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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垢友（Vimalamitra）是《心经》的藏译者，曾经对《心经》作了

注释，而今此注释只存有藏译本。无垢友的《心经》注释对后来的印度以及西

藏的注释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主要原因可能是此注释非常详细，引用了很多文

献，提到并且批评了其他学派例如毗婆沙师、经量部、瑜伽行派、胜论派以及

弥曼差派。尽管已有不少相关的先行研究，但由于原始梵文本的佚失，无垢友

的《心经》注释依然很难理解。本文将简述此注释的主要内容，特别考察无垢

友对梵文《心经》所进行的词源学解释，并且阐述先行研究中没有被提到过的

无垢友基于中观视角，与经量部、瑜伽行派关于空性的一些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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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一）《心经》的注释文献

众所周知，古印度和西藏僧侣注释的《心经》是广本，即包含开场语（例如

“如是我闻”）和结束语的，而不是作为《心经》代表的玄奘汉译的略本。

已知八种古印度学者对《心经》的注释，但都仅存藏译本，分别是：

（1）莲花戒（Kamalaśīla）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注》（Prajñāpāramitāh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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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aṭīkā），G no. 3220a，P no. 5221。

（2）无垢友（Vimalamitra）造《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注》（Āryaprajñāpā-

ramitāhṛdayaṭīkā, 下文简称《广注》），D no. 3818，Tb，P no. 5217。

（3）智友（Jñānamitra）造《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Āryaprajñāpāramitāh

ṛdayavyākhyā），D no. 3819，P no.5218. tr. φ。

（4）阿底峡·燃灯吉祥智（Dīpaṃkaraśrījñāna）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vyākhyā），D no. 3823，P no. 5222。

（5）善军（Praśāstrasena）造《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注》（Āryaprajñāpār-

amitāhṛdayaṭīkā），D no. 3821，P no. 5220. tr. φ。

（6）金刚手（Vajrapāṇi）造《薄伽梵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注义灯》（Bhag

avatī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ṭīkārthapradīpa），D no. 3820，P no. 5219。

（7）吉祥大众（摩诃阇那、摩诃迦那，Śrīmahājana）造《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义遍知》（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ārthaparijñāna），D no. 3822，P no. 5223。

（8）吉祥狮子·大日（Śrīsiṃha-Vairocana）造《密咒辩了·般若心经注》

（Mantravivṛtaprajñāhṛdayavṛtti），D no. 4353，P no. 5840. tr. φ。

小唐纳德·S. 洛佩兹曾将这八种注释全部翻译成英文，于 1996 年在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阐述空性：〈心经〉的使用》（Donald. S. Lopez, Jr., 

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ut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以下简称《阐述空性》）。尽管这是一项精致的成果，但至少在以下两个

方面略显不足：一是每种注释中所引用经论的考据，二是推测藏文翻译背后的梵文

原文的准确性。诚然，《阐述空性》也有两个优点，一方面，因为是由一位作者独立

完成的译著，它体现了对《心经》注释特点的系统性理解；另一方面，它包含了对

文献一丝不苟的理解，而这些文献似乎原本就是以藏文写成的。c

a　金字丹珠尔版（参见 Miyake [2000]）。这部释论缺少德格版和卓尼版。

b　其中一个版本收入“藏传佛教资料信息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现更名为“佛教数字资源

中心”）的“核心藏书”第 7 编，TBRC 资源编号为 W23159（网址：https://www.tbrc.org/#!rid=W23159）。
网站上该文献的“著录信息”为：“《心经》注释，无垢友造，阿扬仁波切（Ayang Rinpoche）搜集并提供

的早期写本”。在它的“附注项”有如下说明：“影印自阿扬仁波切收藏的一件旧写本，以古藏文楷体字

书写”。这个情况基本属实。这件写本看起来相当古老，它有以下一些特征，例如 med 作 myed，’dun no
作 ’dun’ no，bstan 作 bstand。同时它也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当它引用一些《心经》的经文时，在每个字

母下均加一个小圈。第二，有时断句既不对应德格版，也不对应北京版，反而像是这两个版本的重新整理。

因此，我推测这件写本是一种［后来的］版本。然而，事实上，德格版和北京版都读不通的地方，却可以

在这个版本中找到合适读法。因此，我在校订《广注》时，也参考了这一版本。

c　谈锡永编著的《〈心经〉内义与究竟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年，以下简称《内义》）是一部由多位

学者共同完成的精致著作。这部著作包含了无垢友、阿底峡、吉祥狮子、莲花戒四个《心经》注释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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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位日本学者编辑出版了《般若心经注释集成：印度·西藏编》（渡辺章

悟 ・ 高橋尚夫編 , 般若心経註釈集成インド·チベット編 . 東京 : 起心書房 , 2016，以

下简称《集成》），不仅包含上文提到的八种《心经》注释的翻译，还外加了三个藏

文《心经》疏注。《集成》包括解题导论、日文翻译和每个疏注的解释三个部分。由

于对每一疏注的所引文献有了新的考据等等，这部著作相比《阐述空性》取得了一

些进展。然而，其中的翻译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不尽如《阐述空性》的地方。另外所

有八种注释的藏译精校本没有出版。a因此，仍有必要制作这些《心经》注释的精校

本（含新的翻译）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重新审视。b

在这些《心经》注释中，无垢友c的《广注》（引文中简称PHT）篇幅最长，对后

来印度和藏译《心经》的注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d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了其他

学派诸如毗婆沙师、经量部、弥曼差，还有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的争论。

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概述无垢友的《广注》；第二，根据

梵本对经文进行特别的词源学解释；第三，阐释关于空性的基本教义，考察（作为

中观派论师的）无垢友与毗婆沙师、经量部以及瑜伽行派关于空性的辩论，这些争

论未受到前人研究的足够重视。

（二）无垢友《广注》概要

这部注释开篇如下（PHT, D267b1-, T1-, P285b5-）：

rgya gar skad du| ārya prajñā pā ra mi tā hri da ya ṭīkā| 

bod skad du| ’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i snying po’i rgya cher 

bshad pa| 

byang chub sems dpa’ sems dpa’ chen po thugs rje chen po dang ldan pa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la phyag ’tshal lo||

（附录收入了这四种文献的北京版的影印件）。关于无垢友的疏注（第 52—84 页），尽管学者们的翻译中添

加了一丝不苟的解释，但翻译本身似乎受到了《阐述空性》一书翻译的影响。下文中将谈及他们关于无垢

友文本的翻译。

a　有一个吉祥狮子·大日疏注的版本。详见《集成》第 125 页。

b　拙文 Horiuchi ( 2019ab) 已经精校了无垢友《广注》开篇部分。

c　关于无垢友的主要信息，参见已有研究，诸如《阐述空性》、《集成》（大八木）以及 Gruber ( 2016)。
d　大八木列出的关于这部《广注》的先行研究中有：阿底峡的注释、俄·洛丹喜饶（rNgog）、释迦具

胜（Śākya mchog ldan）、蒋扬噶威洛追（Jamyang Gawai Lodrö，1429—1503）以及觉囊·多罗那他

（Tāranātha）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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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偈：

dus gsum rgyal ba byang chub sems dpar bcas||

’gro ba’i gnyen gcig kun la phyag ’tshal nas||

’bum la sogs pa’i (pa’i] DT; pa P) don gyi gtso bo mchog|| 

rgyal ba’i yum gyi snying po bshad par bya||

纲要：

(1) gleng slong ba dang (2) skabs dang ni|| 

(3) bstan par gtogs pa ’dus pa dang|| 

(4) gleng gzhi (5) dris dang (6) lan btab pa|| 

de ni rnam pa bcu gcig dang|| 

(7) mthun ’gyur (8) rjes su yi rang [P286a] dang|| 

rnam pa brgyad du bsdus pa yin||

《广注》基于上述纲要解释《心经》，其中八个要点与《心经》的关系如下（字

母 A 或 D 等参考 Silk（1994）所划分的《心经》段落）：

(1) gleng slong ba, 导论 (D): ’di skad bdag gis thos pa

(2) skabs, 时机 (D): dus gcig na| bcom ldan ’das rgyal po’i khab bya rgod phung 

po’i ri la ... bzhugs te|

(3) bstan par gtogs pa ’dus pa, 在圣教中集会 (D): dge slong gi dge ’dun chen 

po dang| byang chub sems dpa’i dge ’dun chen po dang thabs gcig tu bzhugs te|  

(4) gleng gzhi, 因由 (D-E): de’i tshe ... 

(5) dris pa, 提问 (F-G): de nas sangs rgyas kyi mthus| ... 

(6) lan btab pa rnam pa bcu gcig, 十一种回答 (H-T): de skad ces smras pa dang ...

(7) mthun ’gyur, 赞叹 (U-V): de nas bcom ldan ’das ting nge ’dzin de las bzhengs te| ...

(8) rjes su yi rang ba, 随喜 (V-W): de bzhin gshegs pa rnams kyang rjes su yi 

rang ngo …



中观派与毗婆沙师、经量部、瑜伽行派的对话：无垢友《心经广注》研究　·197·

二  《广注》的主要特点

（一）基于梵文的词源学解释

《广注》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提到了该文本的译者。一些《心经》注释的末页没有

提到译者，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作者本人以藏文写成。一些学者怀疑这种情况也适用

于《广注》，然而《广注》的末页提到了译者。这一信息显示了《广注》最初以梵文

写成，而后被译成藏文。我将举例阐明这一点。

1．薄伽梵（bhagavān）

PHT, D268a, T3, P286b: bdud bzhi bcom par gyur (gyur] DT; ’gyur P) pa’i phyir 

bcom ldan ’das te|a

因他已经制服／摧毁了（*bhagna-vān）四魔（*māra），（他是）b薄伽梵

（bhagnavān）。

2．比丘（bhikṣu）

PHT, D268b, T4, P287a: de la nyon mongs pa bcom pa’i phyir dge slong ngo||

a　这是一个关于术语“薄伽梵”（bhagavān）的著名的词源学（nirukti）解释（bhagnavān→bhagavān），可

以在很多印度注释文献中见到，往往和“bhaga-vān→bhagavān”（拥有 bhaga 的）一起出现。在这些注

释文献中，bhaga 有六种解释（《释轨论》[Vyākhyāyukti，见 Horiuchi 2016, 2017]，《现观庄严论光明》

[Abhisamayālaṃkārālokā]，《八千般若释最胜心要论》[Sāratamā，见 Seton 2015: 22-23]，《决定义经注》

[Arthaviniścayasūtranibandhana，Samtani 校订本 241-242，77.4-78.3]，安慧 [Sthiramati] 造《阿毗达摩俱舍论

释广注真实义》[Abhidharmakoṣabhāṣyaṭīkātattvārtha, D no. 4421, P no. 5875]，戒贤 [Śīlabhadra] 造《佛地经论》

[Āryabuddhabhūmivyākhyāna, D no. 3997]，无性 [Asvabhāva] 造《摄大乘论释》[Mahāyānasaṃgrahopanibandhana, 
D no. 4051] 以及其他论师的作品，诸如寂护 [Śāntarakṣita, D no. 3883]、月称 [Candrakīrti, D no. 3865]、观誓

[Avalokitavrata, D no. 3859]、莲花戒 [Kamalaśīla] 的作品，牙军 [Daṃṣṭrasena, D no. 3807]、智友 [D no. 2647]、无

垢友 [D no. 4106]，等等）。这与吉祥狮子·大日的注释以及智友的注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体来说，这两

个注释也解释了《心经》中的术语 bcom ldan ’das（D206a3-6, G134b5-135a2; D281a3-5, P302b6-303a2）。尽

管先行研究试图把这两个注释的解释往梵文词 bhagavān 划归（《集成》第 129 页、《阐述空性》第 109—110
页；《集成》第 153 页、《阐述空性》第 141—142 页），但是这两个注释似乎从一开始就是用藏文写成的，所

以在这里它们提供的是藏文词 bcom ldan ’das 的解释，而不是从梵文词 bhagavān 的角度解释。显而易见，因

为这两个注释赋予了 bcom ldan ’das 中 ’das 特殊的含义，而这一部分是梵文词所缺少的（bcom 即 bhaga-，ldan
即 vān，而 ’das 无对应），原文如下：吉祥狮子·大日注释：log pa’i shes pa las ’das pa’o||；智友注释：’das zhes 
bya ba ni mi gnas pa’i mya ngan las ’das pa ste| (ste|] D; pa’o|| P)

b　原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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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因［他］已经摧毁（*bhinna-）诸烦恼（*kleśa），他是比丘

（*bhikṣu）。a

3．圣（ārya）

PHT, D270a, T8, P288b: sdig pa mi dge ba’i chos rnams las ring du bsrings te 

song bas na ’phags pa’o||

因他远（*ārāt）离（*yāta）罪恶以及不善法，（他是）b圣（ārya）。c

4．saṃ 当成 sama

PHT, D278a-b, T27, P299a-b: bla na med pa zhes ’byung ba ni thob pa dang 

dmigs pa dang sgrub pa rnam pa (rnam pa] D; rnams PT) ’di las gong na med pa’i 

phyir ro|| yang dag par (*samyak) [P299b] zhes ’byung ba ni phyin ci ma log par ro|| 

mnyam par (*sam) zhes ’byung ba ni mtshan nyid med pa nyid kyis mtshan nyid 

gcig pa’i phyir ro|| byang chub (*bodhi) ni rtogs pa’o|| mngon par ni mngon sum mo 

(mo] DP; du ste T)|| mnyam par sangs rgyas pa ni rdzogs par sangs rgyas [D278b] so||

这是对术语“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 abhisaṃbuddhāḥ”的解释，《心经》的

藏译为：bla na med pa yang dag par rdzogs pa’i byang chub (tu) mngon par rdzogs par 

a　在善军的《心经》注释中可以找到一个相似的解释（D no. 3821, P no. 5220: D296a4, P320b8: nyon mongs pa 
thams cad bcom pa’i phyir dge slong ngo）。正如《集注》第 193 页注 8（渡边章悟）所注解的那样，当他翻

译这部分时，这也是在做此类研究时发现的一个词源学解释，比如《大智度论》（T25.no.1509.80a2-3）：“复

次比丘破，丘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比丘”，榊亮三郎编《翻译名义大集》（Mahāvyutpatti）第 8752 条，以

及《阿毗达磨俱舍论释》（引用时简称 AKBh）中的“bhinnakleśatvād bhikṣuḥ”（223.16 ［ad. 4.39］）。前人

的研究对《广注》中术语的翻译并没有错，但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阐述空性》第 59 页：Regarding 
that, because they have destroyed the afflictions, they are monks.《内义》第54 页：以其已断烦恼，是故为比丘。

《集成》第 86 页（大八木）：そのうち、 煩悩に打ち勝つ者であるから 「比丘」 である。

b　原文译者注。

c　《阐述空性》第 52 页：Because he has cast afar sinful, nonvirtuous phenomena and has gone far from them, he is 
called noble (ārya).《内义》第 58 页：以远离罪障及不善法，故称为“圣”（ārya）。《集成》第 89 页（大八

木）：諸々の悪不善法から遠く離れて去った者なので、 「聖」 である。 AKBh, 157.16, ad.AKK, III.44: ārād yātāḥ 
pāpakebhyo dharmebhya ity āryāḥ | (AKBh ( 藏译 ), D ku 144a1: sdig pa’i chos las ring du song pas na ’phags pa 
rnams te), 《阿毗达摩俱舍论释》（汉译本，T29n1559.214a5）：从恶堕法能远出离，故名圣。善军的注释（D 
ma 307a）：de la ’phags pa zhes bya ba ni sgrib pa gnyis las ring du song ba’o||（《集成》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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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s rgyas so，译成汉语可以是“证得无上正等
4

菩提”。在这里，samyaksaṃbodhi 中

的 sam 相当于 rdzogs。rdzogs 在藏文中一般指有如下含义：“动词：被完成，被完

结……形容词：完全完成的、无可指责的……副词：完美地，完全地。”（参见叶斯

开［Jäschke］的《藏英词典》）然而，在《广注》中，它被译作 mnyam par，这意味

着无垢友把 sam 当成 sama 进行解释。a这一解释显示，第一，这是基于梵文而不是

藏文 b（我们不能从藏文词 rdzogs 推断出“等”的含义）；第二，无垢友倾向某种词

源学上的解释（严格来说，把 sam 当成 sama 可能不是“nirukti”即词源学解释，更

像是一种文字解释）。

由此，可以说《广注》更倾向（某种）基于梵文的词源学解释。这是理解《广

注》对般若波罗蜜多和空性的解释的关键。

（二）般若、般若波罗蜜多与空性

一些学者主张早期般若波罗蜜多经（比如《八千颂》［Aṣṭasāhasrikā］）的核心主

题并不是空性，这看起来很有说服力。c然而，《心经》作为稍晚时期般若波罗蜜多经

的一部，确实是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和空性的。所以，我将就这一点考察《广注》。

PHT: D270a, T8, P289a: rnam pa sna tshogs shes pa’am| shes pa’i mchog yin 

pas shes rab po||d

前人的翻译如下：

《阐述空性》第 52 页：Because it is knowledge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r is the 

supreme knowledge, it is called wisdom.

《内义》第 58 页：以其遍知，且为无上智，故称“般若”（prajñā）。

《集成》第 89 页（大八木）：諸々の種類を知ること、あるいは知の最勝で

あることによって「般若」である。

前人的翻译没有错，但并不准确。如果我们推测这句话所译的梵文，我们可以发现

a　有意思的是，汉译“等”传达了 sama 的微细差别。

b　大八木基于其他的证据认为《广注》是对《心经》梵文本的注释，而并不是为《心经》藏译本所作，参见

《集成》第 113 页注 21。我同意这个观点。

c　详见 Harada (2010): 118ff. fn. 39。
d　这部分是解释《心经》中“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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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垢友为般若一词提供了一个精细入微的解释。也就是说，正如我前文已经指出的，

无垢友更愿意基于梵文对若干术语给予词源学上的解释。在这里，这一点似乎也说

得通。如果我们在搜索其他文献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毗达磨集论》（以

下简称 ASBh）中找到般若的解释，原文如下：

ASBh, 105.24-106.1: parapraṇītajñānāt (106) pratyātmajñānāt prakārajñānāt 

śamaprāpti-guṇaprakarṣajñānāc ca prajñā |

ASBh（藏译）, D li 77a1-2, P śi 95a3-4: gzhan gyis smras pa shes pa dang| so 

so rang gis (gi P) shes pa dang| rnam par shes pa danga| rab tu zhi ba thob pa dang| 

yon tan mchog tu phyin par shes pas shes rab ste|

其内容和措辞都表明了在 ABSh 中的 prakārajñānāt 和 prakarṣajñānāt 相当于《广

注》中的 rnam pa (sna tshogs) shes pa[s] 和 shes pa’i mchog yin pas。b而且，ASBh 进

一步将最后一个复合词分成 śamaprāptaye jñānaṃ 和 guṇaprakarṣāya jñānaṃ (106.3-4)；

也就是说，它把这些复合词当作“为格依主释”复合词翻译。

另一方面，在其他文献中又有如下经文 c：

Sāratamā, 71: yo ’nupalambhaḥ sā prajñā-pāramitā, prakṛṣṭajñānatvāt pāragatvāc ca|

因此，以上《广注》的梵文本可推测如下：

rnam pa sna tshogs shes pa’am| shes pa’i mchog yin pas shes rab po||

*vividhaprakārajñānāt prakarṣajñānād vā prajñā.

因为［它（*prajñā）］是种类的知识（*prakārajñāna），或者，因为它是极

好的知识（*prakṛṣṭajñāna）（／追求极好的知识［*prakarṣajñāna］），它是智慧

（般若）。

a　rnam par shes pa 中的 -r 应被当作业格。

b　我并不是主张无垢友引用了 ASBh（尽管有这个可能），但我引用 ASBh 来强化我在这里的假设，即《广注》

的梵文问题。

c　在 2018 年春永（Harunaga Isaacson）教授冬季学期的课上，我学到 prajñā 的一般解释为 prakṛṣṭa-jñāna，并

找到了本文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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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文的词语 rnam pa 在《广注》中有时被用于特指八个短语。这八个

短语修饰诸法（sarvadharma）。（《心经》中的诸法：（1）空性 śūnyatā，（2）无相

alakṣaṇā，（3）不生 anutpannā，（4）不灭 aniruddhā，（5）不垢 amalā，（6）无离垢

（不净／离垢／无垢）avimalā，（7）不减 anūnā，（8）不增 asaṃpūrṇāḥ。a）

PHT, D271a, T10, P290a: rnam par blta (blta] D; lta PT) ste zhes ’byung ba ni 

rang gi ngo bo stong pa la sogs pa’i rnam pa sna tshogs su lta ba ste

PHT, D272a, T12, P291b: [Q] ji ltar na rang gi dngos po stong pa la sogs pa’i 

rnam pa’i sgo nas phung po la sogs pa la rnam par lta ba ni

PHT, D275a, T20, P295b: [O] ci’i phyir rnam pa brgyad（相当于上文（1）~

（8）八个修饰语）kho na dang go rims kyang ’di ltar gsungs she na|

藏文词 rnam pa 可以是很多梵文术语的翻译，但 ākāra 和 prakāra 似乎是最适合

的。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前文 ASBh 以及其他文献，可以假设 prakāra 作为对应的梵

文术语翻译。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深深地关系到般若与空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般若是种类

（*prakāra）的知识（*jñāna），比如空性（前文提到的八种修饰语）。换句话说，般

若可以理解空性是因为它是般若。因此，无垢友似乎为《心经》中般若与空性的链

接提供了一个词源学背景。

第二个关于般若的解释也很重要。这个解释在前文所提到的引用之后紧接着出

现，具体如下：

dam pa’i dngos po (*paramasya bhāva) ni dam pa nyid (*pāramī)b de dam 

pa kho na yin no|| ’jig rten na gang las (na gang las] PT; gang la D) mchog gzhan 

med pa de (pa de] T; pa DP) ni dam par (par] PT; pa D) bshad de| shes rab kyi 

(*prajñāyāḥ) dam pa nyid (*pāramī) ni (ni] PT; na D) sh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 (*prajñāpāramī) yin no|| de bas (de bas] D; des PT) na ’di skad du| rang gi ngo bo 

stong pa la sogs pa’i rnam pas shes pa dam par ’gyur te| shin tu mchog dang ldan pa 

a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敦煌石室本）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T8n255.850c）：一切法空性，无相，无

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

b　dam pa nyid：施密特（Richard Schmidt）编《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节本补遗》（Nachträge zum Sanskrit-
Wö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 von Otto Böhtlingk，莱比锡 1928 年版）认为：“pāramī° f. = paramasya bhāvaḥ, 
Padyac. II, 54b; IX, 56a.”因此，我把 dam pa nyid 假设为 *pāramī。参见下文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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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 yin pa de ni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nyid (*prajñāpāramitā)a do||

标记部分的翻译如下：

通过种类（*prakāra）比如［成为个体的］自性空（svabhāva-śūnya），［般

若］变成终极（dam pa, *parama）知识（*jñāna）。这个拥有（-dang ldan pa）终

极卓越（*atiprakarṣa）的［般若］，是般若波罗蜜多（*prajñā-pāramitā）。

换句话说，通过了解种类，比如空性，般若变成终极知识；也就是说，般若拥

有终极卓越。这叫作般若波罗蜜多。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般若 = 种类的知识 + 终极的知识 → 当它了解了种类 → 般若拥有了终极卓越（的

知识）b= 般若波罗蜜多（prajñā = prakārajñāna + prakṛṣṭa/prakarṣa-jñāna → 当它了解了

prakāra → prajñā possesses atiprakarṣa = prajñāpāramitā）

三  《广注》的基本教义

这里我将考察无垢友对空性的基本理解。

（一）八种修饰语和三种三摩地

般若是空性的知识。而无垢友如何理解诸法的八种修饰语，比如空性等？关于

这个，他把这八种修饰语与“三解脱门”（vimokṣamukha）或者三种三摩地划拨在一

起，即空性三摩地、无相三摩地和无作三摩地。他还依据这三种三摩地，解释了八

种修饰语的顺序。

PHT, D275a-b, T20, P295b:

［问］ci’i phyir rnam pa brgyad kho na dang go rims kyang ’di ltar gsungs she na| 

［答］’dir bshad pa ’di ni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i snying po yin la 

a　nyid 可以是 -tā/tva 或者 eva 的翻译。尽管我的假设很不寻常，但在这里我把 prajñāpāramitā 中的 -tā 假设成

这个 nyid 的翻译。一方面因为这里不可能添加一个 eva，另一方面因为前面一句的解释显示了前面一句里

的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就是 prajñāpāramī 的翻译。

b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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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ying po yang gzhan (gzhan] DP; φ T) yan lag thams cad las dam pa gtso bo yin no||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i gtso bo’i don ni stong pa nyid la sogs pa rnam par [D275b] 

thar pa’i sgo gsum yin no||

［问］为什么有八个修饰语，并且按照这个顺序被教授的？

［答］回答说：这［《心经》］a是智慧圆满的心。而这个心进一步意味着某些

比其他分支更好的、更根本（pradhāna）的事物。这个智慧圆满的根本意义是三

解脱门（*vimokṣamukha），比如空性。b

总而言之，三种三摩地与诸法的八种修饰语之间的关系如下 c：

第一，空性三摩地对应（1）空性 śūnyatā，（2）无相 alakṣaṇā；

第二，无相三摩地对应（3）不生 anutpannā，（4）不灭 aniruddhā，（5）不垢

amalā，（6）无离垢 avimalā；

第三，无作三摩地对应（7）不减 anūnā，（8）不增 asaṃpūrṇā。

（二）空性的证明

在这八种修饰语中，无垢友花了很大篇幅谈论第一个—空性。无垢友特别地

考察了空性与色。他的基本教义与中观派很像，正如我在下文即将讨论的。无垢友称

万事万物是缘起的（pratītyasamutpanna）、无自性的。然而，缘起的事物施设存在着。

1. PHT, D272b, T14, P292a:

［问］yang ’di skad du phung po la sogs pa’i rang gi ngo bo med par ga (ga] DT; 

gang P) las shes par bya zhe na| 

［答］’dir smras pa| phung po dang| skye mched dang| khams (skye mched dang| 

khams rnams] D; khams dang skye mched rnams P, skye mched dang| khams T) ni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yin pa’i phyir rgyu med pa nyid dang| rtag pa nyid kyi 

phyogs (phyogs] PT; sa phyogs D) bsal ba yin no||

［问］复次，如何知道五蕴等没有自己的本性（*skandhādi-svabhāva-abhāva）？

a　译者注。

b　《阐述空性》第 62 页；《集成》第 100 页（大八木）。

c　这必然与《心经》开始时佛陀进入三摩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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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回答说：因为诸蕴、诸入和诸界是缘起的（pratītyasamutpanna），所

以无因且永久［起源］的观点被否定了。

2. PHT, D273a, T14, P292b:

de bas na gzugs la sogs pa’i snang ba gang yin pa de dag smig rgyu’i chu la sogs 

pa bzhin du rang gi ngo bo stong pa yin no|| 

de dag la yang de dang de la brten nas ’byung (’byung] DP; byung T) ba zhes 

rtog pa gang yin pa de ni kun rdzob yin no||

因此，显现比如“色”是像海市蜃楼一样的“自性空”（svabhāvaśūnya）。

同样地，关于诸色，“此有故彼有”的假设是施设的（／那些被理解为“此

有故彼有”的是施设的［？］）。

3. PHT, D274a, T17, P294a: kun rdzob tu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khas len 

pa’i phyir...

因为［我们］在施设层面接受缘起……a

（三）（作为中观师的）无垢友与经量部、瑜伽行派关于空性的若

干争论

上文阐明了无垢友著《广注》的重要特点，以及它基于中观派教义对空性的基

本理解。无垢友如何解释对空性的另一些范式表达，如“色即是空”四句？“色即

是空”四句公式也就是：（1）色即是空（rūpaṃ śūnyatā），（2）空即是色（śūnyataiva 

rūpam），（3）色不异空（rūpān na pṛthak śūnyatāb），（4）空不异色（śūnyatāyā na 

pṛthag rūpam）。

事实上，这个四句公式被视为可对治色或空的误解。关于上述范式，无垢友提

到了其他学派并且展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辩论。尽管这个发生在无垢友（作为中观派）

和对手（先行研究认为是瑜伽行派）的对话很有意思，但篇幅所限，本文仅介绍这

场争论的一部分。

a　这句话是无垢友站在中观立场与其对手（瑜伽行派）关于空性对话。

b　如果我们按照字面读汉译本，第三句与第四句的位置必须对调。然而，汉译本的第三句和第四句似乎是梵

文本的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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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毗婆沙师、经部师等的驳斥。

1．色即是空

PHT, D272a, T13, P291b:

gzugs stong pa’o zhes bka’ stsal te| skabs yin pa’i phyir rang gi ngo bo nyid kyis 

zhes ’byung ba dang sbyar ro|| 

’di ltar gzugs la sogs par snang ba la (1) dngos po yin pa dang| (2) btags pa yin 

par smra (smra] DT; snang P) ba rnams rnam pa de gnyis su rtog (rtog] PT; rtogs D) 

par byed do|| 

［观世音］说：“色即是空。”［这（例如这句话）］与短语“关于自性”相联

系，因此它［在这里］是主题。

某人作出［如下］两种假设：也就是，关于像色那样的显现（*ābhāsa），一

是那些主张［它是一种］实体（*vastu）的，二是那些主张［它是一种］名称上

存在（*prajñapti）a的。

有必要讨论第一段第二句话。在前面的《心经》段落中（Silk［1994］的 E 段），

术语“svabhāvaśūnyān”出现了。无垢友认为 svabhāva- 应该被加在这里。也就是说，

他在教导我们理解“色即是［自性］空”b。

2．色的两种假设

《广注》接着说：

(1’) de la gzugs la sogs pa snang ba dngos po yin par smra ba ni bye [P292a] brag 

tu smra ba dang| dpyod (dpyod] DT; spyod P) pa pa la sogs pa’o|| 

(2’) don snang ba btags pa yin par smra ba ni mdo sde pa ste| de dag ’di skad du 

don {ni} sngon po la sogs pa phyi rol [D272b] na yod pa nyid (nyid] DT; φ P) yin la| myong 

a　《阐述空性》把 btags pa 译成“归咎”（imputations）。我不清楚这在英语里隐含的意思，但是“designation”

似乎是更常见的英语同义词。因为在这里 btags pa 肯定是 prajñapti 的翻译，是与 dravya 相对的（见爱哲顿

编《佛教混合梵文字典》）。同样地，《内义》第 64 页译成“欺诳”、《集成》（大八木）译成“仮設”是正确

的，这两个词是中文和日文中常见的 prajñapti 的同义词。

b　《阐述空性》第 56 页：because of the context, [empty] of intrinsic entity should be affixed.《集成》第 93 页（大

八木）：〔その〕説明をするために「自性をもって」という〔語〕を付け加えたのである。skabs 的意思并

不是“说明”，《阐述空性》的翻译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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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ni rnam par shes pa ’di la rnam pa gang bsgos (bsgos] PT; bsgom D) pa yin no|| 

（1’）在（两种假设）a中，毗婆沙师、弥曼差派等主张像色那样的显现

（*rūpādy-ābhāsa）是一种实体（*vastu）。

（2’）经量部则主张客体显现（*artha-ābhāsa）是一种名称上存在（*prajñapti）。

他们声称“一个客体，例如蓝色（*nīlādyartha）b恰恰（*eva）是外部地存在。

另一方面，经验（*anubhava）是一种形式 | 显现（*ākāra），是被熏陶或者被浸

润（*vāsita）在这种意识（*vijñāna）中的”c。

毋庸赘述，这两种观点可以被归为两类，分别称为无相唯识（nirākāravijñānavāda）

和有相唯识（sākāravijñānavāda）。前者认为，意识没有形状，并且可以感知客体本

身。而后一种观点认为，我们认识的仅仅是显现，反过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推理，

推定外在客体的存在。d

3．关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首先，无垢友批评了前一种的立场，具体如下：

PHT（紧接着上文的 2.）：

(1’’) sngon po la sogs pa la rang gi ngo bor rnam par rtog pa mang po rdul phra 

rab dang| des brtsams pa cha shas can (*avayavin) dang| rnam par shes pa dang| gtso 

bo (*pradhāna) dang| sgra’i tshangs pa (*śabdabrahman) la sogs pa yongs su gyur pa 

tha dad par rtog pa’i dra ba ngan pa de dag thams cad ni rang gi ngo bo bkag pa nyid 

a　译者注。

b　文中“事物是蓝色等等”。然而，因为“nīlādyartha”在这里的上下文中是常用词，我倾向于去掉 ni，像上

文提到的那样去读。同样地，Lyne (2016): 58. 脚注 72: ... nīlādyartha[ḥ]. “蓝色”［或者：黄色（pīta）等等］

是感官所能抓取的外在形象的标准例子。……

c　《阐述空性》第 56 页：who say that in fact, [things] such as blue exist externally [ 272b] but that with regard to 
experience, the aspect that is contemplated is in this consciousness.《内义》第 64 页：彼说，如蓝色，于外境现

为实有，然此实有则依于受，其相状实为识中之所想。《集成》第 94 页（大八木）：彼らは、「事物は青等

の外界に存在する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知覚はこの識において薫習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とする〕。［关于那个（事件／陈述（？））“事物是在外形上存在的，诸如蓝色。”他们［主张］知觉是浸

润在这种意识中的事物。］大八木错误地理解了 la 的功能，也没能正确地传达出这句话的意思。另外，《阐

述空性》似乎把 don 放在 don du 的意思中考察，并且加了“things”（事物）在方括号中。关于我在这一点

的解释，见上文的脚注。

d　Kajiyama Yūichi（梶 山 雄 一）, Bukkyo ni okeru Sonzai to Chishiki（《佛 教 中 的 存 在 和 知 识》）, Tokyo: 
Kinokuniya, 1983, 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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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is bcom par ’gyur bas de nyid (i.e., rūpaṃ śūnyatā) brjod par bya’o|| 

gang de dag (dag] DT; dag la P) ba lang rdzi dang bud med yan chad la grags 

pa dngos su gsal bar snang ba’i gzugs de nyid dri za’i grong khyer ltar ngo bo nyid 

kyis stong pa yin te| gzugs snang ba ’di la rang gi ngo bo ’ga’ yang med do|| de bas na 

rang gi ngo bo stong pa nyid ’di la gzugs so zhes bya ste| ’dis ni bye brag tu smra ba 

dang| dpyod (dpyod] DT; spyod P) pa pa la sogs pa ’dod pa’i gzugs rang gi ngo bo 

stong pa nyid du bstan pa yin no|| 

仅翻译第二段：

色就（*eva）是那个像实体一样清晰出现的、那个即使在牧牛者和女人之

间a也众所周知的、那个像乾闼婆城（*gandharvanagara）一样的“自性空”。也

就是说，所有的色的显现都没有固有的本性。因此，这个“自性空”被称作

“色”（也就是“空即是色”）。通过这句经文，毗婆沙师、弥曼差派等所主张的

色的自性空可以被解释。

无垢友对第一个立场的反驳，（1）色即是空，足够简单。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

因为万事万物的缘起（pratītyasamutpanna），它们都没有自己的本性。在这里，我认

为无垢友把最初的两句经文翻译为一种对其他学派诸如毗婆沙师等的批判。b结构关

系如下：

（1）色即是空（rūpaṃ śūnyatā）（2）空即是色（śūnyataiva rūpam）

→ 驳斥毗婆沙师、弥曼差派等

4．关于“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PHT（紧接着上文的 3.）：

(2’’) mdo sde pa rnams snang ba rnam par shes pa’i ngo bo yin pa’i phyir sngon 

po la sogs par snang ba ni don gyi rang gi ngo bos stong pa yin no|| phyi rol gyi don 

ni yod pa [T14] kho na yin pas stong pa nyid las gzugs gzhan yin no snyam du sems 

na| de dag kyang gzugs las stong pa nyid gzhan ma yin no|| stong pa nyid las kyang 

a　ba lang rdzi dang bud med: Prasannapadā, Poussin, ed., 418.12, 419.3: ā gopālāṅganādiko (hi) janaḥ, D ’a 137a1-
2, 3: skye bo ba glang rdzi dang bud med yan chad kyis. 或者是“女性的牧牛人”？

b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无垢友认为《心经》被用来直接批判毗婆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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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ang] DP; φ T) gzugs gzhan ma yin no zhes ’byung ba ’dis ’gog par byed do|| 

（2’’）如果经量部认为那个（snyam du sems na）“就像蓝色等的显现（*nīlādy-

ābhāsa），是［外在］客体的自性空（*arthasvabhāvena），因为显现以意识为本性

（*vijñānātmakatvāt）。然而（ni, *tu），正因为作为外在客体（*bāhyārtha）必然

存在（*asty eva），色（物质、形状和颜色）是空性之外［的事物］a”，那么他们

（经量部）也被这［经文］驳斥，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在某种意义上，经量部提供了一种对色的空性（rūpaṃ śūnyatā）的理解。因为他

们把客体（即色）理解为以意识为本性的显现。然而这仅仅是关于客体的空性，即

意识中的显现。他们主张外在客体的存在。因此，根据无垢友的理解，为了驳斥这

样一种立场，《心经》讲了这两句经文。结构关系如下：

（3）色不异空（rūpān na pṛthak śūnyatā）（4）空不异色（śūnyatāyā na pṛthag rūpam）

→ 驳斥经量部

第二，对瑜伽行派的反驳。

PHT, D273b, T15-16, P293a-b：

gzhan gyi dbang dang yongs su grub pa de gnyis ka (gnyis ka] DP; gnyi ga T) 

a　《阐述空性》第 57 页：The Sautrāntikas [assert] that the appearance is of the entity of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e appearance of blue and so forth is empty of the own entity of an [external] object. If they think that form is other 
than emptiness because [form is empty] only of being an external object, they are refuted by ...（经量部声称，显

现是意识实体的。 因此，诸如蓝色的显现等对于一个［外在］客体的自己实体来说是空的。如果他们因为

[ 形状是空 ] 只作为外在客体而认为形状不是空性，那么他们将被驳斥……）《内义》第 65 页：“经部说显

现为识之自性，是故显现为蓝等，外境自性为空；然若其云色有异于空性，以色之空，仅以其为外境故，

是则即受遮遣。”《集成》第 94 页（大八木）：経量部が「〔色は〕識の自性であるので、青等を見ること

は事物の自性として空である。外境はただ存在するものであるので空性と色は異なるものである」と考

えるならば。（如果经量部认为，因为［色是］意识的本性，所以关于［一个］事物［它自己的］本性，诸

如蓝色等事物的观点是空的。［一个］外在客体是不同于色的，因为它存在着。）大八木的翻译有很多问

题。首先，第一个术语不是依主释复合词而是多财释复合词。第二，他添加了“色是〔色は〕”，假设这个

翻译是“色是意识自己的本性［依主释］”或者“色有自己的本性即意识［多财释］”，如果我们在这里添加

“色”，它就不再是经量部的观点，而变成瑜伽行派（唯识）的了。这显然与接下来一句的陈述相抵触。然

而，大八木关于经量部陈述范围的理解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阐述空性》对第一句话的术语的翻译是正确

的。可是第三句中的“如果他们认为”（If they think）暗示了《阐述空性》理解 snyam du sems na 的统摄范

围是前三句——译者注），这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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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stong pa nyid gzugs so zhes ’byung ba ’dis (’dis] PT; ’di D) gcig pa nyid du ston 

to|| stong pa nyid yongs su grub pa’i ngo bo dang| gzugs gzhan gyi dbang gi mtshan 

nyid gcig pa nyid du nges par gzung ba’i phyir| stong [T16] pa nyid gzugs so zhes bya 

ba (ba] DP; ba la T) nyid smos pa yin no|| 

de ltar gcig pa nyid sgrub pa’i sgo nas brjod nas dgag pa’i sgo nas kyang| gzugs 

las stong pa nyid gzhan ma yin no (no] DP; φ T) zhes ’byung ba la sogs pas [P293b] tha 

dad pa nyid ’gog par byed do|| 

通过这［句］“空即是色”，［《心经》（／观世音）］显示了二者的同一性

（*ekatva），即依他起（*paratantra）和圆成实（*pariniṣpanna）。［也就是说，

这］正是［这句经文］“空即是色”为了确定同一性而陈述，空性即圆成实性

（*pariniṣpanna-svabhāva），而色就是依他起性（*paratantra-lakṣaṇa）。a

因此，在通过确立（也就是积极地）和否定（也就是消极地）陈述了同一

性之后，它／他［《心经》（／观世音）］通过经文“空不异色”等二句否定了

［空性即 pariniṣpanna 与色即 paratantra 的］区别。b

不得不跳过细节的争论，但在这里对手显然是瑜伽行派，因为瑜伽行派使用

“圆成实”与“依他起”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是瑜伽行派所主张的“三性”说中的

两个要素 c。无垢友将经文“空即是色”理解为瑜伽行派的批判。这些瑜伽行派的学

者持有依他起不同于圆成实的观点。“色即是空”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瑜伽行派就

a　《阐述空性》第 58 页：This statement, emptiness is form,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dependent and the consummate 
are identical because emptiness, the consummate nature, and form, the dependent nature, are determined to be 
identical. Therefore, it is just said that emptiness is form.《内义》第 66 页：“此说‘空即是色’，即谓依他与圆

成相同，以空性、圆成、色、依他皆决定为同一故。然彼所言，仅说‘空即是色’。”首先，《阐述空性》对

这句话的分解与文献本身的分解不同。其次，《阐述空性》把 nges par gzung ba’i phyir 中的“phyir”译成

“因为”，但我认为这应译成“为了”。大八木对 phyir 的理解是对的，可总的来说他的翻译不好理解。《集

成》第 96 页（大八木）：その依他起と円成実のどちらも空性を色とする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によ

って同一性を示すのである。円成実の自性である空と依他起の相である色とは同一性〔である〕と確定

するためである。（通过这个，也就是［通过这个事实］就色而言，依他起和圆成实都是空的，由此显示了

同一性。目标是确认作为圆成实的本性，和作为依他起之特点的色是同一性的。）

b　《阐述空性》第 58 页：Emptiness is not other than form refutes their difference.《内义》第 66 页：“故‘空不

异色’遮（色空）二者为异。”《集成》第 96 页（大八木）：「色より他の空性は無い」ということ等によ

って、異なるものを制するのである。（它抑制了与经文“空不异色”等不同的观点。）《阐述空性》的翻译

并不正确，因为他没有翻译 la sogs pas，这个词对整个句子的理解至关重要。尽管大八木正确地翻译了这

个词，但是他的第二句“異なるものを制する”（抑制了与此不同的事物／抑制了某个不同的事物）很难理

解，甚至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都很难。

c　《广注》原文中的前一句也提到了“遍计所执性”，即第三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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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经量部一样，按一定方式来理解色的空性。第二段中的短语“la sogs pa”，非常重

要，因为它显示了《心经》中“stong pa nyid las kyang gzugs gzhan ma yin no”（空在

色中不是另外的，即“空不异色”—译者注）的结论。结构关系如下：

（2）空即是色（śūnyataiva rūpam）：圆成实和依他起是一性的。（正面地积极地

陈述）

（3）色不异空（4）空不异色（rūpān na pṛthak śūnyatā, śūnyatāyā na pṛthag rūpam）：

圆成实和依他起是一性的。（否定地消极地表达）

→ 反驳瑜伽行派

（四）俄·洛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的理解

最后，我将引用关于俄·洛丹喜饶（引文中简称 rNgog）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

总的来说，这相当于对无垢友《广注》的一种复注。

rNgog, P365-6: (stong pa nyid kyi khyad par bshad pa ’di la gsum las [I] dang 

po ni rang gi lugs rnam par gzhag pa’o||

’di la yang [1] stong pa’i rang bzhin rnam par gzhag pa dang| [2] de la rigs pa 

dgod pa dang| [3] lung dgod pa gsum las)

[1’] dang po ni| gzugs stong pa’o zhes bya bas don dam pa’i gzugs dgag [P 366] pa 

dang| stong pa nyid gzugs so zhes bya bas kun rdzob kyi gzugs bsgrubs pas gzugs 

snang ba rdzas su yod par ’dod pa bye brag tu smra ba la sogs pa’i gzugs stong pa 

dang| gzugs las stong pa nyid gzhan ma yin no zhes bya bas stong pa nyid mtshan 

mar lta ba skur pa ’debs pa ’gog pa dang| stong pa nyid las kyang gzugs gzhan ma yin 

no zhes bya bas ni gzugs dngos po (po] read por) yod pa bkag pas| gzugs su snang ba 

btags par yod pa mdo sde pa’i gzugs stong par ston pas rnam par gzhag pa yin no||

以上引文中的第二段很难，而且先行研究对它的理解迥异。a我将重复第二段，

用这个加了一些标记的版本，使句子结构更加清晰。

[1’] dang po ni| (1) (i) gzugs stong pa’o zhes bya bas don dam pa’i gzugs dgag [P366] 

pa dang| (ii) stong pa nyid gzugs so zhes bya bas kun rdzob kyi gzugs bsgrubs pas 

gzugs snang ba rdzas su yod par ’dod pa bye brag tu smra ba la sogs pa’i gzugs stong 

a　《集成》第 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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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ston pa> dang| 

(2) (i) gzugs las stong pa nyid gzhan ma yin no zhes bya bas stong pa nyid 

mtshan mar lta ba skur pa ’debs pa ’gog pa dang| (ii) stong pa nyid las kyang gzugs 

gzhan ma yin no zhes bya bas nia gzugs dngos po (po] read por) yod pa bkag pas| 

gzugs su snang ba btags par yod pa<r ’dod pa> mdo sde pa’i gzugs stong par ston 

pas rnam par gzhag pa yin no||

关于第一部分（［1’］），有［如下两个关于自性空的］确立（rnam par gzhag 

pa）：

（1）［通过展现（ston pa）］建立，“色对于毗婆沙师等学派来说，就是那些

承认‘色作为显现／的显现像［一种］实体一样存在’的人，是空的”b，（i）通

过经文“色即是空”否定终极的色，而且（ii）通过经文“空即是色”确立施设

的色。

进一步地，（2）通过展现那个“对于经量部［就是承认］‘色作为显现／的

显现作为名相存在’［的学派］，色是空的”，（i）通过［经文］“空不异色”否

定对“把空性当作一种特点”的观点的滥用（过度否认／责难），（ii）通过［经

文］“色不异空”否定色作为一种［外在］事物存在。

这一句中的“skur pa ’debs pa”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清楚。这个短语经常是

apavāda 的翻译，意为对真实存在某物的否认。然而它也意为“责难”。由此而论，

因为经量部对空性的理解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因为经量部把色的空性仅仅局限于

显现，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这似乎是一种“责难”。结构关系如下：

（1）色即是空（rūpaṃ śūnyatā）→否认绝对的色（2）空即是色（śūnyataiva 

rūpam）→确立假有的色

→驳斥毗婆沙师等学派

（3）色不异空（rūpān na pṛthak śūnyatā）→否认对空性的不正确理解（4）空不

异色（śūnyatāyā na pṛthag rūpam）→否定色作为一种［外在］事物（实体）存在

→驳斥经量部

a　我必须承认，这个 ni 让我很困惑。

b　换言之，色的空性对于毗婆沙师以及其他学派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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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阐明了无垢友对《心经》、空性、“色即是空”等四句的意义

的基本理解，结论如下：

首先，无垢友的《广注》根据梵文知识解释了《心经》，可由梵文词 bhagavān、

bhikṣu、ārya 和 samyaksaṃbodhi 的词源学解读支持这一观点。

其次，同样地，无垢友从词源学角度解释了术语 prajñā 即般若。般若就是

prakārajñāna 和 prakarṣajñāna。在这里，prakārajñāna 中的 prakāra 意味着空性、无相

等等，也就是诸法的八种修饰语。般若之所以可以理解这些种类（prakāra）是因为

般若是 prajñā。从而无垢友把空性等诸法的八种修饰语与般若相联系。此外，通过感

知诸种类（prakāra），般若变成了最终极的知识（atiprakarṣajñāna）即般若波罗蜜多，

“到彼岸的知识智慧”。

再次，《广注》中，无垢友的中观派基本教义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的

（pratītyasamutpanna），所以没有自己的本性。然而，缘起之物按照常理存在。

最后，至于“色即是空”等四句经文，无垢友给予了特殊的含义，即这四句经

文是一种对治，批判了毗婆沙师、经量部、瑜伽行派等等学派对色或空性的误解。

这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1）色即是空（rūpaṃ śūnyatā）（2）空即是色（śūnyataiva rūpam）→驳

斥毗婆沙师、弥曼差等学派。

第二：（3）色不异空（rūpān na pṛthak śūnyatā）（4）空不异色（śūnyatāyā na 

pṛthag rūpam）→驳斥经量部。

第三：（2）空即是色（śūnyataiva rūpam）：圆成实和依他起是一性的（正面地

积极地陈述）。（3）色不异空（4）空不异色（rūpān na pṛthak śūnyatā, śūnyatāyā na 

pṛthag rūpam）：圆成实和依他起是一性的（否定地消极地表达）。→反驳瑜伽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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