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识% 概念的语源语义分析
慕!藏!

#提要$ )唯识* 所对应的两个梵文语词 )\Êd>76EK@A6?>6A* 和 )\ÊdA;>K

@A6?>6A* 之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 早已在学界引起足够多的关注和讨论# 这两

个语词间语言学细节方面的诸多细微差异# 如今皆已基本得以澄清, 然而# 这

一学术工作本身的意义# 特别是它对唯识哲学整体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会带来

何种影响# 却仍是有待反思和评估的, 本文将特别从解释学角度表明# 尽管对

这两个语词的语言学分析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唯识哲学复杂性的理解# 但所有这

些语源+ 语义+ 语法层面的深细差别并不会给唯识哲学带来实质性的意义转变,

事实上# 它们所指涉的乃是唯识哲学内部必然和必须要加以解释和说明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传统形式里只是以一种不同于现代研究 %以概念的语源+ 语义分析

为重心& 的方式和角度展开而已, 汉地唯识学传统将这两者统译为 )唯识*# 绝

非不辨就里的忽略或混淆# 而是理有必然且有意为之的一个选择,

#关键词$ \Êd>76EK@A6?>6A!\ÊdA;>K@A6?>6A!汉传唯识

)唯识*# 对应的梵文语词为 )\Êd>76EK@A6?>6A* 或 )\ÊdA;>K@A6?>6A*,

)@A6?>6A* 表示特指或强调# 译作 )唯*# 其义有二# 或说为三, 如 '成唯识论

述记( 释云" )唯言显其二义, 一简别义# 遮虚妄执# 显但有识# 无心外境, 二

决定义# 离增减数# 略唯决定有此三故# 广决定有八种识故,* )唯* 的意义#

一者简除外境# 即否认心外物质的实存性. 二者楷定识体# 心识略说有心 %阿

赖耶识&+ 意 %末那识&+ 识 %意识及前五识& 三类# 广说有八种 %五识各开为

一种识&, 这两种基本意义之外# )唯* 还具有 )显胜* 的意义, '成唯识论掌

中枢要( 释云" )唯谓简持# 有心空境# 是唯义也, 简去境# 持取心# 故说简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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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义也, 亦决定义# 及显胜义,* 所谓显胜# 亦即凸显心识在 )五位百法* 中

的殊胜性,

)识* 对应的梵文词汇有两个# )\Êd>76E* 和 )\ÊdA;>*# 二者源自同一动

词词根 )

%

d̂A* %认识+ 认知&, ) d̂A;>* 是从 )

%

d̂A* 的直陈式异化而成的

抽象名词# ) d̂>76E* 是从 )

%

d̂A* 的役使式异化而成的抽象名词,*

"

\ÊdA;>

的含义相对较为确定# 汉语中可确译为识# 它实际上是梵语中用来指称心识的

一个通用词汇# 用来一般性的指称心识# 佛教概念体系中与心识相关的各种概

念# 如眼识 %9>N:G?K\ÊdA;>&+ 身识 %NAR>K\ÊdA;>& 等# 一般都用\ÊdA;>来指

称, \Êd>76E的词法构成则较为复杂# )是将 \ÊtA %分别而知& 之使役法

\Êt>7>R>6E%令知& 之过去受动分词\Êt>76>%在被知着& 改为名词形的*,

& 在

汉语中有多种译法# 除 )识* 之外# 也译作 )缘* %攀缘之缘&+ )了* %了别之

了& 和 )表* %表色之表&,

'

)\Êd>76E* 和 )\ÊdA;>* 属同一动词词根变异而

成的名词# 但词法构成的不同使得两者的含义实际上存在着些许深细的差异#

简要言之# 直陈式变异而成的 \ÊdA;>具有强调心识主动性的认知功能的意味#

而兼含使役和受动性的\ÊdA76E则隐含着认识的受动性# 更多地从与对境+ 对象

相关联的角度来显别 )识* 的意义# 具有强调对象之 )使$$被知*# 亦即对象

在认识活动中的现身+ 呈现或显现的意味, 因此# 这两个概念的意义隐含着如

下一种区别" \ÊdA;>多指 )识体*# 亦即作为认识活动之 )主体* 的心识自体#

或者识体的主动性的认知功能与作用. 而\Êd>76E则更多地侧重于表达与认识之

受动性相应的对象之呈现+ 显现或现身,

在梵文唯识典籍中# )唯识 * 多用 )\Êd>76EK@A6?>6A * 而非 )\ÊdA;>K

@A6?>6A* 来表达, 而在汉传唯识学内# 无论是真谛三藏所传的古义# 还是玄奘

三藏所传的今学# 这层由梵语词形差异所暗示出的意义区分# 似乎被有意无意

地忽略掉了# 两者大抵是未予区分地同译为 )唯识*, 随着梵藏唯识典籍的现代

研究之展开# 这个问题最先为欧美和日本的学者所发现# 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

界的关注# 部分研究者从语源+ 语义分析的角度对 )唯识* 这一译语表示质疑#

提出应以 )表+ 表别* %霍韬晦&+ )了别识* %韩镜清&+ )了别* %周贵华& 等

名目来替代汉译传统的 )唯识 * 之 )识 *# 以严格区分 ) \Êd>76E* 和

)\ÊdA;>*# 还印度唯识学之本义, 甚者还有人以此类问题为由质疑汉传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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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可信性,

此一问题的提出与语言学+ 文献学等西方学术方法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中日

益普遍地受到重视这一背景相关, 现代学术方法的使用无疑能为佛学的现代研

究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角度# 但是对佛教思想的 )格义* 式现代学术研究应该

始终注意保持足够的审慎和警惕# 以免落入解释的陷阱之中,

就这里的具体问题而言# 对语词的语源+ 语义分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唯

识哲学复杂性的理解# 但是\Êd>76E与 \ÊdA;>语词意义上的深细差别对于唯识

哲学来说并不会导致意义上的实质差异# 更不会是如某些现代研究者所宣称的

那样乃汉传唯识学内一个所谓尘封遮蔽了千年之久的重大理论问题,

\Êd>76E在汉语佛教中并不是泛无区分地全部译为 )识*# 在不同的具体语

境中# 它也被有针对性地译为 )缘*+ )了*+ )表*# 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中国佛

教的传统语境对\Êd>76E与\ÊdA;>语义上的差别绝非无所觉察, 唯其如此# 我

们将会发现# 汉传唯识学将这两者统译为 )识*# 并非不辨就里地忽略或混淆#

而是理有必然且有意为之的一个选择# 其有意性和必然性是由唯识哲学所欲传

达的本真意义以及汉语语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首先# 翻译是不同语言系统间寻求相互理解和契合的复杂过程# 汉语与梵

语作为差异极大的两个语言系统# 决定了在印度佛教典籍的汉译过程中要求在

语词层面达到严丝合缝+ 一一对应的精确性乃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和不切

实际的苛刻标准, 而更为重要的是# 对于思想的理解与传达而言# 实质性的事

件完成于语言的动态关联和生成过程# 而不是一个主要通过语词的界定和分梳

来完成的任务, 更确切地说# 唯识哲学的本义如何# 唯识之识义究何指# 这些

具体的哲学问题唯有在一个具体的相互关联和不断生成的语境整体中才能逐渐

明晰# 而不是仅仅通过语词的甄别就能敞明的, 源于象形且重在表义的汉语的

一个重要特色就在语词的多义性# 由于缺少拼音文字那种词法上的丰富变化#

一个汉语词汇往往具有多种和多层的意义# 其语义的确定主要是通过一个具体

的上下文语境中各语义因子的相互指涉# 而不是借助语法# 特别是词法的形式

变化来实现的, 例如# 汉语中的 )识* 既可以指名词性的心识之体 % )识体*&#

又可以指动词性的认识+ 认知+ 辨识+ 分别+ 了别等心识之活动. 既可表达主

动性的攀缘# 又可表达受动性的了知# 因此# 在梵文语境内由词法变异而成的

多个不同语词在汉语中往往都可由同一个语词来表达# 而在由梵转汉的译介过

程中# 对概念的界定来说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事情是将其置放于某一整体性的

语境之内以确定其实际和具体的意义# 语词本身的选择和考量相对来说是次要

的, 这种情形在佛教典籍的汉译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例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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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有为* 这两个纯粹源出于道家的概念在汉语佛教语境的动态生成历史中

逐渐获得了其精确的佛教含义# 当它们的佛教含义确定下来之后# 人们其实无

须再担心它们会把何种原属道家哲学的思想带进佛教的文本之中, 同样# 在对

)唯识* 这一概念的辨释中#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在更为具体的文本语境整体中显

明和确定其意义# 而不是 )唯识* 这一译语是否在语词层面足够精准地对应和

表达出了梵文语词的某些语法层面上的含义区别,

事实上# 如果说 )唯识* 在语面上未能充分显示梵语词汇的某些潜在含义#

那么现代研究者所提供的各种尝试性替代译法所带来的问题其实要严重得多#

而这正是由汉语语境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一个似乎尚未引起足够审思的关捩

点在于# 所有关于\Êd>76E与\ÊdA;>之语义区别的现代分析其实并未超出汉语

语词 )识* 所表达和可表达的意义之外# 也就是说# 无论有多么复杂深细的意

义差别# 它们仍可摄属于 )识* 的名目之下# 相反# 诸如 )唯表*+ )唯了别

识*+ )唯了别* 之类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中# 在语词形式上反而要晦涩得多# 除

非给予足够清晰的说明# 仅从语词形式上人们根本无从确定其具体含义, 显然#

较之 )唯识* 这一传统译语而言# 它们只会带来更多本无必要的纠结, 关于

)唯识* 之语源+ 语义的现代分析毋宁说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表明了唯识哲学的

复杂性# 而这一点倒恰恰可以从反面印证 )唯识* 这一传统译语的合理性和善

巧之处, 真谛与玄奘这样的大师并非不知梵文语词的细微差别# 但正是鉴于大

乘瑜伽哲学和心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同时也鉴于汉语本身的特点# 他们才在

汉语语境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识* 这一多义的# 也是最具意义弹性和解释空

间的语词来界定瑜伽哲学的核心概念,

如果人们反驳说# 正由于 )识* 是多义的# 才更加显明了严格区分的必要

性!!!多义的必然也是容易引生歧异和误解的!!!那么问题便不再只是汉语语

境内的语词表达问题# 而直接涉及唯识哲学所欲传达的本真意义了,

在对把 )\Êd>76EK@A6?>6A* 译为 )唯识* 的质疑中# 有两个主要的视角和依

据, 一者由语源语义的分析# 可知大乘瑜伽行派的哲学借助 \Êd>76EK@A6?>6A 这

一概念想要澄清的是一个关乎认识活动中的对象或对境# 进而言之# 是一个关

乎 )客体世界* 之解释的问题# 因为\Êd>76E隐含着心识的受动意义# 而心识的

受动亦即相应于客体和客体世界的显现+ 呈现, 于是人们试图以客体作为 )表

相+ 表别* 之 )表*# 或对境的所谓了了分别的显现之 )了* 来明确表达这一

含义, 然而# 只要将 \Êd>76EK@A6?>6A 置放于相关文本的整体语境而不是脱离文

本的语境整体单纯就这一语词的构词形式来分析# 便不难发现# \Êd>76E虽关联

着对境或客体的显现# 但唯识哲学借助这一语词所真正传达出来的意义重心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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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在于对境或客体的显现 )本身*# 而是对境或客体之显现的可能性依据,

\Êd>76E具有 )使$$被知*+ )使$$显现* 的意义# 这正是要指明心识是 )使

对境被了知*+ )使客体得以显现* 的隐秘根据# 从而敞开一种与实在论完全相

对的立场" 客体或对境并不具有如其所显示的那种自在性状# 它们的显现事实

上要以心识的存在为其隐秘根据, '解深密经( 中最极清晰地解说了这一意义"

$世尊' 诸毗钵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 彼与此心当言有异' 当言无异-

佛告慈氏菩萨曰( 善男子' 当言无异* 何以故- 由彼影像唯是识故* 善男

子' 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 世尊' 若彼所行影像即与此心无有异者' 云

何此心还见此心- 善男子' 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 然即此心如是生时'

即有如是影像显现* 善男子' 如依善莹清净镜面' 以质为缘' 还见本质'

而谓我今见于影像' 及谓离质别有所行影像显现* 如是此心生时' 相似有

异三摩地所行影像显现* 世尊' 若诸有情自性而住' 缘色等心所行影像'

彼与此心亦无异耶- 善男子' 亦无有异' 而诸愚夫由颠倒觉' 于诸影像不

能如实知唯是识' 作颠倒解*%

经中先以禅观中的影像为例# 指明禅观中的影像似有显现# 实唯心识# 进

而指出# 一切深陷于自性思执和分别中的世间有情# 其所缘色等影像# 同样与

心识无异, 经中 )识所缘# 唯识所现* 的解说正是对 \Êd>76EK@A6?>6A 之义的最

好注解, \Êd>76E虽关涉于 )所缘* %对象+ 对境&# 本义却只在依其所缘来返显

心识" 心识是心识之所缘得以显现的可能性根据, 如果说认识总是对某物的认

识# 认识总是关涉并指向于在认识中现身的某物因而具有某种受动性# 那么任

一显现着的现象或事物也必然总是朝向着某种认识并在某种被认识+ 被了知的

境域之中方才可能现身# 心识的缘起性存在正是对境+ 对象之可能显现的根据,

相对于\ÊdA;>而言# \Êd>76E确实具有显示心识之受动的意义# 但在唯识学时#

这种受动性恰恰被指明为心识作为现象之显现和被认知的存在论根据, 如果说

\ÊdA;>是用一种直陈+ 直指的方式指称心识# 那么 \Êd>76E便是用一种语词形

式上较为隐秘和迂回的方式# 亦即借着与对境或对象的关联返身性地回指于识#

\Êd>76E实际指向的显然仍是 )识*, 这就清楚地表明# 将 \Êd>76EK@A6?>6A 译为

)唯识*# 比任何一种纠结于语词形式之分析的其他译法都更精确和忠实地表达

出了印度唯识哲学所欲传达的本真意义,

另一个主要的质疑是担心 )唯识* 之 )识* 可能引生实体论的误解, 在印

度思想乃至小乘哲学中# 指称 )识* 的\ÊdA;>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实体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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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识* 被视为某种实体性的存在者, 有鉴于此# 一些现代研究认为# 瑜伽行

派特别选用\Êd>76EK@A6?>6A而非\ÊdA;>K@A6?>6A来表达自宗的核心概念# 是为了

与实体论哲学区分开来# 避免对 )识* 的实体化理解, 既然汉语中已经一般性

地用 )识* 来翻译 \ÊdA;># 就应该在 )识* 之外另择语词来对译 \Êd>76E# 如

此才能与\ÊdA;>和\Êd>76E的语义区分相对应# 如实传达印度大乘瑜伽思想的

本义,

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对瑜伽行派来说# 这是一个在关于心识的

具体论析中必然会涉及并且也只有在相关的具体论析中才能解释清楚的问题#

并非必须借助语词形式上的某种隐晦暗示才能表达出来, \Êd>76EK@A6?>6A虽然使

用得较为普遍# 但在瑜伽行派的典籍如 '唯识三十颂( 的梵本中# 也同样使用

\ÊdA;>K@A6?>6A的表达方式# 并未将两者视为有实质区别的两个概念而刻意回避

后者,

" 事实上# 现代研究在对这两个语词的语义分析中所指出的所有问题# 在

瑜伽哲学中通过相关具体论题的展开都已得到相应的说明# 例如# 即令 \ÊdA;>

和\Êd>76E在语义上确实具有某种分别对应于 )识体* %识之自体& 与 )识相*

%识之行相& 的相对区分# 那么在有关心识结构的 )三分说* 或 )四分说* 之

论析中# 相关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已充分展开, 也就是说# 现代分析中所提出

的问题# 在瑜伽哲学里是通过对 )识* 的具体阐释# 通过各种相关论题的具体

论析来澄清的# 而非通过对 )识* 的某种语词形式上的刻意区分才能体现出来,

不唯如此# 由于现代佛学研究中 )实体* 概念本身的歧义性# 当人们试图

以某种替代性的译法以强调 )识* 的非实体意义时# 不仅会让问题变得更为混

乱# )实体* 概念的魅影还会遮盖唯识哲学的深秘之义, 人们以为# 在语词形式

上严格区分\ÊdA;>和\Êd>76E# 有助于避免对 )识* 的实体化误解# 然而 )识*

的非实体性在唯识哲学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多么重要和深奥难解的问题# '解深密

经( 只消用一个简单的譬喻# 将阿赖耶识喻为 )瀑流* 就可极为清晰地传达此

义, 现代汉语哲学语境中的 )实体* 概念源自于西方的实体论哲学# 实际上更

多地与佛教哲学中的 )自性* 概念相关# 但只是 )自性* 的衍生意义之一# 对

)实体* 概念的消解也仅属作为大乘佛教之核心的空性较为表层和外围的意义,

由于对 )自性* 的复杂意义缺乏足够深致细入的考察# 现代佛学研究语境中#

经常是将 )自性* 的各种变式如本体+ 实体+ 自体等不加区分地视为同一层级

甚至是基本同义的概念# 将 )空性* 浅显地等同于 )非实体性*# 因而在现代佛

学研究中但凡涉及空性意义的诠释之际# 便经常只是与实体论哲学中的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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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纠结在一起# 空性的深广意义和佛教哲学的深度诠释由此便被全然遮蔽,

就此而言# 现代语言分析所揭示的指称 )唯识* 的这两个不同梵文语词间存在

着某种语义区别# 而 \Êd>76EK@A6?>6A 较之 \ÊdA;>K@A6?>6A 更能避免对 )识* 的

实体论理解# 事实上只是指出了唯识哲学中的一个基本 )常识*# 它对于唯识哲

学的敞明并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因为# 对 )唯识* 的深入理解而言# 真正

重要的不是 )本体* 或 )实体*# 而是 )自体*, 心识的非 )实体* 性# 这在唯

识哲学中是一个基础性的也是极易理解的常规界定# 而心识 %在真谛或实相层

面& 是否具有 )自体*# 则是一个与 )空性* 的深秘意义相关联的复杂问题#

也是唯识学内部 %古学和今学& 存在不同解释和激烈争辩的问题之一, 然而#

在世谛层面的言说教诠中# 与中观的纯粹解构不同# 唯识学总体上是要提供一

种对缘起和空性的建构性诠释# 所以 )体+ 相* 或 )体+ 用* 等范畴或概念

% )假名自性*& 的分别安立乃是必然的# 体相+ 体用范畴中的 )体* 不是现代

语境中的实体概念# 而是指 )自体*# 在与 )相* 或 )用* 的相对区分中#

)体* 所强调的并不是恒定性+ 同一性等实体论规定# 这只是一种意义上的相对

区分# )体* 用来指称某物之自身+ 某现象之自体# )相*+ )用* 则指某物+ 某

现象的属性+ 相状或功能等, 对心识的诠释既要涉及心识的功能+ 相状+ 属性

等各个方面# 也必然要认及心识自身的体性 % )自体*&, )自体* 意义上的

)体* 只是对作为缘起性存在的心识自身的意指# 显然# 这是唯识教门安立中必

然要使用的一个基本范畴# 与实体或实体化问题根本了不相及,

简而言之# 现代研究和分析对 )\Êd>76E* 和 )\ÊdA;>* 这两个梵文语词语

源+ 语义上的差别未免有些过于敏感和言过其实# 它们本就属于 )唯识* 哲学

内部的具体论题# 而汉语佛教传统用 )唯识* 之名来总摄大乘瑜伽行派的教旨

并无任何不当之处, 正如上文中已然指明的# 汉传唯识传统实际上绝非不知不

察这两个梵文语词间的细微差异# 但正是基于大乘瑜伽哲学和心识问题本身的

复杂性# 同时也鉴于汉语语境本身的特点# 汉传唯识学的大师们才会在汉语语

境中不约而同地更多选择了 )识* 这一多义的# 同时却也是最富于意义弹性和

解释空间的语词来界定瑜伽哲学的核心概念,

//./)唯识*概念的语源语义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