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现代佛教 “空有之争”研究
———以法舫为例

丁建华①
!

【摘要】空有之争是佛教义理的核心问题之一，近现代佛学研究者对这

一问题也相当关注，并且通过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本文以法舫为例，探

讨近现代关于 “空有之争”的研究。法舫是武昌佛学院的第一期学生，是

太虚大师的弟子及得力助手，并赴印度修学三年，专于唯识。通过探讨空

有两宗在关键环节上的差别，即依他起性、无分别智与真如等，法舫认为

空有两宗是无争的，缘起性空的中道义与唯识所显远离两边的中道义是相

通的。法舫对空有之争的探讨是基于对空有两宗为代表的大乘佛教的批评，

在受到南传佛教影响的法舫看来，玄学化、理论化的大乘佛教使得佛教背

离了指导人生、解脱生死的原始教理，并最终导致了佛教的衰落。

【关键词】近现代　空有之争　法舫

一　空有无诤：关于依他起性与无分
别智的探讨

法舫 （１９０４—１９５１），是武昌佛学院的第一期学生，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及得

力助手，并赴印度修学三年，专于唯识。他对于空有问题主要体现在 《唯识史

观及其哲学》中第三章的第二节 “唯识学与各宗”，其中就有 “唯识学与三论

宗”部分，集中探讨了空有两宗的异同。

① 丁建华，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讲师。



法舫认为，中观和瑜伽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因为立场、观点等问题，

但是两宗既有差别又有相通之处，并非完全不得融通，他说：“此宗所说教理，

与唯识所说，因立场不同，观点各异，所以各有其异处。如二谛中道之说，以

立场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然亦有其相通之处，以缘起即性空之中道义，

与唯识所显远离二边之中道义，亦有差别。”①

法舫认为空有两宗，缘起性空的中道义与唯识所显远离两边的中道义是相

通的，因为三论宗与唯识宗的所破，即破斥的对象是一致的，即能取与所取，

“依般若的无所得理上来谈唯识，在唯识与三论的两个立场上，是共通的。唯识

所破的对象，是能所二取的无所得，没有主观的我 （能取），也没有客观的法

（所取）；而三论也是破此二取，显无所得的空理；他们所破的目标是一个”②。

中观学的所破就是自性执着，诸法自性本空，以诸法本空之自性为实有可把捉

的自性则成为一种执着。虽然 《中论》中并没有以能、所范畴来展开这个讨论，

但是以能、所范畴来诠释自性执着也并不违背，比如僧肇在 《般若无知论》中

所谈到的直接就是能知与所知的问题，只有离能、所二知，才是真实般若，“言

般若者，梵音，此云智慧也。无智者，无有取相之知耳。常人皆谓般若是智，

则有知也，若有知则有取著，若有取著即不契无生。今明般若真智，无取无缘，

虽证真谛，而不取相，故云无知”③。凡夫的取相之知，是心识的虚妄分别的结

果，有能取
4

所取的分别。般若则无有能、所之分，不具有心识的虚妄分别，

这正是僧肇想要表达的意思。

而另一方面，唯识学确实也是要离能、所二取的，根据 《成唯识论》，“论

曰，是诸识者，谓前所说三能变识及彼心所，皆能变似见、相二分，立转变名。

所变见分，说名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名所分别，见所取故。由此正理，

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④。

能取就是八识，八识分为三类，所以叫三能变，能够变现见、相二分，见分是

能取，相分是所取，前者是分别，后者是所分别，这段话中也表达了之所以安

立能、所取的见、相二分，就是为了明了离此施设的二分外，没有别的自性存

在物。虽然中观宗没有安立这种种法相，但是意思是一致的，只是唯识学还有

自证分的安立，则不为中观宗所同意了，但法舫所说的建立在离能、所二取之

上的共通性是应该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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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法舫也提出了两宗在这个关键环节上的差别，他说：“两宗的差别点

是：唯识破后有物可指的，谓二取所依的虚妄分别识体 （依他起性）是有；三

论破后无物存在，即依他起性也是空的。这是二家的争论点。”① 在这里，法舫

对依他起性问题进行了陈述，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依他起性上的问题，正如上文

关于清辨与护法争论的考察，依他起性空与不空是中观与唯识争论的焦点所在，

法舫在这里明言依他起性，中观是空，唯识是有。

法舫关于清辨与护法的争论在文中有一段讨论， “清辨的 《掌珍论》说：

‘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无为无起灭，不实如空华。’护法 《大乘广百论释》

云：‘诸有为法，从缘生故，犹如幻事，无有实体。诸无为法，亦非实有，以无

生故，譬如龟毛。’这两段文字，除清辨以空的立场，用 ‘真性’简别外，他们

的理论是一样。”②

法舫认为两宗除了 “真性”简别外都一样，而中观与唯识巨大的差异就恰

在这真谛层面的简别得到体现，清辨在 《掌珍论》中所立量，就是 “真性有为

空，如幻缘生故。无为无有实，不起似空花”。前一颂谈的是有为法，后一颂谈

的是无为法，两颂意思都指向空，有为法空，无为法亦空，而一切法空的条件

是什么？就是真性简别，就是在第一义谛层面才是空的，所以清辨才说 “真性

有为空，如幻缘生故。此中世间同许有者，自亦许为世俗有故。世俗现量生起

因缘，亦许有故，眼等有为，世俗谛摄，牧牛人等皆共了知，眼等有为是实有

故，勿违如是自宗所许，现量共知。故以真性简别立宗，真义自体说名真性，

即胜义谛，就胜义谛，立有为空，非就世俗”③。关于依他起性，清辨是特别声

明的，如果不是在胜义谛层面，他也是肯定其有的，凡夫现量所认为有的是属

于世俗谛摄，连牧牛人都肯定其释有的，清辨也在世俗谛层面肯定其存在。他

说：“若建立依他起性世俗故有，便立已成。若立此性胜义谛有，无同法喻。如

已遮遣执定有性，亦当遮遣执定无性，是故不应谤言增益、损减所说依他起

性。”④ 可见，关于依他起性，清辨只是在胜义谛层面对其进行否定，“真性”简

别本身就是清辨与唯识宗的巨大差异的关键。

既然清辨与护法之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胜义谛层面是否一切皆空，是否

存在有为法的依他起性，法舫说两者除了真性简别外，理论是一样的，这样的

判断应该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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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舫所揭示的空有两宗的第二个差别在于，无分别智与真如的观点，这确

实是清辨与护法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法舫认为 “正智即无分别智，此智在

唯识方面是有的 （亲证真如时，此智即现前）；真如即如如 （又真如是无分

别，能证智亦无分别，平等无二，故曰如如）。这二者是离言第一义谛，在唯

识说是妙有是实有；三论则说空”①。正如清辨与护法围绕无分别智是否有所

缘的争论所体现的，护法在 《广百论释论》中是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所缘真如

作为无分别智的所缘，清辨则坚持有能、所则不是无分别智，比如清辨说：

“真如非真胜义，是所缘故，犹如色等。”② “缘真如智非真出世无分别智，有

所缘故，及有为故，如世缘智。”③ “彼所计离相离言真如胜义，是所缘故，如

余所缘不成胜义。”④

根据清辨与护法的争论来看，法舫的观点是符合的，他并不止步于此，而

是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三论虽然说第一义谛是空，但毕竟建立第一义谛，也

可以说他不碍缘起有。”⑤ 他除了表明三论虽空而有的一面，也表明了唯识虽有

而空的一面，他引用 《成唯识论》“若执实有唯识性者，亦是法执”。并且说到

“能以无分别心证真如，虽有唯识实性可得，这个唯识实性，也是假名，也等于

三论第一义谛。依他起自性，等于三论的世俗有。故唯识之二空，即三论之性

空。虽说是二空所显的真如是有 （与性空不同），但毕竟是理性”⑥。

法舫在文中分散讨论了空有两宗的差异之后，又依据唯识实性是假名，三

论说空并不碍有两个方面而回到了最初的论点，即两宗在能、所二空所显中道

上的一致性，在这里，他所用的是 “真如”一词。其实，在其他地方讨论佛教

教义层面的空有问题时，他也提到过 “法相唯识学派，也主张一切法是 ‘有’，

不过比说一切有部所持的见地不同：主张 ‘有’固然是有，但不是 ‘实在有’；

是 ‘假有’、‘因缘有’、‘唯识有’”⑦。表达了唯识宗虽然说胜义层面有依他起

性、无分别智与真如的能所关系，以及唯识实性等，都是假名，都是空。这样

的理解符合 《成唯识论》“若执实有唯识性者，亦是法执”。但是，就存在一个

问题，既然依他起性、唯识实性等都是假名，那么为什么在胜义谛层面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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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用法舫的话说是为什么破后有物？法舫并没有继续讨论，只是止步于 “法

相非法相，也可以二谛释之，不取着二谛，才能彻底证真俗不二之境，两宗相

同。由俗证真，这又是各宗修行的共通点”①。

所以，通观法舫关于空有之争的考察，虽然他总结了三种观点，相反的

关系说，相成的关系说，以及相成却观点不同，他本人显然更为赞同相成而

观点不同，但是他对空有之争的核心问题并没有继续讨论下去，而仅仅在某

些地方止步，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中国佛教圆教的传统应该是重要的一

个原因。

这一点可以从文后对三论与唯识的另一个相同点说起，法舫认为三论也讲

唯心、唯识，所以与唯识相通，而他在论述的时候，不经意地引出了另一个问

题但也同样就此止步而没有进一步讨论，他说：“三论也明唯心唯识之理：因

般若之思想，最后明一心，即自性清净心，后来法华、华严等大乘思想，多明

此意。《大智度论》第二十九卷云：‘三界皆心所作。’ 《大乘二十论》颂云：

‘心如工画师，自昼夜叉像，画已而恐怖。’此与 《华严》心如工画师之喻，

同明唯识之理。”② 这一段话，法舫引用 《大智度论》想证明中观宗也讲唯识、

唯心，说中观宗也讲唯心没有错，但是是在什么意义上？是真谛层面还是俗谛

层面？一般认为，中观学讲唯心是在世俗谛层面，而不是真谛层面，真谛层面

有为法、无为法一切皆空，但是法舫认为唯识实性等是假名，并且可以忽略

“真性”简别，那么自然可以使得两者得到统一，但这种统一往往是个人的

见解。

另一方面，法舫的这一段论述所引出的新问题是如来藏系思想的加入，他

说法华、华严等达成所明的心，并且明言 “自性清净心”。如果简单地说，唯识

的体系中，第八识是杂染的，因为第八识中的种子包含有漏和无漏两种，而自

性清净心是如来藏系的根本理论，如来藏的心是清净的，与作为唯识学的心的

杂染的阿赖耶识是不同的。在中观学看来，唯识学安立的阿赖耶识，如来藏系

安立的自性清净心，都是违背胜义空的，都是与自己所说的为了顺应世俗所说

的 “唯心”有差别。

就此看来，虽然法舫这一段论述，是简单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引用

《大智度论》等证明，但三系的差别并不能够在忽略 “真性”简别，在言语表达

的 “唯心”等条件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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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有无诤的归结：重行轻理

如果联系法舫最末对三系的一段讨论，再来看他对十宗的总结： “十宗之

中，禅、净、律、密，是特重行持的，三论 （包括 《成实》）与唯识 （包括

《俱舍》）又是特重理论的，所余台、贤是行与理双重的。又十宗中净土、密宗，

是全仗他力加持的，禅、律、三论、唯识是凭自力向上的，台、贤是仗自他力

的。”① 如果以重理与行两方面来看三系，那么可以发现，唯识与三论都是特别

注重理论的，而中国佛教的传统并不注重理论，这也是两宗迅速没落的原因，

如果法舫本人是更为看重行的，那么，唯识与中观的差别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重

要了，这一点可以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话》中有所发现。

法舫在 《讲话》中这样评价龙树，“龙树的思想，虽然是透视原始佛教教理

的显微镜，而其所以成为大乘教祖师的原因，实是他注解释尊根本教义的透彻。

其实龙树空教，不过是广义的原始佛教的缘起性空，加上批评当时声闻教而已。

他对于当时被称声闻或小乘的理论，加以彻底的批评。所以原始佛教在龙树之

后，在信仰上受到致命的打击，给印度婆罗门教开辟了一条攻打佛教的门户”②。

在这个地方，法舫是认可龙树所传教义是透彻释迦根本教义的，但同时他认为，

龙树破斥小乘或声闻的理论，给印度婆罗门教攻打佛教的门户，原因在于龙树

使得原始佛教在信仰上受到致命的打击。

这看似矛盾的论述背后有一个法舫的观点，他论述道：“在龙树以前，佛教

是维系人类社会有力的宗教哲学，除了些固执的婆罗门徒，普遍为印度人民所

接受，到了龙树高谈性空的玄理，否定一切，佛教就变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了。

到了无著世亲的时代，虽然对龙树的学说加以补救而对于原始佛教仍然大肆抨

击、贬抑，对奉行释尊教主原始教理和行律的人，他们和龙树系的人是一样的

态度，称曰 ‘愚夫’，曰 ‘凡小’，曰 ‘焦芽’，曰 ‘败种’，于是释尊指导人生

生活和解决人生生死问题的原始教理，在印度遂走向下坡路。负责领导的僧团

比丘们，也渐渐失去领导地位！大乘空有之教，也就从此大行五印了。”③

这段话，法舫的观点是，龙树高谈玄理，使得佛教变为一种哲学，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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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著所代表的唯识学兴起的时候，法舫表达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著

所代表的唯识宗是对龙树学说的补救，这就与上文 “唯识学与三论宗”部分的

讨论一致，即法舫认为空有是无诤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无著对原始佛教大肆

抨击，他说的是 “对奉行释尊教主原始教理和行律的人，他们和龙树系的人是

一样的态度”，不仅仅无著的唯识学与龙树的中观学在教义上是无诤的，而且两

者在抨击原始佛教的立场上是一样的。

法舫的论述，一个关键点，就是混同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龙树等大乘

佛教批判的是部派佛教，而空有两宗之所以还被认为是佛教，就因为同样奉行

原始佛教。法舫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大乘佛教起，而使得印度教可以掺入佛教

而成为密教，如果没有大乘佛教对他所说的原始佛教的抨击，则印度教也无可

乘之机，佛教也就在密教的衰亡中退出，他在 《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

中甚至认为，“大乘教虽系佛教之新发展，然其实则成为印度教摧毁佛教之第一

工具，印度教竟以此而得其胜利”①。“大乘教原系佛教和印度教之一融和产物。

大乘教之盛行，即印度教复兴运动之成功。”② “佛教被破斥被摧灭皆由大乘教，

及大乘教徒直接为之，吾人试读每一大乘经论几无一经无处不竭破斥声闻

教———佛教者。此自公元后一世纪起至八九世纪止，声闻佛教日衰一日，大乘

教日盛一日，印度教亦一日复活一日。”③ 法舫竟然称大乘佛教是印度教摧毁佛

教的第一工具，是印度教融合佛教的产物，而以大乘经论破斥声闻教为依据，

这里需要考察他评价的原因，正是因为他认为更倾向于理论，更像哲学的龙树、

无著之学，放弃了佛教实践的立场，并对实践的声闻教进行批判。

法舫这样的观点无疑与他时常接触南传佛教有关，甚至将部派佛教等同于

原始佛教，无疑是对南传佛教的极大赞同，那同时意味着对部派佛教大加挞伐

的大乘佛教的反感，佛教由大乘而进入密教，大乘确实有给融入印度教留有余

地，但是是否如法舫所说，大乘一日胜，而佛教一日衰，同时印度教一日复活。

这一点需要再探讨，但与本文主题无关，故不再继续讨论。

综上所述，通过法舫关于大乘佛教以及与部派、原始佛教的论述，可以发

现法舫是具有一定的南传立场的，印顺也在 《与巴利文系学者论大乘》专文批

驳此文，但是这并不表示法舫在空有之争问题上具有与中国佛教传统不一致的

观点。正如上文所述，法舫所坚持的就是空有无诤，甚至表达了三系一致等圆

·５７２·近现代佛教 “空有之争”研究

①

②

③

法舫：《法舫文集》第五卷，梁建楼整理，金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００页。
同上。

同上书，第４０１页。



教的观点，这无疑是中国佛教的传统。

另一方面，通过对他的大乘坏佛教的讨论可以发现，空有两宗不仅是无诤

的、补足的，而且都是高谈玄论的、哲学化的，是重理的，在以上所举三文皆

有体现，而这种玄学化的理论化的大乘佛教，使得 “释尊指导人生生活和解决

人生生死问题的原始教理，在印度遂走向下坡路”。“大乘空有之教，也就从此

大行五印了。”在他看来，重视理论的空有两宗，正是对重视行的原始佛教的巨

大的改变，使得原来指导人生生活的佛教，变成高谈阔论的哲学，而这种重行

而轻理的立场，正是中国佛教的传统。

·６７２· 近现代佛教语境下的唯识学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