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深密经" 的三时判教
!!!汉藏译本的一个对比研究

周贵华!

#提要$ '解深密经( 是瑜伽行派的最根本经典# 其 )三时判教* 说是印度

佛教判教思想展开的主要前提之一# 更是瑜伽行派的判教准则, 但 '解深密经(

的梵本不存# 对其判教思想的直接研究只能借助于汉译本与藏译本进行, 本文

试图根据汉译与藏译的 )三时判教* 几段译文# 进行对比分析# 以显示二者思

想的异同# 由此可更好地体会 '解深密经( 的判教意趣,

#关键词$ 解深密经!汉译!藏译!玄奘!三时判教!了义!非了义

一!判教与 '解深密经(

从佛教行道者角度看# 佛教教说可分为佛陀言教及其他佛教行道者即论师

言说, 判教是针对其中的佛陀言教而言的# 即将各种教说按照相对意义予以位

置排序, 当然# 其中所说的意义必然是在某种框架或者角度上显示的, 这样#

判教的方式可有种种# 同时意味着判教的意义是相对的,

根据前述教说的二分# 判教可分为佛陀经教内的判教# 以及在论师言说中

的判教, 但在印度大乘显教史上# 判教基本上是经教内的判教# 论师言说中的

判教一般是随顺经教的说法# 顶多有所开显而已# 未见有独自建立系统的判教

理论, 只有到了中国佛教中# 在抉择与深化佛教经教的判教思想的基础上# 出

现了种种较为系统的判教思想# 带来了判教思想的繁荣, 这其中的代表性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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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台智者大师的 )五时八教* 说, 而且在中国佛教的判教思想中# 不仅针对

教# 而且也针对论师的学说一并判摄# 这以贤首大师的 )五教十宗* 说为代表,

笔者曾对中印历史上的种种判教思维模式予以了分析与抉择# 提出过建立判教

的四种方式即 )判教四事*# 以其达到统摄的目的,

"

本文关注的是印度佛教中经教内的判教, 粗略地说# 印度经教中虽然有丰

富的判教思想# 但大多较为素朴, 按照方式看# 可略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类, 直

接的如 '解深密经( 的 )三时* 说+ '大般涅?经( 的 )牛乳五味* 说等# 间

接的如 '华严经( 中 )日光诸照* 说等,

& 而按照意趣看# 可略分为性质+ 意

义方面的判摄与内容方面的判摄, 内容方面的判摄还可进一步分为两方面# 即

理境方面与行果方面, 这也是最常见到的判教角度, 在其中# 针对理境方面的

判教有 '解深密经( 的三时判教等# 针对行果方面的有大乘小乘判教+ 三乘一

乘判教等,

总的来看# 在印度经教内的判教说中# '解深密经( 的 )三时* 说是最为系

统的判教学说, 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具体内容,

'解深密经( 关于判教的内容主要反映在第五无自性相品 %据玄奘译本&#

但此品的汉藏译内容有差异# 从中可以看出彼此间在思想理路上有所不同, 本

文拟通过对此二译文的对比# 探讨一下汉藏译文二者判教思想的同异,

二! '解深密经( )三时判教* 汉藏译文及其判教特点

!"*解深密经+ 中 %三时判教& 的汉译文

'解深密经(# 梵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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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EK;E?@D9>;>K:j6?># 藏译名 TLD;L:K7>;LB:K7>?KhL?BIK

7>, 梵本不存# 有汉译+ 藏译本, 汉译五卷# 为唐玄奘所译, 相传此经有梵文广

本十万颂# 汉译译自略本# 约一千五百颂, 异译只有奘译 '解深密经( 的一部

分# 有四种" 一者#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 '相续解脱经( 二卷. 二者# 北魏菩提

流支译 '深密解脱经( 五卷. 三者# 陈真谛译 '佛说解节经( 一卷, 此经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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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外的其余七品收在 '瑜伽师地论( 卷七十五至七十八# 序品则在 '摄大乘论(

卷中出现,

在四译中# 只有唐译与魏译具有三时判教的部分# 现列如下"

%)& 玄奘在 '解深密经( 中所译"

尔时胜义生菩萨复白佛言(

世尊初于一时在婆罗
"

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 惟为发趣声闻乘者' 以

四谛相转正法轮' 虽是甚奇& 甚为希有' 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

转者' 而于彼时所转法轮' 有上& 有容' 是未了义' 是诸诤论安足处所*

世尊在昔第二时中' 惟为发趣修大乘者'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

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以隐密相转正法轮' 虽更甚奇& 甚为希有' 而

于彼时所转法轮' 亦是有上& 有所容受' 犹未了义' 是诸诤论安足处所*

世尊于今第三时中' 普为发趣一切乘者'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

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无自性性' 以显了相转正法轮' 第一甚奇& 最为

希有' 于今世尊所转法轮' 无上& 无容' 是真了义' 非诸诤论安足处所*

"

%&& 菩提流支在 '深密解脱经( 中所译"

尔时成就第一义菩萨白佛言( $世尊' 如来初成应正等觉' 于波罗奈城

仙人集处诸禽兽游处' 为诸修行声闻行人' 一转四谛希有法轮' 世间一切

沙门婆罗门天人魔梵无能转者' 若有能转' 依法相应' 无有是处*

世尊' 此第二转法轮' 说上法相' 可入法相' 分别彼诸不了义修多罗'

为住大乘众生' 说于诸法无有体相' 诸法不生' 诸法不灭' 诸法寂静' 诸

法自性涅?' 希有之中' 复是希有*

世尊' 此是第三转法轮' 为住一切大乘众生' 说诸法无体相' 不生不

灭' 寂静' 自性涅?' 善说四谛差别之相' 希中希有' 无人能入' 无人能

对' 无人能诤' 更无有上' 更无有胜' 了义修多罗无诤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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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经+ 中 %三时判教& 的藏译文.

藏译 )三时判教文* %TG:L:G@NRE?;>@7>?F:6>; 7>?;>@:& 来自藏译 '解

深密经( %5 75>L:7>HLD;L:7D;LB:7>?5 L?BI7>Z5B:FR>F>65BL7>95B; 7D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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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经+ 的三时判教的基本意义

'解深密经( 的三时判教说# 将佛陀全体圣教判为三时教# 在印度佛教史乃

至全部佛教史的判教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 从佛教本位看# 这属于最权威的判教之列, 佛教# 不论大小乘# 都

必须以佛陀圣教为依止# 否则就违背了佛教的皈依前提即佛+ 法+ 僧三宝, 因

此# 佛陀经教自身给出的判教# 是佛教一切判教所依据的前提,

第二# 这是佛陀经教中在理境方面最为明确与系统的判教, 因为在佛陀经

教中能够对佛陀所安立的包括大小乘在内的全体圣教从理境角度做出明确判摄

之处不多# 而三时判教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最为系统的, 如大+ 小乘# 或者声

闻+ 独觉+ 如来乘# 或者声闻+ 独觉+ 大乘与一乘等判摄在理境方面较为笼统#

偏于行果方面, 又如 '大般涅?经( 的 )牛乳五味* 判教# 虽然明确# 但并不

系统, 如说"

善男子' 譬如从牛出乳' 从乳出酪' 从酪出生稣' 从生稣出熟稣' 从

熟稣出醍醐( 醍醐最上' 若有服者' 众病皆除' 所有诸药悉入其中* 善男

子' 佛亦如是* 从佛出生十二部经' 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 从修多罗出方

等经' 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 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 犹如醍醐* 00

大涅?经犹如醍醐' 最上& 最妙' 若有能服' 众病悉除*

"

此中对大小乘经的相对意义做了高低的判摄# 但在大乘经中以般若经与大

涅?经为代表# 相当于出现在大乘早期的佛经# 而未提及在大乘中期出现的瑜

伽行经# 所以其不能称为最系统的判教, 而 '解深密经( 的三时判教则包括了

大小乘的一切经教# 在系统性上更胜, 当然# 这里不包括大乘密教部分,

第三# 将全体佛陀圣教按照出现的时间阶段# 区分为三分# 即第一时教+

第二时教与第三时教, 而且这三分教也代表了佛教教理展开以及教法安立的三

个阶段" 第一时教建立了圣教的门槛# 即小乘教. 第二时教建立了大乘的门槛#

即大乘的通教. 第三时教建立了大乘的充分教# 即了义教, 这三时教在玄奘的

印度师尊戒贤大师那里# 称为有+ 空+ 中三教, 此中# 第三时以三性即遍计所

执性+ 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成立中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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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此判教具有教理的逻辑展开与外在历史显现的一致性, 具体而言#

三时教在教理上是不断深化与展开# 而在显现上又符合外在的历史过程# 即先

出现小乘教# 后出现大乘教# 而在大乘中是先出现通教性质的般若教# 再后出

现充分教性质的瑜伽行教,

在中国佛教史上# 还有另外一种印度三时教的说法# 见于唐朝法藏大师的

记载, 如 '华严经搜玄记( 云"

智光论师远承文殊& 龙树' 近禀提婆& 清辩' 依般若等经& 中观等论

亦立三教' 谓佛初鹿园为诸小根说小乘法' 明心境俱有) 第二时中为彼中

根说法相大乘' 明境空心有唯识道理' 以根犹劣未能令入平等真空故作是

说) 于第三时为上根说无相大乘' 辩心境俱空平等一味' 为真了义* 00

此三教次第如智光论师 "般若灯论释# 中具引 "苏若那摩诃衍经# 说*

此 +指 "苏若那摩诃衍经# !!!笔者注, 云大乘妙智经' 此昔所未

闻也*

"

此中三时的三事与 '解深密经( 的相同# 但次序有别, 第一时教与 '解

深密经( 的完全一致# 但第二时教第三时教正好与 '解深密经( 的次序相反#

即对了义教的判摄相反, 智光三时教一般视为一个传说, 按照法藏大师# 这个

说法传自于译经师地婆诃罗 %日照&# 称智光是与玄奘印度师尊戒贤法师同时

代地位相当的人# 也曾任那烂陀寺住持# 但据玄奘所传# 只提及一个智光# 乃

戒贤学生# 玄奘回国后曾带信给他, 智光的 '般若灯论释( 以及 '大乘妙智

经( 未见梵本以及藏译# 也不见其他独立记载, 所以这个传说的可靠性没有

定论, 但这个说法反映了中观一系的判教立场# 还是大体可信的# 当是印度佛

教历史上的 )空有之争* 的反映, 不过# 即使这个三时教说法有依据# 其权

威性也远逊共许的 '解深密经( 的判教说, 而且# 智光的三时教判只是在理

境上的一种判摄# 并未与大乘佛教的历史展开相符, 后来大乘密教的早期经典

在判教上基本都与 '解深密经( 的判教说一致# 像 '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

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 即 '千钵经( 就直接支持了 '解深密经( 的判教

教说"

是时释迦牟尼如来即于当世之时说三时之教* 是故第一时中说有教声

/*()/'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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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律仪' 初有小乘度五俱轮及一切众生' 四圣成就四果人等) 第二时中如

来说空教破执有相有情众生遍计所执' 度声闻弟子四部众等' 及一切地前

三贤之人' 修行菩提者令归空无相' 不执不著中乘行故' 是故名为归依空

教) 第三时中如来演说不空不有秘密法教' 破执有执空大乘小乘之中迷惑

法教*

"

此中的前二时与 '解深密经( 的前二时完全相同# 第三时强调真如为中心

的中道教# 与 '解深密经( 以三性成立第三时中道教也一致# 因为在三性中#

最根本真实还是圆成实性真如, 实际上# 在印度大乘佛教史上# 强调真如的佛

性如来藏思想就一直与瑜伽行派思想合流而密不可分,

第五# 此判教是从开显真实的角度进行的# 从第一时教到第二时教再到第

三时教# 标志着对真实的开显越来越充分# 而到第三时教# 对真实的开显达到

最为充分的阶段# 即已具显明+ 决定+ 无余的特点# 所以称为了义阶段, 如果

以了义程度 %了义度& 作为开显真实的充分程度# 则这三时教在了义程度上不

断增加" 第一时教是低了义度# 第二时教是中了义度# 第三时教是高了义度,

这样# 由低了义度代表佛教圣道的初级显示# 高了义度代表佛教圣道的最高级

显示# 而中了义度代表佛教圣道从低到高的转化显示,

三!奘译 '解深密经( 三时判教的具体内容特点

从两种汉译与藏译的对比看# 奘译在文字表达及内容方面与藏译最为相合#

应更为可靠# 所以在下文的比较分析中# 主要依据奘译展开# 而以菩提流支所

译为补充,

奘译的 )三时判教文* 将佛陀全体圣教判为三时即三阶段# 同时也是三类#

即第一时教+ 第二时教与第三时教, 这三类教可从总相+ 别相角度说明, 其中#

别相还可分为时+ 地+ 所度化对象+ 基本教理+ 殊胜性+ 了义性等, 可列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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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解深密经+ 中三时教的玄奘译文与菩提流支译文之对比

%括号内为菩提流支所译内容# 斜线是根据大乘资料补充的&

时 地 所度化 基本教理 殊胜性 了义程度

第

一

时

婆罗
/

斯仙人堕处施

鹿林'%波罗奈城仙

人集处诸禽兽游处&

唯为发趣声闻

乘者'%诸修行

声闻行人&

以四谛相转正法轮'

%转四谛稀有法轮&

甚奇# 甚 为 希

有# 一切世间诸

天人等先无有能

如法转者'%稀

有# 世间一切沙

门婆罗门天人魔

梵无能转者&

有上+ 有容# 是

未了义# 是诸诤

论安足处所

第

二

时

灵鹫山等地

唯为发趣修大

乘者'%为

住大乘众生&

以隐密相转正法轮#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说于诸

法无有体相# 诸法不

生# 诸法不灭# 诸法

寂静# 诸法自性涅?&

更甚奇+ 甚为

希有'%希有之

中# 复是希有&

亦是有上+ 有所

容 受# 犹 未 了

义# 是诸诤论安

足处所'%说上

法 相# 可 入 法

相# 分别彼诸不

了义修多罗&

第

三

时

莲华藏等净秽土"

普为发趣一切

乘者'%为住一

切大乘众生&

以显了相转正法轮#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无自性

性'%说 诸 法 无 体

相# 不生不灭# 寂

静# 自性涅?# 善说

四谛差别之相&

第一甚奇# 最

为希有'%希中

希有&

无上+ 无容# 是

真了义# 非诸诤

论 安 足 处 所'

%无人能入# 无人

能对# 无人能诤#

更无有上# 更无

有胜# 了义修多

罗无诤论处&

表中三时教可具体分析如下,

一者# 第一时教, 总相为四谛相# 由此可称四谛教, 时间是在佛陀出世而

在世间示现的最初阶段# 地点在鹿野苑 %仙人堕处施鹿林& 等处, 这一时教是

入圣道的最低门槛# 所针对的对象是小乘善根成熟者# 所谓的入声闻乘者# 即

)唯为发趣声闻乘者* 而说, 其基本教理是四谛说# 即苦+ 集+ 灭+ 道, 由于属

于出世圣道# 即 )正法轮*# )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 自然相对于

世间道而言# 是殊胜的# 所谓 )甚奇+ 甚为稀有*, 但在出世圣道中其开显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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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却属于最低级类型# 即低了义性# 所谓 )有上+ 有容# 是未了义# 是诸

诤论安足处所*# 即还有更高层次的圣教存在# 还需圣教的更胜安立# 且因对真

实的诠显不充分# 必须进一步补充说明才能把握真实# 所以经常会引起论诤,

对第一时教# 菩提流支所译与玄奘所译一致,

二者# 第二时教, 总相为隐密相# 由此可称隐密教, 时间是在佛教内部时

空的大乘弘扬时期# 而在世间则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初期# 地点在灵鹫山等地,

这一时教乃进入大乘的门槛教# 即大乘通教# 是为大乘善根成熟者即入大乘者

% )唯为发趣修大乘者*& 而说, 其基本教理概括为 )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

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按照 '解深密经( 无自性相品的意趣# 这是般若教

的特点# 所以可称空教# 或者称无自性教, 确实# 在般若经中# 偏重谈一切法

一相# 所谓无相# 即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无二+ 无住+

无所得, 这针对凡夫所执的境界# 或者说# 名言所诠之境界而言# 以遍遮的方

式表明一切执着的无相+ 无所得性, 这为一切大乘所共许# 是大乘成立的基础#

所以称为大乘通教, 这样的大乘通教# 是殊胜于四谛教的# 所谓 )更甚奇+ 甚

为稀有*# 但因为仍是以隐密相说法# 所以其了义程度只能称为中等# 本质上仍

属未了义性# 所谓 )仍是有上+ 有所容受# 犹未了义# 是诸诤论安足处所*, 也

正是在此意义上# 说第二时教是隐密教# 即对真实的开显并非直接与充分,

对第二时教# 菩提流支所译亦称是为大乘行者所说# 属非了义教# 但未如

奘译提到 )隐密相*# 也未如藏译提到 )说空性相* %:6D;L7>;REH :@D:7>&# 应

属于漏译, 特别注意# 这两个汉译都说一切法皆无自性 %或者无体相&+ 无生无

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而不同于藏译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性# 无生无灭+ 本

来寂静+ 自性涅?性# 即都多加一 )性*, 这应该是省略处理, 确实# 在汉译

中# 常有这样的处理# 如不仅空而且空性多译为空, 菩提流支译文中还有不当

之译# 如说第二时教 )说上法相# 可入法相*# 这其中 )上* 应相当于玄奘所译

的 )有上*# )可入* 相当于 )有所容受*# 但这样的翻译委实令人费解,

三者# 第三时教, 总相为显了相# 由此可称显了教, 时间是在佛教内部时

空的大乘弘扬时期# 地点为莲华藏等净秽土, 其在世间显现的时间是在印度大

乘佛教的中期# 此后是大乘密教时期, 这一时教是 )普为发趣一切乘者* 而说,

此语还需思量, 前第一时教与第二时教是唯分别为小乘与大乘行者而安立的#

这第三时教显然不同, )发趣一切乘者* 即是发趣大小乘者# 前加 )普* 字意味

着第三时教能够普度一切圣道乘行者, 这反映在教理上就有两个特点# 一是相

对前二时教有深化# 二是能够统摄前二时教, 简而言之# 第三时教是具有集大

成性质的安立# 是在更高的层次对前二时教的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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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时教# 菩提流支所译亦称是了义教# 但与藏译一样# 没有在一切法

皆无自性 %或者无体相&+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后# 再加一 )无自性

性*# 此应是奘译增译的. 而且未如奘译以 )显了相*+ 藏译以 )善分别相*

%IBL:7>??;>@7>?75RBF>& 针对一切法# 仅说 )善说四谛差别之相*# 明显有

别# 应该属于改译, 还有不大恰当的翻译# 如称第三时教为 )为住一切大乘众

生* 说# 而奘译与藏译皆称为 )发趣一切乘者* 说. 又如说第三时教 )无人能

入*# 实际应对应于玄奘所译 )无容*# 即 )无所容受* 之义# 但用语显然错

谬# 因为真是 )无人能入* 就说明此教无用了,

按照奘译 )三时判教文*# 第三时教的基本教理是 )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

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无自性性*, 这比前文所述的第二时教的基本教理多

了一个 )无自性性*# 这是玄奘增译的, )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 是遮# 那加上一个 )无自性性* 是何义- '解深密经( 正文的

第一品为胜义谛相品# 其中以法无我性为真如, 真如是 )内证无相之所行# 不

可言说绝表示# 息诸诤论胜义谛# 超过一切寻思相*# 所谓不可言说+ 不可思

议+ 不可比喻# 是自内所证# 乃最为真实之存在# 所谓 )胜义谛相*

"

, 以法无

我性为真如# 即以法性为真如# 这需经过遮与反显的过程, )无我* 是遮# 即对

)我* 的否定# 而由此遮而反显之 )性*# 是为 )无我* 之 )性*# 所谓 )无我

性*# 即法性# 却是真实存在, 同样# )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是对 )自性* 之遮# 而此遮所反显之 )性*# 即 )无自性* 之

)性*# 所谓 )无自性性*# 却是实有# 即是胜义谛真如, 如 '解深密经( 云"

)由遍计所执相不成实故# 即此自性无自性性# 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 是名圆成

实相,*

& 在此意义上# 第三时教以承许 )胜义谛真如* 为其基本教理# 可称

)胜义谛教*# 或者 )无自性性教*# 或者用玄奘大师自己的话说# )妙有教*,

这也符合 '解深密经( 在正文首先凸显 )胜义谛真如* 的意趣,

还有一解# 以 )无自性性* 显示三无性这三种无自性性# 即相无自性性#

生无自性性# 胜义无自性性,

' 从 )三时判教文* 出于主要诠说三无性的无自性

相品角度而言# 是成立的, 但如果这样# 就与 )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之义重复# 而且# 从 '解深密经( 的意趣看# 主要是从

)有* 而非 )空* 的角度诠显诸法# 因此# )无自性性* 代表 )胜义谛相*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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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不过# 应该说# 这两解并非矛盾# 因为以无自性性表三无性# 是了义的诠

显# 也相当于表三性# 里面含摄了圆成实性# 即胜义谛真如,

从基本教理出发# 第三时教可摄一切# 首先是瑜伽行教# 包括笔者区分的

有为依瑜伽行教 %如 '解深密经( 等& 与无为依瑜伽行教 %如 '楞伽经( 等&#

因为都承许三性说. 其次# 摄般若教外的早期大乘佛性如来藏教# 因为它们都

以真如为最真实存在# 即胜义真实. 再其次# 摄般若教# 以及小乘教# 都承许

无我# 属遍计所执性无体或者三无性所摄范围,

总而言之# 第三时教能摄佛陀一切教# 是因为第三时以显了相意趣说法,

显了相即是三性+ 三无性# 包括了一切意义上的有与无# 因此能摄大小乘的一

切圣教, 由此说为 )普为发趣一切乘者* 而立# 可称 )普摄教*,

第三时教相对于第二时教更为殊胜# 也更为了义# 而且 '解深密经( 告诉

我们# 第三时教是最为殊胜之学# 最为了义或者真正了义之学, 了义意味对真

实的开显是明确的+ 充分的# 不需要再做补充说明# 而且意味在真实的开显方

面已经达到最高阶段# 再无有过之的可能, 所以# )三时判教文* 说其 )第一甚

奇+ 最为稀有*# )无上+ 无容# 是真了义*, 由于真实在言说上通过佛陀的金口

玉言已有最充分的可能开显# 不再有论诤的空间# 即谓 )非诸诤论安足处所*,

四!藏译 '解深密经( 三时判教的具体内容特点

藏译 '解深密经( 的 )三时判教文* 也是将佛陀全体圣教判为三个阶段#

其总相+ 别相对这三时教的说明在分项上也与奘译是一致的# 只是具体内容方

面有一些差别, 可列表如下"

!表 ) 藏译 *解深密经+ 三时教 %括号内为对藏文的翻译&

时 地 所度化 基本教理 殊胜性 了义程度

第

一

时

RGI FA?A;:k

H?>;L :?D;L

:@?> 7> ?E

H>L:NRE;>L:

%鹿野苑&

65BL7>I>R>;L

H>L7>?Z5GL:7>

?;>@:%正入乘

者&

475>L:7>5 EFHB; 7>

FZ5E5 E ?;>@ 7>?

F:6>; 7>%四圣谛教&

;LD@6:5>??@>H HG

FRG;LF>':;LD; I5>?

LRG?7>5 @'@E?LRG?

7> :G: NR>;L 95D:

H>;L465G; 7>?4 ÊL

?6B; HG @>F:ND?F>

%甚奇稀有# 诸世间

人天先所未转&

FI> ;> @95E: 7>'

:N>F: @95E: 7>'

H?>;LF>5 EHD; ?6:DH

7>5 ELZ5E5 EL;>:

:G LRG?7>I>L:%有

上+ 有所容受# 是

未了义# 是诤论安

足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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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地 所度化 基本教理 殊胜性 了义程度

第

二

时

65BL7>95B; 7D

I>R>;LH>L7>?

Z5GL:7>?;>@:

%正入大乘者&

:6D;L7>;REH :@D:7>

g g95D:?;>@:NRE

;LDFD;REH @>@95E:

7>;REH I>:F?6:>@:'

:NRBF>@>@95E:7>

H>;L'4 L>L:7>@>

@95E:7>H>;L'LZDH

@>;>:Z5EF>H>;L'

?>;LFZ5E; NRE:RD;L:

:G @R>;L>; I>:4 H>:

7> ;REH I>: F?6:>@:

;>:%说空性. 依于

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

不生不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性&

95B:;LD@6:5>??@>H

HG FRG;LF>5 %更甚

奇稀有&

FI> ;> @95E: 7>'

:N>F: @95E: 7>'

H?>;LF>5 EHD; ?6:DH

7>5 ELZ5E5 EL;>:

:G LRG?7>I>L:%有

上+ 有所容受# 是

未了义# 是诤论安

足处所&

第

三

时

65BL 7> 65>@:

9>H I>R>;LH>L

7>? Z5GL: 7>

?;>@:%正入一

切乘者&

IBL:7>??;>@7>?75RB

F> g g95D:?;>@:

NRE;LDFD;REH @>

@95E:7>;REH I>:F?6K

:>@:' :NRB F> @>

@95E:7>H>;L'4L>L:

7>@>@95E:7>H>;L'

LZDH @>;>:Z5EF>

H>;L'?>;LFZ5E; NRE:

RD;L::G @R>;L>; I>:

4H>:7>;REH I>:F?6K

:>@:;>:%善分别.

依于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来

寂静+ 自性涅?性&

:5E; 6G ;LD @6:5>?

?@>H HG FRG;L F>

%至极甚奇+ 稀有&

FI>;>@>@95E:7>'

:N>F:@>@95E:7>'

;LB:7>5 EHD; I>L:

6B'?6:DH 7>5 ELZ5E5

EL;>::G LRG?7>@>

I>L:%无上+ 无所容

受# 是了义# 非诤

论安足处所&

下面分三时予以具体说明,

一者# 第一时教, 藏译中这一时教的说明基本与奘译的第一时教的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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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只是用语略有不同, 其所度化对象是 )正入乘者* %65BL7>I>R>;LH>L7>?

Z5GL:7>?;>@:# 但无 )唯* 字&# 其中的 )乘* 即圣道之义, 意为# 第一时教

是入圣道的最低门槛教# 所以实指小乘教# 仍称 )四谛教* % 475>L:7>5 EFHB;

7>FZ5E5 E?;>@7>?F:6>; 7>&, 此教如奘译# 亦是甚奇+ 稀有# 世间诸天人所未

能转# 但仍有上+ 有容# 是未了义# 是诤论的安足处所,

二者# 第二时教, 也与奘译的第二时教说明大多一致# 明确为入大乘之教#

即为入大乘者 %65BL7>95B; 7DI>R>;LH>L7>?Z5GL:7>?;>@:# 但无 )唯* 字&

而安立, 其差别主要有两点" 一是明确第二时教之相为 )说空性* %:6D;L7>;RK

EH :@D:7>5 E?;>@7>&# 即空性教# 亦即般若教# 不同于奘译中称隐密教# 后者

只是从意趣角度可判为般若教. 二是其基本思想在表达上不同于奘译所说的

)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而是 )95D:?;>@:NRE;LD

FD;REH @>@95E:7>;REH*# ):NRBF>@>@95E:7>H>;L4L>L:7>@>@95E:7>H>;L

LZDH @>;>:Z5EF>H>;L?>;LFZ5E; NRE:RD;L::G @R>;L>; I>:4H>:7>;REH*# 即诸法

无自性性 # 不生不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性 , 即多了两个 )性* 字, 当然#

在般若教中# 有无这两个 )性* 字意趣都相同# 都指遮诠, 所以# 藏译意思上

与奘译一致, 此教如奘译# 亦是更甚奇+ 稀有# 但仍有上+ 有容# 是未了义#

是诤论的安足处所,

三者# 第三时教, 与奘译大多一致, 首先# 也是为入一切乘者 %65BL7>

65>@:9>H I>R>;LH>L7>?Z5GL:7>?;>@:# 但无 )普* 字& 而安立, 其次# 在强调

殊胜性方面# 藏译文称 )至极甚奇+ 稀有* %:5E; 6G ;LD@6:5>??@>H HG FRG;L

F>&# 相当于奘译文 )第一甚奇+ 最为稀有*, 当然这里并不意味此教就能直接

把握真实# 而是就言教可能的显示性而言的, 再次# 亦强调此教是无上+ 无容#

是了义# 非诤论所立足之处,

也有两点不同, 第一是称 )善分别教* %IBL:7>??;>@7>?75RBF>H>;LIH>;

7>&# 与奘译的 )显了教* 内在含义一致# 但表述不同, 第二是其基本思想与第

二时教一致# 皆是 )95D:?;>@:NRE;LDFD;REH @>@95E:7>;REH I>:F?6:>@:':NRB

F>@>@95E:7>H>;L'4L>L:7>@>@95E:7>H>;L'LZDH @>;>:Z5EF>H>;L'?>;L

FZ5E; NRE:RD;L::G @R>;L>; I>:4H>:7>;REH I>:F?6:>@:;>:*# 即 )依于诸法无自

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性*, 第二时与第三时的基本思想一

致# 而区分出了义与不了义# 原因何在- 按照藏译文的意趣# 第二时教与第三

时教作为大乘# 都以破斥凡夫执着境界为教理安立的基础# 但进一步开显真实

的意趣却大为不同, 第二时教之所以称为空性教# 是因为一直致力于遮遣# 即

对治执见这一面# 对真实的开显是间接的# 而第三时教称为善分别教# 直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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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即遍计所执性+ 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开显凡夫与圣者境界的实相# 而以三

无性破除一切执着# 从而保证能够从有与无角度以合乎中道的方式开显真实,

也正因此# 第三时教与第二时教的差别就凸显了出来,

五!对奘译+ 藏译文的简略比较分析

根据前面二表以及前述各别分析中可知# 奘译的 )三时判教文* 与藏译的

大多相同# 但也有一些差别, 下面将奘译与藏译的相同与差别之处# 归纳分析

如下,

!"二译的主要相同之处

%)& 二译都将佛陀全体圣教判为三时教# 而成了义程度不同的教理形态,

第一时教是四圣谛教# 谈四谛十二因缘# 即小乘教. 第二时教是空性教# 又称

隐密教# 重遮谈空# 属大乘通教. 第三时教是三性教# 以三性+ 三无性善巧谈

空有相融之有# 属大乘的充分教# 或善分别教# 或者显了教# 或者中道教, 这

样构成了义程度的递增# 也就是给出了开显真实的优劣形态" 第一时教是下品

非了义教# 第二时教是上品非了义教# 而第三时教是了义教,

%&& 二译都以三时教为针对性地度化众生的教法# 而判摄殊胜程度的差别,

第一时教作为入圣道的门槛教# 用以度化发趣小乘者# 在殊胜度上较劣. 第二

时教作为入大乘的门槛教# 用以度化发趣大乘者# 较胜. 第三时教作为能统摄

一切圣教之大乘教# 能度化发趣一切乘者# 最胜, 这样# 通过强调世间一切天

人之学非圣道学而都不能与三时教相提并论# 判三时教为殊胜. 在此基础上强

调三时教的殊胜性彼此间还有差别# 构成殊胜程度的递增关系" 第一时教是下

品殊胜# 第二时教是中品殊胜# 第三时教是上品殊胜,

%*& 二译判摄三时教# 其目的有二" 一是显示圣教全体在世间历史上的不

同显现形态的本位意义. 二是凸显第三时教是最为善巧+ 最为圆满+ 最为殊胜

的言教安立# 不但一切世间之学无法相比# 就是其他圣教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

这也意味第三时教的流布# 标志释迦之教在世间的显现上不会再有独立意义的

新完整义理形态出现,

%4& 二译对第三时教的显示# 意味着其有狭义+ 中义与广义三义, 狭义者#

谓第三时教是三性观所摄的瑜伽行教# 也就是唯识学# 即在三性意义上建立了

狭义的第三时教. 中义者# 谓第三时教不仅具有狭义者# 而且还摄谈胜义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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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的大乘早期佛性如来藏思想# 这样就依据胜义谛相真如成立了中义的第三

时教, 当然# 一般而言# 因为瑜伽行教中的无为依唯识思想就属于佛性如来藏

思想性质# 即心性如来藏思想# 所以第三时教也就随应收摄了大乘早期佛性如

来藏思想, 事实上# 在印度佛教史上# 佛性如来藏思想并不独立成宗派# 而摄

在瑜伽行派之中, 在此意义上# 狭义与中义都可计入第三时教的常用义范畴.

广义者# 则是在前二义基础上还通过依他起性与遍计所执性以及三无性摄第一

时与第二时教# 从而统摄佛陀圣教的全体,

#"二译的主要差别之处

藏译与奘译文也有一些差别# 其主要体现在第二时教与第三时教上, 可见

下表,

!表 # 奘译与藏译第二时教) 第三时教的对比表

奘译 藏译

第二

时教

以隐密相转正法轮#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

:6D;L7>;REH :@D:7>gg95D:?;>@:NRE;LDFD;REH @>@95E:7>;REH

I>:F?6:>@:':NRBF>@>@95E:7>H>;L'4L>L:7>@>@95E:7>H>;L'LZDH

@>;>:Z5EF>H>;L'?>;LFZ5E; NRE:RD;L::G @R>;L>; I>:4H>:7>;REH I>:

F?6:>@:;>:%说空性. 依于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性&

第三

时教

以显了相转正法轮#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无自

性性

IBL:7>??;>@7>?75RBF>gg95D:?;>@:NRE;LDFD;REH @>@95E:7>;RK

EH I>:F?6:>@:':NRBF>@>@95E:7>H>;L'4L>L:7>@>@95E:7>H>;L'

LZDH @>;>:Z5EF>H>;L'?>;LFZ5E; NRE:RD;L::G @R>;L>; I>:4H>:7>

;REH I>:F?6:>@:;>:%善分别. 依于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

来寂静+ 自性涅?性&

二者间的差别可归纳分析如下,

第一# 关于第二时教, 就第二时教的基本思想而言# 奘译文译为 )依一切

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而藏译文为 )95D:?;>@:NRE

;LDFD;REH @>@95E:7>;REH I>:F?6:>@:# :NRBF>@>@95E:7>H>;L4L>L:7>@>

@95E:7>H>;LLZDH @>;>:Z5EF>H>;L?>;LFZ5E; NRE:RD;L::G @R>;L>; I>:4H>:7>

;REH I>:F?6:>@:;>:*# 即 )依于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来寂静+ 自性

涅?性*, 藏译多 )性* %;REH& 字# 但与奘译意义还是一致的, 藏译以 )空性

教* %:6D;L7>;REH :@D:7>& 直接显示了此意趣# 而奘译以 )隐密教* % )隐密

相*& 间接显示了此意趣, 后者以不直接开显真实存在# 称为隐密# 谈空作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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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就是如此# 不直接显示真实存在,

第二# 关于第三时教, 其依据的基本思想在奘译是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无自性性*# 在藏译仍是 )95D:?;>@:NRE;LDFD

;REH @>@95E:7>;REH I>:F?6:>@:# :NRBF>@>@95E:7>H>;L4L>L:7>@>@95E:7>

H>;LLZDH @>;>:Z5EF>H>;L?>;LFZ5E; NRE:RD;L::G @R>;L>; I>:4H>:7>;REH I>:

F?6:>@:;>:* %依于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性&, 其

中# 藏译如同第二时教# 唯谈遮# 但此时的遮是在三无性 %@6:5>; ;REH ;LDFD

;REH @BH 7>;REH# :NRBF>;LDFD;REH @BH 7>;REH# HD; H>@7>;LDFD;REH @BH 7>

;REH# 即相无自性性+ 生无自性性+ 胜义无自性性& 意义上而言的. 奘译先谈

遮# 后以无自性性谈遮后所显之 )有*, 这样藏译仍是纯遮# 而奘译是以遮显

有, 这反映了两种意趣# 即藏译是基于遮即空来谈第三时教# 而奘译则是基于

有来谈第三时教# 二者有别, 这样# 按照藏译# 只要基于谈空而进一步展开#

也就是能对真实有直接开显之大乘教# 都可计入能 )善分别* %IBL:7>??;>@7>?

75RBF>& 的第三时教, 这自然包括了大乘早期佛性如来藏教以及瑜伽行教# 因

为二者都在谈空的基础上直接开显真实存在, 而按照奘译# 只要基于谈胜义真

实之大乘教# 都属于具 )显了相* 的第三时教# 这就直接包括了大乘早期佛性

如来藏教与瑜伽行教, 由此可知# 藏译第三时教仍从遮即空出发谈# 是间接显

示# 而奘译转为从表即有角度谈# 是直接显示,

第三# 关于第二时教与第三时教, 藏译对这二时教都以同样的表达谈作为

出发点的基本思想# 即 )95D:?;>@:NRE;LDFD;REH @>@95E:7>;REH I>:F?6:>@:#

:NRBF>@>@95E:7>H>;L4L>L:7>@>@95E:7>H>;LLZDH @>;>:Z5EF>H>;L?>;L

FZ5E; NRE:RD;L::G @R>;L>; I>:4H>:7>;REH I>:F?6:>@:;>:* %依于诸法无自性性#

依于不生不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性&# 但二者意义大异, 对第二时教# 直接

表遮# 但根据般若经看# 极为笼统. 而对第三时教# 虽也直接表遮# 但依据

'解深密经(# 是在三无性意义上之遮# 与三性是相融贯的# 因此# 是在明确的

)有+ 无* 划界意义上之遮# 不再笼统, 奘译对这二时所依据的基本思想# 在表

达上就有所不同, 具体而言# 对第二时教是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性涅?*# 对第三时教是 )依一切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 本来寂

静+ 自性涅?无自性性*# 后者多一个 )无自性性*, 正是后者显示了二者的差

别# 即前者唯遮# 后者是在遮后之表# 即有遮与表之别, 当然# 如前文所述#

这里的 )无自性性* 并非指三无自性性即三无性# 而是指 )无自性* 所显之

)性*# 即胜义谛相真如, 这样# 对这二时所依的基本思想# 藏译是通过所依据

的内在义境的不同# 将相同之语的意义区别开来# 属间接区分# 而奘译是通过

/*))/'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



词语的不同直接将意义区分开来# 属直接区分,

第四# 关于三时的翻译问题, 由于 '解深密经( 梵本不存# 对藏译与奘译

)三时判教文* 的翻译# 可做一些推测, 一般而言# 根据语言特点的差别以及翻

译实践的成果看# 藏译比汉译要忠实# 即使对玄奘这样被认为忠实传达了印度

原典原味的翻译大师而言# 也是如此, 这几可称为学界的共识, 在这个基础上#

可以猜测玄奘大师在 )三时判教文* 中# 不少地方用了意译# 比如常通过添加

或者更改一些程度词或者判断词来加强或者凸显一些意趣,

可举三个例子来看, 如奘译 )唯为发趣声闻乘者*# 藏译为 )65BL7>I>R>;L

H>L7>?Z5GL:7>?;>@:I>*# 奘译的 )唯* 字应是添加的 %估计 )声闻* 二字也

是添加的&# 但这个添加并未违背意趣# 而是强化了第一时教的针对性# 与第三

时教的普度性与普摄性就形成了对比, 同样# 奘译 )唯为发趣修大乘者*# 藏译

为 )65BL7>95B; 7DI>R>;LH>L7>?Z5GL:7>?;>@:I>*# 奘译的 )唯* 字也应是添

加的# 用意同于前例, 又如奘译 )普为发趣一切乘者*# 藏译为 )65BL7>65>@:

9>H I>R>;LH>L7>?Z5GL:7>?;>@:I>*# 奘译的 )普* 应是添加的# 用于强化其普

度性与普摄性# 而与第一时教+ 第二时教的针对性相区别,

最后还举一例, 奘译谈第三时教的殊胜性# 用了 )第一甚奇+ 最为稀有*#

而藏译为 ):5E; 6G ;LD@6:5>??@>H HG FRG;LF>*# 奘译的 )第一*+ )最为* 应该

是改译了原词# 藏译的 ):5E; 6G* %极为+ 十分+ 至极&# 就没有奘译表现得那

么强烈, 但这种改译# 契合语势以及意趣# 并无不妥# 反而更加强化了第三时

教作为真正了义教的特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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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甚奇+ 最为稀有* 之类的译法# 在玄奘其他译著中也有# 略显夸张# 但在这里这么处理却最

为恰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