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恩大师关于 !说无垢称经"

宗绪问题的讨论
程恭让!

#提要$ '说无垢称经疏( 是唐代法相唯识宗开山祖师慈恩大师窥基

%3*&!30&&+ 疏释著名佛教翻译家玄奘大师 %3(&!334& 所译 '说无垢称经(

的著作# 该著内容深刻而丰富# 我们在本文中只是重点讨论了其有关 '说无垢

称经( )宗绪* 问题的思想, 窥基根据其 )三教八宗* 佛教诠释体系# 判定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体系完全可由大乘二教+ 大乘二宗的思想体系所包含, 而

在其正文阐释的部分# 窥基经常使用 )空理义* 及 )应理义* 这两个诠释模式

来解释同一段经文的内容# 其做法给读者的印象是" 任何一段经文# 似乎同时

既是在传达第二时教+ 大乘空宗的教义# 又在传达第三时教+ 大乘有宗的教义,

我们认为窥基大师以某种近乎固执的态度守护 '解深密经( 的判教模式# 其宗

派的情结甚至使得他无法欣赏及利用汉语佛教判教思维中固有的灵活+ 开放和

容纳历史性的一些优点, 我们觉得慈恩大师的佛教思想的诠释工作中确实存在

理性主义+ 历史主义因素与宗派思维之间的紧张# 而这种紧张在相当程度上有

可能瓦解他自己所追求的那种重建汉语佛教知性实践基础的努力,

#关键词$ 窥基!说无垢称经!判教

一!关于慈恩大师的 '说无垢称经疏(

'说无垢称经疏( 是唐代法相唯识宗开山祖师慈恩大师窥基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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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释其师著名佛教翻译家玄奘大师 %3(&!334& 所译 '说无垢称经( 的著作,

"

玄奘大师译 '说无垢称经( 于永徽元年 %32(&# 是为该经中土之第七译,

& 而

在玄奘大师的译作之前# 另外一位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 %*44!4)*# 一说

*2(!4(.& 所译该经异译本 '维摩诘所说经( 已流传中土近 &2( 年'

# 且已成为

罗什汉译佛典中最受人们喜爱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

罗什的译品既已广泛流传# 而玄奘大师尚不惜时间+ 精力予以新译# 因盖

其对什译有所不满, 据窥基在 '说无垢称经疏( 的序言中所说"

既而华梵悬隔' 音韵所乖' 或豛
#

于遵文' 而糟粕于玄旨* 大师皎中

宗于行月' 镜圆教于情台' 维绝纽而裕后昆' 缉颓纲以格前范' 陶甄得失'

商榷词义' 载译此经' 或遵真轨*

(

这说明玄奘大师虑旧译无论在文字的表述方面还是在宗旨的传达方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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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垢称经疏( 又名 '说无垢称经赞(# 除此疏外# 窥基尚有两部有关 '维摩经( 的注疏# 即

'维摩略赞( 七卷# '维摩经疏( 一卷# 均已散佚, 日本学者镰田茂雄曾列出窥基的以下著作" 其现

存书中# 有" '说无垢称经赞( 六卷 %大正三十八卷&+ '胜经述记( 二卷 %碯续藏三十册&+ '阿

弥陀经通赞疏( 三卷 %大正三十七卷&+ '观弥勒上生经疏( 二卷 %碯续藏三十五册&+ '金刚般若

经赞述( 二卷 %大正三十三卷&+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 二卷 %大正三十三卷&+ '大般若波罗

蜜多经般若理趣分述赞( 三卷 %碯续藏三十八册&+ '法华经玄赞( 十卷 %大正三十四卷&+ '金刚

般若经论会释( 三卷 %碯续藏七十四册&+ '杂集论述记( 十卷 %同上&+ '辩中边论述记( 三卷

%大正四十四卷&+ '瑜伽论略
C

( 十六卷 %大正四十三卷&+ '大乘百法明门论解( 二卷 %大正四十

四卷&+ '成唯识论料简( 二卷 %碯续藏七十六册&+ '成唯识论述记( 二十卷 %大正四十三卷&+

'成唯识论别抄( 十卷 %碯续藏七十七册&+ '成唯识论掌中枢要( 四卷 %大正四十三卷&+ '唯识二

十论述记( 二卷 %同上&+ '因明入正理论疏( 六卷 %大正四十四卷&+ '大乘法苑义林章( 十四卷

%大正四十五卷&+ '阿弥陀经疏( 一卷 %大正三十七卷&+ '法华经为为章( 一卷 %碯续藏五十二

册&+ '瑜伽论劫章颂( 一卷 %碯续藏七十五册&+ '百法明门论赞言( 一卷 %碯续藏七十六册&+

'异部宗轮论述记( 一卷 %碯续藏八十三册&+ '西方要诀释疑通规( 一卷 %大正四十七卷&, 已散

佚书" '维摩略赞( 七卷+ '金刚般若经玄记( 十卷+ '心经略赞( 七卷+ '唯识开发( 二卷+ '摄大

乘论钞( 十卷+ '对法论钞( 七卷+ '俱舍论钞( 十卷+ '弥勒下生成佛经疏( 一卷+ '维摩经疏(

一卷+ '药师经疏( 一卷+ '六门陀罗尼经疏( 二卷+ '法华要略( 一卷+ '法华科文( 一卷+ '法华

音训( 一卷+ '百法论玄赞( 一卷+ '观所缘缘论疏( 一卷+ '因明入正理论过类疏( 一卷+ '胜宗

十句义章( 一卷+ '二十七贤章( 一卷+ '显扬论疏( 若干卷, 参见镰田茂雄 '中国佛教史( 第六

卷 '隋唐佛教( %下&# 第 3*.!34(页,

大正藏第 22册# -D%&)24# '开元释教录(# (224>)*. '大正藏( 第 22 册# -D%&)2/# '贞元新定释

教目录(# (022>)&,

大正藏第 22册-D%&)2*#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 '维摩诘所说经( 一部# 三卷 %七十纸&# 右后秦

弘始八年沙门鸠摩罗什于长安译, 出长房录,* (*03F(*, 按 )弘始八年*# 为公元 4(3 年,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 第 *0册# -D%)/0&# (..*>(3,



所不足# 所以才要重整 )商榷* 译事, 虽然序言并未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罗

什# 不过考虑到在疏文正文的玄义部分中# 窥基曾用相当大的篇幅对于鸠摩罗

什的译文予以讨论及评定# 且明显地甚至直率地表达其否定性的意见#

" 所以我

们断定序言针对旧译的批评其实主要针对罗什而发,

而关于窥基制作此疏的背景情况# 我们仅由 '大正藏( 所录此经经末的一

则尾记# 稍知一二"

基以咸亨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曾不披读古德章疏' 遂被并州大原县

平等寺诸德迫讲旧经* 乃因讲次' 制作此文' 以赞玄旨* 夜制朝讲' 随时

逐怠' 曾未覆问* 又以五年七月' 游至幽明苏地' 更讲旧经' 方得重览*

&

窥基初讲此经之 )旧经* 于太原# 时间是在咸亨三年 %3/&&#

' 此时距玄

奘去世 %334& 已经 0 年# 距玄奘译出新本 '说无垢称经( 也已 && 年# 而新译

本此时仍不被接受, 二年后即咸亨五年 %3/4& 窥基再讲此经时# 所用经本仍为

)旧经*, 其在咸亨三年讲经之时# 窥基随讲而制定讲义# 至咸亨五年再讲时#

)方得重览*# 应当是指这次讲经时他对于旧疏做了一些修订, 所以窥基所讲+

所疏的 '维摩经( 并非是玄奘所译 '说无垢称经(# 而是罗什所译的 '维摩诘

所说经(, 当然窥基在讲说与制疏时# 参考了奘师的新译# 这毫无疑义, 我们从

这个尾记提示的情况# 以及这部疏文的产生制作过程# 也能感受到在玄奘去世

前后新+ 旧译之间的紧张状态,

玄奘师弟的佛典汉译暨理解工作# 其中一个重要的倾向自然是对于过去的

旧译及依托于旧译衍生的佛教理解的修订或者 )商榷*, 这样一个纠缠于新+ 旧

译的理解上的争执及其不断被后来者设法处置的过程# 在汉译佛典一本多译的

频繁发生的现象里# 在罗什和罗什的前辈那里# 在罗什和玄奘之间# 在玄奘和

真谛之间# 都能看到, 实际上它与佛典汉译暨理解的历史相始终# 绝非自玄奘

师弟始# 更非到玄奘师弟终, 只不过由于历史的特殊机遇以及由于在这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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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基不仅在文字方面对于罗什的译文有所批评# 如说 )什公出自龟兹# 不解中国梵语, 不但浇讹不

正# 亦乃义意未融*# 甚至从对罗什译文技术方面的批评不惜议论及罗什的品行# 如言 )良以身婴

俗妄# 久离僧流# 恐傍议而多生# 所以许其说经*, 参见 '说无垢称经疏( 第一卷本 )四叙经不同*

以下文字, 大正藏第 *0册# -D%)/0& '说无垢称经疏(# (..*F(3,

大正藏第 *0册# -D%)/0&# '说无垢称经疏(# )))4>&(,

日本学者富贵原章信认为# 窥基 3/& 年赴太原讲 '维摩经(# 窥基门人慧沼或许就因此次听经法会

而投入窥基门下# 日后成为中国法相宗的二祖, 转引自陈一标 '中日法相宗传承与宗风比较(#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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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中所造成的玄奘师弟的特殊成就# 使得他们于此一思想过程表现得更加自

觉+ 更加自信# 且更加具有方法论意识而已,

" 然而# 让我们还是牢记哲学诠释

学的导师哲学家伽达默尔关于翻译问题的教导" )在理解被破坏或者变得困难的

情况下# 所有理解的条件就清晰地出现了, 因而双语之过程!!!在那过程中两

个不同语言之间通过翻译而进行的谈话成为可能!!!尤其富有教益, 在这里#

译者必须使意义在情境中能被理解# 因正是在那情境中这另外的说话者生活着,

这当然不是说他可以随意去弄错他者所说的意思# 而毋宁是# 意义必须被保持#

但是因为它必须在一个新的语言世界中被理解# 因而它必须以一个新的方式在

那语言世界中被表达出来, 所以每一个翻译同时就是一个解释,*

& 如果我们根

据哲学诠释学的这一基本视点审视慈恩大师所做的佛典诠释以及其基于新的方

法+ 知识与经验所做的不同于前人及其当代学者的佛学修订与商榷# 那么对于

其研究与诠释工作究竟是否可能以及究竟应当怎样评估其诠释工作的思想史意

义与局限等问题# 必可获得一些新的亮光, 事实上基于 '说无垢称经疏( 展开

的探讨# 不论一般地对于佛典汉译暨理解问题的研究而言# 还是特别地对于

'维摩经( 本身的研究或对于法相唯识宗慈恩大师的研究而言# 当然都是一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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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过去学界对于慈恩大师的看法# 都是毫无例外地将其视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宗学者#

也就是说大家都习惯于从佛教宗派研究的视角去看待他的成就与工作# 由此慈恩学术思想的一些或

许更加重要的意义# 很难彰显出来, 而近期台湾学者邓伟仁先生的一部著作# 即其博士学位论文#

Y3A=2*3W*:$/(P$*(=2# 1W353"("# $27 T=5(A" J:(G(C"%3*& 130&& S3*-=7=/=5(A$/Y3"*#:A*:#(25 =>B-(23"3;:7&

7-(".# 则是扭转传统研究范式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此书之中心思想# 如作者在导言中有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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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B@>:65B:95DI>?:6B;H 6D65E;N%#8DGIH >?LGB65>67B?5>7:65B@D?BCDG;H>6ED;>I>;H 7D6B;6E>IIR9D;:BK

mGB;6E>I9D;6?EFG6ED;:6D:G95 >?BD?EB;6>6ED; IEBE; XGÊEh:@B65DHDIDLE9>I9D;:6?G96ED; DC>CDG;H>6ED; CD?65B

"5E;B:B,GHH5E:6E;6BIIB96G>I7?>96E9B%* 按照邓先生的研究# 窥基的主要倾向是要为其前的中国佛教理

解树立一正确的新方向# 而其所提供的能够达到这一正确的方向的东西# 不一定仅仅是 )真正的瑜

伽行派的思想体系*# 而是窥基对于 )中国佛教知性实践的基础的方法论的构建*, 作者指出# 佛教

文本情境的再建 %包括阿毗达摩研究的复活+ 历史的再建&+ 解释学+ 因明研究# 等等# 都是其构

建 )中国佛教知性实践的基础* 的基本策略, 参见邓伟仁博士学位论文# O>?J>?H V;EJB?:E6R# ">@K

F?EHLB# M>::>95G:B66:# WG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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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挑战性且值得深入开拓的课题,

"

我们把本文的研究重点仅限于考察窥基 '说无垢称经疏( 有关 )宗绪* 问

题的讨论, 窥基在疏文之开头部分所拟定之解经体例如下"

今解此经' 合以六门分别( 一经起所因' 二经之宗绪' 三明经体性'

四叙经不同' 五科品所从' 六释本文义*

&

其中# 第一门 )经起所因*# 讨论佛教不同经典之不同的教化动机. 第二门

)经之宗绪*# 讨论佛教经典思想理论之系统# 即是汉传佛教传统所谓的 )分宗

判教* 的学说. 第三门 )明经体性*# 讨论佛经的经体是什么. 第四门 )叙经不

同*# 说明所涉经典翻译及文字方面的一些差异. 第五门 )科品所从*# 讨论对

于一经的科判. 第六门 )释本文义*# 则阐释具体的经文, 这六门分别的解经体

例代表窥基佛经诠释著作中一个较为翔实完备的诠释体例# 反映其佛经诠释的

成熟形态,

' 有关的阐释不仅包含了窥基 '说无垢称经( 疏释的重要诠释思想#

也包含了窥基个人较晚期成熟形态的佛教诠释思想, 不过为本文的目标计# 我

们将仅限于考察其第二门分别中有关 '说无垢称经( )宗绪* 问题的讨论,

二!慈恩关于 )三教八宗* 之判教诠释体系

!一" 对于 %此方先德& 四宗说的批评

分宗判教# 或一般称为 )判教* 学说# 是汉传佛教对于传自印度的全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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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慈恩大师的 '说无垢称经疏( 的研究# 日本学者桥本芳契的论文 '法相宗与 2维摩经3( 是一

篇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文献, 此文收于其著作 ' 2维摩经3 思想的研究( 一书# 第十二章# 法藏

馆# 第 )3/!).&页,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 第 *0册# -D%)/0&# (..*F(3,

在慈恩大师的解经著作中# 有以四门解释经文者# 如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理趣分述赞(" )将赞

经文# 略以四门解释" 一叙经宗旨# 二显经体性# 三彰经胜德# 四释经本文,* '大正藏( 第 ** 册#

-D%)3.2# ((&29)0, 有以五门解释经文者# 如 '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 %3/* 年&" )初释经文# 聊

以五门分别" 一佛成权实# 二慈氏所因# 三时分有殊# 四往生难易# 五问答料简,* '大正藏( 第 *0

册# -D%)//&# (&/&9)/, 而以六门解释经文者# 除 '说无垢称经疏( 之外# 还有 %)& '妙法莲华经

玄赞(" )初释经文# 略以六门料简" 一叙经起之意# 二明经之宗旨# 三解经品得名# 四显经品废

立# 五彰品之次第# 六释经之本文,* '大正藏( 第 *4册# -D%)/&*# (32)F(), %&& '阿弥陀经通赞

疏(" )将释此经# 略以六门料简" 第一总叙源由# 第二别明宗旨# 第三彰经体用# 第四翻译时人#

第五论于顿渐# 第六正释经文,* '大正藏( 第 */册# -D%)/20# (*&.>&4,



教经论及其思想理论体系从整体上予以逻辑及历史诠释的一种理解方式, 对于

汉传佛教中传统判教诠释体系的批判# 是窥基佛教思想诠释体系中一个一以贯

之的方面"

# 在 '说无垢称经疏( 中亦不例外, 窥基在疏中首先对于 )此方先

德* 的四宗说提出批评,

此方先德依现所有经论义旨' 总立四宗( 一& 立性宗' 成立三科' 法

皆有体' 萨婆多部是' 迦延 "杂心#& "婆沙# 之类* 二& 破性宗' 诸法有

相' 都无实性' 破前立性' "成实论# 是* 三& 破相宗' 非但性空' 诸法相

状' 亦非实有' "般若# 等经' "中#& "百# 等是* 四& 显实宗' 明一切法

真实道理' 随其所应' 有空& 有有' "涅?#& "华严#& "楞伽# 等是* 若

其经论唯有尔许' 可定四宗* 只如旧 "阿含经# 云 $舍利佛入涅?时' 无

色界天泪下' 如春细雨%' 大众部经何宗所摄' "梵网六十二见经#' 并舍利

弗 "阿毗昙#' 正量部教' "三弥帝论#' 上座部论' 如是等经论' 并非四

宗' 何得唯言总有四宗*

&

根据吉藏+ 智靑等人的记载# 我们知道# 这里窥基所讨论的提出四宗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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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 '妙法莲华经玄赞( 中# 也同样批评 )此方先德* 四宗说# '大正藏( 第 *4 册# -D%)/&*#

(32/>(0, 同样# 还有 '阿弥陀经通赞疏(# 同样谈三教+ 八宗# 批评四宗说# '大正藏( 第 */ 册#

-D%)/20# (*&.F&3, 在 '大乘法苑义林章( 中# 窥基则对汉传佛教中的判教思想尤其给予了系统的

集中的批评# 大正藏第 42册# -D%)03)# (&4/>)2, 关于汉传佛教的这种分宗判教诠释模式# 邓伟仁

先生认为" MD:6:EL;ECE9>;6IR# 65B"5E;B:B,GHH5E:6E;6BIIB96G>I:HBJE:BH 65B9D@7IB̀ 7>; Ê>D@B65DH 6D?B9K

D;9EIB65BHD96?E;>IHECCB?B;9B:DC65BJ>?EDG:,GHH5E:66?>HE6ED;:>;H :95DDI:FR5EB?>?95E9>IIRD?HB?E;L65B@E;

>; >IIKB;9D@7>::E;L:R:6B@%#; #;HE># D; 65B9D;6?>?R# ,GHH5E:66B>95E;L:8B?B:6GHEBH# 9D@@B;6BH# >;H

HBF>6BH >FDG6F>:BH D; E;9?B>:E;LIR:D75E:6E9>6BH :95DI>:6E9E;6BIIB96G>I7?>96E9B:%P5DGL5 65B,GHH5E:6)9>K

;D;E9>IH>6>* 5>H FBB; 6?>;:CB??BH >I@D:6B;6E?BIR6D65B"5E;B:B:DEIFR65B6E@BDCxG>;Z>;L# 65B@B65DHDK

IDLE9>I:DC68>?B>:G:BH E; #;HE>; ,GHH5E:69D@@G;E6R5>H ;D6FBB; E;6?DHG9BH G;6EIxG>;Z>;L?B6G?;BH C?D@

#;HE>%此即认为在判教诠释模式中所渗透的精神与印度佛教处理同样问题的 )方法论的软体* 完全

不同, %第一章# 第 . 页& 据此# 作者考察了窥基对于传统判教学说的批判# 他的结论如下" #5>JB

CD9G:BH D; XGÊEh:9?E6EmGBDCB>?IEB?7>; Ê>D:R:6B@:65>6E@7IB@B;6BH )>5E:6D?E9>I* 6?B>6@B;6DC65B6B>95E;L

DC,GHH5>%P5B@D:6F>:E95E:6D?R6DN;D8>FDG6,GHH5E:@E:>77>?B;6IR65B5E:6D?RDC,GHH5E:69>;D;%XGÊE>:

8B:>88>:NBB; 6D7?B:B;6>)5E:6D?E9>I* G;HB?:6>;HE;LDC65B9D@7EI>6ED; DC,GHH5E:69>;D;%#6:5DGIH FB

B@75>:EZBH >L>E; 65>665BJ>IGBDCXGÊEh:)5E:6D?E9>I* ?B9D;6B̀6G>IEZ>6ED; HDB:;D6B;6E?BIRHB7B;H:D; 65B

5E:6D?E9>I>99G?>9R%U>65B?65B:EL;ECE9>;9BDC5E:B;HB>JD?IEB:E; 5E:@B65DHDIDLE9>I>8>?B;B::%%第二章#

第 3( 页& 此种说明方式显示# 作者似乎认为窥基已放弃判教学说, 而在我看来# 窥基只是指出传统

判教学说中存在的种种缺点与不足# 但是一般而言窥基并未尝试放弃判教思维,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 第 *0册# -D%)/0&# (..*F(3,



)此方先德*# 是指光统律师,

" 窥基此处所叙述的四宗是立性宗+ 破性宗+ 破相

宗+ 显实宗# 也就是智者大师所记载的因缘宗+ 假名宗+ 诳相宗+ 常宗, 慈恩

大师认为# 光统之所以只立四宗# 是因为他 )依现所有经论义旨# 总立四宗*#

即是说光统只是根据他那个时代已经传译的所有经论来分宗判教# 而其实佛教

的经论尚远不只光统所见# 所以他的判教也就自然不圆满, 我们知道# 事实上

在光统之后# 中国佛教学者尚有 )五宗*+ )六宗* 等诸多分宗判教的尝试# 如

智者大师所记+ 我们在前面的注文中已见者# 慈恩在这里以及在他处的评判&丝

毫不涉及那些后来的讨论与方法# 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光统有关的诠释

思想# 说明他自己的诠释理念与光统的判教诠释有一定的一致性,

!二" 慈恩 %三教八宗& 之判教诠释体系

接下来# 慈恩叙述了自己对于佛教经论及其理论的整体理解# 吾人把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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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 )五时是慧观所制# 四宗是光统著述,* 参见 '法华玄论( 卷第二, 智靑 '法华玄义( 中记

载" )出异解者# 即为十意# 所谓南三+ 北七, 南北地通用三种教相" 一+ 顿# 二+ 渐# 三+ 不定,

'华严( 为化菩萨# 如日照高山# 名为顿教, '三藏( 为化小乘# 先教半字# 故名有相教, 十二年

后# 为大乘人# 说五时般若# 乃至常住# 名无相教, 此等俱为渐教也, 别有一经# 非顿+ 渐摄# 而

明佛性常住# '胜(+ '光明( 等是也# 此名偏方不定教, 此之三意通途共用也, 一者# 虎丘山岌

师# 述顿与不定# 不殊前旧, 渐# 更为三十二年前明三藏# 见有得道# 名有相教, 十二年后# 齐至

'法华(# 明见空得道# 名无相教. 最后双林# 明一切众生佛性# 阐提作佛# 明常住教也, 二者# 宗

爱法师# 顿与不定# 同前, 就渐# 更判四时教# 即庄严师所用# 三时不异前# 更于无相后+ 常住

之前# 指 '法华( 会三归一+ 万善悉向菩提# 名同归教也, 三者# 定林柔次二师# 及道场观法师#

明顿与不定同前, 更判渐为五时教# 即开善光宅所用也, 四时不异前# 更约无相之后+ 同归之前#

指 '净名(+ '思益( 诸方等经# 为褒贬抑扬教, 四者# 北地师# 亦作五时教# 而取提谓波利为人天

教# 合 '净名(+ '般若( 为无相教# 余三# 不异南方, 五者# 菩提流支# 明半满教, 十二年前皆是

半字教# 十二年后皆是满字教, 六者# 佛驮三藏# 学士光统# 所辨四宗判教" 一因缘宗# 指 '?

昙( 六因+ 四缘. 二假名宗# 指 '成论( 三假. 三诳相宗# 指 '大品(+ 三论. 四常宗# 指 '涅

?(+ '华严( 等# 常住佛性# 本有湛然也, 七者# 有师开五宗教# 四义不异前# 更指 '华严( 为法

界宗# 即护身自轨大乘所用也, 八者# 有人称" 光统云四宗# 有所不收# 更开六宗# 指 '法华( 万

善同归# 诸佛法久后# 要当说真实# 名为真宗. '大集( 染净俱融# 法界圆普# 名为圆宗, 余四宗

如前# 即是耆凛师所用, 九者# 北地禅师# 明二种大乘教# 一有相大乘# 二无相大乘, 有相者#

如 '华严(+ '璎珞(+ '大品( 等# 说阶级十地功德行相也. 无相者# 如 '楞伽(+ '思益(# 真法无

诠次# 一切众生即涅?相也, 十者# 北地禅师# 非四宗+ 五宗+ 六宗+ 二相半满等教# 但一佛乘#

无二亦无三# 一音说法# 随类异解# 诸佛常行一乘# 众生见三# 但是一音教也, 出异解竟,* '妙法

莲华经玄义(# '大正藏( 第 **册# -D%)/)3# (0()>)/,

如他在 '妙法莲华经玄赞( 中也讨论了 )此方先德* 的这种四宗说" )第二明经宗旨# 此方先德总

判经论# 有其四宗" 一立性宗# '杂心( 等是# 立五聚法# 有体性故, 二破性宗# '成实论( 是# 破

法有体# 唯有相故, 三破相宗# '般若( 等是# 破法相状亦成空故, 四显实宗# '涅?(+ '华严(+

'法华( 等是# 显于真实中道义故,* '大正藏( 第 *4 册# -D%)/&*# '妙法莲华经玄赞(# (32/>(0,



个佛教思想整体理解体系称为 )三教八宗之判教诠释体系*, 其说如下,

今依新翻经论' 总依诸教' 教类有三) 以理标宗' 宗乃有八*

教类三者( "解深密经# 第二卷中' 世尊广为胜义生菩萨' 依遍计所执

体相无故' 说相无自性性' 依依他起上无遍计所执自然生故' 说生无自性

性' 依圆成实上无遍计所执故' 说胜义无自性性* 说三无性皆依无于遍计

所执已' 胜义生深生领解' 广说世间?湿缚药& 杂彩画地& 熟苏& 虚空诸

譬喻已' 世尊赞叹善解所说* 胜义生菩萨复白佛言( 世尊初于一时' 在波

罗
"

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 唯为发趣声闻乘者' 以四谛相转正法轮' 虽是

甚奇& 甚为稀有' 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 而于彼时所转法

轮有上& 有容' 是未了义' 是诸诤论安足处所* 世尊在昔第二时中' 唯为

发趣修大乘者'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以

隐密相转正法轮' 虽更稀奇' 甚为稀有' 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 有

所容受' 犹未了义' 亦诸诤论安足处所* 世尊于今第三时中' 普为发趣一

切乘者'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无自性性'

以显了相转正法轮' 第一甚奇& 最为稀有' 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 无容'

是真了义' 非诸诤论安足处所*

即是 "金光明经# 中' 说转& 照& 持三种法轮* 世尊初说三乘同行四

谛有教' 名转法轮' 以十二行相' 独得转名* 第二时说大乘独行空理之教'

照破有故' 名照法轮* 第三时说遣所执空' 存二性有' 三乘之人皆可修持'

名持法轮*

亦即 "涅?经# 中' 如有医师' 初令服乳' 而除于病* 因服乳故' 国

人多死' 别医谏王' 总教断乳' 国人并差* 后王有疾' 医人更药' 令和乳

服* 王责问之' 医人具说( 有病宜服乳' 有病不宜服* 今病宜和乳' 故无

有失*

亦即 "瑜伽# 三时教也* 虽知一雨普润' 教实无差* 随对根机' 遂成

隐显* 教既隐显' 偏说空有' 非正中道* 中道之教' 所说有空无隐显故*

虽此引文' 未别属教* 何等是此三时教也- 一唯说法有宗' 即 "阿含#

等初时之教' 逗彼小机' 破于我执' 说无有情我' 但有法因故* 虽二十部'

种种异执' 初逗小机' 唯说法有* 二唯说法空宗' 即 "般若# 等第二时教'

逗彼大机' 破于法执' 说一切法本空性故* 三双遮有空执' 并说有空宗'

即 "华严#& "深密#& "涅?#& "法华#& "楞伽#& "厚严#& "胜# 等是*

昔说所执我法俱有' 有为无为一切皆空' 今说所执我法俱无' 有为无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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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皆有' 故有空双遮' 而空有并说*

以理据宗' 宗乃有八( 一我法俱有宗' 谓犊子部等' 彼说我法二种俱

有* 立三聚法( 一有为聚' 二无为聚' 三非二聚* 前二聚法' 第三聚我*

又立五德藏( 一过去' 二未来' 三现在' 四无为' 五不可说* 此即是我不

可说是有为& 无为故* 二有法无我宗' 谓萨婆多等' 彼说诸法二种所摄(

一名' 二色) 或四所摄( 谓去& 来& 今' 及无为法) 或五所摄( 一心' 二

心所' 三色' 四不相应' 五无为* 故一切法皆悉实有* 三法无去来宗' 谓

大众部等' 说有现在及无为法' 过去& 未来体用无故* 四现通假实宗' 谓

说假部等' 彼说无过去& 未来世' 现在世中诸法' 在蕴可实' 在界& 处假*

随应诸法' 假实不定* "成实论# 等' 经部别师' 亦即此类* 五俗妄真实

宗' 谓说出世部等' 世俗皆假' 以虚妄故) 出世法实' 非虚妄故* 六诸法

但名宗' 谓一说部' 一切我法唯有假名' 都无体故* 七胜义皆空宗' 谓清

辨等' 明说空经' 以为了义' 说一切法' 世俗可有' 胜义皆空* 八应理圆

实宗' 谓护法等' 弘畅 "华严#& "深密# 等经' 虽说二谛' 随其所应' 具

有空理' 圆妙无阙' 实殊胜故*

"

窥基指出三教的判定根据# 出自 '解深密经(+ '金光明经(+ '涅?经(+

'瑜伽师地论( 等, 他认为# 如果以教配宗# 即把全部的教按照理论系统归类#

那么我们就可把三教归类为三宗" '阿含( 等初时之教是 )唯说法有宗*# '般

若( 等第二时教是 )唯说法空宗*# '华严(+ '深密( 等教则是 )双遮有空执#

并说有空宗*, 而如果以理标宗# 即按照学术思想的宗旨区分宗派# 那么我们就

可把全部的宗派归类为八宗, 这八宗分别是" 我法俱有宗+ 有法无我宗+ 法无

去来宗+ 现通假实宗+ 俗妄真实宗+ 诸法但名宗+ 胜义皆空宗+ 应理圆实宗,

比较其 )三教八宗* 说与光统的四宗说# 吾人可以看出# 慈恩大师其实并

未放弃分宗判教的基本诠释模式# 而是认为在操持此一诠释法时# 既要充分考

虑全部的佛教经论# 更要考虑经典中的有关理据# 不可仅据狭隘或有限的佛教

知识从事于斯# 更不可肆意妄为, 其对光统判教思想的主要修正有以下两点"

其一# 窥基所依据的是 )新翻经论*# 即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经论# 所以对于大乘

兴起之前的佛教思想及宗派已经获得确切而翔实的知识# 能够对于大乘之前的

佛教宗派予以详细而精确的列举. 至于大乘兴起后的大乘佛教宗派# 他还是维

持大乘分为两宗的判定方式, 其二# 比较光统与窥基关于大乘二宗的判定#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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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一个重要区分" 光统在解说其第四宗即 )显实宗*

时# 所列举的经典# 乃是 ) '涅?(+ '华严(+ '楞伽( 等*# 而窥基在讨论第二

时教时# 所列举的经典计有 ) '华严(+ '深密(+ '涅?(+ '法华(+ '楞伽(+

'厚严(+ '胜(*# 在讨论大乘第二宗时# 不仅列举经典# 且列出代表性的论

师# 即 )谓护法等# 弘畅 '华严(+ '深密( 等经*, 我们在窥基此段文字先后

两次列举经典名称时# 都可以看到" '解深密经( 令人醒目地出现在了大乘第二

宗的目录里, 对于 '解深密经( 的思想地位的强调# 还有对于护法论师的学术

地位的高扬# 充分说明窥基 '说无垢称经疏( 中的分宗判教诠释模式明显地以

成熟阶段的瑜伽行派的学说思想作为佛教理解的核心与骨干,

我们还可把窥基的这个判教诠释体系# 与和他同时代而稍早的华严宗祖师

法藏 %34*!/)&& 的判教思想相比较,

第三显教差别者( 自佛法东流' 此方诸德分教开宗' 差别纷纠难备说'

及西方诸师所说差别' 并如 "华严记# 中说* 若依此经宗及通' 诸教种类

相收' 或四或五* 今且辨四( 一有相宗' 二无相宗' 三法相宗' 四实

相宗*

"

法藏此处提出了一个新的四宗说# 其中最可值得注意者# 是他将大乘佛教

判定为三宗# 即无相宗# 法相宗# 实相宗, 也就是说" 窥基是将来自印度的全

部的大乘佛教经论思想判为二大宗# 而法藏则分判其为大乘三宗, 其次# 法藏

判定的第三个大乘宗派# 以 '楞伽经(+ '密严经(+ '宝性论(+ '起信论( 等作

为依据# 而完全与 '解深密经( 无涉#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以如来藏佛性一系

学说作为思想理论的核心的,

& 慈恩的判教诠释体系与法藏判教思想的差异# 由

此可以一目了然,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

法藏" '入楞伽心玄义(# '大正藏( 第 *.册-D%)/.(# (4&3F&3,

法藏在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 中说" )现今东流一代圣教# 通大小乘及诸权实# 总有四宗, 一随

相法执宗# 谓 '阿含( 等经# '婆沙( 等论. 二真空无相宗# 谓 '般若( 等经# '中(+ '百( 等论,

三唯识法相宗# 谓 '深密( 等经# '瑜伽( 等论. 四如来藏缘起宗# 谓 '楞伽(+ '密严( 等经#

'起信(+ '宝性( 等论,* 大正藏第 44册# -D%)0*0#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 ((3)9(3, 在 '大乘

起信论义记( 中# 他说" )现今东流一切经论# 通大小乘# 宗途有四" 一随相法执宗# 即小乘诸部

是也. 二真空无相宗# 即 '般若( 等经+ '中观( 等论所说是也. 三唯识法相宗# 即 '解深密( 等

经# '瑜伽( 等论所说是也. 四如来藏缘起宗# 即 '楞伽(+ '密严( 等经# '起信(+ '宝性( 等论

所说是也,* 大正藏第 44册# -D%)043# '大乘起信论义记(# (&4&>&2,



三!属于大乘 )胜义皆空宗* 的 '说无垢称经(

根据以上关于 )三教八宗* 佛教诠释体系的说明# 窥基遂行判定 '说无垢

称经( 在整体佛教思想中的地位, 他认为"

今此经非前六宗' 后二唯是大乘所说' 故知通是二宗所摄*

"

这就是说#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体系不属于前六宗# 而属于八宗中的最后

二宗# 即大乘二宗, 所谓 )通是二宗所摄*# 意思是说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体

系完全可由大乘二宗的思想体系所包含, 我们已经看到# 在区分大乘二宗时#

窥基分别以 )清辨等* 论师及 )护法等* 论师作为二宗的代表# 所以他所谓的

大乘二宗# 也就是指中观学派及瑜伽行派# 因而窥基事实上是认为 '说无垢称

经( 的思想应当属于清辨等论师所代表的中观学派及护法等论师所代表的瑜伽

行派, 由于中观学派及瑜伽行派的思想分属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 所以我们以

下也就相应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考察窥基的有关分析,

首先要讨论的是属于大乘 )胜义皆空宗* 的 '说无垢称经(, 既然认定此经

属于胜义皆空宗# 那么此经中究竟有哪些思想内容# 在窥基看来# 的确属于大

乘 )胜义皆空宗* 的思想体系呢- 窥基的看法是"

若依初大乘清辨等义' 此经虽明二谛之义' 依胜义谛' 以空为宗*

&

窥基认为" 此经虽然阐明二谛之义# 不过在二谛当中# 它却以胜义谛作为

依据# 也就是说它的思想倾向乃是在二谛当中偏向胜义谛的, 而其具体表现#

则是 '说无垢称经( 在 )空* 与 )有* 的问题的论说中# 偏向 )空*# 以 )空*

作为理论的归趣点,

窥基具体列举了经文中的以下表现,

所以十大弟子皆以空理而对诘之' 彼词皆屈* 四大菩萨亦以真如空理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 第 *0册# -D%)/0&# (..*F(3,

同上,



而征' 皆云不能对扬理辨* 吉祥问疾' 先空方丈* 又言 $诸佛国土一切皆

空' 空其分别' 真空亦空%* 又 "观众生品# 中' $譬如幻师' 见所幻事'

菩萨观众生为若此%' 乃至 $如无烟之火% 等* 是故此经虽具谈二谛' 胜义

深故' 以为义主' 故以空为宗*

"

窥基用以上这些证据来证明"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是以空理+ 空义作为理

论的归宿点, 他这些论据的精确性如何# 是否可以据这些例证极成他的结论呢-

我们下面将依据新发现的现存 '维摩经( 梵本及梵汉对勘等方式# 试图对相关

问题略做分析+ 检讨,

!一" 关于 %十大弟子皆以空理而对诘之, 彼词皆屈&

今按" 在 '说无垢称经( 汉译本第三品 '声闻弟子品( 中 %梵本 '声闻+

菩萨问疾品( 之一部分&# 薄伽梵欲遣十大声闻弟子探问无垢称菩萨之疾# 而每

位大弟子皆以不能问疾辞之, 窥基认为# 在这一部分经文所叙述的声闻弟子与

无垢称菩萨的过往交际中# 无垢称菩萨都是以 )空理* 折服了诸大弟子,

经文中第一个出场的大弟子是舍利子# 无垢称菩萨与之讨论 )宴坐* %7?>K

6E:>@

/

I>R>;>@

/

& 问题" 如何坐才是真正的宴坐- 无垢称提出如果做到了六点# 才

是真正的宴坐# 如 )不于三界而现身心# 是为宴坐* 等# 有关六点内容完全未

涉及空性问题,

第二个出场的大弟子是大目犍连# 无垢称与之讨论的问题是" 应当如何

)为诸白衣居士说法*- 其中中心的句子是" >7E6G 6>65A F5>H>;6>@>GHL>IRAR>;>

H5>?@DHB:

=

>RE6>JRDR>65>EJ>:>H5>?@>5

/

%可译为" 大德目犍连啊[ 应当如法为诸

白衣居士说法&,

& 那么何为 )如法* 呢- 经文中列举了许多方面# 其中提到一

句 )法顺空+ 随无相+ 应无愿* %:

=

j;R>6A:>@A5E6>A;E@E66>7?>F5AJE6Dh7?>;

/

E5E6>I>N:

/

>

;

/

>5

/

&#

' 这是此段文字中唯一一处涉及 )空* 的地方,

( 不过此处的 )空*# 是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

'

(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 第 *0册# -D%)/0&# (..*F(3,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页,

同上,

此段经文之罗什译文尚有 )法无戏论# 毕竟空故* 一句# 似明显涉及 )空* 的思想, 同处支谦的译

文是 )为无适莫*# 玄奘的译文是 )法无有显+ 无相+ 无形# 远离一切行动事故*# 都无 )空* 字,

梵本此句为>J>?;

/

>IE;

/

L>:>@

/

:65A;>5

/

:>?J>7?>9A?>JEL>6>5

/

# 可以译为" )法是非颜色+ 征象+ 形体# 它舍

弃一切的活动*, 藏文本亦同此 %参见河口慧海# 第 2/页. Y>@D66B# 第 4/ 页&, 可见此句玄奘译文

同于藏文本+ 梵文本的传承, 我们无法断定罗什译本的此句是传承有自# 还是他误读或添加了这个

译法# 但因唐代玄奘的译文没有出现此句# 所以我们觉得不宜根据此句# 判断这一段对话的中心思

想乃是有关性空的思想,



指三种解脱门中的空# 尚非指空性思想的空,

第三个出场的大弟子是迦叶波# 无垢称与之讨论的问题是" 应当如何施行

)乞食*- 经文批评迦叶波 )虽有慈悲而不能普# 舍豪富从贫乞*# 且告诫迦叶波

应当 )住平等法而行乞食* %H5>?@>:>@>6m7?>6E:85E6B;>6BF5>JE6>JR>@&

"

, 所以

)法平等性* %H5>?@>:>@>6m& 的概念是这段经文的核心, 当然这段经文中提到

了 )知诸法# 如幻相. 无自性# 无他性* 等内容 %@ARA7G?G:

/

>JÊdA76RA 9>H5>?@A

JÊdA6>JRA5

/

gRDh:J>F5AJDh7>?>F5AJ>:

=

9>6>H >;G^̂J>IE6>@g

&

& 其中 )如幻* 与 )无

自性* 等说法# 与 )空理* 当然甚有关系# 不过在经文中这些与空义有关的内

容# 都被理解为达成 )住平等法* 的方式# 全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应当是 )住平

等性*# 而不是讨论 )空理* 的问题,

第四个出场的大弟子是大善现# 无垢称与之讨论的问题是" 如何才可以接受

别人施舍的食物- 经文的中心句子是" )尊者善现[ 若能于食以平等性# 而入一切

法平等性# 以一切法平等之性# 入于一切佛平等性# 其能如是# 乃可取食,*

%:>9B66J>'F5>H>;6>:GF5 06B>@E:

/

?

=

:>@>6>R>:>?J>H5>?@>:>@>6>@>;GL>6>5

/

:>?J>H5>?K

@>:>@>6>R>9>FGHH5>H5>?@>:>@>6>@>;GL>6>BJ># 6J>@E@>'7EZC>7>6>'7?>6EL?

/

5Z1 :

/

J>&

' 所以# 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同上段无垢称与大迦叶的讨论一样# 也是基于

)平等性* 这个概念" 只有体证了平等性者才可取食, 所以这一部分经文也很难

说是在处理 )空理* 的问题,

第五个出场的大弟子是满慈子# 二人讨论的问题是" 应当如何为新学比丘

说法- 经文提出 )先当入定# 观絆刍心# 然后乃应为其说法* % :>@A7>HR>

F5>H>;>6>7j?;

/

>E6B:

/

A@

/

F5EN:

/

j;

/

A@

/

9E66>@>J>IDNR>H5>?@>@

/

HB:

=

>R>&

(

# 其中重点是

指导满慈子要懂得分辨小乘与大乘的不同根性# 因机施教, 所以这段经文与空

理+ 空义思想可谓完全无关,

第六个出场的大弟子是摩诃迦多衍那# 二人讨论的问题是" 应当如何 )分别

抉择契经句义*- )契经句义*# 经文中是>J>J>H># 指教诫+ 圣言, 在支谦译本中#

这些>J>J>H># 是 )无常之义+ 苦义+ 空义+ 非身之义*. 在罗什译本中# 它们是

)无常义+ 苦义+ 空义+ 无我义+ 寂灭义*# 比前者多出 )寂灭义*. 玄奘的译本同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页,

同上,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4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3页,



于罗什译,

"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汉传三译中都列有 )空义*# 然而# 今传梵

本中此处是" R>H EH>@>;E6RA?65>@

/

HG5

/

N5A?65>@>;A6@A?65>@

/

:

=

A;6A?65>@#

& 只是

)无常义+ 苦义+ 无我义+ 寂灭义*# 而无 )空义*# 勘诸藏文本亦然,

' 而在这

个段落的后半部分# 经文分别解释了无常义+ 苦义+ 无我义+ 寂静义# 并未解释

)空义*, 只是在解释 )苦义* 时# 出现了 )空性* 的概念" R>5

/

7>d9A;A@

/

:N>;H5A;A@

/

:

=

j;R>6A;GL>@A;G67AH>;E?DH5A?65DhR>@

/

HG5

/

N5A?65>5

/

%可译为" 若是随顺

五蕴之空性# 是无生+ 无灭# 则是苦义&

(

, 我们推定这段经文中的 )契经句

义*# 在传承中可能存在两个形态# 一个形态中并未列入 )空义*# 另一个形态

中则列入了 )空义*, 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 无 )空义* 的情况应当在前# 后来

的修订本则补上了 )空义*,

第七个出场的大弟子是大无灭 %阿那律&# 二人讨论的是关于 )天眼* 的问

题, 这段经文讨论的问题也与 )空理* 无涉# 而在解释诸佛天眼之成因时# 还

出现了 )不作二相* 的说法" ;>9>HJ>R>7?>F5>JE6>5

/

# 可译为" 而且# 他们不观

见二, 所以这段经文没有讨论空性# 而是显示了 )非二* %不二# >HJ>R>& 的重

要性,

第八个出场的大弟子是优波离# 二人讨论的问题是" 如何从违犯戒律当中

解除出来, 这段经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如其心然# 罪垢亦然, 如罪垢然#

诸法亦然# 不出于如,* %R>65A 9E66>@

/

6>65A7>66E5

/

# R>65A7>66E:6>65A :>?J>H5>?@A5

/

#

6>65>6A@

/

;>JR>6EJ>?6>;6B#

) 可译为" 犯过如心# 一切诸法如犯过# 它们不超出如

性& 一切诸法都不超出如性或真如 %6>65>6>&# 心亦然# 罪垢亦然# 此 )如* 乃

是诸法之本质# 也是心之本性 %7?>N?

/

6E&, 心既以此作为本性# 故它无罪垢# 无

净化, 所以这段经文讨论心+ 罪垢以及一切诸法的性质# 围绕的核心概念# 乃

是 )真如*# 而不是空理+ 空义,

第九个出场的大弟子是罗怙罗# 二人讨论的是 )出家功德胜利* 的问题,

无垢称提出 )无有功德# 无有胜利# 是为出家,* % ;E?LG ;

/

A ;E?>;G:

=

>@

/

:A 5E

7?>J?>̂RA&

*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 经文还提出区分 )有为* 与 )无为* 的看法#

/)0)/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

'

(

)

*

'佛说维摩诘经(# 大正藏第 )4 册# -D%(4/4# (2&&9)4. '维摩诘所说经(# 大正藏第 )4 册#

-D%(4/2# (24)>)&. '说无垢称经(# 大正藏第 )4册# -D%(4/3# (23*>)(,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2节# 第 &/页,

参考河口慧海# 第 /0页. 长尾雅人# 第 44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0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4节# 第 *( 页, 参见河口慧海# 第 02 页. 长尾雅人# 第 4/ 页. Y>@D66B#

第 /& 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页,



认为 )有为法中可得说有功德胜利# 夫出家者为无为法# 无为法中不可说有功

德胜利*, 所以不是空理+ 空义的问题# 而是有为+ 无为 %:>':N?

/

6>K>:>':N?

/

6>&

相互区分的思想# 才与本段经文的主题有所关联,

最后一个出场的大弟子是阿难陀# 他与无垢称讨论的是 )佛身是否有疾*

这样一个问题, 经文中核心的一段话# 乃是" )如来身者即是法身# 非杂秽身.

是出世身# 世法不染. 是无漏身# 离一切漏. 是无为身# 离诸有为. 出过众数#

诸数永寂, 如此佛身# 当有何疾,*

"

%>7E6G F5>H>;6A;>;H>H5>?@>NARA:6>65AL>6A

;A@E:

/

>NARA5

/

gIDND66>?>NARA:6>65AL>6A5

/

:>?J>IDN>H5>?@>:>@>6EN?A;6A5

/

g>;AFAH5>:

6>65AL>6>:R>NAR>5

/

:>?JA:?>J>JE;EJ?

/

6>5

/

g>:>@

/

:N?

/

6>:6>65AL>6>:R>NAR>5

/

:>?J>:>@

/

N5RAJEL>6>5

/

g6>:R>F5>H>;6DJRAH5E@E995>6k6R>RGN6>@>:>H?

/

:

=

>@g

&

& 所以这段经文

的主题乃是处理佛身 % 6>65AL>6>:R>NAR>5

/

& 的问题# 尤其是处理法身

%H5>?@>NARA:& 的问题# 其重点在于说明如来的法身无漏+ 无为# 因而佛身无

疾, 故其主旨显然也与空理+ 空义无关,

!二" 所谓 %四大菩萨亦以真如空理而征, 皆云不能对扬理辨&

汉译 '维摩经( 在 '声闻弟子品( 之后# 是 '菩萨品( %梵本为 '声闻+

菩萨问疾品( 之第二部分&# 其中四大菩萨一一回复佛陀# 为什么他们也无力胜

任探问无垢称的疾病, 窥基认为这一部分经文的主旨是# 无垢称菩萨以 )真如

空理* 折服了四大菩萨,

其中首个出场的菩萨是慈氏菩萨# 无垢称曾与其讨论 )授记* 问题, 无垢

称提出的观点是" 不可以根据 )出生* 论授记# 也不可根据 )无生* 论授记.

不可根据 )如生* %6>65>6D67>HB;>& 论授记# 也不可根据 )如灭* %6>65>6>;E?DHK

5B;>& 论授记# 而是应当根据 )真如* %6>65>6>& 论授记, 文中提出一段著名观

点" )一切有情皆如也# 一切法亦如也# 一切圣贤亦如也# 至于慈氏亦如也, 若

尊者慈氏得授记者# 一切有情亦应如是而得授记,*

'

%RA 9>:>?J>:>6JA;A@

/

6>65>6A# RA 9>:>?J>H5>?@A;

/

A@

/

6>65>6A# :>EJ>@>E6?BR>:RA7E6>65>6A gBJ>@

/

R>HE6J>@

/

JRAN?

/

6>5

/

:>?J>:>6JA >7EJRAN?

/

6A F5>J>;6E&

( 不难看出" 这段授记思想的核心概念

乃是 )真如* %6>65>6m&# 真如才是慈氏菩萨获得授记的根据# 它同样是一切众

生获得授记的根据# 所以当慈氏菩萨由此获得授记时# 一切众生也都因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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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垢称经(# 大正藏第 )4 册# -D%(4/3# (234>&4,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页,

'说无垢称经(# 大正藏第 )4 册# -D%(4/3#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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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记了, 窥基此处把 )真如* 与 )空理* 全然关联在一起申论# 从这个角度#

确实也可说此段经文讨论到了空理的问题,

第二位出场的菩萨是光严童子# 无垢称与其讨论的是 )道场* 问题 %FDH5EK

@>;

/

H

/

># 玄奘译为 )妙菩提*&, 经文中有一句话" )一切诸法是妙菩提# 随觉一

切皆性空故,*

"

%:>?J>H5>?@>@>;

/

H

/

>B:

/

>:

=

j;R>6AF5E:>@

/

FDH5>;>6>RA

&

# 可译为" 因

觉悟空性# 故一切法场是此道场& 玄奘此处译文中的 )性空*# 应为 )空性* %:

=

j;R>6A&, 从这句经文的确可以导出 )一切法空性* 的结论# 不过本段讲 )道场*

之因缘# 一共计有 *)句 %据玄奘译本统计&# 与 )空性* 思想有关的一句仅为其

中之一# 所以吾人很难据此句推定说空性思想乃是这段经文道场论之重心,

第三位出场的是持世菩萨# 二人讨论的主题是如何脱离五欲之乐+ 得到大

法苑乐, 这段讨论中未涉及空性思想,

最后一位出场的菩萨是长者子苏达多# 二人讨论的问题是" 何为法施祠会

%H5>?@>R>̂>5

/

&, 无垢称一共列举 ** 种具体的法施# 其中之一为 )以化一切众生

行相引发修空*

'

%:>?J>:>6J>7>?E7A9>;AF5E;E?5?

/

6A:

=

j;R>6AF5AJ>;A# 可译为" 从成

熟一切众生引发的修空# 是法施祠会&# 涉及空的思想, 不过此处的 )空* 也是

空解脱门之空# 不是 )真如空理* 这一意义上的空,

!三" 所谓 %吉祥问疾, 先空方丈/ 又言诸佛国土一切皆空&

窥基此处列举的# 是 '说无垢称经( 中 '问疾品( %梵本为第四品& 以下

几段文字,

时无垢称心作是念( 今妙吉祥与诸大众俱来问疾' 我今应以己之神力空

其室内' 除去一切床座资具' 及诸侍者卫门人等' 唯置一床' 现疾而卧* 时

无垢称作是念已' 应时即以大神通力' 令其室空' 除诸所有' 唯置一床' 现

疾而卧*

时妙吉祥与诸大众俱入其舍' 但见室空无诸资具门人侍者' 唯无垢称'

独寝一床*

妙吉祥言( 居士4 此室何以都空' 复无侍者- 无垢称言( 一切佛土亦

复皆空* 问( 何以空- 答( 以空空* 又问( 此空为是谁空- 答曰( 此空无

/*0)/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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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空* 又问( 空性可分别耶- 答曰( 此能分别亦空* 所以者何- 空性不

可分别为空* 又问( 此空当于何求- 答曰( 此空当于六十二见中求*

"

今按" 这几段话# 尤其是最后一段引文# 是 '说无垢称经( 经文中唯一正

题讨论 )空性* 的文字# 其主题是说明" 空性就是无分别 %>7>?EN>I7>;A&,

!四" 所谓 %又 *观众生品+ 中 0譬如幻师观所幻事1& 等

以下是罗什这段经文的译本,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 菩萨云何观于众生- 维摩诘言( 譬如幻师'

见所幻人' 菩萨观众生为若此* 如智者见水中月' 如镜中见其面像' 如热

时焰' 如呼声响' 如空中云' 如水聚沫' 如水上泡' 如芭蕉坚' 如电久住'

如第五大' 如第六阴' 如第七情' 如十三入' 如十九界' 菩萨观众生为若

此* 如无色界色' 如焦谷牙' 如须陀洹身见' 如阿那含入胎' 如阿罗汉三

毒' 如得忍菩萨贪恚毁禁' 如佛烦恼习' 如盲者见色' 如入灭尽定出入息'

如空中鸟迹' 如石女儿' 如化人起烦恼' 如梦所见已寤' 如灭度者受身'

如无烟之火' 菩萨观众生为若此*

&

玄奘的译文如下"

时妙吉祥问无垢称( 云何菩萨观诸有情- 无垢称言( 譬喻幻师观所幻事'

如是菩萨应正观察一切有情* 又' 妙吉祥4 如有智人观水中月' 观镜中像'

观阳焰水' 观呼声响' 观虚空中云城台阁' 观水聚沫所有前际' 观水浮泡或

/40)/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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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垢称经(# 大正藏第 )4 册# -D%(4/3# (23/9&*, 引文中最后一段与空性有关的对话# 梵本如

下" @>d Ĝ:

=

?k?A5>" :

=

j;R>@

/

6BL?

/

5>7>6BL?

/

5>@g;>9>6BN>:

=

9EH G7>:65AR>N>5

/

gA5>" :>?J>FGHH5>N:

/

B6?A;

/

R>7E@>d Ĝ:

=

?E5

/

:

=

j;RA;EgA5>" NB;>:

=

j;RA;EgA5>" :

=

j;R>6>RA:

=

j;RA;EgA5>" :

=

j;R>6ARA5

/

NA:

=

j;R>6A gA5>"

>7>?EN>I7>;A:

=

9>:

=

j;R>6ARA5

/

:

=

j;R>6A5

/

gA5>" :

=

>NRA 7G;>5

/

:

=

j;R>6A 7>?EN>I7>RE6G@gA5>" RB;A7E7>?EN>I7RB6>

6>H >7E:

=

j;R>@g;>9>:

=

j;R>6A:

=

j;R>6A@

/

7>?EN>I7>R>6EgA5>" :

=

j;R>6A L?

/

5>7>6BNG6D@A?LE6>JRA gA5>" :

=

j;R>6A @>d Ĝ:

=

?k5

/

HJA:

/

>:

/

6

/

EF5RDH?

/

:

/

6

/

EL>6BF5RD@A?LE6>JRA g %'梵文维摩经( 第 4章第 0节# 第 4/ 页& 新

译如下" 文殊师利问" 家主啊[ 你的家是空的# 而且你没有任何侍者, 维摩诘答" 文殊师利啊[ 一

切佛土也都是空的, 问" 它们因何而空- 答" 它们因空性而是空的, 问" 那么空性之空性是什么呢-

答" 空性之空性即是指无分别, 问" 然而空性能够被分别- 答" 那能分别空性者也是空, 而且空性

不分别空性, 问" 家主啊[ 那么空性何从可被求得呢- 答" 文殊师利啊[ 空性可从六十二见中被求

得,

'维摩诘所说经(# 大正藏第 )4册# -D%(4/2# (24/>&. 1(24/F(),



起或灭' 观芭蕉心所有坚实' 观第五大' 观第六蕴' 观第七根' 观十三处'

观十九界' 观无色界众色影像' 观遶败种所出牙茎' 观龟毛等所作衣服' 观

夭没者受欲戏乐' 观预流果所起分别萨迦耶见' 观一来果受第三有' 观不还

果入母胎藏' 观阿罗汉贪痴毒' 观得忍菩萨悭
$

犯戒恚害等心' 观诸如来

习气相续' 观生盲者睹见众色' 观住灭定有出入息' 观虚空中所有鸟迹' 观

半择迦根有势用' 观石女儿所有作业' 观佛所化起诸结缚' 观诸毕竟不生烦

恼' 观梦悟已梦中所见' 观不生火有所焚烧' 观阿罗汉后有相续* 如是' 菩

萨应正观察一切有情* 所以者何- 诸法本空& 真实& 无我& 无有情故*

"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 罗什+ 玄奘以上一段汉译# 最重要的一点差别是" 玄

奘译文末后一句是 )所以者何- 诸法本空+ 真实+ 无我+ 无有情故*# 此句经文

牵涉到 )诸法本空* 的论说# 而在罗什的译文中则未见此句# 勘支谦译本亦

然,

& 在此经现存梵本中# 此段文字的结束之句为" BJ>@

/

5E@>d Ĝ:

=

?k?FDH5E:>6JBK

;>:>?J>:>6JA5

/

7?>6R>JBN:

/

E6>JRA5

/

# 可译为" 确实# 文殊师利啊[ 一个菩萨应当这

样观察一切众生, 其后并无类似玄奘译文 )所以者何* 以下的文字,

' 奘译所依

据的梵本此处应当不会没有 )本空* 的说法# 但很可能这个 )本空* 是在较晚

期的 '维摩经( 传本中才被添加进去,

!五" 小结

通过上面对于窥基关于 '说无垢称经( 中与空理+ 空义论说有关举证的审

察# 我们发现了这样几种情况" %)& 有关的句子或有关的经文并非讨论空理+

空义的问题. %&& 有关的句子或有关的经文涉及空理+ 空义的论说# 不过并非

正题地论说空理+ 空义# 且在有关的讨论及上下文语境中并不具有核心或主导

的地位. %*& 虽然一些句子或一些经文确实出现了与空性有关的论说# 但是吾

人从文献学立场审视# 这些论说或出现得较晚# 或其权威性尚难确定. %4& 在

一些有关的句子或有关的经文中# 确实正题地讨论了空性, 通过审查窥基上述

/20)/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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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垢称经(# 大正藏第 )4 册# -D%(4/3# (2/&9(3,

大正藏第 )4册 -D%(4/4# '佛说维摩诘经(# (2&0>)&,

'梵文维摩经( 第 3章第 )节# 第 33页, 此句藏文出现的情况介于梵本与玄奘本之间# 参考河口慧

海的译文" )文殊师利啊[ 因如此地究竟无我及最善的观察# 菩萨当观察一切众生,* %第 &(* 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 )文殊师利啊[ 了解由于如此地真实而无我# 菩萨观察一切众生,* %第 .. 页&

Y>@D66B的译文" )因此# 那确实理解无我的菩萨# 观察一切众生,* %第 )22 页& 这几个根据藏文做

出的 '维摩经( 的译文都没有出现 )本空* 的说法# 但是这个句子的其他内容则出现了,



举证# 我们可以同意说 '说无垢称经( 中毫无疑问包含了有关空性的思想# 但

是这些思想显然在经文中甚少作为专题的论说出现# 并且显示得相当模糊及松

散# 所以究竟是否可以据而申论说这部经典是一部 )依胜义谛# 以空为宗* 的

经典呢# 我们感觉这种据空性思想的视角解读 '维摩经( 的理解方法固然合法#

但是在具体运用中却不能不适度地予以节制,

四!属于大乘 )应理圆实宗* 的 '说无垢称经(

我们接下来考察窥基的第二部分论点"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体系又是属于

)护法等义* 的大乘第二宗即 )应理圆实宗* 的, 窥基在展开分析之前# 先对护法

等论师的二谛观念做了一番阐释# 提出一个以 )四重二谛* 作为构架的应理圆实

宗的理论体系"

# 以之作为诠释 '说无垢称经( 中相关二谛思想的理论模式,

窥基说言"

依后大乘护法等义' 虽说二谛' 世俗谛有四' 通空及有) 胜义谛有四'

唯有非空* 空者无也' 遍计所执' 唯妄执有' 体实空无' 故非胜义* 二谛

皆有四重不同* 世俗谛四者( 一& 世间所成' 法体未必有' 一切世间共所

言说' 执之有故' 即实我& 法' 瓶& 盆等是* 二& 道理所成' 世间有情有

寻思者所说道理' 体用俱有' 即蕴& 处& 界' 有& 无为法* 三& 证得所成'

世间学者方便修学' 除恶务善' 证圣果故' 即四谛理等* 四& 真义所成'

世间学者' 既修学已' 以此殊妙' 为所证得' 即二空真如* 此四之中' 初

一体空' 后三体有* 胜义四者( 一& 世间所成' 诸有学者' 世间言说' 以

/3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四重二谛说* 成为窥基解析二谛理论的一个主要模式# 在 '大乘法苑义林章( 中# 他甚至区分声

闻+ 缘觉+ 菩萨各有其 )四重二谛*# 其中关于菩萨的 )四重二谛*# 他写道" )菩萨乘二谛者# 既

与二乘根性不同# 行缘有别# 悟执亦异, 第一世间世俗谛者# 谓所安立瓶+ 军+ 林等# 我+ 有情等#

此中通取实执人法# 障自果故, 第二道理世俗谛者# 谓所安立十六善巧# '辨中边论( 第二卷# '菩

萨藏经( 第十七说" 一蕴# 二界# 三处# 四缘起# 五处非处# 六根# 七世# 八谛# 九乘# 十者有为

无为善巧# 菩萨缘此十种为境# 除我+ 法执. '瑜伽论( 说六种善巧# 谓即十中前之六种. 或说七

种# 更加于谛, 第三证得世俗谛者# 谓所安立三性+ 三无性+ 唯识妙理# 缘此为境而证得故, 第四

胜义世俗谛者# 谓所安立二空真如# 菩萨双证二空如故, 第一世间胜义谛者# 谓所安立十善巧等.

第二道理胜义谛者# 谓所安立三性等理. 第三证得胜义谛者# 谓二空如# 依二空门而证得故. 第四

胜义胜义谛者# 谓非安立二空无我一真法界,* 大正藏第 42 册# -D%)03)# '大乘法苑义林章(#

(&00F&0,



此为有' 即蕴& 处& 界' 有为& 无为法* 二& 道理所成' 即诸学者共立道

理' 四谛理等* 三& 证得所成' 诸有学者' 以此方便' 能证圣果' 谓二空

如* 四& 真义所成' 诸有学者' 既修学已' 以此深妙' 为所证得' 废诠谈

旨' 一真法界* 论其二谛' 并通人& 法' 中智所知' 名世俗谛) 上智所知'

名胜义谛* 又下劣道理' 名世俗谛) 上胜道理' 名胜义谛* 是故二谛各有

四重' 依人依法' 道理浅深' 智境粗细' 以分差别*

"

慈恩这个四重二谛说理论模式的要点是" 世俗谛与真谛# 都各有四重, 世

俗谛四重" 世间所成# 道理所成# 证得所成# 真义所成. 胜义谛四重" 世间所

成# 道理所成# 证得所成# 真义所成, 窥基接着就根据上面的四重二谛的理论#

讨论 '说无垢称经( 的相关二谛思想,

!一" %多说初世俗谛& 的 *无垢称经+

首先# 窥基讨论 '说无垢称经( 中有关世俗谛的论说, 在他看来# 该经经

文于此较多侧重论说的# 乃是四重世俗谛中的第一重世俗谛,

而此经一部' 多说初世俗谛* 故 "序品# 云 $无我& 造' 无受者%'

"声闻品# 云 $法无众生' 离众生垢故%' "菩萨品# 云 $假名是菩提' 名

字空故%' "问疾品# 云 $又此病起' 皆由着我' 是故于我不应生着* 既知

病本' 即除我相及众生想' 当起法想* 应作是念( 但以众法合成此身' 起

唯法起' 灭唯法灭%' 乃至广说 $为灭法想' 当作是念( 此法想者' 亦是颠

倒* 颠倒者' 即是大患' 我应离之* 云何离- 我离我所%' 乃至诸品皆为说

我法空' 劝离彼分别*

&

这段话所举诸例中# 第一例为 '序品( 中的 )无我+ 造# 无受者*# 梵本原

文为" ;>EJA6?>A6@>;>9>NA?>NG JBH>NDJA#

' 可译为" )而且# 这里# 我不是造

者# 或者受者*, 此句正是阐释 )我空*# 按照窥基四重世俗谛的理论架构# 此

处正是讨论第一重世俗谛的问题" 我不是造者# 我不是受者# 所以作为实体被

执着的我并不存在,

//0)/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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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同上,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3页,



第二例为 '声闻品( 中 )法无众生# 离众生垢故* 一句# 梵本原文为"

H5>?@D5EF5>H>;6>@>GHL>IRAR>;>>:>6J>5

/

:>6J>?>̂DJEL>6>5

/

#

" 可译为" )因为# 大德

目犍连啊[ 法是非众生# 它已舍弃众生垢,* 这里# 众生或 )众生垢*# 与

)我* 一样# 也是指众生的我执, 所以 )法非众生* 的论说# 也是讨论第一重世

俗谛的问题,

第三例为 '菩萨品( 中 )假名是菩提# 名字空故* 一句# 梵本原文为"

;A@>H5BR>@A6?>@

/

FDH5E:6>99>;A@>;E?k5>N>@#

& 可译为" )菩提只是假名# 而且

此名称并无作用,* 此处# 罗什的译文为 )假名是菩提# 名字空故*# 玄奘的译

文为 )唯名是菩提# 此菩提名无作用故*# 可以看出两译在解读上存有甚大差

异" 罗什的译文中有 )空* 字# 而玄奘的译文则无 )空* 字, 现存梵本及藏文

本则均支持玄奘的译文,

' 窥基的举证所引用的是罗什的译文# 这是他判定此句

讨论第一重世俗谛的原因, 不过鉴于此句在解读上存在文献方面的难题# 所以

此例是否讨论第一重世俗谛# 尚难确定,

最后一例是 '问疾品( 的经文# 指从 )又此病起# 皆由着我* 到 )云何

离# 我离我所* 一段# 所引第一句# 梵本原文为" RDhR>@

/

JRAH5E?;A@>;AR>@

/

7>?>@A?65>6>G7>I>F5R>6B# >;R>6?A6@AF5E;EJB:

=

A6#

( 可译为" 所谓 )病*# 那不过是

执着自我而已. 以胜义而言# 我们得不到它, 最后一句# 梵本原文为" 6>6?>N>6K

>@>H JRAH5E7?>5A;

/

>@# R>H EH>@>5>@

/

NA?>@>@>NA?>7?>5A;

/

>@#

) 可译为" 那么何

为舍弃病- 即指舍弃自我及我所, 这段话论说疾病的本质" 疾病不过是人们对

于自我的执着# 所以放弃对于自我的执着也就是放弃疾病, 从世俗意义上言疾

病是存在的# 从胜义角度言它就完全不存在, 所以这段话可以说是在讨论 )法

空* %疾病不存在& 的问题,

如上分析# 窥基这里举出的四例# 虽然就知识的精确性而言也还存在一些

问题# 但四例的大部分确是在讨论空的问题" 人空以及法空, 不过# 窥基由此

四例连类而及的如下推论!!! )乃至诸品皆为说我+ 法空# 劝离彼分别* !!!

则显然推论得过快# 其间缺乏足够的证据来予以证成, 因此# 窥基此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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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2&节# 第 &)页,

参考河口慧海的译文" )菩提只是假名# 其名也不动,* %河口慧海# 第 )(* 页& Y>@D66B译文" )菩

提仅是名称# 而那名称自己是不动的,* 玄奘译文中此处为 )唯名是菩提# 此菩提名无作用故*# 与

现存梵本及藏文本一致# 而罗什此处的译文则与诸译有甚大差异,

'梵文维摩经( 第 4章第 ))节# 第 4.页,

'梵文维摩经( 第 4章第 ))节# 第 2(页,



即认为 '说无垢称经( 在讨论二谛中的世俗谛时 )多说初世俗谛* 的说法# 也

就尚缺乏足够的和系统的论证,

!二" 讨论胜义谛四重法门的 *说无垢称经+

按照窥基四重二谛说之理论模式# 四重世俗谛中的后三重世俗谛# 同时即

是四重胜义谛中的前三重胜义谛# 而四重胜义谛中的前三重胜义谛同时也即是

四重世俗谛中的后三重世俗谛# 由于四重世俗谛与四重胜义谛二者之间存在着

这样的彼此涵盖关系# 所以四重二谛事实上可以简约为五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是第一重世俗谛# 它是纯粹的世俗谛. 第二至第四三个层面是世俗谛与胜义谛

相互交涉的部分# 最后一个层面则是第四重胜义谛# 它是纯粹的胜义谛,

" 所以

当吾人讨论 '说无垢称经( 中二谛之间相互交涉的层面时# 既可以在世俗谛中

予以讨论# 也可以在胜义谛中予以讨论# 而窥基决定在胜义谛中讨论这些相互

交涉的层面# 所以他把三重既是世俗谛又是胜义谛的层面与最高一层纯粹的胜

义谛层面组合在一起# 这样就构成了他所谓的 )四重胜义谛*# 同时他认为如下

的四个法门代表胜义谛的基本内容,

明胜义谛中有四( 一因缘法门' 二唯识法门' 三无相法门' 四真如

法门*

&

按照窥基这样的解释模式# 则其关于 '说无垢称经( 中胜义谛思想的讨论#

也就转变为对于经文中可能包含的上述四个法门的讨论,

其中# 关于因缘法门# 窥基的分析如下"

因缘法门者' "序品# 云 $以因缘故诸法生%' $善恶之业亦不亡%'

"方便品# 云 $是四大种所合成身' 无常无强%' $如来法身' 无量善法共

所集成%' 乃至 $欲得如是身者' 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问疾品#

/.0)/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

参考窥基以下的说法" )由此二谛四句分别# 有俗非真# 谓第一俗. 有真非俗# 谓第四真. 有真亦

俗# 谓前三真+ 俗后三谛. 有非真俗# 谓除前相, 第四胜义不能自胜# 待于四俗故名胜义# 故前三

真亦名为俗, 第一世俗不能自俗# 待于四真名为世俗# 故后三俗亦名为真, 第一胜义待一俗名胜#

第二胜义待二俗名胜# 第三胜义待三俗名胜# 第四胜义待四俗名胜, 第一世俗待四真名俗# 第二世

俗待三真名俗# 第三世俗待二真名俗# 第四世俗待一真名俗,* 大正藏第 42 册# -D%)03)# '大乘法

苑义林章(# (&.*F(4,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云 $居士是疾何所因起- 维摩诘言( 从痴有爱' 即我病生%' 又 $以一切众

生病故' 是故我病%' 前答病者生死因缘' 痴为本故) 后答病者出世因缘'

以大慈悲而为本故* 又 $有疾菩萨应作是念' 今我以病' 皆从前世妄想颠

倒诸烦恼生' 四大合故' 假名为身%' 如是等文' 并说因缘之法*

"

诸例中# '序品( 中 )以因缘故诸法生* 一句# 梵本原文为 5B6G@

/

7?>6k6R>

E@E:>@

/

F5>JE:>?J>H5>?@A5

/

#

& 可译为" 以因为缘# 此等诸法产生, 此句中有 5B6G

@

/

7?>6k6R># 所论正是缘生的道理, )善恶之业亦不亡* 一句# 梵本原文为 ;>9>

N>?@G ;>:

=

R>6E:

=

GF5>@

/

>:

=

GF5>@

/

9>NE@

/

9E6#

' 可译为" 任何善业+ 不善业都不消灭,

其义是" 任何善+ 恶之业# 虽无以之作为支撑性实体的自我# 但并不消亡# 而

容有影响, 两句均阐述因缘之法,

所举 '方便品( 中的例句# 其中 )是四大种所合成身# 无常无强*# 梵本原

文为" E@>@BJ>9A6G?@>5AF5>G6EN>@

/

NAR>@A?>F5R>H5>?@>@

/

HB:

=

>R>6E:@>" BJ>@

>;E6RDhR>@

/

@A?:

/

A5

/

NAR>5

/

# BJ>@>H5?GJ>5

/

#

( 可译为" 他依此四大种的身体说法"

诸位仁者[ 此身无常# 此身不坚, 此处身体依四大种而成# 是阐释身体之因缘,

)如来法身# 无量善法共所集成* 等句# 梵本原文中有 H5>?@>NARD5E@A?:

/

A5

/

6>65AL>6>NARD# % )法身是如来之身*&# 而无 )无量善法共所集成* 一句的对应

之文# 不过此段文字中 )作为如来之身的法身由智德业等共所集成* 的这样一

个理念# 则表示得十分清楚,

)

)欲得如是身者# 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一句# 梵本原文为" :>?J>:>6JA;A@

/

9>:>?J>NIB:

=

>JRAH5E7?>5A;

/

ARA;G66>?ARA@

/

:>@R>N

:

/

>@

/

FDH5>G 9E66A;RG67AH>RE6>JRA;E# 意思是" 而为了断除一切众生的一切烦恼# 当

发起无上正等正觉心, 此句虽非阐释 )发心* 与 )得法身* 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过却是在阐释 )发心* 与 )断众生烦恼* 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里的几个

/(.)/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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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3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3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0节# 第 )/页,

'梵文维摩经( 第 & 章第 )& 段是此经中专题讨论法身思想的部分, 其中# 现存梵本开头一句为

H5>?@>NARD5E@A?:

/

A5

/

6>65AL>6>NARD# 汉译中支谦译为 )佛法身者# 从福生, 佛身者# 从智生*# 罗

什译为 )所以者何- 佛身者即法身也# 从无量功德+ 智慧生*# 玄奘译为 )所以者何- 如来身者#

无量善法共所集成# 从修无量殊胜福德+ 智慧所生*# 因此此处玄奘的译文与另外两种汉译及现存

梵本有所不同, 即玄奘译文中似乎没有 )法身* 之概念# 且其中多出 )无量善法共所集成* 一句,

藏文本的情况此处与梵本等相同, %参考河口慧海# 第 2( 页. Y>@D66B# 第 *.页& 不过在这一段的末

尾有一句" >7?>@A;

/

>:

=

GF5>N>?@>;E?̂A6D@A?:

/

A5

/

6>65AL>6>NAR>:# )如来之身由无量善业所成*# 所以此

段+ 法身论主张法身乃由智德业等共所集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例句# 主题均为阐释缘起法则,

'问疾品( 的主旨之一是讨论菩萨疾病的成因# 窥基认为 )从痴有爱# 即我

病生* 等句# 是讨论 )生死因缘*. )以一切众生病故# 是故我病* 等句# 是讨

论 )出世因缘*# 因此 '问疾品( 阐释的佛学原理乃是 )因缘之法*,

吾人深知" 因缘之义乃是佛教一切教理及大小乘诸宗普遍持有的共义# 所以

窥基此处以因缘为第一重胜义谛# 据而讨论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 认为该经中

包含有因缘法门# 因而判定该经论说了胜义谛之第一层面# 此种看法无论就事实

而言# 或就逻辑而言# 当然不无允当, 不过# 因缘之义既为佛教的共义# 它本是

大小乘各种经典中的基本学说+ 基本理念# 而在 '维摩经( 中它也只是作为佛理

论说的一般背景出现# 而且在如所列举的几个例子中所阐释的缘起之义也只限于

一般意义上的因缘学说# 并无第三时教缘起观的任何色彩# 因而窥基此处以此义

作为 '说无垢称经( 所论说的胜义谛的一层内涵# 虽给吾人以知性上的一定启发#

但对于该经佛教思想真正特质的呈现与阐明# 事实上并无多少助益,

其次# 关于 )唯识法门*# 窥基说言"

唯识法门者' "序品# 中云 $直心是菩萨净土%' $深心%& $大乘心是

菩萨净土%* 乃至广说' $随其心净' 即佛土净%* 所以心垢故佛土垢' 心净

故佛土净* "声闻品# 中 $如佛所说' 心垢故众生垢' 心净故众生净%' 此

等诸文' 并说唯识之法*

"

所举 '序品( 中 )直心是菩萨净土* 等句# 梵本原文为 A:

=

>R>N:

/

B6?>@

/

FDH5EK

:>6J>:R>FGHH5>N:

/

B6?>@# 6>:R>FDH5E7?A76>:RA:

=

>6

/

5A >@ARAJE;>5

/

:>6JA FGHH5>N:

/

B6?>

G7>7>HR>;6B#

& 可译为" 直心土是菩萨的佛土# 不欺骗+ 不虚伪的众生们托生到已

证得菩提的此菩萨的佛土中, 玄奘译文此处是 )纯意乐土是为菩萨严净佛土*# 未

省略 )纯意乐 %直心&* 后的 )土* 字# 不同于罗什省略性的译法" )直心是菩萨

净土,* )随其心净# 即佛土净* 一句# 梵本原文为RAH?

/

:

=

kFDH5E:>6J>:R>9E66>7>?E:

=

GHH5E:6AH?

/

:

=

kFGHH5>N:

/

B6?>7>?E:

=

GHH5E5

/

:>@

/

F5>J>6E#

' 可译为" 有多少的净化心#

就有多少的净化佛土,

勘上下文# 所涉两段文字# 本为薄伽梵与宝积菩萨讨论 )净化佛土* 的问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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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页,

同上书# 第 )&页,



题, 该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即其一# )何为菩萨的佛土*. 其二# )何为净化佛

土*, 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 经文中共提出 ). 句回答# 从 ). 个方面界说 )何为

菩萨之佛土*# 例如" )众生土是菩萨的佛土*# )直心土是菩萨的佛土*# )布施

土是菩萨的佛土*# 乃至 )净化十善业道是菩萨的佛土*# 等等, ). 句回答中#

也包括了 )直心土是菩萨的佛土* 等数句# 关涉心灵, 所以经文是说 )直心土

等等是菩萨的佛土*# 而不是说 )只有直心土等乃是菩萨的佛土*, 不过在讨论

后一个方面的净化佛土问题时# 经文确实非常强调 )净化人心* 的重要性# 所

以才有 )随其心净# 即佛土净* 的说法, 吾人如果客观解读这段文字# 或可说"

此段文字是净土论# 并且属于强调净化众生心灵的净土论# 但若是试图把它归

结为观念论的唯心论系统# 已然十分勉强# 更遑论属于 )唯识法门* 了,

至于所举 '声闻品( 中 )如佛所说# 心垢故众生垢* 等文# 梵本原文为"

GN6>@

/

5EF5>L>J>6A 9E66>:>@

/

NIB:

=

A6:>6JA5

/

:>@

/

NIE:

=

R>;6B9E66>JR>J>HA;AH JE:

=

GH5R>;6B#

"

这句经文中指为 )如佛所说*# 乃是文中引语# 是引用 '阿含( 的格言# 而非经

文构建自身理论的正题表述,

& 而且我们考虑到在这句话之后# '维摩经( 有将

心灵本质界定为真如的思想倾向# 因此很难说 '维摩经( 这里表达的有关心灵

的思想属于 )唯识法门*,

'

/&.)/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4节# 第 *(页,

如窥基说" )摄余归识体者# 一切法体皆不离识, '华严( 第九说 4心如工画师# 画种种五阴, 一切

世间中#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 如佛众生亦然, 心佛及众生# 是三无差别, 诸佛悉了知# 一切

从心缚, 若能如是解# 是人见真佛, 身亦非是心# 心亦非是身, 作一切佛事# 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

求知# 三世一切佛# 应当如是知# 心造诸如来,5 '无垢称( 言 4以心垢故# 众生亦垢5# 如是非

一,* 大正藏第 *0册-D%)/0&# '说无垢称经疏(# (..*F(3, 这是把 '说无垢称经( 以上的句子看成

如同 '华严经( 中那个著名段落一样# 都是唯心论或唯识论思想的起源, 而如正文所讨论# 此句子

乃是引语而已,

Y>@D66B在其译本的序言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详细说明了心的概念# 尤其是自性清净心概念 %及与

之相关的如来藏概念& 在原始佛教经典+ 般若经典及瑜伽行派的发生过程# 他说" )我认为我已经

显示 '维摩诘经( 代表一个纯粹的中观学# 而在第三章第 *4 段# 它却接受了佛陀的一个说法作为

它自己的说法# 就是" 众生因污染心而污染# 因净化心而净化, 而且由此# 它得出结论" 心之本质

是本来纯净和不污染的, 瑜伽行者基于出自 '维摩诘经( 的这段文字去显示阿赖耶识的存在 %+EHK

H5E# 7%&)4& 以及JÊd>76E@~6?>6~唯表性的存在 %+EHH5E# 7%4&)&, 那么我们因而就要把 '维摩诘经(

置于观念论倾向的经典当中# 就如 '解深密经(+ '楞伽经(+ '胜经( 一样吗- 我不以为如此, 因

为 '维摩诘经( 所谈的心# 应当基于它的语境# 被解释为 4非心5,* 参见其序言# ỲEEE, 以及"

)因而# 对于 '般若经( 与中观学派来说# 所谓 4自性清净心5 纯粹地及简单地# 为 4非心5, 而

对于 '维摩诘经( 而言# 它亦拒绝给予现象世界以任何的本或基础, 而且该经第三章第 *4 段所谈

到的清净心# 正是指 4非心5, 所以它才说" 心是无色+ 不可见+ 无有依止+ 不可了知, %第三章 2&

节末&, 所以 '维摩诘经( 是纯粹中观的# 瑜伽行学派不能以之作为其建立其学理之依据,* 参见其

序言# Ỳ`̀E, 我们认为拉莫特反对把此段话解释为唯识论的理由可以成立# 不过他由此认为该经思

想属于中观学的说法# 我们却也很难完全认同,



再次# 关于无相法门# 窥基有如下的分析,

无相法门者' "声闻品# 中云 $法常寂然' 灭诸相故) 法离于相' 无所

缘故%' $谤诸佛' 毁于法' 不入众数' 终不得灭度* 汝若如是' 乃可取

食%' 乃至广说 $一切言说' 不离于相* 至于智者' 不着文字' 故无所惧*

文字性离' 无有文字' 是则解脱* 解脱相者' 即诸法也%' 如是等文' 并说

无相之法*

"

其中第一例 )法常寂然# 灭诸相故. 法离于相# 无所缘故* 二句# 梵本原

文为" :

=

A;6>G7>:

=

A;6>I>N:

/

>;

/

>5

/

# JE?ALD;A?>@F>;

/

>L>6EN>5

/

#

& 可译为" 法是寂静的#

它拥有寂静的相 %特征&. 法无有贪着# 它趋向非所缘 %非对象&, 窥基之所以

解读此句为 )无相法门*# 大概基于罗什译文中有 )灭相*+ )离相* 两个 )相*

字, 不过此处罗什译文后一句中的 )离相*# 参照梵文本+ 藏文本及玄奘译文#

都是 )离欲*# 所以此句很难简单地解读为 )无相*. 而罗什前一句译文中的

)灭相*# 虽与玄奘的译法一致# 但此句中的 G7>:

=

A;6>I>N:

/

>;

/

>5

/

# 非常有可能是有

财释复合词# 若如此# 则解读此句思想为 )无相* 也就会遭遇困难,

所谓 ) 谤 诸 佛 * 等 一 段# 原 文 为" :>?J>FGHH5A:

=

9>6BhF5RAN5RA6A 5

/

#

:>?J>FGHH5>H5>?@A@

/

:

=

9>7?>6EN?D:

=

>:E# ;>9A:E:>@

/

L5>7?>6E:>?>;

/

>5

/

# ;>9> Â6G

7>?E;E?JA:R>:EgBJ>@

/

6J>@E@>@

/

7E;

/

H

/

>7A6>@

/

7?>6EL?

/

5k;

/

>" 可译为" 如果一切诸佛#

皆为你所诽谤# 且你还诽谤一切佛法# 不皈依僧团# 不入涅?. 那么如此# 你

方可受此钵食[

' 从上下文看# 无垢称在此段文字中告诫须菩提应当掌握一切诸

法的平等性 %:>?J>H5>?@>:>@>6A&# 以正确地施行乞食# 故其思想基于 )平等

性* 观念# 而不基于 )无相* 观念, 此段文字应与无相思想无涉,

所谓 )一切言说# 不离于相* 一段# 梵本原文为" :>?JA;

/

E5E6A;RJ>9>;A;E

6>6:J>F5AJA;E# BJ>@

/

7>;

/

H

/

E6A >N:

/

>?B:

/

G ;>:>̂̂>;6E;>6BF5R>G66?>:R>;6Eg6>6N>:@AH

H5B6D5

/

g:>?JA;

/

E6A;R>N:

/

>?A;

/

R>;>N:

/

>?A;

/

E:65A7>RE6JA JE@GN6E@

/

JE@GN6EI>N:

/

>;

/

A@

/

:

=

9>

:>?J>H5>?@A;#

( 可译为" 一切此等文字# 都拥有这样的本质, 如此# 则诸智者即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

'

(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页, 参见河口慧海的译文# 第 2/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 第 *4页.

Y>@D66B的译文" 第 4/页, 其中第二句 )离于贪欲*# 藏文本与现存梵本一致# 而与汉译有所不同,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0节# 第 &2页, Y>@D66B的译文# 第 20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3页, Y>@D66B的译文# 第 20页, 从藏文本看# 此句中 )一切言

说不离是相* 一句做 )一切众生及一切言说不离是相*# 所以玄奘此处译文为 )一切有情及诸言说

性相亦尔*# 与藏文本一致# 与现存梵本有一点差异,



不贪着诸文字# 不畏惧诸文字,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这些文字# 即是非文字# 它

们只是解脱及拥有解脱相的一切诸法, 罗什译文中 )一切言说不离是相* 一句#

玄奘译为 )一切有情及诸言说性相亦尔*# 其中玄奘译文的 )性相*# 即罗什译文

中的 )相*# 而其原文# 则是自体或性:J>F5AJ># 而非相I>N:

/

>Z>, 窥基此处的引文

)不离于相*# 显然错读了罗什 )不离是相* 的译文, 根据上文看# 此处 )是相*#

即是指 )幻化的幻事之本质* %;E?@E6>@ARA:J>F5AJ>&# 所以罗什译文此句意思是"

一切文字都拥有幻化的幻事这种本质# 因此# 文字就是非文字, 所以本段或可说

接近讨论 )空* 的问题# 而不是讨论无相的问题, 窥基因罗什译文中有 )相* 字#

且错读了 )不离是相*# 遂将此段文字解读为与 )无相* 思想有关者,

以上诸例句# 或根本不属于讨论无相 %>I>N:

/

>Z>& 的问题. 或容与无相问题

的讨论有关# 但在解释上仍存在一定的困难. 或经过错读# 而误为是在讨论无

相的问题, 所以若仅据以上例证来证成 '说无垢称经( 中包含有 )无相法门*#

我们觉得确实存在一定的解释上的困难, 再者# 无相应当是属于 '般若经( 及

中观学派的重要概念# 如果说 '说无垢称经( 包含了 )无相法门*# 而却又在

)三教八宗* 诠释体系中的第三时教及 )应理圆实宗* 的范围中来处理它# 逻辑

上也似乎不免磗格,

最后# 我们要审察关于真如法门的问题, 窥基说言"

真如法门者' "序品# 中云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义而不动%'

"声闻品# 中云 $若能以食平等性入一切法平等性' 以一切法平等性入食平

等性' 乃可取食%' 又 $无以生灭心行' 说实相法* 诸法毕竟不生不灭' 是

无常义%' "菩萨品# 中 $一切众生皆如也' 一切法亦如也' 众贤圣亦如也'

至于弥勒亦如也%' $夫如者' 不一不异%' 又 "观众生品# 云 $又问颠倒

想孰为本- 答曰( 无住为本* 又问无住孰为本- 答曰( 无住则无本* 从无

住本' 立一切法%' 故知真如最为深极* 又 "不二法门品# 中' 三十三大士

显不二法门' 三十一菩萨说无差别之相' 以为入不二法门' 皆以无相破于

相故' 并是第三无相法门' 义犹粗着* 其妙吉祥虽以无言无说无示' 离诸

问答' 为入不二法门' 亦以真如破无言说' 以诠显之' 犹非深极' 依诠显

故' 亦即第三无相法门* 第三胜义& 证得所摄' 唯有无垢称默然无言' 正

智正证真如之妙' 是为真如法门' 深复深也* 如此等文' 并说真如法门*

"

/4.)/ 唯识研究%第二辑&

"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这一段举出的诸例中# 第一例 '序品( 中的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义而

不动* 句# 梵本原文为" H5>?@>7?>F5BH>NG:

=

>I>@

/

7>?>@A?65>H>?:

=

E;#

" 可译为" 您

擅长分析法# 已显示第一义, 这里 )第一义* 即是 )胜义*# 慈恩以之指真如,

第二例 )若能以食平等性入一切法平等性* 等句# 梵本原文为 :>9BH 6J>@

/

F5>H>;6>:GF5j6BA@E:

/

>:>@>6>RA :>?J>H5>?@>:>@>6A@>;GL>6>5

/

:>?J>H5>?@>:>@>6>RA

9>FGHH5>H5>?@>:>@>6A@>;GL>6>BJ># 6J>@

/

E@>@

/

7E;

/

H

/

>7A6>@

/

7?>6EL?

/

5;

/

k:

/

J>#

& 大意"

若是证得平等性者# 则可取食, 句子中的中心词汇是 )平等性* %:>@>6A&# 此

处窥基以之指真如,

第三例 )无以生灭心行# 说实相法* 等句# 梵本原文为" @A F5>H>;6>

NA6RAR>;>:>7?>9A?>@ G67AH>F5>;

/

L5>RGN6A@

/

H5>?@>6A@

/

;E?HE:

=

>gRDF5>H>;6>

NA6RAR>;A6R>;6>6>RA ;> Â6D;>>̂;E:

/

R>6E;D67>;;D;>;E?GHH5D;>;E?D6:R>6B5 R>@

>;E6RA?65>5

/

#

' 大意" 不应说言带有活动的+ 有生有灭的法性, 句子中的核心词

汇是 )法性* %H5>?@>6A&# 窥基此处以之指真如,

第四例 )一切众生皆如也* 等句# 梵本原文为 RA 9>:>?J>:>6JA;A@

/

6>65>6A#

RA 9>:>?J>H5>?@A;

/

A@

/

6>65>6A# :>EJ>@>E6?BR>:RA7E6>65>6A#

( 大意" 若是一切众生

的真如# 是一切诸法的真如# 则也是慈氏的真如, 句子中明确提到 )真如*

%6>65>6A& 一词, )夫如者 * 一句# 梵本原文为 ;>5E6>65>6AHJ>R>7?>F5AJE6A

;A;A6J>7?>F5AJE6A# 大意" 确实# 真如不由二显现# 不由相异显现,

) 此句中也明

确提到 )真如* %6>65>6A&, 则此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讨论 )真如*,

第五例 )无住为本* 一段# 其中最后一句 )从无住本# 立一切法*# 梵本原

文为" 5R>7?>6E:

/

6

/

5A;>@jI>7?>6E:

/

6

/

5E6A5

/

:>?J>H5>?@A5

/

#

* 大意" 一切诸法都由无住本

/2.)/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

'

(

)

*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2页, 参见河口慧海译为 )显示真谛* %第 )2 页&# 长尾雅人译

为 )说最高的真理* %第 )4页&# Y>@D66B的译文" )是善法的指导者* %第 . 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4页, 参见河口慧海的译文# 第 3/ 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 第 *.

页. Y>@D66B的译文" 第 22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0页, 参见河口慧海的译文# 第 /0 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 第 44

页. Y>@D66B的译文# 第 34页,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2)节# 第 *2页, 参见河口慧海的译文" )任何是一切众生的真如+ 是一切

诸法的真如+ 是一切圣人的真如者# 弥勒啊[ 也是您的真如,* 第 )()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同此# 第

22 页. Y>@D66B的译文亦同此# 第 0.页, 因此此处藏文本有 )是一切圣人的真如* 一句# 与现存梵

本不同# 而与三种汉译则均相同,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3节# 第 &0页, 参见河口慧海的译文# 第 /0 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 第 44

页. Y>@D66B的译文# 第 34页,

'梵文维摩经( 第 3 章第 3节# 第 30页, 参见河口慧海的译文# 第 &)& 页. 长尾雅人的译文# 第 )(*

页. Y>@D66B的译文# 第 )3(页,



建立, 此处 )无住本*# 意思是 )无住即本*, 窥基此处是以此 )无住本* 指

)真如*,

最后一例# 窥基提出他对于 '入不二法门品( 的分析# 认为包括文殊师利

在内的三十二位菩萨所说的入不二法门# 都是 )无相法门*# 而最后由无垢称菩

萨所显示的法门# 才是 )真如法门*,

我们看到# 在以上的讨论中# 窥基是以 '说无垢称经( 中的第一义+ 平等

性+ 法性+ 无住本# 还有无垢称菩萨默然不言+ 正智所证者# 代表真如# 以相

关文字+ 段落# 为阐释 )真如法门*, 这种对真如的理解# 与经典传统中对于真

如的理解基本一致,

" 不过我们知道# 真如是表示诸法本质的概念# 对于真如的

探讨# 也就是对于诸法本质的探讨# 而这样的探讨其实贯穿了自原始佛教到大

乘佛教的整个佛教思想史的始终# 贯穿了整个大乘思想的始终# 特别是 '般若

经( 中最重要的被讨论的思想之一,

& 由此# 则窥基根据 '说无垢称经( 有关真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例如" )善现[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应于真如学不增不减# 亦应于法界+ 法性+ 不虚妄性+

不变异性+ 平等性+ 离生性+ 法定+ 法住+ 实际+ 虚空界+ 不思议界学不增不减,* 大正藏第 (3 册

-D%(&&(#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第 &()卷!第 4(( 卷# (02*9(.&, 大正藏第 &2 册# -D%)2(.# '大智度

论(" )须菩提[ 譬如如+ 法性+ 法相+ 法位+ 实际# 无有义. 菩萨句义无所有# 亦如是,* (*/.F&&,

'八千颂般若( 中第十六品# 为 '真如品( %6>65>6A7>?EJ>?6>&# 于中即较为集中地阐释了真如问题, 如"

%)& RA 5E6>65AL>6>6>65>6A# :A :>?J>H5>?@>6>65>6A gRA :>?J>H5>?@>6>65>6A# :A 6>65A L>6>6>65>6A gRA 9>

6>65AL>6>6>65>6A# RA 9>:>?J>H5>?@>6>65>6A# :>EJ>:GF5j6B5

/

:65>JE?>:R>6>65>6A'可译为" 若是如来之真如#

则是一切法之真如. 若是一切法之真如# 则是如来之真如, 若是如来之真如及一切法之真如# 那么它

即是须菩提长老之真如, %&& R>65A 6>65A L>6>6>65>6A >JENA?A ;E?JENA?A# >JEN>I7A ;E?JEN>I7A# B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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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5j6E6>65>6A >JENA?A ;E?JENA?A# >JEN>I7A ;E?JEN>I7A g, 可译为" 正如如来之真如是无变化的# 是离变化

的# 是无分别的# 是离分别的. 如此# 须菩提之真如# 是无变化的# 是离变化的# 是无分别的# 是离

分别的, %*& R>65A 9>6>65AL>6>6>65>6A >JENA?A ;E?JENA?A >JEN>I7A ;E?JEN>I7A# ;>NJ>9E67?>6E5>;R>6B#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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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65>6A >HJ>RA HJ>EH5kNA?A >HJ>R>6>65>6A'可译为" 正如如

来之真如是无变化的# 是离变化的# 是无分别的# 是离分别的# 在任何地方都不可破坏它. 如此# 一

切法之真如# 是无变化的# 是离变化的# 是无分别的# 是离分别的# 在任何地方都不可破坏它, 为什

么呢- 因为# 若是如来之真如# 是一切法之真如# 那么此真如只是一个# 是无二的# 是非二分的# 是

非二真如, 真如不在某处# 真如非由某处# 真如非某物之真如, 因为它非某物的真如# 所以它是无二

的真如# 是非二分的# 是非二真如, 如此# 则须菩提随如来之非构作的真如而生, 而且# 若是非构作

的真如# 那么它就并非有时不是真如, 因为它并非有时不是真如# 所以它是无二的真如# 是非二分的#

是非二真如, $%Y%\>EHR>BH%#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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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的论说判定其属于大乘第二宗的说法# 就不免与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存

在难以化解的矛盾,

五!关于 )两宗俱释经义* 的进一步思考

以上我们详细地考察了窥基关于 '说无垢称经( 宗绪问题的讨论, 我们看

到# 慈恩大师根据 )三教八宗* 的判教诠释模式对于 '说无垢称经( 思想内容

及其特质的疏释# 虽然对于此经经义内涵的澄明颇多创见# 不过我们也看到#

即便排除一些知识上的缺憾不论# 窥基 )空理义* 之诠释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

上过度诠释的倾向# 而有关 )应理义* 的诠释无论就佛教思想的历史事实或理

论延展的逻辑而言# 也都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解释上的困难,

如果我们在这个讨论的结尾处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 '说无垢称经( 究

竟是属于佛教第二时教的经典# 还是属于佛教第三时教的经典呢- 以及# 它究

竟是属于胜义皆空宗的经典# 还是属于应理圆实宗的经典呢!!!那么窥基就告

诉我们他的理解,

此中两宗俱释经义' 初之大乘' 总说二谛) 后之大乘' 别陈二谛* 前

以三无性为真' 三性为俗) 后以三无性为俗' 三性为真* 宗说有空' 理不

同故*

"

所谓 )此中两宗俱释经义* 一句中的 )俱* 字# 意思是说 '说无垢称经(

既是 )初之大乘*# 又是 )后之大乘*# 所以它的思想归趣# 既可以归结在胜义

皆空宗的理论模式下# 也可以归结在应理圆实宗的理论模式下, 按照窥基所构

想的 )四重二谛* 理论框架# 两种大乘虽然都以二谛立教# 但是两种大乘关于

二谛思想的展开方式+ 各自理论的侧重点以及其思想归宿点等# 都是有所不同

的" 例如# 第一种大乘 )总说* 二谛# 第二种大乘则 )别陈* 二谛. 第一种大

乘侧重于无自性的讨论# 第二种大乘侧重于自性的讨论. 第一种大乘以 )空*

作为理论归宿# 第二种大乘则以 )有* 作为理论归宿, 两种在思想的形式以及

实质方面都有着如许差异的东西# 如何在同一部 '说无垢称经( 中却能够同时

并存呢- 窥基对于这个难题似乎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说无垢称经疏(# 大正藏第 *0册# -D%)/0&# (..*F(3,



我们还可通过慈恩大师另一部佛典注释著作 '妙法莲华经玄赞( 对于 '法

华经( 宗旨的说明# 进一步观察他对于 '说无垢称经( 宗旨的这种定位及其中

包含的困难, '妙法莲华经玄赞( 可能稍后于 '说无垢称经疏( 而作"

# 是在窥

基全部的佛典注疏著作中# 无论从注解的体例或包含的佛学思想而言都最接近

后者的一部著作, 窥基于其中界说 '法华经( 的思想定位如下,

今依文判教' 教但有三' 若以类准宗' 宗乃有八* 教但三者( 一多说

有宗' 诸 "阿含# 等小乘义是' 虽多说有' 亦不违空* 二多说空宗' "中#&

"百#& "十二门#& "般若# 等是' 虽多说空' 亦不违有* 三非空有宗' "华

严#& "深密#& "法华# 等是' 说有为& 无为名之为有' 我及我所名为空故*

宗有八者( 一我法俱有' 犊子部等) 二有法无我' 萨婆多等) 三法无

去来' 大众部等) 四现通假实' 说假部等) 五俗妄真实' 说出世部等) 六

诸法但名' 说一部等) 七胜义皆空' "般若# 等经& 龙树等说 "中#& "百#

论等) 八应理圆实' 此 "法华# 等& 无著等说中道教也*

&

这即是说在 )三教* 之诠释体系中# '法华经( 与 '华严(+ '深密( 等经

一样# 属于第三时教非空非有之宗. 而在 )八宗* 之诠释体系中# '法华经( 等

经典及无著等说的中道教# 属于应理圆实宗的体系, 所以 '法华经( 的思想体

系完全属于第三时教及大乘第二宗, 所以关于 '法华经( 思想体系的这种定位

与关于 '说无垢称经( 思想体系的定位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分,

有关具体字句意义的分歧其实并不构成慈恩大师这部佛教诠释著作的本质

问题# 虽然对于这些分歧的细致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部著作的许多细

部, 更要害的问题或许还是其诠释方法论的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窥基前面所谓

)俱* 的说法, '说无垢称经( 既然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 )时教*# 以及两个不

同的大乘宗派# 那么这个 )俱* 字# 究竟是指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体系表现

出在两个不同时教及不同宗派中 )过渡* 的特征呢# 还是指其思想体系表现为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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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基在 '妙法莲华经玄赞( 中不仅频繁地引用 '说无垢称经( 的经文# 与 '法华经( 的文义相互证

成# 显示在他心目中# 这两部经典之间应当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而且还多次提到自己的 '说无垢

称经疏(# 清楚指明当讲解 '妙法莲华经玄赞( 时# '说无垢称经疏( 已经制作完成, 如 )如 '说

无垢称经声闻品疏( 第三+ 第四卷广说所由# 恐繁不述*# 大正藏第 *4 册# -D%)/&*# '妙法莲华经

玄赞(# (3/)>&*. )章义如 '无垢称疏( 第二卷*# (30)9&). )余之三门如 '无垢称疏( 第二卷说*#

(/()>)3. )后之二门亦如 '无垢称( 第二卷 '疏(*# (/()9)0. )广如 '无垢称疏( 第二卷解*#

(/*.>)2. )如 '无垢称疏(*# (//)F&(. )勘 '无垢称观如来品( 经及疏*# (0&.F(),

大正藏第 *4册# -D%)/&*# '妙法莲华经玄赞(# (32/>&.,



两个不同时教及宗派的某种 )综合* 呢- 还有# 无论是 )过渡*# 还是 )综

合*# '说无垢称经( 的思想宗旨自身究竟有无其他特殊的色彩# 或者此一

)俱* 正是体现其特色之所在- 但是# 不管怎么说# 同一部经典# 同一部经典中

的同一段落# 甚至同一段落的同一字句# 同时 )俱* 地归属两个时教+ 两大宗

派# 这其间的奥妙是确实超越理性的认知与理解的,

在 '说无垢称经疏( 正文阐释的部分# 窥基经常使用 )空理义* 及 )应理

义* 这两个诠释模式来解释经文的内容# 这种做法给读者的印象是" 任何一段

经文# 都同时既是在传达第二时教+ 大乘空宗的教义# 又是在传达第三时教+

大乘有宗的教义, 今试以玄奘所译 '说无垢称经( 之 '声闻弟子品( 以下一段

文字为例,

夫宴坐者' 不于三界而现身心' 是为宴坐* 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 是

为宴坐* 不舍一切所证得相' 而现一切异生诸法' 是为宴坐* 心不住内'

亦不行外' 是为宴坐* 住三十七菩提分法' 而不离于一切见趣' 是为宴坐*

不舍生死而无烦恼' 虽证涅?而无所住' 是为宴坐*

"

下面是窥基对于这段话的解释,

经( $夫宴坐者% +至, $是为宴坐%*

赞曰( 下别非* 有六理* 此初理非* 夫宴坐者' 总举宴词* 瑜伽义旨'

应理义云( 法门有四' 一因缘' 二唯识' 三无相' 四真如* 后三法门' 理

均可解* 因缘法门' 是最为难' 已下偏依因缘门解* 余三易解' 故不多申*

声闻宴坐' 不现显三界之心' 而不能亡有漏之身* 如来灭定' 有漏之身亦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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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5>J>:E, % '梵文维摩经( 第 *章第 *节# 第 &(!&)页,& 可译为" 而应当这样静坐# 使身或心在

三界中都不显现, 应当这样静坐# 你不从灭尽定中起来# 却展现于一切行仪中, 应当这样静坐# 你

不舍弃证得相# 却展现于一切异生相中, 应当这样静坐# 你的心不会在内部住立# 不会向外部行动,

应当这样静坐# 你不脱离一切陷入邪见者# 却展现于三十七种菩提分法中, 应当这样静坐# 你不抛

弃与轮回有关的诸烦恼# 却是以涅?为目标者,



灭' 所以舍无常色' 获得常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其入寂定' 名真宴

坐* 佛教初学' 但灭其心' 身相不亡' 非真寂定* 半许半非' 故言不必*

中百义旨' 空理义云( 二乘不得色心相空' 故隐身于林* 灭心于定' 虽欲

隐灭' 返为显现* 大士知色心即空' 未必要须安寂故* 不于三界现身心'

名为宴坐*

经( $不起灭定% +至, $是为宴坐%*

赞曰( 此第二非* 空理义云( 二乘局见' 寂用两分' 故息用入寂' 名

为宴坐* 大士弘通' 即寂起用' 故能灭身心于寂定' 起妙用于威仪* 应理

义云( 二乘入寂' 加行智微' 寂身心' 无能动作' 用而不寂' 寂而不用*

菩萨入寂' 方便智强' 先击本识' 而发威仪' 起利生之妙用* 后时六识'

方入灭定* 外彰身语' 乍类有心* 内息攀缘' 真既入灭* 即寂而用' 名真

宴坐*

经( $不舍一切% +至, $是为宴坐%*

赞曰( 第三非理* 已下宴坐' 非必灭定* 空理义云( 二乘不能即净为

垢' 故息垢入净' 而为宴坐* 大士善恶济旨' 故真俗一观* 应理义云( 二

乘位劣' 智用有殊* 观真智而现前' 俗用便息* 起俗智而为用' 真智不行*

菩萨方便久修' 习用齐洽* 故内宴真境' 外现异生之法* 所证得相' 真如

理也* 异生法者' 烦恼等也* 第五地后' 正智证真' 后智起俗* 八地已上'

任运双观' 故能内息攀缘' 外彰凡法' 名真宴坐* 旧云 $不舍道法% 内所

证相' 文别意同*

经( $心不住内% +至, $是为宴坐%*

赞曰( 第四非理* 空理义云( 二乘之人' 观心性有' 内住六根' 外攀

六境* 为息此故' 入于寂定* 菩萨知心性而非有' 达根境皆空' 名息分别

之心* 故不住内外' 名真宴坐* 应理义云( 二乘观境' 不过内外* 内谓六

根' 外谓六境* 此十二处' 摄一切法* 缘此之心' 能为厌患' 至都尽位'

名为入定* 故诸教云( 作非想相而入灭定* 菩萨入寂' 但观无相真理而入'

不缘内外' 而成灭心' 名真宴坐* 故诸教云( 依无相界相而入灭定* 又云

住真空' 止息攀虑' 不游内外' 离安立相' 名真宴坐*

经( $住三十七% +至, $是为宴坐%*

赞曰( 第五非理* 三十七菩提分法者' 证觉正因' 故言分法* 空理义

云( 二乘不能即邪为正' 故舍邪入正' 名为宴坐* 菩萨即邪为正' 故住觉

分' 不离见趣' 名真宴坐* 应理义云( 见趣者' 萨迦耶见& 边执见& 见取&

戒取& 邪见* 此五见意' 况名见趣* 或复五见所归趣处' 即外道等趣* 二

/((&/ 唯识研究%第二辑&



乘住觉分' 不能化诸外道之恶见趣' 故名为离* 菩萨内住分法' 外化群邪'

名为不离' 名真宴坐* 旧云 $于诸见不动' 而修行三十七品%' 此义便非'

何名真灭*

经( $不舍生死% +至, $是为宴坐%*

赞曰( 第六非理* 空理义云( 二乘不能即缚为解' 故断缚已' 而舍生

死' 证涅?已' 而有所住* 菩萨能为' 故虽不舍生死而无烦恼' 虽入涅?

而无所住* 应理解云( 菩萨虽同凡夫' 不舍生死' 由大智故' 而亦不同'

故无烦恼* 虽同二乘证于涅?' 由大悲故' 而亦不同' 故无所住* 二乘不

尔' 若舍生死' 即断烦恼) 若证涅?' 而必住之* 故说菩萨名真入寂* 旧

云 $不断烦恼而入涅?%' 今言无烦恼' 其理甚乖* 亦可言留惑故' 不断烦

恼) 证无住处' 名入涅?*

"

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 窥基在 '说无垢称经疏( 的玄义部分# 曾论证包括

此段经文在内的 '声闻弟子品( 都 )以空为宗*# 此处的疏释中# 窥基不仅以

)空理义* 解释有关经文# 同时也以 )应理义* 解释有关经文# 此即证明在他心

目中# 这段无垢称与舍利子答辩的文字# 即属于 )一切皆空宗*# 也属于 )应理

圆实宗*, 此种诠释策略大概极好地展示了他以 )俱* 字称述 '说无垢称经(

在佛教思想整体历史中定位的想法的真意, 我们在疏文中可以找到 )空理义*+

)应理义* 的大量的例证# 足见这一解释策略是疏文的基本体例, 但是这样的解

释方式带来的随意性+ 不确定性是空前的# 它足以摧毁经文字句的含义的确切

性# 在很多场合可能使得我们在对经义的把握上变得无所适从,

我们赞同慈恩大师是为中国佛教的知性实践奠定基础的一位重要的佛学大

师# 透过对于他的 '说无垢称经疏( 的解读# 吾人也可感受到他在这方面的种

种努力# 以及他所取得的几乎无与伦比的学术成就, 但是窥基不仅没有放弃汉

语佛教的判教思维# 而且还以某种近乎固执的态度守护 '解深密经( 的判教模

式# 其宗派的情结甚至使得他无法欣赏及利用汉语佛教判教思维中固有的灵活+

开放和容纳历史性的一些优点, 所以我们觉得慈恩大师的佛教思想的诠释工作

中确实存在理性主义+ 历史主义因素与宗派思维之间的紧张# 而这种紧张在相

当程度上有可能瓦解他自己所追求的那种重建汉语佛教知性实践基础的努力,

/)(&/慈恩大师关于'说无垢称经(宗绪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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