身,后进入佛教的万神

殿,被视为民间或寺院供养的食神。根据李翎的

研究,唐代的义净西行印度曾记录了约在公元7
世纪末印度信众供养大黑天的情形:“西方诸大

寺处,咸于食厨柱侧,或在大库门前雕木表形,
或二尺三尺为神王状,坐抱金囊却踞小床,一脚

垂地。每将油拭,默然为形,号曰莫诃哥罗,即

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王之部属,性爱三

宝,护持五众使无损耗,求者称情。但至食时,
厨家每荐香火,所有饮食随列于前。”

 

从这段记

载可以看出,在7世纪末期,作为佛教神灵的大

黑天属于食神,它的供养仪式极为简单,其姿态

为怀抱布囊,坐在小床上,一脚着地。在早期的

《大藏经》中和唐代密教经典中描绘的大黑天

形象也基本相似,均为手持布袋的温和敦厚老者

形象,其神位较低,主要神职功能为保护财米,
带有浓郁的民间习俗性质。而在日本,大黑天从

最初的佛教寺院护法神逐渐演化成为护持福德财

宝的七福神之一。(图7)

图7 日本六大黑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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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7世纪后期,佛教密宗在印度盛行之时,大

黑天的形象逐步变成威慑惩戒反佛教之人的恐怖

忿怒相。如前文所讲,约在9世纪前后,大黑

天已经呈现出蛇王的怒神特征,其宗教功能也发

生了转变。据 “《孔雀王经》说,乌尸尼国国城

之东有林,名奢摩奢那,此云尸林。其林纵广满

一由旬,有大黑天神,是摩醯首罗变化之身。与

诸鬼神无量眷属,常于夜间游行林中。有大神

力,多诸珍宝。有隐形药,有长年药,游行飞

空,诸幻术药。与人贸易,唯取生人血肉,先约

斤两而贸药等。若人欲往,先以陀罗尼加持其

身,然往贸易。若不加持,彼诸鬼神乃自隐形,
盗人血肉令减斤两,即取彼人身上血肉,随取随

尽,不充先约,乃至取尽一人血肉,斤两不充,
药不可得。若加持者,贸得宝贝及诸药等,随意

所为,皆得成就。若飨祀者,唯人血肉。彼有大

力。即加护人,所作勇猛,斗战等法,皆得胜

也。”故大黑天神即斗战神也。另在印度古文献

记载:“对不敬上师、不奉三宝、杀戮动物的人,
玛哈嘎拉会生吞活剥,割他们的肉,喝他们的

血,把他们的脑袋分成碎片。”从中可以看出,
大黑天兼有多种宗教功能:斗战神、坟冢神、药

神、福宝神,若要得到它的佑助,则需要以活人

的血肉来交换。
这种严厉凶暴的护法神形象随后输入到西

藏,被藏传佛教吸收,大黑天成为佛教在西藏降

妖除魔的首要护法神灵,印度古文献中的相关记

载也被直接引入到了藏文经典中,藏文翻译前文

中已有表述,不再赘述。藏传佛教徒认为,怙主

是最能快速显灵的护法神,任何人只要虔心祈请

宝帐怙主,一切心愿随即会实现。据说,护法神

还在印度菩提迦叶的禅房之时,对它进行全力的

供养,就能够消退干旱、消灭疫病,战胜病毒。
大译师仁钦桑波也正是在不间断地祈请和供修

下,才得到大黑天的青睐,在它护佑下战胜了肆

无忌惮的苯教徒。萨迦派也将本派长盛不衰归功

于宝帐怙主,相信正是在其护佑下,萨迦派才得

以发展壮大,成为西藏萨迦地方政府政权的创建

者,萨迦寺至今还保持着每年冬季举办大黑天法

会的活动。综上可知,借助大黑天无边威力的前

提是信众需要对其进行不间断的无量供养,正如

在日常诵读的护法嘱托经文 ( )中所

写:祈请供养佛教护法神……供养血肉红饰之朵

玛,供养祭品药血之饮品,供养筋骨大鼓之音

乐,供养黑色乌云般大幡,供养意乐供品满虚

空,供养雄伟妙音吼声音,供养内外密之供云

海,供养乐空显化智,佛陀殊胜教法由您护,三

宝威望由此您来赞,吉祥上师事业您来助力。

宝帐怙主成为萨迦派主要护法神后,随着八

思巴、胆巴国师的推广,在元朝宫廷广为流传。
八思巴国师为忽必烈夫妇进行了喜金刚灌顶,
1252年,八思巴还在西夏故地写下著名的 《吉
祥金刚大黑天兄妹修行法》。从八思巴的著作目

录来看,他还著有 《摩诃葛剌及其伴神颂》《摩
诃葛剌颂》《摩诃葛剌神像雕塑法》等。 《清实

录》就有如下记载:“初,元世祖时有帕斯八
(八思巴)喇嘛用千金铸护法嘛哈葛喇像奉祭于

五台山。后移于蒙古萨思迦地方。”该护法神像

后来被清朝皇帝供养在盛京郊区的庙宇中,这一

供养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在北京、苏杭、沈

阳、内蒙古等地都有专门供奉大黑天的庙宇。据

统计,元王室在大圣万安寺、兴和路寺、延春阁

微青亭门内、大天源延寺内都供有宝帐怙主像,
其雕塑和祭祀已形成规范,其塑像、开光和庆

赞、祀祭都有规定的时间。

元代蒙古统治阶级一直把大黑天作为护国的

战神来供养,他们相信借助神变法力护佑,能够

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一史实在元代柳贯 《护
国寺碑》中有清晰的记载:“初太祖皇帝肇基龙

朔,至于世祖皇帝绥华纠戍,率成伐功,常隆事

于摩诃葛剌像,以其为国持赖,故又号大护神,
列诸大祠,祷辄响应。”史料还记载,忽必烈在

派大将伯颜领兵南伐之际向八思巴上师征询开

示,八思巴特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塑护法摩诃葛

剌主从像供于神殿,亲自开光以求护佑,并命胆

巴贡噶在此修法。元成宗时海都军队犯边,成

宗曾专门下令在瓮山 (今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建

坛城,供奉大黑天神,并令丞相答失蛮护卫道

场,以克敌军。在萨迦派僧人和蒙元王室的共

同推动下,大黑天作为战神的神格在这段时期得

到了大力的强化,自此直至明清,大黑天一直被

作为护国神进行供养。
由此可见,对蒙元统治者来说,威猛无羁、

法力无边的大黑天不仅是保护佛教的神灵,更是

佑助统治者战胜敌人、巩固统治的重要护国神灵

和精神支柱。元以后,对大黑天的崇信开始流传

到蒙古草原民间,牧人相信只要供奉它,就能逢

凶化吉、人畜旺盛。在内地,大黑天则延续7世

纪的唐密传统被视为财神而进行供养。有关大黑

天在蒙古草原的流传状况,国外 学 者 吉 蒂
(Alice

 

Getty)女士做过研究,她从造像角度论

述了流行于蒙古地区的六种大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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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信众认为,只要对宝帐怙主勤加供养、
修持,就会加持迅速,日夜不断;而修供宝帐怙

主及其眷属,除了能够息灾除障外,还可以让家

庭和顺平安、防止敌人侵扰、破恶咒、免诉讼之

灾、增长福报、事业顺心、身体安康、家庭和

谐、广增财源、日后往生善趣等。对宝帐怙主的

修供,除了要每日清晨、黄昏例行供养之外,还

需在月末、岁末举行盛大的普供,因为这些日子

是大黑天与眷属等诸护法显现于娑婆世界之日,
故比其他日子更为殊胜,亦可消除下月、次年之

一切罪障。

四、地方性变体———宝帐怙主信仰在热贡

口头传说、社会记忆以及半官方的文本都是

作为一种信仰和实践的重要方式,建构着地方社

会的宗教传统。在热贡半官方的文献中,地方精

英及民众的话语中,佛教修行者的理解中,对宝

帐怙主的信仰存在着多层次的不同阐释和表述。
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信仰,宝帐怙主信仰在热贡既

有历史的延续性,同时也有独特的地方性。历史

地看,宝帐怙主信仰是与地方历史紧密契合在一

起,与代表地方世俗统治权力的隆务囊索家族相

伴相随,在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空间相互建构。据
《热贡族谱》载:宝帐怙主是作为萨迦派去安多传

法的护法神,在元代与受八思巴派遣的阿米拉杰

扎那巴 ( )尊者一起到了热贡。阿米

拉杰携家族行至热贡后,他一边向百姓传播佛法,
一边为人们治病,传授藏医学知识,成为热贡首

任地方总管 “隆务囊索”( )。阿米拉杰扎

那巴原名贡噶顿珠 ( ),出生

在念青唐拉山角下达木库隆务的萨迦昆氏家族

中,自幼聪慧,7岁时便赴萨迦跟随萨班学习佛

法,12岁开始学习医学,至15岁就已经通达五

明,成为一个教法精进、医术高明的大成就者。
贡噶顿珠34岁时接受八思巴之前往热贡弘法的

命令,率领家眷及本族随从300余人在热贡安营

扎寨,扩大势力,自此结束了热贡十二族互不统

属的分散状态,成为了统领热贡当地政教事务的

区域性统领 “隆务囊索”。
为了能够顺利在陌生的热贡立足,上师喀且

班钦 ( )特意赐予阿米拉杰身之所依

的萨迦宝帐护法金像一尊,语之所依密法真言一

本,意之所依九头金刚杵一个,十六面相背摇鼓

一个,白檀木手柄长矛一杆以及上师本人的拐杖

等圣物,并再三嘱咐一定要虔心祈请宝帐怙主,
如此行之,诸事均会如愿实现,隆务家族也会绵

延不息,未来在家族中会出现一位弘扬佛法的圣

人。据说在风餐露宿的途中阿米拉杰曾患病半

年有余而无法继续前行,期间他虔心日夜祈请宝

帐护法,怙主终于显现真身,病痛也随之消除。
长路漫漫,加之人生地不熟,阿米拉杰一行多次

迷路,失去方向,怙主多次化现或托梦指路,为

其保驾护航。一日行进途中遇到强盗,阿米拉

杰在紧急关头将宝匣打开,护法神即刻显形,并

问:“伤害你的人在哪儿?”阿米拉杰不知指地随

手指了眼前的大山,护法神随即飞入山中,顷刻

间山岩崩裂坍塌,强盗见状吓得四处逃散。随后

护法神化作一块岩石滚落到他的脚下,阿米拉杰

遂将那块岩石装进宝匣里继续上路,后来人们将

他称之为 “拉杰扎那巴”(藏语意为持岩神医),
尊称 “阿米拉杰”。自此,热贡百姓将宝帐护法

神也称为 “隆务阿米格尔贡”( ),
“阿米”在安多藏语中有先祖老翁和博大无畏之

敬意。在这些半官方的历史文献中,隆务囊索的

正史与宝帐护法的神圣叙事相互嵌合,基本上延

续了最初的仁钦桑波大译师在护法神的护佑下顺

利驯服当地的叙事范式。
作为一个外来的家族,隆务囊索家族能够很

快在人地两生的热贡立足并成为地方权力的拥有

者,除了有当时萨迦派八思巴的大力支持之外,
宝帐怙主的神奇灵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地

百姓对与热贡的历史记忆中,虽然隆务囊索家族

的到来是在稍晚近的元代,但他们总习以为常地

以阿米拉杰的到来作为讲述热贡历史的开始,在

热贡这个妇孺皆知的神圣叙事中,宝帐怙主是当

地百姓共同记忆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对于隆务囊

索家族来说,铭记祖先萨迦派的身份是对其权力

正统性的一种官方性的声明,而延续拥有降妖除

魔的神圣灵力,且不可忤逆的宝帐护法神的传承

也是神圣化隆务囊索家族王权政治合法化的一种

别样宣告。换句话讲,获得充满神力的宝帐怙主

的特别加持,是隆务囊索家族神圣力量的源泉,
对其家族掌控地方社会、巩固统治地位都有着重

要的意义。
伴随着隆务囊索家族的到来,宝帐怙主也顺理

成章地成为了护佑热贡百姓的最重要的地方保护

神。由于隆务囊索家族族源为萨迦派,因此延续该

派传统,隆务囊索后裔所在的隆务村和该家族精英

分子主导创建的隆务寺都以宝帐怙主作为其家族与

寺院的首要护法神,他们相信宝帐怙主会特别地护

持名门望族。隆务村的村庙 ( )中专门

供奉有宝帐怙主,并有专人每日不间断地诵念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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