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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 那（Dignāga，约 公 元 480—540）在 其《集 量 论》及《自 释》

（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下称 PS 和 PSV）第 1 品第 11cd 和 12b2 颂中曾提

出以“认识的回忆”为理由，证明自证（svasaṃvid 或 ātmavid）的存在。这个

证明后来被陈那的支持者及反对者多次引用并给予评注。在这些评注中，本文

选择了两种来自佛教内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评注进行研究。将两种评注和原

文比较，结果发现，两种结论相反的评注都可被原文字面解读所兼容。这一结

果引起了作者对于人文科学研究中不时会有人提出一种所谓“正本清源”，也就

是关于“什么是作者原意”的说法的反思。这种反思最后落在关于在人文科学

研究领域中如何使用哲学分析法的探讨上。

【关键词】自证分 陈那 月称 《集量论》 《入中论》

一  陈那在 PS 和 PSV 1.11cd 和 12b2 中的文句表达

为方便下文讨论，此处将引用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Ernst Steinkellner）教授

重构的 PS 和 PSV 1.11cd 和 12b2 梵文本a。文中有两处以粗体字标记，是根据本文作

者以前的研究作出的改动。b

[PSV 1.11c] yasmāc cānubhavottarakāḷaṃ viṣaya iva jñāne ’pi smṛtir utpadyate, 

a　该文本的公布，要感谢斯坦因凯勒教授将之无偿地在网上作出的分享。详情参见参考文献中的 PSV 一条。

b　参见 Lo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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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mād asti dvirūpatā jñānasya svasaṃvedyatā ca. kiṃ kāraṇam.

[PS 1.11d] na hy asāv avibhāvite.

[PSV 1.1d] na hy ananubhūtārthavedanasmṛtī rūpādismṛtivat.

…

[PS 1. 12b 2] ̣tatrāpi ca smṛtiḥ

[PSV 1.12b2] yena hi jñānena taj jñānam anubhūyate, tatrāpy uttarakālaṃ smṛtir 

draṣṭavyā. tatas tatrāpy anyena jñānenānubhave ’navasthā syāt.

［PSV 1.11c］另外，因为在领受之后时中，如同对于境［会有回忆产生］一

样，对于识也有回忆的产生，因此，识有“二相性”以及“为自所领受性”。为

什么［这样说呢］？

［PS 1.11d］因为它（即：回忆）不为未领受者［而起］。

［PSV 1.1d］［也就是说］因为没有未曾领受的境识的回忆，如同色等之回忆

［的有无的情况］一样。

……

［PS 1.12b2］而即于其识之识亦有回忆。

［PSV 1.12b2］即，对其领受［另一］识之识在后时亦应见有回忆。因此，

对于此［识之识］亦应有为另一识［所作之］领受，若此，将有无穷之过失。

在 PSV 1.11c 中，陈那以回忆为理由，证明其关于自证分的理论。文中说到：当

人曾对某事物有过认识经验后，人是能够对“那个事物的认识”产生回忆的，就如

同人能回忆那个事物一样。因此，认识应该具有两种相，即相分（arthābhāsa）和见

分（svābhāsa）a，亦因此，认识应有被其自身领受的特征。为解释这个“回忆因”的

必然性（即因明传统术语所说的周遍性），陈那随即解释：如果对一个事物（包括认

识）没有已发生的认识经验，是不可能有后来对之产生的回忆。也就是说，对于那

个“境识（即：对象的认识）”本身，如果没有之前的经验，是不可能在后来发生关

于它的回忆的。这则讨论延续到 PS 和 PSV 1.12b2。在此，陈那继续解释：如果关于

对象的认识需要被另一个不同的认识所经验的话，那么，在以后将应该有一个关于

这个“认识的认识”的回忆。而基于前面说到的那个“如果对一个事物（包括认识）

没有已发生的认识经验，是不可能有后来对之产生回忆的”的原则，这个“认识的

a　同时参见 PSV 1.9a: dvyābhāsaṃ hi jñānam utpadyate svābhāsaṃ vịayābhāsaṃ ca（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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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又将应被另一个认识所经验，如是，将产生一种无穷过，即一种恶性循环。a

二  月称关于“回忆自证推论”的描述

月称（Candrakīrti）和陈那的主要继承者法称（Dharmakīrti，600—660）大约是

同时代的人。在其《入中论自释》（Madhyamakāvatārabhāṣya，下称 MABh）中，月

称曾提到过陈那。b而这也成为本文推断月称对自证分的批评是针对PS 和PSV 1.11cd

和 12b2 的一个理由。支持这个推断的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在 MABh 中，有

一段关于敌宗证明自证的叙述和PS 和PSV1.11cd 和12ab 非常相似。c在MABh 6.72–76

中，月称陈述了他对自证理论的反驳，而其中就包括了以下几个对敌宗的叙述 d：

[Q1] MABh: | ’dir smras pa | gal te yang gzhan gzhan gyis ’dzin pa yod pa ni ma 

yin mod kyi | de lta na yang rang rig pa ni yod pa yin no || de’i phyir rang rig pa kho 

nas de ’dzin pa’i phyir yod pa nyid du ’gyur ro zhe na |

［Q1］对此，［敌宗］说：［识］虽不被其他识所取，然而，有自证。因此，

彼［识］定为自证所取，故［自证］必定存在。

[Q2] MABh: ’di ltar sngon po yongs su gcod par byed pa’i shes pa gcig de’i 

→mjug← (D: ’jug P) thogs su ’byung ba’i rnam par shes pas gcod par khas len na || 

sngon po’i shes →pa’i← (D: pas P) shes pa de la yang myong ba po gzhan yod par bya 

dgos shing | de la yang gzhan zhig ’gyur dgos pas thug pa med pa’i skyon du thal lo |

［Q2］如是者，若承认：某一能决定青色之识是被后面随即出现的识所决定

的话，那么，对于彼青识之识，又需要另一个［识来认识它］，因此，将有无穷

之过失。

[Q3] MABh: | gang zhig mi ’dod pa des kyang gdon mi za bar rang rig pa khas 

blang bar bya dgos te |e gzhan du →ni← (P: ma D) mthong ngo zhes dus phyis 

a　事实上，在 PS 和 PSV 1.12b2 中，陈那使用“回忆因”的方式和这个因在 PS 和 PSV 1.11cd 中的应用方式是

有实质区别的。有关详情，请参见 Lo (2018a)，第 560—564 页。

b　参见 MABh D 347b2。
c　关于两者比较的详情，请参见 Lo (2018a)。
d　事实上，在原文该节中还有另一个对敌宗的叙述是和 PSV 1.12cd 十分相似的。相关译文和比较详情，请参

见 Lo (2018b)，第 324—327 页。

e　此句十分相似 PSV 1.12cd: tasmād avaśyaṃ svasaṃvedyatā jñānasyābhyupey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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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ung ba’i dran pas yul dran pa nyid dang | ngas mthong ngo snyam du yul gyi 

nyams su myong ba dran par mi ’gyur ro |

［Q3］某些不许［唯识宗见］者亦无疑应许有自证，不然的话，在后来将不

再会有回忆“所见者”的关于“境”的回忆以及思惟“我曾见者”的关于“境

的领受”的回忆。

以上的 Q1 是一个关于在 PS 和 PSV 1.12 中证明自证分的总体策略的一个介绍。

在其中，陈那反对认为识是被另一个识所领受的 —anyena jñānenānubhavea。Q2 可

被视作为一种关于陈那的无穷过之争的复述或解释 —该争议在 PS 和 PSV 1.12ab

被分别两次表述为 aniṣṭhā 和 anavasthāb。另外，当我们在 PS 和 PSV 1.12b2 中见到陈

那在解释如何用“回忆因”来反驳“识是被另一识所领受”时，我们可以将 Q3 看作

是这种反驳因的逆周遍（vyatirekavyāpti，即证明之大前提之否定陈述式）表述。而

这种表述曾在 PS 和 PSV1.11cd 中直接出现过。

三  月称对“回忆自证推论”的结构分析

以上已经揭示月称对敌宗的复述是与 PS 和 PSV 1.11cd 以及 12b2 在文意上是吻

合的。此外，我们可从月称对这个“回忆自证推论”的反驳中，反推他对这个证明

的结构的理解。月称的反驳出现在 MABh 6.73bcd。在此节中，月称投入了较多的笔

墨对自证分进行了在世俗谛层面的反驳。反驳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的：“就算是从世

俗名言来看，亦定不容有作为自证之果的回忆。”c为了解释这一反驳的理由，月称接

着说：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如同火［将被烟所成立一样］，当

自证将被某种识（即：识的回忆）所成立时，其［自证］必［首先被证实］存

在，由此，如同由［已获决定的］火而后来产生烟一样的回忆之前［自证］是

必要先已决定存在。然而，当前自证的可能性尚未成立。然则，岂能有一种作

a　在 PS 1.12a 中，这种策略被表述为：jñānāntareṇānubhave.

b　关于两种无穷过议论的详情，请参见 Lo (2018a)。
c　MABh: | ’on te ’jig rten gyi tha snyad kyi dbang du yin →na← (D: te P) de lta na yang rang rig pa’i rgyu can 

→gyi← (P: gyis D) dran pa mi srid pa nyid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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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证之果且无“自证”则不生的“回忆”？ a

这里月称引用了一个经典的“烟火推理”为其反驳“回忆自证推理”作比喻说

明。这个经典的“烟火推理”可以用如下的论式表述：

有烟的山中，有法，应有火，

以有烟的缘故。

在这个论式中，“火”被直接放在所立法（sādhyadharma）的位置上，而在因

（hetu）的位置上被直接放上“烟”。根据陈那的因明理论，在一个论式中的所立法的

一般性存在是必要首先获得辩论双方的共同承认（即：共许）。以这个论式为例：在

立论方要使用“烟”为原因去证明“有烟的山上有火”的宗时，他一定要获得他的

敌宗对“火”的存在的首肯，以及对“火和烟的因果关系”的首肯。在此例中，这

种首肯可能是此前在“厨房”的举例中获得的。也就是说，敌宗在此前需要在“厨

房”的环境中确认“火的存在”以及“烟火之间的因果关系”。否则，“烟”将沦为

一个不定因（anaikāntikahetu），因为要依赖于对“火的存在”的肯定才能被肯定的

因法周遍关系（vyāpti，亦即论证的大前提）将无法被肯定。

通过观察这则比喻论式使用情况，我们可以推论：月称一定是认为，陈那在 PS

和 PSV 1.11cd 中使用“回忆”作为理由证明“自证”时，他一定使用了相同的论式。

我们可以仿照“烟火论式”，将“回忆自证论式”作如下表述：

取色之识，有法，应有自证，

以其是识且有关于它的回忆的缘故。

在这个论式中，“自证”被直接放在所立法的位置上，而“回忆”被直接放在因

的位置上。据此，月称指出：由于当前的论式旨在建立“自证的一般性存在”，也就

是说，其一般性的存在是不可能获得敌宗的首肯的。因此，这个“回忆”因与其所

立法“自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为敌宗承认的。于是，这个因的“因法周遍”

将无法成立。因此，这个因只能是一个不定因。

a　MABh: →de← (D: om. P) ci’i phyir zhe na | gal te ’dir me bzhin du shes pa ’ga’ zhig gis rang rig pa ’grub par ’gyur 
na ni de yod pas du bas me ltar dus phyis ’byung ba’i dran pa’i sgo nas yod pa nyid du nges par ’gyur ba zhig na | 
rang rig pa de ni →da← (D: om. P) rung du yang ma grub pas | rang rig pa’i rgyu can rang rig pa med par mi ’byung 
ba’i dran pa ga la yod (om. D: de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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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月称对“回忆自证推论”的这个诠释真的就是陈那的本意的话，那么，他

将在这场辩中胜出。当然，有人会质疑，陈那会不会犯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会不

会是月称对陈那的议论的理解并不忠于原文。关于哲学文献评注中，对原文的复述

和分析是否忠于原文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检测是要看其是否能为原文的语法和

文法阅读所兼容，也就是说，要看该复述或分析是否会为原文的语法和文法阅读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当前的诤议中，在 PSV 1.11c 中的那句：tasmād asti … jñānasya 

svasaṃvedyatā 似乎不无清晰地表示了它和月称的复述和分析是可兼容的。不仅如此，

根据一种文献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共识 —一些公认的权威评注是可以被用以参考推

定被评注作品的原意的，在此，法称的《释量论》（Pramāṇavārttika，下称 PV）无

疑是《集量论》最具权威的评注。

四  法称及其追随者对“回忆推论”的评注

法称对“回忆自证推论”的评论始于PV 3.484a，其中明言：“自证亦为回忆所成

立。”a此中，自证是以名词的格式被直接表述出来。在这种表述下，上文月称对陈那

的理解便得到有力的佐证。法称以后，天主觉（Devendrabuddhi，630—690）、释迦

觉（Śākyabuddhi，660—720）、具愿喜（Manorathanandin，约 11 世纪后半叶）等释

文派评注中对该句都就字面作了追随解释，也就是说，在字面上，他们都将“回忆”

和“自证”进行了直接关联。b在后来大多数西藏文的释文评注本中，这个表述变得

更加肯定且清晰。譬如，在克主杰（Kedrup Je dGe Legs dPal bZang，1385—1438）

和郭然巴（Kedrup Je dGe Legs dPal bZang，1429—1489）的评注中，PV 3.484a 被分

别论式化为：

［克］识，有法，应有自证，以有“我见色”之回忆的缘故。c

［郭］取色等识，有法，应是于自有时之领受，以后时有回忆的缘故。d

至此，上述所有的材料显示，如果单纯根据这些文献的字面解读，我们似乎已

a　PV 3.484a: smṛter apy ātmavit siddhā.

b　参见 De D 255b4ff., Ś D 242b1 和 PVV, p. 261。
c　PVVke: shes pa chos can | rang rig yod de | ngas gzugs mthong ngo snyam du dran pa yod pa’i phyir || (p. 428) 

d　PVVgo: gzugs ’dzin pa’i shes pa sogs chos can | rang yod dus na myong ba yin te | dus phyis dran pa’i phyir…| (310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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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证据去下这样的结论：月称对陈那的“回忆自证推论”的理解是符合原著

的，也因此，他对陈那在论证方法上出现的问题的批评也是有效的。然而，有人或

许要质疑，难道再没有别的对原著有利的评注方法了吗？对此，答案是有的，我们

发现慧源护（Prajñākaragupta，750—810）和福称（bSod Nams Grags Pa，1478—

1554）曾作出过对陈那有利的评注。

五  另一种“回忆自证推论”的解读

在慧源护的《释量论释》（Pramāṇavārtikabhāṣya，下称PVA）中，他对PV 3.484a

提出了一个假设的质疑：“识的回忆”只能成立“识的领受”，但不能证明“自证”；

理应容许这样的回忆是关于了解“境识”的另一个认识者。a这则假设质疑实质上揭

示了：用“回忆因”所能证明的，只是相对宽泛的“识的领受”，但未能准确证明

该领受就是自证。而这也正是月称的批评所指。作为慧源护《释量论释》的追随者，

胜者（Jayanta，约 11 世纪中叶）甚至在其对 PVA 的评注中对这个质疑作了一个反例

式的补充说明，他说：就如同对蓝色的回忆只能证明该人见过蓝色，但不能证明蓝

色自己见过自己一样。b

针对这则假设质疑，慧源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tad anuttaramc。根据藏译本，这

句话的意思是：不能答此问。d而 anuttaram 本身不唯有“不能答”之意，且有暗示

“该质问是前后一致的或者是推托之言，故无法回答”的意味。e由这则假设式的问

答，我们可以推测，慧源护是同意设问者的意见的，也就是，他同意“回忆因”仅

能证明“识的领受”但不能证明“自证”。然而，他随后即跟随 PV 3.484bcdf破斥了

a　参见 PVA: nanu smṛter anubhavamātraṃ sidhyati na svasamvedanam | anyenāpi samvedane smṛtir yuktaiva | 
(pp. 448f.)。

b　J: dran las zhes bya ba rang rig pa yin par bstan pa ni rang rig pa grub par ma zad kyi zhes bya ba’o || nyams myong 
ma lus ldog par ’gyur || zhes bya bas nyams su myong ba las dran pa ma yin nam nyams su myong ba yang sngon por 
rang nyid kyis nyams su myong ba yin gyi | gzhan gyis nyams su myong ba ma yin zhes bya ba la nges pa ci yod |

c　PVA, p. 449.

d　PVAt: de ni lan du mi rung ste |

e　参考 MW: “cannot be answered” 和 “a reply which is coherent or evasive and therefore held to be no answer” 的条

目解释（第 33 页）。

f　参见 PV 3.484bcd: jñānasyānyena vedane | dīrghādigrahaṇaṃ na syād bahumātrānava-sthiteḥ || 翻译：如果［敌宗

说：前面］识是被另一个［识］所领受者，则［自宗应答］长［音］等将不能被执取，因为其［最先的音

节］应不能在长时间中留存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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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是被另一个识所领受”的观点。a胜者在对此处评注时提到，此时原文中的“自

所领受”（rang nyid kyis nyams su myong ba ni）的意思仅是“领受”（nyams su myong 

ba yin）而已。b这里被解释的所谓原文，亦即“自所领受”，并未见诸慧源护的

PVA，因此，它有可能是 PSV 1.11c 中的 svasaṃvedyatā。若如是者，svasaṃvedyatā

所表述的不是“自证分”之体，而是“为自所证”的事件。尽管胜者将一个外延相

对小的概念作出扩大外延的理解这一做法不太符合一般语言表达的规律，就如同，

当有人说“需要一个苹果”时，我们不会外延扩大化地理解该人只是泛指地“需要

一个水果”（除非有非常特别的语境前提）。然而，胜者评注中的那个藏文译文的表

述式对下面的争议至关重要。

有讽刺意味地，相似的表达式被福称在其关于《入中论》的评注中提到。他曾

建议将唯识宗的这个“回忆自证推论”作如下的论式化处理：

另外，不应立说“有自证”，因为［若如是则］得不到对敌宗［可举之］具

因、法之同喻（藏 mthun dpe，梵 sadṛṣṭānta）的缘故。然则，若有人问：将如何

立［论式］？［对此应答：］应立为“取色眼识，有法，应有其领受者，以有

回忆其之识的缘故。［此因应成立］以由此［论式的］成立，“取色眼识中有自

领受”可成立的缘故，［此因应成立］以由此因成立，可成立在取色眼色中有领

受者，且可以依理破斥为他［识］所领受的缘故。c

在这个评注中，福称指出了如果将“自证分”直接摆在所立法的位置的话，将

举不出适用于论式的同喻。众所周知，在陈那的因明理论中，如果论式缺乏同喻，

那么因法周遍就无法确立了。因此，福称建议将陈那的“回忆自证推理”作如下的

论式化处理：

取色眼识，有法，应有其领受者，

以有回忆其之识的缘故。

a　参见 PVA: anyena vedane jñānasya dīrghādigrahaṇan na syāt | (p. 449)。此句几乎就是 PV3.484 的一个直接引用，

译文参见第 172 页注④。

b　J: rang nyid kyis nyams su myong ba ni nyams su myong ba yin gyi |

c　MABhsd: de yang rang rig yod de zhes ni mi ’god de | phyi rgol la rtags chos gnyis ldan gyi mthun dpe mi rnyed 
pa’i phyir | ’o na | je ltar ’god ce na | gzugs ’dzin mig shes chos can| khod myong byed yod de | khyod dran pa yod 
pa’i shes pa yin pa’i phyir | zhes ’god pa yin te | de grub pas gzugs ’dzin mig shes la rang myong yod par ’grub pa’i 
phyir te | de grub pas gzugs ’dzin mig shes la myong byed yod par ’grub | gzhan myong rigs pas khegs pa’i phyir | (pp. 
16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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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论式的所立法的位置上，被放置的仅仅是“其领受”而不是“自证”。这

样保证了立敌两方能在这个论式中举出共许的同喻，譬如：“被回忆的色”。继此论

式之后，为了证明自证分，还需要一个在字面上不提自证的论式。据福称的理解，

那可以通过破斥那个“取识之识”是“识之外的另一个识”来完成。而这种破斥，

我们正好在 PSV 1.12b2 中关于无穷论证的议论中找到。我尝试将该段议论作如下的

论式化处理：

眼识之领受，有法，应非其所领受识之外的另一识，

以其若是所领受之识之外的另一识者，则有无穷之过失的缘故。

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关于陈那“回忆自证推理”的结构叙述式。根据这

个叙述式，PS 和 PSV 11.cd 和 1.12ab 的议论结构可作如下的分析。首先，陈那在 PS

和 PSV 1.11cd 中提出“回忆”作为理由证明自证，然而，此时所谓的证明自证只是

一种一般意义的叙述，并不是要将“自证”摆在论式的所立法上。文意上，由陈那

在 PSV 1.11c 中的那句 jñānasya svasaṃvedyatā 所表达的，虽然也可以如月称和法称

般理解为就是自证，但是，这句话中的 svasaṃvedyatā 是一个动词的必要分词演变成

的抽象名词，它本身的字面意思是关于“应被自身领受的一种属性”，而不必要是自

证本体。也就是说，它可以不被视为一种认识的表述。而在当前的论式安立中，放

在所立法位置上的，只有“识的领受”而已。而在此后，考虑到敌宗有可能认为这

个“识的领受”可以是“识本身之外的一个领受”，就如同“色之识”就是“色之

外的识”一样a，陈那对此，在PS 和PSV 1.12ab 中提出了反对：他指出，若如是者，

则有无穷的过失。这样的一种评注方式和陈那的原著本身亦正好可以兼容。

六  对印度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分析方法应用的一点反思

在印度哲学的研究领域，语言学方法和哲学分析法是两个最常用的方法。在理

想的情况下，如果原文献可读性强，表达方式直接无歧义的话，又或者，我们有足

够清晰有说服力的评注时，一般语言学方法似乎足以让我们解读文意。简而言之，

如果文本直读便可令人明白且无争议，那么我们也用不上什么哲学分析的辅助。然

a　参见 PSV 1.12: syād etat – rūpādivaj jñānasyāpi jñānāntareṇānubhav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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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领域里（甚至在一切学科领域里），这种理想情况的出现是罕见的。本

文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范例，某种文句的阅读不足以佐证它是必然的唯一解读方式。

本文中关注的《集量论》中的部分文句，若就字面阅读，我们虽可判定月称在这场

辩论中的胜利。然而，我们也找到了另一种解读方式，一种有利于陈那的解读方式。

而因此，也为我们在关于什么是作者原意的判断上产生了疑惑。关于这个问题，我

想借用斯坦因凯勒教授对法称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两个原则提议，它们是：一、有

意义和一致性原则；二、教诲目标的原则。a根据这样的原则，教授提出，我们或许

可以在翻译中降低对原文的僵直式的表述。b假使我们同样能将这样的方法原则应用

到对陈那的研究的话，我们当然可以采用本文中的第二种解读方式。总结而论，陈

那已逝，若有人说什么正本清源之语，不过只是一家自恃之言。其实，只要我们能

找到一种既和原文在语法文法上没有削足适履之过，且又能逻辑自洽的解释时，那

都可能是陈那原意。我们不能假设哪一种才是唯一的陈那原意，但，我们谁都可以

作以下的假想：如果我是陈那，我会取哪一种评注以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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