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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二谛通常被视作中观思想体系之中远离二边、建立中道的基础理

论。以龙树的《中论颂》及其印度注疏为中心，本文将挑战这一观点，主张在

中观诠释史上有一次思想转折，中道立于二谛的观点最早是在 6 世纪时由清辨

引入中观传统之中。龙树在《中论颂》24.10 中肯定了世俗言说机制在传达离言

胜义上的必要性，然而龙树明确否认了一切世俗约定的概念范畴，也就是世俗

谛的内容。而且，龙树认为所谓“断见”或“无见”一边也是基于“有”的预

设，是认为事物先有而后无，因此龙树只须坚守胜义空观以彻底否定“有”，就

可以双泯二边立于中道，而无须在俗谛上作任何承许。《无畏疏》与《中论佛护

释》继承了这一立场，并且明确指出中道立于胜义。中道与二谛理论的结合最

早由清辨引入中观诠释传统之中。清辨明确指出中观论者承认世俗上的因果相

续，以申明中道而避开虚无论的指责。这一做法为月称所继承，并最终成为中

观传统的“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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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通常将二谛视作中观思想体系的基础理论，是远离断常二边建立中道

* 本文已发表英文版：Ye Shaoyong, “To Establish the Middle Position on One Truth or Two Truths? A Survey Based 
on the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and Its Commenta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Culture, 
Academy of Buddhist Studies, Dongguk University, 27/2 (2017), 149−180. 此次刊出的中文版作了较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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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观立场（madhyamakaa）的理论框架。b中道常常被解释为在胜义上空而在世俗

上有。基于龙树（Nāgārjuna）的代表作《中论颂》及其印度注疏，本文将对这一观

点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在中观诠释史上对待二谛理论存在着一个转折点，将中道

建立于二谛之上的做法，始自 6 世纪的清辨（Bhāviveka）。

一  龙树

2017 年的拙文已经梳理了龙树的二谛理论c，为了避免重复，这里仅作简要复述。

在清辨以后的中观派文献之中 d，二谛经常被论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龙

a　madhyamaka 一词的汉译常作“中观”或“中道”。“中道”一词更多用来对译巴利语的 majjhimā paṭipadā
和梵语的 madhyamā pratipad。在早期佛教文献中，这一表述体现在巴利语《相应部》的《初转法轮经》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SN 56.11）和《迦旃延经》（Kaccānagottasutta, SN 12.15，对应于梵语的《杂

阿含经·杂因颂》［Ch. Tripāṭhī, Fünfundzwanzig Sūtras des Nidānasaṃyukta,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2, 
pp. 167−170］以及汉译《杂阿含经》三〇一经［《大正藏》第 2 册，第 85 页下］；另参《中论颂》15.7），
以及有部所传梵语《杂阿含经·杂因颂》第 18 经（Tripāṭhī 前揭书，第 165—167 页，对应于汉译《杂阿含

经》三〇〇经［《大正藏》第 2 册，第 85 页下］）和第 15 经（Tripāṭhī 前揭书，第 152—157 页，对应于汉

译《杂阿含经》二九七经［《大正藏》第 2 册，第 84 页下］）之中。其中，后三者的表述更加贴近龙树所

主张的离有无、断常、一异二边的“中观”（madhyamaka，注意，除了著作标题之外，该词并未出现在龙

树的行文之中）。因此，“中观”和“中道”这两个概念可以在离二边的意义上得到统一，正是在这一点上，

大乘学人认为“空性”的主张是符合佛说意趣的。此外，斎藤明（「中観思想の成立と展開」，『空と中観』，

シリズ大乗仏教 6，春秋社，2012，pp. 8−10）注意到，清辨曾在《般若灯论》中以 *madhyamā pratipad 来

训释 madhyamaka 一词，而观誓的《般若灯论注》中则以 *mahāyāna-madhyamā-pratipad-vādin（大乘说中道

者）称呼自派学人。

b　例如，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3 页）：“因此，他［指龙树］的中

道就含有统一二谛的意义，不偏于俗，不偏于真，这才是中道。”平川彰（『インド仏教史 下巻』，春秋

社，1979，p. 46）：“この世俗諦と第一義諦の調和が中道（madhyamā pratipad）である。”汉译（平川彰：

《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年，第 270 页）：“此世俗谛与第一义谛的调和，即

是中道（madhyamā pratipad）。”David Seyfort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ed. Jan Gonda,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7.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1, p. 45): “The twin 
principles of pratītyasamutpāda and śūnyatā thus found a philosophical Middle Way that eschews both the extremes 
of annihilationism (ucchedavāda) and eternalism (śāśvatavāda). The Madhyamaka takes account of ‘phenomena’ 
— the manifoldness of dharmas on the samvṛti level — and reality — the paramārtha — while refraining from 
presenting them as opposed factors.” 笔者译文：“缘起和空性的双重原则建立起一个哲学上的中道以远离断见

和常见两种极端。中观在世俗层面上认同诸现象—法的多样性，也认同真实—胜义，同时避免将二者

对立起来。”类似观点还可参见 T. R. V.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A Study of the Mādhyamika 
System, 2nd ed., London, 1960, pp. 250f.; Paul Williams, Mahāyāna Buddhism: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77。

c　叶少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世界哲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48—159 页。

d　关于中观派（Mādhyamika）的自我认同始自清辨，见：斎藤明「〈初期〉中観派とブッダパーリタ」，『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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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著作中只有《中论颂》唯一一处（24.8−10）提及二谛。其中，真正体现理论结

构的只有一句“如果不依于言说，不能解说最胜义”（24.10ab）a。这里“依于言说”

（vyavahāram āśritya）的意义并不明确，前后颂文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言说”的意义相当于与世间施设（lokasaṃketa），佛教文献中“言说谛”

（vyavahārasatya）也经常与“世俗谛”（saṃvṛtisatya）混用。《般若经》中可以见到

“此如是相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来以世间施设而说，而不以胜义”b，以及大量类

同的表述，与前引龙树颂文意义暗合。由《般若经》中“而不以胜义”（na punaḥ 

paramārthena）一语可知，该段落的意思是如来对胜义的解说，须通过言说施设的形

式或机制，而不能通过胜义本身来传达，其原因在于胜义本身离言，无法直接传达。

对这一原因的表述也出现在《般若经》的相关段落之中。c而如果将该段理解为，如

来对胜义的解说须承许或不违背世俗约定的常识性见解，则“不以胜义”就要相应

地理解为：可以不承许或违背胜义，那么此段就不知所云。由此笔者认为，《中论

颂》此一句应理解为：佛陀要解说胜义（据上下文，特指空性），众生要理解胜义，

必须依托言说机制。而此句不可理解为：佛陀对胜义的解说要以承认或不违背世俗

谛的内容为前提。这样的话，龙树颂文中“言说”一词是指一种将离言胜义转化为

言说施设的诠表或认知机制。需注意，以言说传达的胜义空性，就是胜义谛。也就

是说，龙树这一颂只讨论了胜义谛，指出了言说作为胜义谛媒介的必要性，却没有

涉及对待世俗谛中观点内容的态度。

龙树对世俗谛观点内容的态度，可以见到有两种。《中论颂》18.8 表明，龙树认

为佛陀在不同时机对不同根器施设不同教法，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认许世俗谛中的

观点。而《中论颂》更多的地方（例如 21.11）则反映了龙树对世俗常识性见解的无

条件的否认。

经常有人认为龙树的空观并不否认世俗层面上因果相待的缘起现象。前述 2017

年拙文也梳理了这一问题，指出在龙树的语境中，“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和

教学』24, p. 40; Akira Saito, “Is Nāgārjuna a Mādhyamika?” In Hokekyō to Daijōkyōten no Kenkyū 蓮華経と大乗

経典の研究 , edited by Kaishuku Mochizuki 望月海淑 , 東京 : 山喜房仏書林 , pp. 153–164。
a　笔者依据梵文翻译，梵文作：vyavahāram anāśritya paramārtho na deśyate | 鸠摩罗什译作：若不依俗諦，不得

第一義。参见叶少勇：《〈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上海：中西书局，2009 年。下引颂文皆

依此书。

b　笔者译自梵文：evaṃlakṣaṇā hi devaputrā iyaṃ gambhīrā prajñāpāramitā, tathāgatena lokasaṃketena vyavahriyate 
na punaḥ paramārthena | （Takayasu Kimura,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IV, Tokyo: Sankibo Busshorin, 
1990, 68.6–8）。对应的玄奘译本见《大正藏》第 7 册，第 230 页中第 12—15 行。

c　参见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会》卷 396（《大正藏》第 6 册，第 1049 页中第 8—14 行）：善现！

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是名一切法平等性，此平等性名清净法。此依世俗

说为清净，不依胜义。所以者何？胜义谛中无分别、无戏论，一切音声名字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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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生法”（pratītyasamutpanna）两个概念须分开理解。“缘起”指示一种抽象原理或

性质，龙树将之等同于空性（śūnyatā），从而背离了其字面意义，不再指相生之性，

反而是指一种无生之性（anutpāda），是无有少法依缘而起之理（参《中论颂》皈敬

颂，24.18，《六十如理颂》皈敬颂，12）。这一意义改换也由龙树对缘生法的态度所

印证。龙树决然否认了缘生诸法的存在，世间所见缘生法只是被龙树暂加利用，为

的是导出自相矛盾，揭露其荒谬性而使其自行消解（参《中论颂》17.29，《六十如

理颂》19，39，48，《七十空性颂》71）。因此，虽然后世的中观派在世俗层面上认

许因果相续的缘生现象，而如果检视龙树原著，除了一个被解释为无生性的“缘起”

概念，和一个存在性被否决了的“缘生法”概念，龙树再无其他缘起观。这一立场

符合前文所说龙树对世俗观点内容所持的彻底否定态度。

2017 年拙文也梳理了龙树的中道观。值得注意的是，龙树对中道的讨论从未依

托二谛展开。龙树所定义的“无见”、“断见”，是认为事物先有而后无（参《中论

颂》15.2，11），是对“有之变异性”的认同。也就是说，龙树认为两种极端的“边

见”都是建立在对“有”的预设之上（参《中论颂》21.14，《七十空性颂》21）。如

此一来，龙树根本没有必要往返于有无之间而架设中道，因为对“有”之一击即可

双泯有无。2016 年拙文曾指出a，龙树主张的空无自性，就等于凡夫所感所知一切事

物的彻底不存在，那么这一立场本身就是不落二边。

综上，龙树关于二谛和中道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世俗谛的言说机制是解说胜义的必要途径。（2）以接引初机和判分教法为

条件，对世俗谛的见解内容可作权便承许。（3）对世俗谛中观点内容予以无条件破

斥。（4）维护中道立场无须在世俗层面上有任何承许。

因此，龙树的中道不立于二谛之上。

二  《中论无畏疏》

《中论无畏疏》（Mūlamadhyamakavṛtti Akutobhayā，后简称《无畏疏》，一般认为

成书于 4 世纪）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接近龙树时代的《中论颂》注疏。笔者在其中没

有找到与《中论颂》所展现的二谛理论不一致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无畏疏》对

二谛分别下了定义：

a　叶少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自性》，《世界哲学》2016 年第 2 期，第 150—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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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俗谛者，虽然一切法自性空，由于不知世人之颠倒而见诸法生起，

此［见］唯于他们（世人）是俗成之谛，所以称为世俗谛。

所谓胜义谛者，诸圣者无颠倒证悟，见一切法无生，此［见］唯于他们

（圣者）是最胜义，所以称为胜义谛。a

从这段话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1）二谛不是境，不是两种事实，而是对同一

事实的不同见解。（2）世俗谛认为一切法有生，即不空，胜义谛认为一切法无生，

即空。二者内容互斥。（3）对二谛的评价基于同一标准，只有胜义谛是如实见，世

俗谛是颠倒见，本不是“谛”（satya），被世人误以为“谛”。（4）世人以世俗谛为

真，圣者以胜义谛为真，两次出现的“唯”字（藏：nyid = 梵：*eva）显示出二者互

不认同，世人不以胜义谛为真，圣者不以世俗谛为真，即一人不可同时认二谛为真。

基于这种定义，二谛就是谬误和正确的关系。那么，除非特定情况下基于教化

权便的考虑，在世俗层面上对世俗谛中观点内容作承许将毫无意义，就好像说“在

错误的意义上我们也认同 1+1=3”一样无意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龙树对于世俗谛

的观点内容持无条件否认态度。既然二谛同样是通过言说而施设，我们当然应该始

终站在正确立场上，而非谬误上。这样的话，如果空观立场被人质疑为断灭见，中

观论者就无法以上述定义下的二谛理论来回护。同样，如果敌方以现前有所见为理

由，批评“一切皆空”的主张，中观学人也不可这样回应：在世俗上我们也承认有

事物。因为，作为基本立场的中道，不可架设于正确与谬误之间，也就不可能立于

二谛之上。而且，由于二谛的内容互斥，二谛也不可能联手支撑中道，这也就可以

解释为什么龙树在阐明中道之时绝口不提二谛。

另外，《无畏疏》曾明确指出中道即是胜义：

这样，因为观见诸事物的存在性与不存在性有多种过失，所以，认为诸事

物无自性的这个［观点］就是观见真实性，就是中道，这就是胜义成立。b

a　译自藏文本 D no. 3829, 89a1−3: ’jig rten pa’i kun rdzob kyi bden pa zhes bya ba ni chos rnams ngo bo nyid stong 
pa dag la ’jig rten gyi phyin ci log ma rtogs pas chos thams cad skye bar mthong ba gang yin pa ste | de ni de dag 
nyid la kun rdzob tu bden pa nyid yin pas kun rdzob kyi bden pa’o || don dam pa’i bden pa ni ’phags pa rnams kyis 
phyin ci ma log par thugs su chud pas | chos thams cad skye ba med par gzigs pa gang yin pa ste | de ni de dag nyid la (= 
P; D las) don dam par bden pa nyid yin pas don dam pa’i bden pa’o || 对应于罗什译《中论》，《大正藏》第30 册，

第 32 页下：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

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

b　译自藏文本 D no. 3829, 61b7：de ltar gang gi phyir dngos po rnams la yod pa nyid dang med pa nyid du lta ba la 
skyon du mar ’gyur ba de’i phyir dngos po rnams ngo bo nyid med pa zhes bya ba de ni de kho na mthong ba ste | 
dbu ma’i lam yin la de nyid don dam pa ’grub pa yin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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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论佛护释》

佛护为《中论颂》所作的注释可能成书于 5 世纪或 6 世纪早期，从下面所引的

几个段落可以看出，当敌方以眼所现见（pratyakṣa）为理由对空观提出质难的时候，

佛护只是坚守立场并否认这些所见的事物，从未在世俗上予以承认而作让步。

此处有人说：这是世间现见的实体，岂容你这样絮絮叨叨地攻击？［世间］

所谓“没有那个东西就不是行者”，“观待那个东西此人就是行者”，“那个东西”

就称为行走动作，“此人”就称为行者。

回答：那么你岂不是急欲得子而与黄门行［房事］？没有行者你却执认行

者！ a

有人说：对于现见，因没有意义，这是世间所共许的。世间共许成立的。

世间住而未灭的事物因为某种原因而灭去，这是小孩子也分明现见的。因此，

灭［相］是存在的。

回答：所以，这应该也是你的觉知（buddhi）现见之事：

“此分位者即不可，还以此分位而灭。

此分位者亦不可，以他分位而得灭。”（7.28）

［……］因此，灭［相］不容有也是觉知所现见，所以应当理解所谓的“灭

［相］”是毫无所有的。b

那么，佛护是如何维护其中道立场的呢？来看如下段落：

a　译自藏文本D no. 3842, 173b2−b4 (ed. Akira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46.11−16)：’dir smras pa | ’jig rten mngon sum gyi don 
’di gab gab kyis gnon par ji ltar nus | yong ni gang med pas ’gro ba po ma yin no || zhes bya ba dang | gang la ltos 
nas ’di ’gro ba po yin no zhes bya ba de ni ’gro ba yin la | de yang ’gro ba po zhes bya’o || bshad pa | ci khyod bu 
’dod la ma ning la spyod dam | khyod ’gro ba po med pa la ’gro ba por rtog go || 

b　译自藏文本 D no. 3842, 195b6−a4 (ed. Akira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112.13−113.10): 
smras pa | mngon sum la gtan tshigs kyi tshig don med pa de ni ’jig rten la grags pa yin te | ji ltar dngos po ma ’gags 
par gnas pa rgyu ’ga’ zhig kho nas ’jig par ’gyur ba de ni gzhon nu yan chad kyi mngon sum du yin pas | de’i phyir 
’gag pa ni yod pa kho na yin no || bshad pa | de lta bas na | ’di yang khyod kyi blo’i mngon sum du bya ba’i rigs te | 
gnas skabs de yis gnas pa ni || de yis ’gag pa nyid mi ’gyur || gnas skabs gzhan gyis gnas skabs ni || gzhan gyis ’gag 
pa nyid mi ’gyur || (7.28) […] de lta bas na ’gag pa mi ’thad pa yang blo’i mngon sum yin pa’i phyir ’gag pa zhes 
bya ba ci yang med pa de ltar khong du chud par by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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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里，诸佛世尊所说法主要是基于蕴、界、处，如果蕴、界、处

是无，这些［教法］岂不是无意义（vaiyarthya）？如果这些［教法］不应该是

无意义，又该是如何？

回答：我们不说蕴、界、处是无，我们只是破除“它们是有”的说法。［说

有、说无］两者都有大过失。［……］因此，我们要开显的是，以缘起远离有、

无的过失，即非断非常，而我们不说“无”。所以，对于我们，基于蕴、界、处

的教法不会成为无意义。［……］

少智之人不理解甚深缘起，认为事物是有是无，断见常见障其慧眼，这些

人不能见涅槃，即诸所见之息灭，亦即至善。所以，不如实观，其心乐于戏论，

对于这些人，基于蕴、界、处的教法才会成为无意义。因此，这就是胜义，不

要恐惧！ a

如上，佛护通过对甚深缘起的主张以远离“无”之边见，而与后世中观派不同

的是，他并不是在世俗层面上认同缘生缘灭的现象，而是以“这就是胜义”作结句。

如果说此处“这”字的所指还不是十分明确的话，佛护注解《中论颂》皈敬颂时的

一句话则明确指出，甚深缘起即是胜义。

他（佛陀）说此“缘起”之甚深胜义谛，无有灭亦无有生，无有断亦无有

常，［……］b

a　译自藏文本 D 182a6−b5 (ed.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71.23−73.7): smras 
pa || ’di la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rnams kyis chos bstan pa dag ni phal cher phung po dang khams dang skye 
mched dag la brten pa yin na de la gal te phung po dang khams dang skye mched dag med pa nyid yin pa de dag don 
med pa nyid du mi ’gyur ram de dag don med pa nyid du mi rigs na de ci lta bu zhig || bshad pa | kho bos phung po 
dang khams dang skye mched dag med pa nyid du mi smra’i | de dag yod pa nyid du smra ba sel bar byed do || de 
gnyi ga yang skyon du che ste | […] de’i phyir kho bo ni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s yod pa nyid dang med pa 
nyid kyi skyon dang bral ba chad pa ma yin rtag pa ma yin pa rjes su rab tu ston gyi med pa nyid du mi smra’o || de 
lta bas na kho bo cag la phung po dang | khams dang skye mched dag la brten pa’i chos ston pa dag don med pa nyid 
du mi ’gyur ro || […] blo chung ngu gang dag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mchog tu zab pa ma rtogs pa na dngos po 
rnams la yod pa nyid dang | med pa nyid du rjes su lta ba chad pa dang rtag par lta bas blo gros kyi mig bsgribs pa 
de dag gis ni mya ngan las ’das pa lta bar bya ba nye bar zhi zhing zhi ba mi mthong ngo || de’i phyir yang dag pa ji 
lta ba bzhin du ma mthong ba spros pa la mngon par dga’ ba’i yid dang ldan pa de dag gi phung po dang khams dang 
skye mched dag la brten pa’i chos ston pa dag ni don med pa nyid du ’gyur ro || de lta bas na ’di ni don dam pa yin 
gyis mi ’jigs shig | 

b　译自藏文本 D 158b5−6 (ed.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1.23−2.2): rten cing ’brel 
bar ’byung ba zhes bya ba don dam pa’i bden pa mchog tu zab pa | ’gag pa med pa skye ba med pa | chad pa med pa 
rtag pa med p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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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节的讨论可知，佛护将缘起视作胜义谛的做法，符合龙树的缘起观，即

将“缘起”视作无生之理。此外，《中论佛护释》的第 15 品（D no. 3842, 226b3）也

原文引用了前引《无畏疏》中说中道是“胜义成立”的那句话。综合这些材料可以

看出，佛护的中道立场唯立于胜义谛之上。遍查《中论佛护释》，笔者没有找到一句

话可以表明佛护的中道观牵涉到世俗谛，下面一段讨论则尤其值得注意：

有人说：所谓“无此世，无他世，无化生有情”等见解，与所谓“一切事

物无生无灭”的见解，两者有什么差别吗？

回答：两者有巨大差别。你不知道空性之义，才会认为两者相同。一个不

由思择而舍之人，与一个择已而舍之人，两者虽然同样能舍，然而，不思择而

舍之人被说为具有无明的结缚，而另一种能舍之人则为诸佛世尊所敬重，所以

两者有巨大差别。同样，这里，观见“无此世”等等的人，其心为无明所惑，

而另一种人认为“一切事物以自性而空，所以无生无灭”，是以智为先导，所以

两者有巨大差别。

再者，并未观见［此世的］“无”，唯作“无此世”之说，这就好像生盲者

说“此地不平正”一样，由于无眼而不能观，［仍］会迷乱而栽倒。同样，说

“无此世”的人，由于无慧眼而不能观，就会被这些过失所染污。

再如，在一场诉讼之中，两个证人就同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发言。其中

一人亲见此事，另一个人未亲见此事，而眷顾财物及亲友。两人都就此事发言，

其中一人所言虽然也与真实所发生的事情一致，但是由于没有亲见此事，即是

妄语，非法而有污名。另一个人所言此事，由于是亲见此事，即是真实语，合

法而有美名。那么同样，一切法空，因为空所以无生无灭，虽然如此，只有对

此有现量智的人才是胜善而可称叹，而另一方没有现见空性，则为见之过失所

染污，也为诸智者所斥责。因此两者有巨大差别。［……］说有说无都是依于

见，我们视诸事物如兔角一般是无，而为了远离言语过失，［我们］不说［事

物］“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这样说：由于它们是缘所生，有与无皆应视作

如同倒影一样。a

a　译自藏文本 D 243a3−244a3 (ed.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253.1−255.9): smras 
pa | gang ’jig rten ’di med do || ’jig rten pha rol med do || sems can rdzus te skye ba med do || zhes bya ba la sogs par 
lta ba de dang | gang dngos po thams cad ma skyes pa dang ma ’gags pa zhes bya bar lta ba de gnyis la khyad par ci 
yod | bshad pa | de gnyis la khyad par shin tu chen | khyod ni stong pa nyid kyi don rnam par mi shes nas de gnyis 
’dra’o snyam du sems so || ’di la so sor ma brtags par btang snyoms byed pa gang yin pa dang | so sor brtags nas btang 
snyoms byed pa gang yin pa de gnyis btang snyoms byed par ni ’dra mod kyi so sor ma brtags par btang snyoms byed 
pa ni ma rig pa’i kun tu sbyor ba dang ldan par bstan la | btang snyoms byed pa gcig shos ni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rnams kyis kun tu bsten pa yin pas | de gnyis la khyad par shin tu che ba de bzhin du | ’di la yang ’jig rten ’di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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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段落中佛护力图将自宗与“虚无论者”（nāstika）划清界限。虚无论常被

等同于顺世论（lokāyata，《般若灯论》中译作“路伽耶说”，见下节），这种思想体

系否认因果轮回，是印度各派所诟病的一种立场，而“一切皆空”的观点经常会被

扣上这样的罪名。佛护的辩白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为了区分两种立场，佛

护完全没有诉诸二谛理论或提及世俗谛，而只是围绕胜义空性作讨论。其次，佛护

并不否认其立场与虚无论在观点表述上是一致的。区别之处仅仅在于，虚无论者未

亲见空性而主张一切皆空，而中观论者是亲见之后而主张。这就等于说，所谓的虚

无论者只是伪称的虚无主义者，而中观论者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a佛护的这一立

场也体现在紧接着前引段落的一则问答之中：

有人说：如果一切事物等同于涅槃，法与非法就没有差别，岂不是一切努

力都没有意义？

回答：如果你如实而观，还会认为有努力吗？［……］因此，对于心智愚

痴者，努力是有的，而对于观见真实者，没有任何所作之事。b

do zhes bya ba la sogs pa de ltar mthong ba ni ma rig pas kun tu rmongs pa’i sems dang ldan pa yin gyi | dngos po 
thams cad ngo bo nyid kyis stong pa’i phyir ma skyes pa dang ma ’gags par mthong ba cig shos ni shes pa sngon du 
btang ba yin pas | de gnyis la khyad par shin tu che’o || gzhan yang med pa de nyid ma mthong ba bzhin du ’jig rten 
’di med do || zhes tshig ’ba’ zhig brjod pa de la ni | dper na dmus long phyogs ’di mi bde’o || zhes brjod kyang mig 
med pa’i phyir mi mthong bas der ’khrul pa dang | brdeg ’cha’ bar ’gyur ba de bzhin du | de yang ’jig rten ’di med do 
|| zhes brjod kyang shes pa’i mig med pa’i phyir mi mthong bas | skyon de dag gis gos par ’gyur ro || gzhan yang dper 
na kha cig rtsod pa na don bden par ’gyur ba kho na la che bzhi gnyis ston par gyur la | de na gcig ni don de mngon 
sum du mthong ba yin la gnyis pa ni don de mngon sum du mthong bar gyur pa ma yin zhing nor ngo’am mdza’ ngos 
gnyer ba zhig yin te | de gnyi ga yang don de la smrar bcug pa na | de la gcig gis don de ji ltar bden pa de ltar smras 
su zin kyang don de mngon sum du yang ma gyur pa’i phyir brdzun du yang ’gyur la chos ma yin pa dang mi snyan 
pa dang yang ldan par ’gyur ro || cig shos kyis ni don de smras pa na don de mngon sum du gyur pa’i phyir bden par 
smra ba yang yin la chos dang snyan pa dag dang yang ldan par ’gyur ba de bzhin du | dngos po thams cad stong pa 
yin zhing stong pa’i phyir ma skyes pa dang ma ’gags pa de yin du zin kyang | de gang la mngon sum gyi shes pa yod 
pa de nyid legs pa dang ldan cing bsngags pa yin gyi | cig shos ni stong pa nyid mngon sum du ma gyur pa’i phyir lta 
ba’i skyon gyis kyang gos la mkhas pa rnams kyis smad par yang ’gyur bas | de’i phyir de gnyis ni khyad par shin tu 
che ste | [...] yod pa dang med pa nyid du brjod pa ni lta ba’i dbang gis te | kho bo ni dngos po rnams ri bong gi rwa 
bzhin du med pa nyid du mthong la tshig gi skyon rnams yongs su spang ba’i phyir yod pa nyid kyang ma yin la med 
pa nyid kyang ma yin no zhes mi smra’i | ’di ltar de dag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i phyir ji ltar yod pa nyid dang | 
med pa nyid dag gzugs brnyan dag bzhin du mthong ba de ltar smra bas | 

a　仅此一点区别似乎对虚无论的批判不够有力，所以后来受到清辨的批评，见下节。佛护行文之中还提到虚

无论者“为见之过失所染污”，“说有说无都是依于见，而我们视诸事物如兔角一般是无”一句尤其值得注

意，结合《中论颂》15.5，可以延伸一下佛护的表述：我们将一切事物视如兔角，即不预设事物之有。虚无

论者执著事物之无，其症结正是在于预设事物之有，而后见其灭失。这样，《中论颂》第 15 品所批判的无

见或断见，即“先有而后无”的观点，可等同于这里的虚无论。这也可以视作佛护批判虚无论的另一理据，

是直接斥责其观点，惜其未作展开，但很明显无须二谛理论。

b　译自藏文本 D 244a3−a5 (ed.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255.12−20): smras pa 
| gal te de ltar dngos po thams cad mya ngan las’das pa dang mtshungs pa yin na chos dang chos ma yin pa da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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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虚无论的指责，佛护只是一路向前，既不求助于二谛，也不修改任

何表述。我们可以记住这两点，用于后面对比清辨的做法。

至此可见，在二谛理论的使用上，《无畏疏》和佛护与龙树并无太大差别。世俗

谛的用处只在于世俗言说是胜义教法的表达机制。在特定条件下，佛陀以接引初机

为目的也会认同一些世俗中的常识见解，而作为根本立场的中道，只能建立在胜义

之上，无须在世俗层面上作任何承许。

四  清辨《般若灯论》

下面来看6 世纪的清辨为《中论颂》所作的注释—《般若灯论》（Prajñāpradīpa）：

有人说：因为你在胜义上不承认内外处，所以有法不成，而由于所依不成，

你就会有［因］义不成的过失。

［回答］：在言说上我们承认彼之所依，即瓶、眼等处，以及差别性，因此，

上述过失不适用，此［责难］不合理。a

与佛护不同，这里清辨通过在言说层面（即世俗层面）上承认有事物，以抵挡

敌方的指责。这种承许并非仅仅是导化权便，而是一种一贯立场，是构成其中道观

的结构性理论。基于现存材料，这是这种理论首次出现在中观诠释史之中。b

我们再来看，对前引《中论佛护释》所讨论的中观论者与虚无论者有何差别的

问题，清辨是怎么回答的：

khyad par med pa’i phyir rtsom pa thams cad don med pa nyid du mi ’gyur ram | bshad pa | ci khyod yang dag pa ji 
lta ba bzhin du mthong ba la yang rtsom pa yod par lta ’am | [...] de’i phyir rnam par rmongs pa’i sems dang ldan pa 
la rtsom pa yod kyi | de kho na mthong ba la ni bya ba ci yang med do || 

a　译自藏文本 D no. 3853, 50a4−5: gzhan dag na re | don dam par phyi dang nang gi skye mched rnams khas ma 
blangs pa’i phyir chos can ma grub pas gzhi ma grub pa’i phyir khyod kyi don ma grub pa nyid kyi skyon du ’gyur 
ro zhes zer ro || tha snyad du de’i gzhi bum pa dang mig la sogs pa skye mched rnams dang | gzhan nyid khas blangs 
pa’i phyir ji skad smras pa’i skyon mi ’thad pas de ni rigs pa ma yin no || 参波罗颇蜜多罗译《般若灯论释》卷 1

《观缘品》（《大正藏》第 30 册，第 1566 号，第 53 页上第 21—24 行）：复次有自部言：若第一义中，彼内

外入皆不起者，法体不成，能依止坏，汝得因义不成过故。论者言：世俗言说实故，瓶眼入等内外可得故，

汝说过者，此不相应。

b　大约与清辨同时代的安慧所著《中论颂》注疏 —《大乘中观释论》中也大量出现了二谛的名目，但由于

该论唯存汉译且译文拙劣，安慧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二谛尚难以厘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83 页）认为清辨的《般若灯论》“好多处因袭了安慧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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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内道和外道说：中观论者否认一切事物，所以与虚无论者没有差别。

对此有人（佛护）回应道：正如，虽然同样都遣舍事物，但凡夫是不思择而舍，

阿罗汉是择已而舍，再如虽然同样都认定此地不平正，但生盲者与有眼人两者

是有差别的，那么同样，虚无论者与中观论者是有差别的。［然而，］对于对方

所说“［虚无论者与中观论者］所理解的事物的真实性是没有差别的”，［上述这

种回答］并未说有差别，所以构不成回应。

［对方］上述责难不合理。虚无论者与中观论者于何时被视作等同？是在

言说之时，还是在见真实之时？先说在言说时，［虚无论者］执著于拨无因果，

因而根除善品而行于一切不善业道，也就损害了言说谛。而中观论者并不否认

如幻如蜃景的因果联系，所以不行于不善业道，并且认为，从有漏诸蕴之相续

生起后有诸蕴，即以诸蕴相续之灭为先行，而生起如梦一样的现在、未来诸

［蕴］，由于不损害言说谛，所以在言说之时，虚无论者与中观论者是不同的。

于见真实之时也不相同，因为，虚无论者认为“［一切是］无”之识是以无

为境而对一切事物予以否认，这是一种邪智，为恶戒行之尘垢所染而不能灭苦。

而诸中观论者见真实之时，先前虽然生起以色等为境认为事物是有的觉知，由

于理解了色等事物唯是空，也就止息了认为这些色等事物是不存在的计执。明

白了这点并不会生起“无”之觉知。从胜义上讲，认为色等境是无的觉知也是

不如实的，因为也还是一种觉知，如同“有”之觉知，［“无”之觉知］是此觉

知的能破。再者，对于一个生起了显现为事物的觉知的人，为了消除这个［觉

知］，他可以生起“无”之觉知，而对于没有了所消除［觉知］的人，通过认识

到无，连“无”之觉知也一并止息，这些人以无行为行而依止般若行，住于远

离，他们不会生起认为是无的觉知，因此，虚无论者与中观论者即使在言语上

也没有相同之处。a

a　译自藏文本 D no. 3853, 188b1−189a4: rang gi sde pa dang | gzhan gyi sde pa kha cig na re | dbu ma smra ba ni 
dngos po thams cad la skur ba ’debs pa’i phyir med pa pa dag dang khyad pa ni med do zhes zer ba de dag la kha cig 
gis | dngos po sel ba nyid du mtshungs su zin kyang | so so’i skye bo dang | dgra bcom pa so sor ma brtags pa dang | 
so sor brtags pa’i btang snyoms pa dag bzhin nam | dmus long dang mig can gyi phyogs mi bde’o snyam du nges par 
sems pa dag mtshungs su zin kyang khyad par yod pa bzhin du med pa dang | dbu ma pa dag la yang khyad par yod 
do zhes lan ’debs par byed pas ni | pha rol pos dngos po’i de kho na nyid rtogs pa la khyad par med do zhes bstan pa 
la khyad par yod par ma brjod pas lan ma yin no || ’di skad brjod na mi rigs te | med pa pa dag dang | dbu ma smra 
ba dag gang gi tshe mtshungs par rtog | tha snyad kyi dus su ’am | ’o na te de kho na la lta ba’i dus su de la re zhig 
tha snyad kyi dus su ni de dag rgyu dang ’bras bu la skur pa ’debs pa la mngon par zhen pas dge ba’i phyogs drungs 
phyung zhing mi dge ba’i las kyi lam thams cad la zhugs pa dang | tha snyad kyi bden pa nyid la gnod pa byed pa de 
ltar | dbu ma smra ba dag rgyu dang ’bras bu’i ’brel pa sgyu ma dang | smig rgyu lta bu dag la skur pa mi ’debs shing 
mi dge ba’i las kyi lam la ma zhugs pa dang | zag pa dang bcas pa’i phung po’i rgyun las yang ’byung ba’i srid pa’i 
phung po ’byung zhing | phung po’i rgyun ’gag pa sngon du ’gro ba las da ltar dang | ma ’ongs pa rmi lam lta bu d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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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清辨首先批评了佛护的回应，认为佛护只是区分了虚无论者和中观

论者得出结论的过程差异，却没能指出两者在观点理解上有任何不同。随后清辨以

二谛理论为框架，给出了自己对该问题的回应。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将不讨论清辨

的具体观点，这里只是提请注意一点：清辨在言说上（即世俗上）对因果相续的承

认，已经不再像他的前辈那样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权便施设，而是维护其中道立场不

可或缺的理论组成部分。没有了这种世俗上的承许，便无法回击敌方虚无论的指责。

于是，《中论颂》仅提及一次并且只用于解决言教施设的实际问题的二谛，自清

辨始，成为中观思想体系的支柱性理论。

五  月称《明句论》

7 世纪的月称为《中论颂》所作注疏题为《明句论》（Prasannapadā），其中多次

’byung bar ston pas tha snyad kyi bden pa nyid la gnod par mi byed pa’i phyir | tha snyad kyi dus su yang med pa pa 
dang | dbu ma smra ba dag mtshungs pa ma yin la | de kho na la lta ba’i dus su yang mtshungs pa ma yin te |’di ltar 
med pa pa dag la ni rnam par shes pa med do zhes med pa’i yul can dngos po thams cad la skur pa ’debs pa ’byung 
zhing de yang log par shes pa yin pas | ’chal pa’i tshul khrims kyi dri mas nye bar sbags pa nyid kyis sdug bsngal 
nye bar zhig bar mi ’gyur gyi | dbu ma smra ba dag la ni de kho na la lta ba’i dus su yang gzugs la sogs pa’i yul gyi 
dngos po dag la yod pa’i blo sngar byung bar gyur ba gang yin pa de yang gzugs la sogs pa’i dngos po stong pa nyid 
du rtogs pas | gzugs la sogs pa’i dngos po ’di dag ni yod pa ma yin no snyam pa (= P; D pas) rnam par rtog pa ldog 
par ’gyur ro || don gyi go bas med pa’i blo skyes so snyam pa yang skye bar mi ’gyur te | don dam par gzugs la sogs 
pa’i yul med do snyam pa’i blo gang yin pa de yang don ji lta ba bzhin ma yin te | blo yin pa’i phyir dper na yod 
pa’i blo bzhin pas | blo de sun dbyung ba’i phyir ro || yang na gang la dngos por snang ba’i blo skye ba de la ni | de 
bsal bas med pa’i blo skye ba’i skabs yod kyi | sel ba med pa la ni med par rtog pa’i sgo nas med pa’i blo yang ldog 
par ’gyur te | spyod pa med par spyod pa’i shes rab kyi spyod pa la gnas pa rab tu dben par gyur pa rnams la med do 
snyam pa’i blo mi skye ba’i phyir med pa pa dag dang | dbu ma smra ba dag la sgra mtshungs pa tsam yang med do || 参
波罗颇蜜多罗译《般若灯论释》卷 11《观法品》（《大正藏》第 30 册，第 1566 号，第 107 页下第 1 行始）：

自部及外人等谓我言：彼中道说无一切句义，与路伽耶说无则无差别。应如是答：我言一切句义无者，亦

有差别。汝不解故，出是言耳。有人言：如以智慧知而舍，不以智慧知而舍，岂无差别？若言说无同者，

是则凡夫与罗汉不异，生盲与有目不异，平地与丘陵不异。若如是说，中道、路伽则无差别。作此说者不

解差别，是为无智。若路伽说无与中道说无是同者，于何时同耶？为世俗言说时同？为见真实时同。且论

世谛时同，拨无因果，执者则拔白法善根，行一切不善道，坏世谛法故。复次，中道说无者则不如是，所

谓说因果相续如幻如焰，行善业道，以有漏阴相续故。其义云何？过去有阴相续灭，现在有阴相续起，现

在有阴相续灭，未来有阴相续起，譬如梦，是名中道说无与路伽说无，非世谛时同。亦非见真实时同。汝

说无者，此说无之识缘无境起，一切时以执无为相，然是邪智，以破戒垢自涂其身，非是息苦因，而是起

苦因。说中道者，未见真实已前，有此色等境界，觉此色等境界。觉见真实时得空解已，色等境界执觉不

起，由见道理故，直言无者，是事不然，无有彼色境界觉者，非第一义中如实义觉故，譬如有觉。以此验

与彼路伽说无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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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辨的《般若灯论》提出批评，而为佛护的观点辩护。然而，在中观有别于虚无

论这点上，月称采纳了清辨的论法，应用了二谛：

如果有人说：虽然如此，这些［中观论者］主张事体自相不可得［的事物］

即是无，这样的主张就与那种［虚无论］观点等同，则回答：不是。为什么

呢？因为在世俗上，中观论者承认［事物］是有，所以不同。a

六  汉译文献

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整个中后期的大乘佛教都是以二谛作为维护中道的理论

支撑，那么应该问，这一潮流是自清辨而始吗？如果考察汉译文献的话，可以发现

以二谛支撑中道的思想早在清辨之前百余年就已经出现。

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序品》卷 31b：

以世俗谛故有，第一义故破。以俗谛有故，不堕断灭中，第一义破故，不

堕常中。

鸠摩罗什译《成实论·身见品》卷 10c：

若第一义谛故说无，世谛故说有，名舍二边行于中道。

上引两部汉语文献都是 5 世纪初年由鸠摩罗什译出，并且都被认为有部派佛教

思想背景。d自此以后，依二谛立中道也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思想。

a　译自梵本（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Madhyamakavṛttiḥ: 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Mādhyamikasūtras)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 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Bibliotheca Buddhica 4, St. Petersbourg, 1903−1913, 368.13−15）：

tathāpi vastusvarūpeṇāvidyamānasyaiva te nāstitvaṃ pratipannā ity amunā tāvad darśanena sāmyam astīti cet || na hi | kutaḥ 
| saṃvṛtyā mādhyamikair astitvenābhyupagamān na tulyatā || 

b　《大正藏》第 25 册，第 1509 号，第 288 页中第 5—6 行。

c　《大正藏》第 32 册，第 1646 号，第 316 页下第 10—11 行。

d　关于《大智度论》，笔者认同拉莫特的判断，其作者很有可能是一个接受了大乘观点的说一切有部论师，而

非龙树，见 Étienn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Māhāprajñāpāramitāśāstra), 
vol. III. Louvain, 1970, xl–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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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由上述考察可知，至少在 4 世纪时的印度，依托二谛理论承认世俗层面的存在

以维护中道，已成为诠释般若空观的一个辅助性理论。笔者猜想这一潮流很可能最早

流行于接受了大乘思想的部派论师之中。龙树的《中论颂》之中则完全看不到这一苗

头。龙树将断常二种边见都定义为以有执为基础的见解，断见即认为事物先有而后

无。因此，龙树只须坚守彻底的胜义空观以否定一切存有，就可以双泯二边而立于中

道，根本无须在俗谛上作任何承许。《无畏疏》与龙树的立场一致，并且明确指出中

道立于胜义。《中论佛护释》也继承了这一立场，为了维护彻底的空观，在面对虚无

论指责之时，佛护甚至不避讳说中观论者与虚无论者在观点表述上是无差别的。

中道立于二谛的说法最早由 6 世纪的清辨引入中观诠释传统之中。为了申明中

道以避开虚无论的指责，清辨明确指出中观论者在世俗上也承认因果相续，也就是

将世俗谛中的观点内容进行了部分合理化，以支撑其中道观。虽然月称的二谛理论

与清辨有诸多不同，但依二谛立中道的做法却是袭自清辨。此后，这种中道观便成

为中观诠释传统的“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