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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格义与佛教中国化

——再谈唯识今学的佛性问题

张利文 a

【摘要】玄奘所传唯识今学坚持了护法一系的种子本有论立场，继而在“性相

别论”的总框架下，奘传唯识学必然坚守五姓差别决定论的佛性立场。这不仅与如

来藏系统“性相合论”框架下开出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存在根本的抵牾，而且

与中国传统儒家心性论主张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旨趣相违。与之相反，如来藏佛

性思想契合了中国本有的心性学说获得了流行。相对于格义佛教名相语词的老庄化，

思想的中国化更为潜在而本质，故可称之为佛教的潜在格义。佛教不同教说的产生

与流行必然应对了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主体的选择。当具体的时空发生改变时，该

种思想或主张的利弊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思想价值。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潜在格义；唯识；佛性；种性

玄奘所传唯识今学将一切种子放在刹那生灭、一类相续的种子流中看待，并且

将种子的属性限定为“性决定”与“引自果”等，这就决定了奘传唯识今学必然坚

持护法一系的种子本有论立场，而非通常认为的种子本有与新熏之折中。b 继而由

种子本有论滥觞，在“性相别论”的总框架下，奘传唯识学必然坚守五姓差别决定

a　 作者简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识古今学之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14BZJ011）。

b　 参见拙文《〈成唯识论〉种子本有论探析》， 《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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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佛性立场，亦即坚持有一分“无性阐提”毕竟不能成佛。这不仅与如来藏系统

“性相合论”框架下开出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存在根本的抵牾，而且与中国传

统儒家心性论所主张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旨趣相违。从佛性思想的历史源流上讲，

由佛性种子阙如而决定的一分阐提不能成佛，可以看作中国佛性思想史上的一涓细

流，逐渐淹没于“本心无有不善”以及工夫论上“不假外求”的心性主流学说之中。

奘传唯识宗在中唐以后逐渐衰落，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其基于种子说的佛性论，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学说未能十分合拍应是主要因素。然而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

的价值未必可以成败做简单衡量，因为该种思想的产生与流行必然应对了具体的历

史条件以及主体的选择。当具体的时空发生改变时，该种思想主张的利弊自然也会

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从而展现出不同的思想价值。

作为经院哲学的典型代表，奘传唯识今学之所以坚持如此不同于中土的佛性思

想特色，是有其深刻的义理基础的。可以说其佛性思想不仅是种子缘起观的必然逻

辑推演结果，而且与其修证的瑜伽次第息息相关。要了解唯识今学之所以如此主张

的原委，必须回溯唯识今学的教理系统，以今学释今学，才能窥见其所以然的依据。

一、“五姓差别”与“一切皆成”的论争

所谓五种姓，也称为五种性 a，《瑜伽师地论》列举有：无般涅槃法种性、声

闻种性、独觉种性、如来种性、不定种性。b 其中“无般涅槃法种性”，通常也称

a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的解释比较清楚：“五种姓是梵语的译文，原文为五类的种属或族姓。因为属于

某个种族的人必然具有某个种族的性质，所以种姓和性质这两个辞语的含义，本来就有相通的地方，在印度使用起来

有时也不免混乱。到了译成汉语，种姓和种性，不但意义相近，而且字形相似，发音相同，因此五种姓便时常成为五

种性。”（蓝吉富主编：《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 3卷，第 1003 页）《瑜伽师地论》中“种姓”与“种性”是通用的。

如既有“声闻种性”亦有“声闻种姓”等，二词在意义上没有区别。

b　“复次云何异生性？谓三界见所断法种子。唯未永害量名异生性。此复略有四种。一，无般涅槃法种性所摄；

二，声闻种性之所随逐；三，独觉种性之所随逐；四，如来种性之所随逐。”（《瑜伽师地论》第 52卷，《大正藏》

第30卷，第 587页中）及“问：回向菩提声闻，从本已来当言声闻种性，当言菩萨种性？答：当言不定种性。”（《瑜

伽师地论》第 80 卷，第 749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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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种姓”“无佛性”或“无性”，在唯识学看来就是阙如成佛的无漏种子。其

他经论如《解深密经》《大乘庄严经论》《显扬圣教论》《楞伽经》《佛地经论》

等也都谈到了种性的差别，虽然名称略有所异。这里面关键的一点是，除去不定种

性之外，其余的种性是否决定不可转变，尤其无性的一阐提是否决定不能成佛。大

乘经论对该问题多有经权异说，如《瑜伽师地论》最早根据种子的差别决定性对种

性差别决定做出了如下判定：

问：若非习气积集种子所生者，何因缘故，建立三种般涅槃法，种

性差别补特伽罗，及建立不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所以者何，一切皆有

真如所缘缘故。答：由有障，无障差别故。若于通达真如所缘缘中，有毕

竟障种子者，建立为不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若不尔者，建立为般涅槃

法种性补特伽罗。若有毕竟所知障种子布在所依，非烦恼障种子者，于彼

一分建立声闻种性补特伽罗，一分建立独觉种性补特伽罗。若不尔者，建

立如来种性补特伽罗。是故无过。a

但大乘经中另有“一切皆成”的观点，也就是主张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此种观

点的肇端可追溯至南朝时期鸠摩罗什门下“四杰”之一的竺道生，他通过研读六卷

本《大般泥洹经》，否定了其中一阐提不能成佛的说法：“如一阐提，懈怠懒惰，

尸卧终日，言当成佛，若成佛者，无有是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除一阐提”b，

竺道生指出“禀气二仪者，皆是涅槃正因。阐提是含生，何无佛性？”c 因为其言

论与《大般泥洹经》相左，道生被摈出建康（今南京），讲说于虎丘（在今苏州）。

后《北本涅槃经》全本传来，其中果然有“阐提悉有佛性”的说法，于是道生之说

畅行于江左。史传称道生的说法“若合符契”“孤明先发”d。此外，鸠摩罗什所

a　《瑜伽师地论》第 52 卷，《大正藏》第 30 卷，第 589 页上。

b　 《佛说大般泥洹经》第 3卷，《大正藏》第 12卷，第 873 页下；《佛说大般泥洹经》第 4卷，《大正藏》

第 12 卷，第 881 页中。

c　 （南梁）宝唱：《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 134 册，第 29 页上。

d　 （南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道生法师传》，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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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妙法莲华经》中一切皆成的思想也是十分典型的，该经第一品中就说：“十方

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

“五姓差别决定”与“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观念历来被认为“水火之不相容，

刻画了甚深的鸿沟”a，例如在玄奘初传唯识学于国内时，不合就已发生在他主持

的译场之中。最早发难的是担任证义的灵润，“造一卷章，辩新翻《瑜伽》等与旧

经论相违”，略出十四门义，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其后，玄奘弟子神泰更

造“一卷章”以救师说。b 玄奘去世后，其弟子法宝造《一乘佛性究竟论》，破三

乘无性义，立一乘佛性义，以针对窥基《唯识枢要》《法华玄赞》中的种姓观点。

随后窥基弟子慧沼作《能显中边慧日论》回护师说。时至中唐，天台九祖湛然又作

《五百问论》破窥基《法华玄赞》所主张的“三无二有”，“为决定声闻而翻判属

有性；以败种之论，通再活之经”。

自竺道生开启了南北朝佛学从般若学向涅槃学的转向以后，“一切众生悉有佛

性”几乎成了中国佛性论思想中的定论，玄奘也并非不知，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

将瑜伽系经典中的五姓差别决定论并介绍到国内来呢？相传玄奘归国时与印度诸大

德曾经讨论过无性有情的问题，玄奘以为若将此义传回中国，国人必不生信，希望

在今后传学之中略去“无佛性”之语。但此一计划受到戒贤的严厉指责，遁伦所著

《瑜伽论记》对此有所记载：

三藏云：八卷《楞伽》第二卷辨五种性：三、乘定性，为前三人；四、

不定性；五、一阐提。阐提有二：一、菩萨阐提，毕竟无成佛义；二、断

善阐提，若遇胜缘必得成佛。余在西方时已者。《楞伽》梵本本文亦同。

西方大德许此义。云：……若至本国必不生信，愿于所将种论之。语戒

a　 龙慧：《五姓各别与一性皆成的论诤》，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43 卷之《唯识思想论集

（三）》，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第 319-330 页。

b　 [ 日 ] 最澄：《法华秀句》卷中，《传教大师全集》第 3册，佛学书局，1926 年，第 172-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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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呵云：“弥离车人解何物而辄为彼损。”a 

戒贤之所以严厉斥责玄奘改换经文的想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基于护法所传唯

识今学种子本有论的根本立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依据使得无佛种姓的阐提无法

通过新熏获得无漏种子，与此同时种子缘起在唯识今学中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核心

观念。玄奘的确在归国后，坚持了乃师的训诫，不曾改换唯识学的面目。史传中记

载玄奘对窥基曾说：“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则否”b，并非空穴来风，一方

面说明了玄奘恪守了戒贤的师训，继承了五姓差别决定的教说，并以此作为唯识宗

法的重要内容，传给了上首弟子窥基；另一方面也旁证了玄奘门下弟子并非全部信

受了护法学说，例如奘门另一弟子新罗圆测虽然也接受了五姓各别的主张，但却认

定“唯此一乘，最为究竟，过此更无余胜乘故”的一乘究竟说。c 

二、五姓差别决定论在印度佛典中的依据

“五姓差别决定”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关涉到佛教中佛性与种姓两大内容，

以及对性相的诠释方法。在印度经论原典中，即便对“佛性”的解释，亦有多种不

同的表述。世亲《佛性论》中分析了各家佛性的不同说法：

初破小乘执者，佛为小乘人说有众生不住于性，永不般涅槃故。于

此生疑，起不信心。释曰：所以生疑者，由佛说故。小乘诸部，解执不同。

若依分别部说，一切凡圣众生，并以空为其本，所以凡圣众生，皆从空出故，

空是佛性。佛性者即大涅槃。若依毗昙萨婆多等诸部说者，则一切众生，

无有性得佛性，但有修得佛性。分别众生，凡有三种：一、定无佛性，永

a　 [新罗 ]遁伦：《瑜伽论记》第 13卷之下，《大正藏》第 42卷，第 615 页上、下。日僧最澄《法华秀句》

亦有类似记载：“《大庄严论》第二卷云：无佛性人谓常无性。欲来之时，诸大德论无性人，云：若至本国，必不生

信，愿于所将论之内，略去无佛性之语。戒贤呵云：弥离车人解何物而辄为彼指！”

b　 （宋）赞宁：《宋高僧传·窥基传》，《大正藏》第 50 卷，第 726 页上。

c　 [ 新罗 ]圆测：《解深密经疏》第 4卷，《卍续藏经》第 34 册，第 784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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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涅槃，是一阐提犯重禁者；二、不定有无，若修时即得，不修不得，

是贤善共位以上人故；三、定有佛性，即三乘人。

总体而言，瑜伽学派的经论中对定性种性有较多的阐述。除《解深密经》《楞

伽经》《瑜伽师地论》外，护法弟子亲光所撰《佛地经论》中，对五姓差别决定更

作了完整的叙述，并尤其强调了一分无种性人毕竟不得灭度成佛。

无始时来一切有情，有五种性：一、声闻种性；二、独觉种性；三、

如来种性；四、不定种性；五、无有出世功德种性。如余经论广说其相，

分别建立前四种性。虽无时限，然有毕竟得灭度期，诸佛慈悲巧方便故。

第五种性无有出世功德因故，毕竟无有得灭度期。诸佛但可为彼方便示现

神通，说离恶趣生善趣法。彼虽依教勤修善因得生人趣，乃至非想非非想

处，必还退下堕诸恶趣。诸佛方便复为现通，说法教化，彼复修善，得生

善趣，后还退堕，受诸苦恼。诸佛方便，复更拔济，如是展转穷未来际，

不能令其毕竟灭度。虽余经中宣说一切有情之类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然

就真如法身佛性，或就少分一切有情方便而说。为令不定种性有情，决定

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果故。由此道理，诸佛利乐有情，功德无有断尽。此利

他德，依自利德，乃得无断。是故如来有为功德从因生故。a

其中尤需留意的是，亲光坚持定性种性学说，消解“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的理

据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真如法身”的角度说佛性，其二，是将“一切有情”

化为“少分一切有情”而方便说。亲光的后一解释显然是强为会通，但前一种解释

指出了佛性与种性（种子）的差异。真如法身佛性于众生的皆有，并不等于佛（如

来）种子的众生皆备。前者是众生成佛的辅因，后者才是决定原因，“如来有为功

德从因生故”b。 这个“因”就是指种子。种子的差别决定必然导致种姓的差别决

a　《佛地经论》第 2卷，《大正藏》第 26 卷，第 298 页上、中。

b　 这个也就是周贵华强调的唯识学中“有为依”与“无为依”的两种划分。本文认为，在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中，

种子依持与真如依持两种侧重不同的倾向性差异是存在的。在护法、戒贤、玄奘、窥基一系所传的唯识学看来，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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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是逻辑一贯的。将无为法的佛性与有为法的种子分别看待，对奘传唯识学的

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同为护法嫡传的玄奘，既然决意西行求法，而谨遵

戒贤师法，那就不可能不把唯识学中与种子差别决定性密切相关的种性差别决定论

忠实地保留下来。

我们知道世尊是基于反对婆罗门唯我独尊，主张种姓平等而建立佛教的。在原

始佛教经典《阿含经》中保留了不少佛陀反对婆罗门种姓独尊的文字。如《增壹阿

含》以四大河水共同入海，譬喻四种种姓都可以出家学道，得释迦种子：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有四大河水从阿耨达泉出。云何为四？所

谓恒伽、新头、婆叉、私陀。彼恒伽水牛头口出向东流；新头南流师子口出；

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从马口中出。是时，四大河水绕阿耨达泉已，

恒伽入东海，新头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尔时，四大河入海已，

无复本名字，但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

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著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姓，

但言沙门释迦子。所以然者，如来众者，其犹大海。四谛其如四大河。除

去结使，入于无畏涅槃城。是故，诸比丘！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

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释迦子，

从释种中出家学道。比丘当知！欲论生子之义者，当名沙门释种子是。a

刹帝利（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如四河共入大海，汇入佛教，因此均

称为“沙门释种子”。低级种姓的人也可以出家修道，以众生平等反对阶级论是佛

成佛之因或者说根据，主要在于种子（持种依），而真如作为识性之依持（迷悟依）是次要于种子的。而如来藏学说

强调以真如、真心为依持。这是二者在本体依据上的差异。在缘起发生论上，唯识学与如来藏学说的差异尤为明显：

奘传唯识今学主张唯种子缘起；而如来藏学讲真如缘起，认为真如不守自性，随缘发生诸识。无明与真如互熏，缘起

现象界。真谛所传唯识学立阿摩罗识，阿摩罗识能所俱泯，智如合一，具有真如实性的部分特性。（“此境识俱泯即

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真谛译：《转识论》，《大正藏》第 31卷，第 62页下。印顺说：“《转识论》是《唯

识三十论》释的一本，不知作者是谁，也许是十家注的一种。”） 真谛传唯识学具有唯识学与如来藏学合流的倾向。

而奘传唯识学独立于如来藏学，性相别论，区别是非常显著的。故而我们把护法—玄奘一系的唯识今学也称为纯粹唯

识学。

a　《增壹阿含经》第 21 卷，《大正藏》第 2卷，第 658 页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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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别于婆罗门教的一个特征。后来大乘佛教唱众生平等，也大多从真如佛性的角

度来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而消解了种子差别的决定意义。但此中有一细节

亦可留意，河水譬喻中婆罗门、刹帝利、吠奢有四大种姓皆有 a，但唯独缺少了最

底层的首陀罗。诸经论中常说的闻法“八众”中的人四众为：刹利众、婆罗门众、

居士众、沙门众 b，也没有提到首陀罗众，更不用说排除在种姓之外，地位比首陀

罗还低的无种姓人旃陀罗了。c 旃陀罗在佛经中，尤其《阿含经》中，大多是出现

在否定性意义的文句中 d。 虽然如《长阿含经》中有首陀罗闻法的说法，但其它文

本中对首陀罗和旃陀罗的阙载，至少表明原始佛教经典中的种姓表述也并不是完全

一致的。窥基在《法华玄赞》中更指出了一点，即便是以“一乘真实”为宗旨的法

华会中，也有五千增上慢人退席，世尊默然而不制止之事。e

三、奘门弟子对五姓差别决定论的维护

由于玄奘的坚持，窥基及其弟子一系坚定地继承和维护了护法、戒贤、玄奘以

来五姓差别决定的立场。窥基在《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中把阐提分为三类，并加上

其余的如来种性、声闻种性、独觉种性、不定种性，共七种姓作四句分别：

a　 “居士”即吠奢的意译。“长者”，印顺法师说：“与居士 grhapati 相近，是‘吠戌’vaiśya 中的‘豪

族也，富商大贾’”（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正闻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6页。），当然也属于吠奢种姓。

b　 “佛告阿难：世有八众。何谓八？一曰，刹利众；二曰，婆罗门众；三曰，居士众；四曰，沙门众；五曰，

四天王众；六曰，忉利天众；七曰，魔众；八曰，梵天众。”，（《佛说长阿含经》第 3 卷，《大正藏》第 1 卷，第

16 页中）

c　 蓝吉富：“在四种种姓之中，屈居最下层的首陀罗，以服侍前三种姓为天职，生来就是种姓制度中最低

贱的阶级，被视为不清净，不能学习吠陀，没有尊严，只有服从与逆来顺受。这样的阶层，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就是

贱民，实则不然。在种姓制度中，他们虽然是最低贱的第四阶级，但是，他们仍在种姓的体制之内。真正最悲惨的贱

民，则是种姓体制外的，被视为不入流的‘人中最低贱者旃陀罗’（《法论》）用语）”（蓝吉富：《试论佛教与印

度教的种姓伦理观》，《圆光佛学学报》，2004 年第 9期，第 1-24 页。）

d　 蓝吉富认为大乘经文里对旃陀罗赋予否定意义的文句只是“偶尔也会出现”，并认为这只是“随顺当时

印度社会风习的说法，并不是在本质上歧视旃陀罗种姓”。（见其《试论佛教与印度教的种姓伦理观》。）

e　“然此经中鹙子三请，恶人退席，已后方说一乘深旨。”（唐）窥基：《妙法莲花经玄赞》第 1卷，《大

正藏》第 34 卷，第 657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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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第五性，合有三种。一名一阐底迦；二名阿阐底迦；三名阿颠底迦。

一阐底迦，是乐欲义，乐生死故。阿阐底迦，是不乐欲义，不乐涅槃故。

此二通不断善根人。不信、愚痴所覆蔽故；亦通大悲菩萨，大智大悲所熏

习故。阿颠底迦，名为毕竟。毕竟无涅槃性故。此无性人，亦得前二名也。

前二，久久当会成佛；后必不成……合经及论，阐提有三。一、断善根；

二、大悲；三、无性。起现行性，有因有果。由此三人及前四性，四句分

别。一、因成果不成。谓大悲阐提。二、果成因不成。谓有性断善阐提。

三、因果俱不成。谓无性阐提、二乘定性。四、因果俱成。谓大智增上、

不断善根而成佛者。a

这就在会通《楞伽》一切皆成的基础上，于《楞伽》的二种阐提外，增加了一

种“毕竟无涅槃性”的阐提，即“阿颠底迦”阐提。窥基权变地保留了《楞伽》非

究竟的二类阐提，重点在于以一分“毕竟”无性对护法以来五姓差别决定的立场给

予了贯彻和明晰化。为什么必须确保有毕竟无性者，就在于从种子差别的立场，“诸

有情类种种界性”，必然存在“无性即是下劣界摄”b。 为了进一步会通《涅槃经》

等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窥基又区别了“理性”与“行性”的不同。

《涅槃》据理性，及行性中少分一切，唯说有一。c

此经（笔者注：法华经）既说一乘被彼大乘根性。然性有二。一、理性。

《胜鬘》所说如来藏是；二、行性。《楞伽》所说如来藏是。前皆有之，

后性或无。谈有藏无，说皆作佛。d

把“理性”视为如来藏，一切众生皆有，据此《涅槃经》《胜鬘经》说一切皆

成；作为“行性”，众生或有或无，故就“少分一切”行性言众生皆有佛性。这显

a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本，第 610 页下 -611 页上。

b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本，第 611 页中。

c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本，第 611 页上。

d　 （唐）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第 1卷本，《大正藏》第 34 卷，第 656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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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前述《佛地经论》是同一个思路，把一切说成少分，强作会通。这样的结果，

就保证了有情的另一分，许之毕竟无如来种姓。窥基的弟子慧沼继续沿着以“理性”

解释“真如法身佛性”，以“行性”解释众生差别种性的思路给予发挥。

依诸经论，所明佛性不过三种：一、理性；二、行性；三、隐密性。

言理性者，《佛性论》云：“为除此执故，佛说佛性。佛性者，即是人法

二空所显真如。由真如故，无能骂所骂，通达此理，离虚妄过。”《涅槃》

第二十五：“善男子！佛性者，非阴界入，非本无今有，非有已还无。”

第八云：“开示如来秘密之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行性者，通有

漏无漏一切万行……无漏正名佛性。有漏假名，非正佛性。a

所谓隐秘佛性是“会通天台、华严诸宗‘烦恼即菩提’之说而言的”b，并无

太大意义，可略而不论。此处重点是延续窥基所谈的“理性”佛性与“行性”佛性，

说明了“理性”佛性实际上就是“二空所显真如”“非本无今有，非有已还无”。

“行性”佛性又分为有漏、无漏二种，而关键正名佛性的是无漏性。慧沼继续详解：

若论行性，复有二种，谓有漏、无漏。此二种性，有无不定。若有漏性，

一切有情种子定有。现行之者，或成不成。若无漏者，据现行说，凡夫不成。

若据种子，有成不成。c

虽说慧沼将“行性”佛性划分为有漏、无漏抑或种子、现行，但决定众生能否

成佛的最关键决定性因素还在于“无漏种子”。因为只有无漏种子“有成不成”可

以决定众生是否成佛。此正如杨维中先生分析：

慧沼论佛性有两大特点：一是以理、行二层面言佛性，即将真如理

体与识体剥离为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变换成一切众生皆有理佛性；二是

a　 （唐）慧沼：《能显中边慧日论》第 4卷，《大正藏》第 45 卷，第 439 页上。

b　 杨维中：《识体理体两分与“一分无性”说——法相唯识宗佛性思想略析》，《中华佛学研究》，1999

年第 3期，第 93-106 页。

c　 （唐）慧沼：《能显中边慧日论》第 4卷，《大正藏》第 45 卷，第 440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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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漏种子当作佛性之一，并且认为其具遍在性。这样一来，“一分无性”

变换成只缺少无漏种子。a

如同《成唯识论》将众生转依分为“迷悟依”的真如，与“持种依”的生灭种

子 b，慧沼把众生成佛所依的“佛性”也分别为了“理性”与“行性”。相似而言，

理性就是不生不灭的无为依真如，行性就是生灭有为依的种子，“正名”而论就是

“无漏种子”。而无漏种子并不是人人具备的，因此也决定了一分有情毕竟不能成

佛。慧沼所谓的“行性”佛性，究竟而论，唯独只有本有无漏种子。此是决定众生

能否成佛的关键，即《瑜伽》所说的“菩萨六处殊胜”c，这个本有无漏种子的“行

佛性”，才是众生成佛的正因。d

所以说慧沼是遵从了奘传唯识学“性相别论”的坚定立场，区别了真如实性的

凝然无为与种子相种种界别的生灭有为，从“理性”与“行性”两个角度来讨论性

相问题，并把成佛的正因（正因缘）落实到了非众生皆有的本有无漏种子上。这当

然导致纯粹的五姓差别决定论。此正如龙慧所说：“唯识宗从‘性用别论’，区别

了真如和现象，而绝不许在二者间，有任何的相融，所以有情的现象，唯有从有为

的赖耶缘起，绝不能从真如缘起……不过，话得说回来……真如为现象所依而遍在

故（不说相即），真如俨然地成为现象的实性……现象既从有为的赖耶展开，其展

开的种种差别相，自有其差别的种种原因，这就是五姓各别说的苦心与用意。”e

a　 杨维中：《识体理体两分与“一分无性”说——法相唯识宗佛性思想略析》，《中华佛学研究》，1999

年第 3期，第 93-106 页。

b　 《成唯识论》是否果然兼取迷悟依与持种依两说，这个问题有些复杂，笔者待将来著文详述。

c　“本性住种姓者，谓诸菩萨六处殊胜。”《瑜伽师地论》卷 35，第 478 页下。

d　 （唐）慧沼：“故依附此识本无漏种，是佛正因。”（慧沼：《能显中边慧日论》第4卷，《大正藏》第45卷，

第 448 页上。）

e　 龙慧：《五姓各别与一性皆成的论诤》，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43 卷之《唯识思想论集

（三）》，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第 319-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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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潜在格义与佛教中国化问题

窥基及其弟子对护法、戒贤、玄奘一系唯识学的坚持，也应验了玄奘在印度曾

经担心结果，奘传唯识学在国内传播时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在反对玄奘佛性学说的

早期学僧中，灵润曾担任过玄奘译场的证义，圆测则属带艺求师的亲灸弟子，法宝

亦为奘门学子，这些都是相对亲近三藏的学僧，但已经不能信受五姓差别决定的奘

门种姓说，何况后来宗奉天台、华严、起信论的等诸多学派了。

那么玄奘、窥基，乃至慧沼、智周师弟在明知中土之人“必不生信”的条件下，

仍然坚持弘扬五姓差别决定论是基于什么样的“苦心与用意”（龙慧语）呢？除了

对戒贤师法的恪守外，我们认为更主要的理由在于奘门师弟对自护法开创的唯识今

学此一宗门教理体系的坚持。唯识今学虽然与唯识古学一样都重视阿赖耶识，也都

主张阿赖耶识与种子不一不异，但是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那就是在种子与第八识体

不一不异的总原则下，更加重视种子与识体“不一”的面向，借助于八识俱变的识

变模式，将唯识古学的阿赖耶识缘起转变为了唯识今学的种子缘起。正是因为奘传

唯识今学将诸法唯识的理论源头归因于种子，将佛性建基于种性（亦即种子）之上，

所以唯识今学特别强调种子流转还灭过程中次第修行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建基于种

子本有与种子缘起立场上的唯识今学，注定在修证观上与建基于如来藏缘起说的台、

贤、禅宗旨趣不同，甚至与真谛所传的唯识古学也存在较大差异。a正是这种基于

缘起观不同而形成的教理行果上的差异，构成了唯识今学迥异于中土佛教的唯识学

特色。结合唯识今学的佛性思想来看，唯识学在教理行果上的这个明显的特点，就

是强调修行的次第性，甚至并不讳言一分阐提的无佛性。这与禅宗凸显的当下顿悟

相比而言，带有明显的渐教色彩。换句话说，相对于南宗禅等圆顿法门对立顿成佛

的看重，奘传唯识学更加正视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当下的距离。也正因为对神圣

a　 详见拙作《〈成唯识论〉识变问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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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俗之间差异的承认和正视，才能更加凸显出唯识渐教修行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对治廉价“天国门票”的历史沉疴。

夏金华先生曾经指出：“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形来看，任何一种宗教思想或

宗派能否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造成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关键取决于它……是

中国人所愿意接受的，而不在于它是否符合原来的教义或思想……在林林总总的佛

经面前，他们会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与本民族传统思想类似或相合的经文，加以接

受。”a 关于佛性与种姓的思想也正是这样。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心性论思想中，

大多对人所本具的先验道德之善给予肯定，如孟子从“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b的性善说，推导出“圣人与我同类”c，“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

张 d。即便持有“性恶”观念的荀子，也认为通过“化性起伪”的人为努力，可以

实现道途之人为禹 e的理想境界。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来藏思想中所谓的“一切众

生悉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等诸多观念与儒家主流，尤其孟子主张的性善论，

有明显形态上的相似性，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与本

民族传统思想类似或相合”的“众生有性”说，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回过头来看，

与其说竺道生在《北本涅槃经》尚未传来入时“孤明先发”，不如说基于儒家传统

文化的熏习，竺道生心中早已含有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思想种子，借助了《法

华经》《大般泥洹经》等佛教经典中“众生”“佛性”等佛教名相现起了出来。虽

然经历了短暂的挫折，但很快因于《北本涅槃经》的传入而被中土佛教广泛接受。

同理，赓续陆王心学的熊十力“力不赞成”种子新熏说，借孟子语批之“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但却又巧妙地“举体为用、即用为体”，“掠取佛教皮毛，作为自家

的创见，附会到儒家的古典里”（印顺语）f，这不得不说是由“民族的传统习惯

a　 夏金华：《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辩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

b　 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59 页。

c　 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61 页。

d　 杨伯峻：《孟子译注》下册，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76 页。

e　 《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98 页。

f　 印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载《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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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a

行文至此，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如何对待异

域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是通过夷夏之辨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其典型者即如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b。魏晋时期，

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竺法雅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c，

具体而言，也就是用中国人易于接受的玄学化的老庄思想去解释异域文化中的般若

学说，促进般若学在中国的传播，并形成了彼时特有的“六家七宗”，史称格义佛

教。但当晋宋之际鸠摩罗什从西域入华以后，系统翻译了大量般若、中观学方面的

经论，人们才逐渐发现：比附外典的六家七宗格义佛教与佛教原本思想还是有着相

当大的差异。鸠摩罗什的著名弟子僧叡明确批评说：“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

即”d。因此，格义的运用随着鸠摩罗什纯正中观学在江左的传播而逐渐中止。

正是基于南朝佛教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佛教求真精神的继承，促使了

玄奘不满于“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e的现实而西行求法。

然而吊诡的是，如上所述，这样一种恪守师法的引介并没有获得国人的真正接受，

奘传唯识学三传智周后便逐渐湮没不彰了。中土佛教更加乐于接受的是与传统心性

论相似相合的如来藏佛性思想。可以与魏晋时期“六家七宗”的佛教引介相比照，

彼时的格义佛教是借用了本土已有的术语来诠释佛教的义理；而隋唐之后的佛教逐

渐采用了另样的引介方式：那就是倚重本土已有的思想来选择性地诠释佛教文本，

此时采用的名相语词大多是梵文音译，然而思想却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似相合者。

相对于名相语词的中国化，思想的中国化更为潜在而本质，故而我们可以把后者称

之为佛教的潜在格义。“六家七宗”的格义般若学在罗什译本流行后，因其“乖

违”而逐渐被淘汰了，但是思想上的潜在格义却在隋唐佛教之后逐渐成为佛教中国

a　 夏金华：《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辩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

b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25 页。

c　 （南梁）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52 页。

d　 （东晋）僧叡：《毗摩罗诘堤经义疏序》，《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 年，311 页。

e　 （唐）彥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 50 卷，第 225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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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流形态。此一历史进程诚如陈寅恪所说为“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

史之所昭示者”，但我们不能同意陈氏的断言“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

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a，否则，玄奘孤征远迈、矢志西行的价

值今将何在？石埭、宜黄等居士薪火相继，艰苦卓绝，刻藏续绝的心力果成“燃死

灰”（陈寅恪语）乎！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曾经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应对另一

种文化作为‘他者’出现时所采取的策略，它表征着一个社会如何对待‘他者’的

态度”b，在肯认多元价值文化的今天，应当看到，一种文化只有在与“他者”的

交流和碰撞中才能实现向“他者”学习，并提升和丰富自己。否则，“以同裨同”

的潜在格义，只能使一个民族醉心于对异己元素的同化，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学习，

如韦努蒂所说：“在似曾相识的异域文化中，形成自我陶醉的阅读体验（narcissistic 

experience）”c。

我们无意于比较唯识学与如来藏学说在佛教义理上的高下长短，因为“佛以一

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d，佛陀本因于众生不同的根机、不同的界地宣说佛

教不二法门的中道实相。佛教史上林林总总的判教思想，其根本目的也是在于构成

方便与究竟经典之间的融通。玄奘于那烂陀寺讲《会宗论》会通空有二宗也正是立

足于调和的立场，同等重视瑜伽与中观经典的价值，如来藏思想也是如此。任何一

系佛教思想，在其适时应机的时候，都会呈现出其利益众生的价值。诸说并存、众

流竞奔，于争鸣中交流，方能彰显出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的强大生命力与

自信心。传统佛教在千余年的中国化演变中有太多的经验可供我们今天借鉴。

a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84-285 页。

b　 Andre Lefevere,”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in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8,p.12.

c　 Lawrence Venuti,”introduction”,in Rethinking 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New 

York:Routledge,2008,p.8.

d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大正藏》第 27 卷，第 410 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