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至玛哈维拉的耆那教 

1．祖师的传统： 

 

   耆那教是古老的印度宗教，在其漫长且完整的存在时期，由 24 位被誉为“耆

那士“的伟大传教士传播。即”征服者“或者”师祖“亦即 ”发展长河的推动者。这 24

位祖师如下： 

1.（筏驮摩那）瑞沙巴那沙 或阿迪那沙 2.阿吉塔那沙 

3. 三姆哈瓦那沙 4.阿比南达那那沙 

5. 苏玛提那沙 6.帕玛帕巴 

7. 苏帕史瓦那沙 8.忏德拉帕巴 

9. 普史怕丹踏 或 苏维弟那沙 10.史踏尔那沙 

11.史瑞阿玛沙那沙 12.瓦苏仆甲 

13.维玛拉那沙 14.阿南塔那沙 

15.打尔玛那沙 16.山帝那沙 

17.昆宿那沙 18.阿拉那沙 

19.马里那沙 20.木尼那沙 

21.那米那沙 22.（祖阿利湿踏米内）尼米那沙 

23. 帕史瓦那沙    24.（尊者大雄）玛哈维拉 或 瓦达玛那 

因此， 祖师的传统始于筏驮摩那第一个祖师，结束于尊者大雄-第 24 个祖师。

显而易见，活跃于印度不同历史时期的 24 位祖师是连续出现的。也就是说，宗

教是由第一个祖师筏驮摩那在远古时期传播，而后相继由 23 位祖师来普度众生。

综观 24 位祖师，他们的教义的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结合起来的。既然玛哈维拉是



第 24 位祖师，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是耆那教的创始人。所以说玛哈拉维不是创

始人，而是公元前 6 世纪耆那教发布者和伟大的传播者。因为玛哈维拉是最后一

位祖师，所以一般人认为他是耆那教的创始人，明显是误解。现在历史学家公认

玛哈维拉不是耆那教的创始人而是传播这个在远古就存在的宗教。 

 

2．耆那教传统的史实性： 

 

耆那教的史实是文学和考古学证据的详细阐述物。20 世纪初，许多作家认为

玛哈维拉是虚构或者传说中的人物。不久，他们认识到玛哈维拉是历史人物

但是他们相信玛哈维拉和古塔玛.布德哈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即 ，古塔玛.

布德哈。20 世纪的早期研究澄清了玛哈维拉和古塔玛.布德哈的混淆并且建立

了一个单独的不同的玛哈维拉身份。这样尽管玛哈维拉的真实性和独立性被

接受了， 但是他还是被认为是耆那教的创始人和反对婆罗门教的暴力行为的

非暴力拥护者。由西方和东方的学者发起的从历史学和印度学的角度的最新

研究已经消除了以前作者关于玛哈维拉角色的疑惑现已最终确立真相：玛哈

维拉不是耆那教的创始人而是传播者，主要盛行于印度，尤其是古代东印度。

这一观点已在 P.C 罗伊 查德哈瑞的作品“比哈尔的耆那教”中如此陈述：“近来

的一些作家持有的一个普遍错误观点是耆那教是因为不满婆罗教而产生。这

种错误理论源于这些作家认为维德哈玛那.玛哈维拉是耆那教的创始人。这是

错误的。这种信条已产生，传播并且玛哈维拉只是在其历史时期传播这一宗

教。” 

因此，人们公认：玛哈维拉是耆那教的祖师或者提倡者，他是继第 23 位在公

元前 8 世纪传播此教的祖师帕史瓦那沙后传播该教的又一人。帕史瓦那沙（公



元前 877~777）已经确定无疑地被人们接受。帕史瓦那沙是克什国国王史瓦

色那和王后瓦玛德位的儿子。他过着禁欲，饯行着深彻的忏悔，获得了全知，

成为一位祖师，传播耆那教，在其 100 岁的时候在塞米 湿卡拉山，即，比哈

尔州哈扎瑞罢区的帕拉湿那沙山涅盘或者说得到拯救。帕史瓦那沙有着可爱

或者亲切的个性.他的学生象克斯库玛拉，生活在玛哈维拉时期，尽管他的基

本宗教意识形态是和玛哈维拉相同，但是他在具体的教义上与其同时期的玛

哈维拉有一些不同。杰出的历史学家象 维森 史密斯，R.C.玛竹达和 R.K.木

卡基把帕史瓦那沙当作历史届要人和耆那教伟大的传教士。 

帕史瓦那沙的前辈是尼米那沙或者叫阿瑞士塔尼米-第 22 位祖师并且他的确

实性就象帕史瓦那沙一样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尼米那沙是著名玛哈帕腊达族

的贵族克立史那的亲堂兄弟。尼米那沙的父亲三木抓伟佳亚和克立史那的父

亲瓦苏德瓦是兄弟。尼米那沙因其对动物极大的同情心而拥有独特的个性。

这一点在其生命中一个重大事件清晰展示出来了。当尼米行进在去往新娘如

主拉库玛瑞公主-由古拉色那的女儿住宅的最前面时，他听到围栏里被屠宰的

动物的呻吟和叹息，他立刻决定不结婚因为他的婚姻会带来这么多无辜的动

物被屠宰。他立即宣布与王室头衔断绝关系并成为修道者。尼米那沙宣布脱

离关系离开后， 与之订婚的公主尼米那沙亚佳玛提也做了修女并加入修道行

列。尼米那沙传播耆那教几年后最终在谷拉特州的主那嘎达区戈那山捏盘。

因为尼迷那沙与世隔绝，所以他没有象他的堂兄贵族克立史那一样参加马拉

巴尔阿塔的友爱斗争。既然马拉巴尔阿塔的伟大战争被誉为历史事件并且克

立史那被又是一个历史要人，那么他的堂兄也被冠以称号即在历史的画卷中

占一席之地，也有碑铭证实尼米那沙的史实性。仆拉恩内湿博士出版了译本



“印度时期”（1935 年 3 月 19 日）一本铜版本在古及拉州的帕巴斯帕森发现讲

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的书籍。书中描述了巴比伦国王前往山上礼拜

尼米那沙事情。付何瑞博士也以马图拉耆那教古代遗物为基础宣称，尼米那

沙是历史性要人（见印度碑文 I 和 II 208-210）.此外，我们发现印度-塞西亚

时期的碑铭的尼米那沙的图象提及了他的名字。这些和许多其它的碑铭确证

第 22 位祖师尼米那沙的史实性。 

耆那较传统中其余的 21 位祖师中，有几位证实不同于第一位祖师-瑞沙巴那

沙或者称阿迪那沙的原始资料。所以， 24 位祖师的传统已坚定地被耆那教

徒接受。耆那教传统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确认它源于非耆那教尤其是道教和印

度教。 

 

3．耆那教的传统和道教 

 

因为玛哈维拉是和地位较高的道教的创始人佛祖高踏玛同时代人，所以很自

然在道教的著作中有一些玛哈维拉的个性特征。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道教的著

作中，玛哈维拉一直被描述为尼甘沙 那踏扑踏（尼甘沙 那踏扑踏 即耆那教

裸体的修道者）决不是耆那教的创立者。此外， 道教著作里耆那教不是一种

新的宗教，而是源于古代的一种宗教。在道教的书籍中有大量的耆那教裸体

修道士，崇拜耆那纪念碑或神殿里的阿罗汉及第 23 位祖师帕史瓦那沙沙特亚

玛教规（即四重宗教）的参考资料。 

而且，人们发现道教的著作中谈及了耆那教祖师的传统，特别提及耆那教祖

师的名字如瑞沙巴那沙，帕玛帕巴，忏德拉帕巴，普史帕踏，维玛拉那沙，

达尔玛那沙和尼米那沙。著名的道教书籍“达摩塔拉帕帝帕”论及瑞沙巴那沙



和玛哈维拉或瓦德玛那是祖师。“安古踏 尼卡亚”中的“达弥卡苏塔讲述了阿瑞

史踏尼米或尼米那沙是六位祖师中的一名。道教书籍“玛闹拉沙-普拉尼”提及

了许多帕史瓦那沙传统的非教徒即追随者的名字。其中的一个是佛祖考踏玛

的叔叔叫瓦帕。事实上，众所周知佛祖高塔玛在其提出他的新的宗教前，他

是在苦修耆那教的方法。 

此外， 这是很重要的去注意到佛教的名字和数字，佛教的？和菩萨看来是已

经受到耆那教的祖师的影响。例如，第二位祖师阿吉塔那沙给了一个？第六

个耆那教的祖师帕玛帕巴是佛教的 24 个佛祖中的第 6 个耆那祖师。维玛拉？

是在耆那教第 13 位祖师维玛拉那沙后命名的。 

 

4．耆那教的传统和印度教 

 

耆那教 24 位祖师的传统似乎已经被印度教接受就象佛教一样，这个可以从他

们的古代经文看出。印度教真正地从来没有怀疑耆那教是由瑞沙巴那沙创立

的并寄予他的时代几乎就是他们设想的世界的开始。他们承认瑞沙巴那沙是

一个神圣的人并认为他是一个化身，即各种毗瑟挐上帝化身。他们发表瑞沙

巴那沙和耆那教同样的出身（父亲那比拉甲，母亲玛入德卫）他们甚至认为

瑞沙巴那沙大儿子巴拉塔名字后，该国以巴拉塔-瓦沙出名。 

就最古老吠陀语著作而言，我们发现在芮戈-维达一书中清楚的提及到第 1 位

祖师瑞沙巴那沙和第 22 位祖师阿利湿塔米内。亚哲-维达一书也谈到三位祖

师的名字，即瑞沙巴那沙，阿吉塔那沙，阿利湿塔米内。此外， 阿沙拉-维

达特别提及瓦塔部分，这一部分重点以耆那教，其背景术语瓦塔意思是誓约

的遵守者，不同于供奉的表演者，在那个时候这是应用于印度教的。 



在后来的印度史诗著作中，也大量涉及到瑞沙巴那沙，他的故事发生在毗瑟

挐和巴噶瓦塔，那里他被描绘为一个化身，即那拉雅那的化身，处于十个那

拉雅那化身的前的一个时期。这个故事和耆那教的宗教著作说的瑞沙巴那沙

的传记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在耆那教著作中叙述的瑞沙巴那沙的极其重要性

由印度教印度史诗描叙的瑞沙巴那沙的理由得到确认。 

所以，从关于瑞沙巴那沙不是玛哈维拉连同佛祖高踏玛作为上帝的化身的印

度传统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印度教的传统也认可瑞沙巴那沙是耆那教的创始

人。 

 

5．耆那教的传统和考古证据 

 

从一些历史参考书目中，我们可以把瑞沙巴那沙看作是耆那教真正的创始人。

在这个联系上，雅各比博士如此写到“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玛哈维拉是耆那教的

创始人。耆那教传统在第 1 位祖师瑞沙巴那沙是其创始人上毫无异议。传统

上可能有某种历史使得他成为第 1 位祖师。”有证据表明从公元前元年到现在

有人崇拜瑞沙巴那沙。据记载卡林噶的国王在其第二次于公元前 161 年入侵

玛噶达时，从玛噶打带回了许多宝物。这些宝物中包括 3 个世纪前被南达一

世国王从卡林噶带走的瑞沙巴那沙的雕像。这就意味着在一公元前 5 世纪瑞

沙巴那沙的雕像被其追随者崇拜并高度重视。这点人们争议如果玛哈维拉或

者帕史瓦那沙是耆那教的创始人，那么他们的雕像应该被公元前 5 世纪的追

随者崇拜着。即他们离开的同时。但是按我们掌握的瑞沙巴那沙的雕像古代

碑铭和历史参考书目来看，可以宣称他一定是耆那教的创始人。 

其它在印度青铜器时代隶属于印度西北部流域文明的考古证据也支持耆那教



久远而古老的传统并表明对第 1 位祖师瑞沙巴那沙的崇拜的惯例连同其它神

盛行。在末很由和哈拉帕最近挖掘揭示以印度西北部流域文明在吠陀梵前和

非雅利安人文明前就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因此，印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

西北部流域时期（即大约公元前 3500 年）而不是直到吠陀梵时期（即大约公

元前 1500 年到 1000 年）就象从前研究的一样。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表

明印度西北部流域文化和今天的印度文化是有机联系起来的。要注意的是在

印度西北部流域挖掘出的遗物表明在多数的古代时期耆那教盛行。 

(i) 据说印度西北部流域文明在陶器轮廓上女神比男神占有更大优势并且

男神的轮廓是裸体的。密切与印度西北部流域挖掘联系的著名考古学

家厄内斯特迈克论述“由于某种难理解的原因陶器做的男神的轮廓显

然是罕见的：与不变的穿点衣服，带个项链，手镯或者穿着完整的女

神对比，他们是全裸的。但是这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事实清晰地反

映了耆那教印度西北部流域的人们中的踪迹，在耆那教里崇拜赤裸的

男神已经被人们接受。 

(ii) 此外，在挖掘中发现的雕刻在图章上的轮廓也表明同一个事实。例如，

我们发现六个裸体男神外型被刻在图章上。（请见约翰 玛晒尔先生：

默汗由-大佑和印度西北部文明社会沃尔一世（I,图版 118号，图片B426

号）每个图片都是裸体的并且以一种沉思的表情直立着双手交叉于身

体前方。既然这种沉思的方式（即站姿）在耆那教表达忏悔是罕见的

并且轮廓是裸体的修道士，这些轮廓是耆那的祖师。 

(iii) 再次，雕刻在图章上的陷入沉思中的男神的轮廓（请见约翰 玛晒尔先

生：默汗由-大佑和印度西北部文明社会沃尔三世（a）图版 116，图片



29 （b）图版 118，图片 11）象耆那教祖师的轮廓，因为在这些男神

被描述为只有一张脸然而史瓦上帝的原型的男神轮廓通常应该是三张

面孔，三只眼睛，三只角（请见约翰 玛晒尔先生：默汗由-大佑和印

度西北部文明社会沃尔一世 图版 12，图片 17） 

(iv) 而且，在一些图章上我们发现在裸体的男神下刻着一公牛的外型，它

也以站姿忏悔着。这个外型代表瑞沙巴那沙，第 1 位祖师，因为事实

上“耆那教里公认的惯例就是描述每一个祖师都有一个他自己的崇拜

物而瑞沙巴那沙的崇拜物就是公牛。 

(v) 另外，宗教十字标实被雕刻在许多图章上（请见约翰 玛晒尔先生：默

汗由-大佑和印度西北部文明社会沃尔三世 图版 14，图片 500 到 515）

中肯的说，雕刻在 502，503，506 和 514 图章上的十字标记确切的证

实了耆那教使用十字标记。 

(vi) 此外，在默汗由-大佑的图章上发现了一些图形，这些图形与古耆那教

马拉兔艺术的图形是一样的。 

从这些考古证据我们得出结论是有对耆那神的崇拜的痕迹并有耆那祖师瑞沙

巴那沙的崇拜连同印度上帝的崇拜，他在印度西北部流域文明中被认为是史

瓦上帝的原形。这一存在印度历史最早时期耆那教的传统有很多学者支持，

他们是拉达库木德木卡及博士，古斯塔孺史，查卡瓦帝 A 教授。拉木帕萨德

教授。拉木上主 T.N.,蝉木帕特赖杰，卡木搭帕萨德杰和陪恩那史博士。 

关于古代耆那教祖师的传统，梅哲 J.G.R.缶浪（在起著作“自然方面宗教对比

的简短研究“）写到从不可知时期起印度就存在严密组织起来的耆那教，后来

发展起来波罗门教和佛教，而且在雅利安人来恒河之前有 22 位祖师传播耆那



教自么曼博士也强烈支持古老的耆那教传统如下“耆那教观念中有一个真理

即他们的宗教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所说的古代就是雅利安人之前”。（请见

自么曼：印度哲学家 60 页）。 

 

6．耆那教和吠陀梵宗教传统： 

 

古老的耆那教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度历史的最早时期。耆那教传统不但是先于

吠陀梵人而且不是雅利安。很明显耆那教流行于印度尤其是印度的东部地区，

雅利安人迁来并定居于印度。所以从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到来，我们可以发现

两个不同的宗教传统在印度盛行，即吠陀梵教和耆那教传统。因为他们基本

的宗教的原则和教义上的不同，这两个宗教传统互相对抗并且一个宗教试图

去控制另一个是真实的情况。尽管存在斗争，我们注意到在印度两大宗教并

行发展着，有时候一个占主导，有时候另一个占优势。 

在吠陀梵传统中， 牧师拥有着至高的地位因为他是宗教仪式的首领，他神采

奕奕宣布福利，行为，世界的存在，甚至包括上帝都依赖祭祀体制的维护，

并规模变大且更复杂。他普及的祭祀是多神论；神通常是自然的力量，人类

绝对得到仁慈，牧师一个人可以通过祭祀仪式寻找神的恩赐来拯救人类。这

种想法在印度的西北部起初是很盛行的，雅利安人迁来初期。后来它被传播

到印度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在另一方面，耆那教传统控制的领域主要指修道方面。在印度的东部地区，

尤其是在肥沃的恒河和家木那河沿岸，有很多修道士老师，他们来自富有的

家庭，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静思和宗教方面的冥想。对他们来说，人类的灵

魂也包括动物界的灵魂聚焦在宗教的冥想上，也有与宇宙中所有单调的事物



有关的物体的投资上。这使得他们与其在生活各地的问题直面相对。既然精

神和肉体对他们来说都是客观实在的，所以尽管经历起伏本质是永恒的。所

有的生命都源于精神和肉体联系，这就是世界所有痛苦的来源。宗教的目的

在于把肉体和精神分开，这样可能达到一种自由状态即有充分的纯洁，福佑

和知识。人类是自己的主人，他的思想，语言和行为造就了他并将继续下去。

他们自己把握创造还是摧毁他的现在和未来。过去最伟大的老师是他的理想

激励他沿着宗教的道路前行；他们要为了希望努力奋斗，在常规的精神道路

上行进，遵循道德和修道纪律的要求，直到达到精神的解放和完美的目的。 

从意识形态来看，耆那教思想里不存在或者神创造了宇宙并掌管一切，或者

牧师应用神秘的力量来劝解神。这种想法持续强烈地由耆那教的祖师们支持

着从瑞沙巴那沙到玛哈维拉。后来类似的想法被阿及伟卡老师象高萨拉，三

克亚费劳色佛象卡皮拉和佛教的传播者象佛祖接受。因为这些不同宗教的修

道士老师实质上提出了相同的思想。据说他们属于同一个叫做沙玛那传统全

面传统。实际上耆那教是沙玛那传统的最古老的代表。玛哈维拉是耆那教最

后一位祖师，他详尽的阐述了耆那教对生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