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作为佛教中国化“内在机制”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

——兼论从瑜伽行派到窥基论师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

思想的抉择

程恭让 a

 

一、问题的提出：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是“善巧方便”

已故著名佛教学者方立天先生在所写《佛教中国化的历程》（1989）一文中，

曾经提出如下的论断： 

佛教具有实现中国化的自我组织机制。佛教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不是

偶然的，除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大制约作用外，佛教自身

也存在能够中国化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主要是价值构成、思维方式和表

现形态等。佛教的人生一切皆苦和追求理想精神境界的学说，佛教的丰富

的直觉思维形式，佛教的文学、艺术表现形态等，在古代中国都具有存在

的价值，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哲学、道德、文学、艺术方面的补充，

这是佛教能够在中国存在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同时，佛教还具有自我调节

和自我组织机制，这些机制生发于它的独特的方法论——方便说。佛教作

为一种解脱学，强调要“度脱众生”，而众生的条件、情况各不相同，为

a　 作者简介：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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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教化时要“方便善巧”，“方便权略”，允许采取各种方便方法，灵

活地引导众生。这种方便法门，为佛教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提供方法论

的基础。与此相联系，在真理论上佛教也采取真俗二谛说。真谛指佛教真

理，俗谛指世俗真理。佛教宣扬真谛俗谛有高下真假之分，但又是缺一不

可的，佛教真理和世俗认识不是绝对对立的。这又为佛教理论体系的开放

提供了真理论的根据。这些内在机制，又决定了佛教具有强大的融合功能

和创造功能。中国佛教宗派的判教就是这些功能的鲜明体现。中国佛教能

够调适于儒、道的关系，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创立出新的宗派和思想。a

上面这段引文中，方先生提出佛教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实现中国化，不是偶然

的，而存在必然的理由。那么必然的理由是什么呢？方先生是从“中国社会”和“佛

教自身”内外两个方面来予以说明：从外部的方面言，中国社会对于佛教的存在和

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约束力；从内部的方面言，佛教自身则具有一些“内在机

制”，可以促成佛教的中国化。那么，哪些因素表现佛教自身推动中国化的“内在

机制”呢？方先生把它们表述为“价值构成”——佛教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

式”——佛教丰富的直觉思维模式，“表现形态等”——佛教文学、艺术形态等，

以及生发于善巧方便（佛教的方法论）的佛教“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机制”。

这样，在方先生讨论佛教中国化问题的这篇著名论文中，他提出了佛教中国化

的“内在机制”说——从佛教内部解释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以及佛教中国化的“内

在机制”中，包涵佛教特有的方法论智慧——“善巧方便”的思想。这是方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佛教中国化问题讨论中具有创造性的学说。

无独有偶，改革开放后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工作的赵朴初先生，在关于

当代佛教弘法问题的讨论中，也呈现同样的思路。如他 1997 年 10 月 27 日为中韩

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所写开幕式致辞中，提出“佛教先辈们的弘法传统”，有

a　 方立天：《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3期，引自《方立天文集》第一卷《魏

晋南北朝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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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即以和平友好方式弘法的“优良传统”，以文化交流方

式弘法的“优良传统”及以方便善巧方式弘法的“优良传统”。佛法弘扬的这三大

“优良传统”，直到今天仍将是我们“让佛陀的教诲传遍世界”，即推动佛教思想

信仰全球化的弘法工作，值得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弘法智慧传统。其中关于以善巧方

便方式弘法的“优良传统”，朴老写道：

以方便善巧的方式弘法。“佛种从缘起”，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

特别重视弘法的方便善巧。千百年来，佛陀和古德先贤们根据弘法的需要

以及国情、民情的不同，创宗立说，施设了种种方便法门，使佛教得以超

越时空的阻隔，冲破种族、国界的障碍而获得迅猛的发展。印度三期佛教

的开展、各具特色的三大语系佛教的形成，即是佛教方便随顺众生机宜，

巧妙地适应时代发展的结果。a

赵朴初致力探讨佛教历史上弘法活动的“优良传统”，实际上也是从佛教文化

的内部，探寻佛教生存和发展的规律，这与方立天思考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问题的思想路径，是一致的。朴老这里所谓“以和平友好方式弘法的优良传统”，

大略相当于方先生所谓的“价值构成”；“以文化交流方式弘法的优良传统”，大

略相当于方先生所谓的“表现形态”；“以善巧方便方式弘法的优良传统”，大略

相当于方先生所谓的佛教“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机制”——作为佛教方法论的方便

说。两位学者所提出理论的核心实质，都是要从佛教的内部而不是仅仅从外部条件

来说明佛教的弘法和发展，并且两位学者对于促成佛教在地化、中国化佛教内部依

据的探索，都已聚焦在佛教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上，这为今天继续深度推进佛教

中国化过程与规律的研究，提供了极富启示意义的思考方向。

a　 赵朴初：《弘扬先辈优良传统，发扬“黄金纽带”关系》，《赵朴初文集》下，华文出版社，第1402-1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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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大乘佛教经典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

大乘佛教经典中涵有丰富深刻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

说正是基于对于善巧方便问题的认识，初期大乘佛教的经典重构了其佛教思想义理

的体系。拙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一书的上卷，便是基于上述认识对大

乘佛教经典中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系统的发掘和整理。a这里我们先取此书的要点，

略述如下。

首先，学界一般认为般若经一系经典是较早出现的初期大乘经典，而在般若经

一系经典中，《八千颂般若》则是时间上较早出现的。汉语佛典中与此经对应的汉

译，先后有《道行般若经》《摩诃般若经钞》《大明度经》《小品般若经》。我们

在鸠摩罗什所译《小品般若经》第十五《大如品》中，可以读到下面这段经文：

舍利弗！是六千菩萨，已曾供养亲近五百诸佛，于诸佛所，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不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故，今不受诸法，漏尽，心

得解脱。舍利弗！菩萨虽行空、无相、无作道，不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故，

证于实际，作声闻乘。舍利弗！譬如有鸟，身长百由旬，若二、三、四、

五百由旬，翅未成就，欲从忉利天上，来至阎浮提，便自投来下。舍利弗！

于意云何？是鸟中道作是念：我欲还忉利天上。宁得还不？不也，世尊！

舍利弗！是鸟复作是愿：至阎浮提，身不伤损。得如愿不？不也，世尊！

是鸟至阎浮提，身必伤损。若死，若近死苦。何以故？世尊！法应尔。其

身既大，翅未成就故。舍利弗！菩萨亦如是。虽于恒河沙劫，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发大心大愿，受无量事，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而不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故，则堕声闻、辟支佛地。b

a　 程恭让：《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7 年。

b　 （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 8册，No.0227，页 5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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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什此段译文中先后三次出现“不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我们比较上述四

种汉译相关的同段译文，可以看出内容基本相同，而罗什的译文传达意义最为清晰。

这段经文有两点内容颇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忉利天巨鸟的譬喻，这只巨鸟的翅膀

因为某种原因，没有长成或是已经损坏了；另一就是“不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

这个译语，这里的“般若波罗蜜方便”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究竟是指什么意义

呢？我们在今存梵本《八千颂般若》中，可以找到这段经文对应的梵文，从梵本可

以看到：罗什译文中三次出现“般若波罗蜜多方便”相关译语的地方，梵本中分别

为：（1）te khalu punarime prajñāpāramitayā aparigṛhītā upāyakauśalyena ca virahitā 

abhūvan，（2）upāyakauśalyavikalatvādbhūtakoṭiḥ sākṣātkṛtā，（3）sacedayaṁ 

prajñāpāramitayā aparigṛhīta upāyakauśalyena ca virahito bhavet。a其中，第一处可

以译为：不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护，缺乏善巧方便；第二处可以译为：缺乏善巧方便；

第三处可以译为：不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护，缺乏善巧方便。其中的第二处只有“善

巧方便”概念，而没有提到“般若波罗蜜多”概念。根据梵本对勘可知汉译中的“般

若波罗蜜多方便”，是指般若波罗蜜多及善巧方便两个概念，“不为般若波罗蜜方

便所护”，参照梵本，意义是：不为般若波罗蜜多所护，及缺乏善巧方便。所以《八千

颂般若》的这段经文，是以鸟儿需要两只健全的翅膀，才可以飞行得更好、更高、

更远的常识，来晓谕一个大乘佛教思想义理的精要：菩萨学佛，虽行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禅定等五度，虽行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般

若波罗蜜多及很好的善巧方便的训练，则易于堕落到声闻乘或独觉乘，而不可能达

到无上正等觉的目标。所以这段经文的本义是用巨鸟具有两个翅膀的譬喻，来说明

菩萨不可以舍弃般若和方便两项重要品德的训练，同时基于鸟的两个翅膀一般拥有

平衡并举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段经文同时寓涵菩萨乘佛教般若与方便平衡并

举的义理精要。

在初期大乘经典中，如果说《八千颂般若》比较侧重在般若概念思想的提升方

a　 A2tasqhastrikq praj`qpqramitq, Buddhist Sanskrit Texts-No.4,edited by Dr.P.L.Vaidya, published by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1960.p.155。



唯识研究（第八辑）

8

面，那么可以说《法华经》则主要是揭橥以善巧方便概念为中心的一系思想。关于

这一点，在《法华经》的核心一品即《方便品》中，有很多处清楚的显现，而在《法

华经》全经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也始终都是主轴。其实，《法华经》方便品

开头的两段长行文字，已经把《法华经》这一核心思想清楚表达出来。这两段文字

中的第一段赞叹佛智甚深、难知难见：“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

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

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a第二段赞叹佛陀具备伟大

的善巧方便这种最高或最后的波罗蜜多，常常以“随宜言说”（密意说）的方式教

化众生，使其悟入佛道：“随宜所说意趣难解。舍利弗！吾从成佛已来，种种因缘，

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着。所以者何？如来方便知见波罗

蜜皆已具足。”b两段话中的前者揭示佛陀出世的本怀，或者说佛陀现身世间立教

弘法、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众生明确说明佛陀所证悟的最高境界——菩提

或佛智；后者则揭示为了达成佛陀出世的这一本怀，佛菩萨圣贤说法立教的内在依

据，此内在依据即是善巧方便这种特殊的智慧或能力，以及在《法华经》大揭秘之

前佛陀说法度众的通常模式。这两段经文所开显的正是佛陀证法与佛陀教法相分的

根本原理，以及教法层面依据善巧方便以说法的教法原则。可以说这两段经文把这

部经典中《方便品》的深刻内涵，乃至整个《法华经》全经的深刻内涵，都已概括

无疑。

《法华经》方便品上述核心思想不仅表现在其长行文字中，也反复表现在其颂

文部分的经文中。这里仅摘录下面这个颂文： 

upāyakauśalya mametad agraṁ 

bhāṣāmi dharmaṁ bahu yena loke| 

tahiṁ tahiṁ lagna pramocayāmi 

a　 《妙法莲华经》卷 1：CBETA, T09, no.262, p.5b25-29。

b　 《妙法莲华经》卷 1：CBETA, T09, no.262, p.5b29-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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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īṇī ca yānāny upadarśayāmi||a

此颂文，罗什译为：“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b

比罗什约早一百年，西晋译经大德竺法护的译文是：“佛有尊法，善权方便，犹以

讲说，法化世间，常如独步，多所度脱，以斯示现，真谛经法。”c根据梵本，参

照先贤的两个汉译，可以新译如下：我的这个善巧方便极为殊胜，依据它，我在世

间说了很多的法，使到处陷溺者解脱且示现三乘。可以看出：此颂文的第一句，是

佛陀自赞自己所证得的善巧方便的殊胜性，因此是表述善巧方便的特质；第二、三、

四三句，是晓谕佛陀以善巧方便，为众生说法，度脱众生，及建立三乘教法体系，

因此这是表述善巧方便的功能。所以，这个颂文很好地传达出在教法层面善巧方便

的殊胜性质及其重要作用。

再次，我们这里不可以不提到《维摩经》。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唐以前的高

僧大德都对《维摩经》崇高的佛学价值，给予极高的尊崇。唐宋以后，这部经典的

佛学地位显著下降。直到近现代，由于太虚大师等人的提倡，这部经典的佛学意义，

才重新得到佛教界的评估。从经典注释史以言，自古以来《维摩经》被看成是一部

附属于《般若经》的经典，这样的看法虽然揭示了《维摩经》思想与般若思想之间

确实存在的密切的联系，不过对于《维摩经》自身思想之特点及其真正独具之佛学

义理价值，则不免有所委屈。事实上，《维摩经》可以看作是对《八千颂般若》所

揭橥大乘般若一系概念思想的动向，及《法华经》所揭橥大乘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

想的动向加以辩证整合的经典，对于般若一系概念思想与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这

两系初期大乘思想进行融合或整合，恰好可以反映这部初期大乘经典的真正独特的

性质。

关于这部经典整合般若与方便两系思想的性质，我们可以由该经下面这个著名

颂文看出来。此颂文支谦的译文为：“母智度无极，父为权方便； 菩萨由是生，

a　  Dr.P .L.Vaidya 校勘本 Saddharmapuzfar]kq, 第 23 页。中亚本，第 21 页。

b　 《妙法莲华经》卷 1：CBETA, T09, no.262, p.6a26-27。

c　 《正法华经》卷 1：CBETA, T09, no.263, p.68c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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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佛一切见。”a罗什的译文是：“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

由是生。”b玄奘大师的译文是：“慧度菩萨母，善方便为父；世间真导师，无不

由此生。”c几种梵汉本内容完全一致。《维摩经》中的这个颂文非常清楚地将般

若譬喻为佛菩萨之母、将善巧方便譬喻为佛菩萨之父，代表了初期大乘佛教一个十

分重要的思想传统，这就是初期大乘般若波罗蜜多与善巧方便并举并重思想义理的

传统。可以说《维摩经》这个譬喻是十分生动也十分明确地把般若与方便平等并举、

相辅相成的意义，以无比卓越的方式清晰展现出来了。从思想逻辑以言，《维摩经》

中这个般若母、方便父的譬喻，恰好可以看成是对《般若经》的佛母般若理念及《法

华经》特别重视的善巧方便理念所完成的一次辩证性思想整合。

《维摩经》中还有很多经文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对于般若、方便上述辩证关系的

重视。尤其是下面这段经文：“何谓缚？何谓解？贪着禅味，是菩萨缚；以方便生，

是菩萨解。又，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何谓无方便

慧缚？谓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

是名无方便慧缚。何谓有方便慧解？谓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

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谓无慧方便缚？谓菩萨住贪欲、

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是名无慧方便缚。何谓有慧方便解？谓离诸贪欲、

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d

这段经文不仅揭示大乘菩萨以方便作为依据接受轮回生活的原理，以方便作为依据

进行禅修的原理，还特别揭示大乘菩萨“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无慧方便缚，

有慧方便解。”说明没有般若智慧相配合的善巧方便，或没有善巧方便相配合的般

若智慧，都是菩萨的系缚；而与般若智慧相配合的方便，与善巧方便相配合的般若

智慧，都是菩萨的解脱。这段经文阐述的原则彻底说明：一个菩萨乘的行者，其般

a　 《佛说维摩诘经》卷 2：CBETA, T14, no.474, p.530a1-2。

b　 《维摩诘所说经》卷 2：CBETA, T14, no.475, p.549c2-4。

c　 《说无垢称经》卷 4：CBETA, T14, no.476, p.576a14-16。

d　 《维摩诘所说经》卷 2：CBETA, T14, no.475, p.545b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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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智慧与善巧方便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绝对不可以相互分离或割裂。

初期大乘经典中还有一部著名的经典——《十地经》，在《华严经》完成全部

结集之前，这部经典曾经在佛教界长期单行，发挥重要的思想影响。那么这部经典

对于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总略地说：《十地

经》汉译中出现大量的译语：“方便慧”，或“慧方便”，或相关译法，而在这些

译语在整个《华严经》中，也大量的存在。汉译的“方便慧”或“慧方便”，其实

就是指“般若与方便”，或“方便与般若”，所传达的正是菩萨地般若与方便平衡

并举、相辅相成的重要思想原则。由于传译《十地》及《华严》者，未与这些译文

处做学术术语意义上的强调，导致汉语佛教注释大都未能理清《十地》及《华严》

的这种深义。如我们在《十地经》第七地中，可以读到梵本第 13 颂：

gambhīrajñānaparamārthapadānusārī

ṣaḍbhūminiścitamatiḥ susamāhitātmā |

prajñāmupāya yugapadyabhinirharanto

bhūmyākramanti vidu saptami caryaśreṣṭhām ||13||a

《华严经》之《十地品》中汉译为：“深智慧定心，具行六地已，一时生方便，

智慧入七地。”b参照梵本，可以新译为：“拥有深智慧，随行胜义句，六地心意

定，自己善入定；同时而践行，般若及方便，智者则进入，第七胜行地。”c此颂

文讨论：于第六菩萨地住立的菩萨，如何可以进入第七菩萨地的问题。前半颂，是

言第六地菩萨已具的品德；后半颂，则言第六地菩萨进入第七地的条件。此颂意义

是：一个第六地菩萨若是能够同时、同处（yugapady）践行方便与般若二者，即可

以顺利进入第七菩萨地。此处 Yugapady，副词，既表示“同时”，又表示“相俱”。

所以这个颂文很清晰地表明，将方便与般若二种菩萨品德同时并且不相分离地修学，

a　 Da1abh[m]1varo nqma Mahqyqnas[tra, Revised and Edited by Ry[ko Kondo, Rinsen Book Co., 1983.

b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25：CBETA, T09, no.278, p.562c27-29。

c　 参考 [日 ]荒牧典俊译：《十地经》，《大乘佛典》第八卷《十地经》，1987 年 3月 30日新订再版发行，

日本：中央公论社，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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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萨得以越过第六菩萨地，进入第七菩萨地的必要条件。

以上我们举出初期大乘经典中四部最具代表意义的经典，来证明对善巧方便概

念思想的高度重视，是初期大乘经典的重要思想义理；对于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辩

证关系的强调，对于二者平衡并举、相辅相成的重视，可以说确实成为初期大乘经

典的核心义理原则。初期大乘经典的这些思想，在后来的大乘经、大乘论中，得到

继承和延续，成为大乘思想义理的共识和基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讨论。这里仅

举《大乘庄严经论》中的有关说法，代表我们的结论。这部大乘重要论典曾建构大

乘的七大义理，其说为：

次说“大乘七大义”。偈曰：

缘行智勤巧，果事皆具足，依此七大义，建立于大乘。

释曰：若具足七种大义，说为大乘。一者缘大，由无量修多罗等广

大法为缘故；二者行大，由自利利他行皆具足故；三者智大，由人法二无

我一时通达故；四者勤大，由三大阿僧祇劫无间修故；五者巧大，由不舍

生死而不染故；六者果大，由至得力无所畏不共法故；七者事大，由数数

示现大菩提大涅槃故。已说大乘七大义。a

这里以缘、行、智、勤、巧、果、事七个概念为中心，来建构大乘之为大乘的

学术思想本质。其中第五个概念是“巧”，释义中指为：“不舍生死而不染”，正

是菩萨善巧方便精神的体现方式之一。所以这里的“巧”义，正是指菩萨行的善巧

方便。此后大乘论书关于这一点的解释，更加明确化了。如《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

中的解释：“由与七种大性相应故名大乘。何等名为七种大性。一境大性，以菩萨

道缘百千等无量诸经、广大教法为境界故；二行大性，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广大行故；

三智大性，了知广大补特伽罗、法无我故；四精进大性，于三大劫阿僧企耶方便勤

修无量百千难行行故；五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六证得大性，证得如

来诸力无畏不共佛法等无量无数大功德故；七业大性，穷生死际示现一切成菩提等，

a　 《大乘庄严经论》卷 12：CBETA, T31, no.1604, p.654c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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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广大诸佛事故。”a大乘的第五种“大性”，这里已经明确为“方便善巧大性”。

所以《大乘庄严经论》及《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这两部代表性的大乘论典，都把

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明确为反映大乘思想信仰本质性内容的思想之一。这表明初

期大乘经典关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有关认识，已经通过权威论典确立为印度大乘

佛教哲学家们的普遍思想原则了。

三、中国古代大德充满善巧方便智慧的经典诠释

不仅印度大乘佛教的义理传统高度重视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中国佛教的高

僧大德，自古以来也同样重视大乘佛教的这一思想传统。

首先，道安大师被学界公认为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道安大师的许多著

作早已佚失，但我们从他留下来的片段文献中，还是可以发现他重视善巧方便概念

思想的诠释线索。根据方广錩先生的考证，道安大师关于般若类经典，共有十四种

著作，现在仅三种存世，即在梁僧祐所著《出三藏记集》中所保存道安大师的三篇

《般若经》诠释文字，分别是《道行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卷七）及《摩

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卷八）。b在《道行经序》中，道安大师写有下面这段话，

提出对《道行经》文本义理结构的读法：“且其经也，进咨第一义以为语端，退述

权便以为谈首。行无细而不历，数无微而不极，言似烦而各有宗，义似重而各有主。

琐见者庆其迩教而悦寤，宏哲者望其远标而绝息。陟者弥高而不能阶，涉者弥深而

不能测，谋者虑不能规，寻者度不能暨。窈冥矣！真可谓大业渊薮，妙矣者哉！”c

支娄迦谶所译《道行般若经》，是初期大乘佛教般若系经典《八千颂般若》的第一

个汉译本。道安大师关于支娄迦谶译本的上述读法中，开头两句话非常值得注意：

“进咨第一义以为语端，退述权便以为谈首。”从《道行经》文义结构来看，《道

a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11：CBETA, T31, no.1606, pp.743c26-744a7。

b　 方广錩：《道安评传》，昆仑出版社，2004 年，第 274-275 页。

c　 《大正藏》，第 55 册，No.2145，《出三藏记集》，第 48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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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的第一品是《道行品》，正是佛陀借助舍利弗之口，宣说般若一系概念思想

之深义（“第一义”）。第四品是《沤拘舍罗劝助品》，所谓“沤拘舍罗”，正是

道安大师此处所谓的“权便”，也就是指“善巧方便”；所谓“劝助”，参照梵本，

是指“随喜”（anumodana）和“回向”（parin
4

āmanā）。随喜及回向，被视为是

初期大乘佛教侧重提倡的两种修行法门，正是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重要表现。所以

这品经文，甚至包括此品以下的部分，可以视为是由弥勒菩萨所发起关于善巧方便

一系概念思想的讨论。因此《道行般若经》从一开始就凸显了般若、方便两系思想

及其相互之间密切关系的义理架构。道安大师对于《道行般若经》经义结构的上述

文本解读，表明他对《般若经》的教义学思想结构，是有着很深的体认的。

在道安大师另一篇《般若经》序言，即《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他曾写过如

下的一段话：“凡论般若，推诸病之疆服者，理彻者也；寻众药之封域者，断迹者也。

高谈其彻迹者，失其所以指南也。其所以指南者，若假号章之不住，五通品之不贡高。

是其涉百辟而不失午者也。宜精理其彻迹，又思存其所指，则始可与言智已矣。何

者？诸五阴至萨云若，则是菩萨来往所现法慧，可道之道也；诸一相无相，则是菩

萨来往所现真慧，明乎常道也。可道，故后章或曰世俗，或曰说已也；常道，则或

曰无为，或曰复说也。此两者同谓之智，而不可相无也。斯乃转法轮之目要，般若

波罗蜜之常例也。”a道安大师这里提出解释《般若经》的原则，是“宜精理其彻迹，

又思存其所指”。就是说一方面要“精理”“彻迹”——排除疾病的轨迹和救治的

局限；一方面要“存其所指”——保持践行的方法和道路。道安大师认为，能够把

上述两个方面善巧予以结合者，才可以被称为“智”，也就是说其对《般若经》思

想义理的解释，才能比较客观和精确。道安大师接下来借用《老子》首章“道可道，

非常道”的说法，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辩证融合，进一步予以具体的指点。他在这

里提出“法慧”和“真慧”两个概念，认为经典中凡是说五阴，乃至说萨云若，都

是显示菩萨的“法慧”，体现《般若经》思想中的“可道”；凡是经典中谈一相无

a　 《大正藏》，第 55 册，No.2145，《出三藏记集》，第 4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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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则是显示菩萨的“真慧”，体现《般若经》思想中的“常道”。道安大师这里

所谈的两种智慧，其实就是指般若（真慧）与方便（法慧）。道安大师还进一步指

出：不仅菩萨的上述两种智慧都是“智慧”，而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彼此不可以分割，不可以相互否定，他称这种关系为“不可相无”。最后，

道安大师在这篇序言末尾得出结论：基于“法慧”与“真慧”所体现“可道”与“常

道”的辩证统一，是“转法轮之目要，般若波罗蜜之常例”，也就是说二者的善巧

融合是佛教弘法工作的重要轨则，是《般若经》思想义理诠释的重要轨则。我们看

到道安大师这篇《般若经》序言已经把般若与方便辩证统一的理论结构，不仅视为

理解《般若经》思想的关键，也视为理解佛教弘法思想的关键了。

僧叡是道安大师的高足，也是罗什入关后长期协助其翻译工作的人，是继道安

之后魏晋时期中国佛教中般若学研究最为精深的专家之一。罗什于403-404 年译《大

品般若经》，我们看僧叡在所著《大品经序》 中写的下面这段话：“摩诃般若波

罗蜜者，出八地之由路，登十阶之龙津也。夫渊府不足 以尽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

水镜未可以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称之；造尽不足以得其崖极，故借度以明之。然则

功托有无，度名所以立；照本静末，慧目以之生；旷兼无外，大称由以起。斯三名者，

虽义涉有流， 而诣得非心；迹寄有用，而功实非待。非心，故以不住为宗；非待，

故以无照为本。本以无照，则凝知于化始；宗以非心，则忘功于行地。故启章玄门，

以不住为始；妙归三慧，以无得为终。假号照其真，应行显其明，无生冲其用，功

德旍其深。大明要终以验始，沤和即始以悟终。荡荡焉，真可谓大业者之通涂，毕

佛乘者之要轨也。夫宝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广，嘱累之所以殷勤，功德之所以屡增，

良有以也。”a僧叡这段话是他对罗什所译《大品般若经》思想义理的总结。其中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明要终以验始，沤和即始以悟终”这两句话。两句话

中的“大明”，正是指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概念；“沤和”，正是指善巧方便这个概

念。所以僧叡的两句话可以这样解读：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两个概念，是《大品般

a　 《出三藏记集》卷 8： CBETA, T55, no.2145, pp.52c28-53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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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经》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思想贯穿《般若经》一经的始终。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僧叡这句话中的“大明”，理解为是指《般若经》中的《大明

品》；把这句话中的“沤和”，理解为是指《般若经》中的《沤和品》。在罗什翻

译的 27 卷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其中第 32 品，即是《大明品》；而在支娄

迦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中的第四品，即是所谓《沤和拘舍罗劝助品》。所以僧

叡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涵有方便思想的《沤和拘舍罗劝助品》，与涵有般若思想

的《大明品》，在这部般若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两句话在僧叡这篇序言中的出

现，从魏晋时期中国佛教诠释思想的角度言，实有非凡的意义。它足以证明僧叡体

察到了般若、方便两系概念思想的重要性，以及相应而言，般若、方便并列并举的

思想在《般若经》中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僧叡避免了从狭义的角度，也就是从纯粹

般若概念思想的角度理解《般若经》的做法。

慧远是道安大师另外一位高足，是东晋佛教中的领袖级人物，是与道安大师一

样推动佛教中国化历程中重要的中国佛教领袖。上面一节我们讨论过的《八千颂般

若》中巨鸟双翅的譬喻及其意义，显然引起慧远的关注和重视。现存记录鸠摩罗什

与慧远佛义论辩的著作《大乘大义章》中，记有慧远的相关提问：“远问曰：经说

罗汉受决为佛。又云：临灭度时，佛立其前，讲以要法。若此之流，乃出自圣典，

安得不信。但未了处多，欲令居决其所滞耳。所疑者众，略序其三：一、谓声闻无

大慈悲；二、谓无沤和、般若； 三、谓临泥洹时，得空空三昧时，爱着之情都断，

本习之余不起，类同得忍菩萨，其心泊然，譬如泥洹后时，必如此爱习残气，复何

由而生耶。斯问以备于前章。又大慈大悲积劫之所习，纯诚着于在昔，真心彻于神

骨。求之罗汉，五缘已断，焦种不生，根败之余，无复五乐，慈悲之性，于何而起

耶？又沤和、般若，是菩萨之两翼，故能凌虚远近，不坠不落。声闻本无此翼，临

泥洹时，纵有大心，譬若无翅之鸟，失据堕空。正使佛立其前，羽翮复何由顿生？

若可顿生，则诸菩萨无复积劫之功。此三最是可疑。虽云有信，悟必由理，理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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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其如信何？”a

慧远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法华经》中说到罗汉授记作佛，罗什也援引作为证

据，证明法身的存在。但是罗汉与菩萨不同：一、罗汉无大慈悲心，而菩萨则久劫

以来始终涵养大慈悲心，没有大慈悲心的罗汉如何可以作佛呢？二、罗汉无沤和、

般若，而沤和、般若则是菩萨的两翼，就如鸟儿有了健全的两个翅膀，就可以凌空

高翔，不坠不落，菩萨有此两翼之后，就可以一直达到最高最圆满的觉悟，而罗汉

是声闻人，声闻人无此两翼，如何能够在其修学过程中不会中途坠落下来呢？三、

罗汉临涅槃时，得空空三昧时，无爱习残气，菩萨则有这种爱习残气，爱习残气是

转生轮回的必要条件，罗汉无此残气，则何由可以转生呢？总之，在慧远看来，大

慈悲心、健全的沤和与般若、爱习残气这三者，都是菩萨作佛的必要条件，而这三

者在罗汉那里都不具备，所以罗汉如何可以授记作佛，这是一个让理性深感困惑的

佛学问题。慧远上述质疑中的第二项质疑，提出了罗汉与菩萨品德修养上的一个重

要区别：罗汉缺乏般若、沤和这两翼，而菩萨则具备此两翼。沤和，在最早期汉译

佛典中，是对于“方便”（upāya）一字的译音，所以沤和、般若，也就是后来汉

译佛典中的方便与般若。慧远这里的引用和诠释表明他是佛教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

地把方便、般若视为“菩萨之两翼”的思想家，此处的提问也表明他是中国佛教中

最早一位对于《八千颂般若》中巨鸟双翅的譬喻及其所传达菩萨乘般若、方便并重

并举的义理原则，有高度体认的中国佛教诠释家。

我们在罗什弟子僧肇身上，也能看到与僧叡、慧远等人有着大体相似路径的思

想诠释取向。这一点可以由僧肇在《注维摩诘经》中所提出的权智思想，清楚地昭

示出来。僧肇在那里说：“肇曰：夫有不思议之迹显于外，必有不思议之德着于内。

覆寻其本，权智而已乎。何则？智无幽而不烛，权无德而不修。无幽不烛，故理无

不极；无德不修，故功无不就。功就在于不就，故一以成之；理极存于不极，故虚

以通之。所以智周万物而无照，权积众德而无功，冥寞无为而无所不为，此不思议

a　 《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 2：CBETA, T45, no.1856, p.133a20-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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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极也。巨细相容，殊形并应，此盖耳目之粗迹，遽足以言乎。然将因末以示本，

托粗以表微，故因借座，略显其事耳。”a僧肇这段《维摩经》释文，提出外内、

本迹、本末、粗微多组概念，将“不思议”的外在表现及内在根据区分开来，表现

在外的不思议，是一些神通现象，它们是粗显的而非隐微的，是现象而非本质，是

枝节而非根本，而作为内在根据的不思议，则是菩萨圣者内在的德性修养，它们是

隐微的，是本质的，是根本的。而这些隐微的、本质的、根本的内在德性修养的根

本，究竟是什么呢？僧肇认为，就是佛菩萨圣者拥有的权智。因此，在僧肇看来不

思议思想是本经的中心思想，本经所揭橥的所有佛教思想都以不思议思想为基础，

本经所展示的诸多菩萨实践、神通现象，是不思议的外在表现，而作为这些不思议

的理论及实践的支撑的依据，则是菩萨圣者内在德性根本的权智。这样僧肇实际上

赋予了权智之说在本经所有的佛教概念及思想中最核心及最殊胜的位置。僧肇此处

所谓“权”，正是指善巧方便；所谓“智”，正是指般若智慧。所以僧肇通过诠释

《维摩经》所表述的权智思想，是魏晋时代中国佛教经典诠释学中般若、方便既二

分又互补这一思想理念最清晰、最透彻的体现。 

在僧肇另一部更加著名的著作《肇论》中，有开篇之《宗本义》一篇，我们 

读到如下一段话：“沤和、般若者，大慧之称也。诸法实相，谓之般若；能不形证，

沤和功也。适化众生，谓之沤和；不染尘累，般若力也。然则般若之门观空，沤和

之门涉有。涉有未始迷虚，故常处有而不染；不厌有而观空，故观空而不证，是谓

一念之力权慧具矣。一念之力权慧具矣，好思，历然可解。”b这段话中“权慧”

的说法，与《注维摩诘经》中所说的“权智”完全对应。这段话的要点有二：其一

是规定了般若、方便各自的对象与职能，如文中所说“般若观空，方便涉有”，这

是二者所涉及的对象的区分；般若观照实相，方便则保证能不取证实相，方便救度

众生，般若则保证不染尘累，这是二者功能作用的差异。其二，般若与方便在具体

作用的方式上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二者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正因为二者

a　 《注维摩诘经》卷 6：CBETA, T38, no.1775, p.382a29-b9。

b　 《肇论》：CBETA, T45, no.1858, pp.150c28-151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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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所以这段话提出“一念之力权慧具”的思想，也就是说般

若与方便二者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智能，指向不同，功能不同，但二者却包含在、具

足于同一心念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讨论般若思想的著作《肇论》中提出的“权

慧”说，还是在讨论《维摩经》思想的注疏著作中提出的“权智”说，僧肇都在阐

释般若与方便平等平列、相辅相成的思想，这是僧肇的佛学诠释及其佛教思想的根

本。我们看到他的基本的思想倾向与僧叡是一致的，但是僧肇显然更加自觉地将般

若、方便的关系思想系统化地发挥为其佛理诠释的核心思想。

自南梁之后，中国佛教的《法华经》理解，普遍受到光宅法云《法华经》注疏

著作的影响，所谓“自梁陈已来解释《法华》，唯以光宅独擅其美，后诸学者一概

雷同”a，光宅的义理影响力可见一斑。法云注疏中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以权实

之辨解释《法华经》第二品《方便品》的要义。他所谓的“权”，是指方便，或方

便智；他所谓的“实”，是指实际，或“实智”。就文本而论，《法华经》第二品

中凡是法云理解为“实”或“实智”的地方，其实是指佛陀的证法、佛智或菩提，

因此《法华经》的原义是以善巧方便作为沟通佛陀教法与证法的关键：佛陀依据善

巧方便与众生互动，将众生引导到佛智菩提的崇高目标。善巧方便展开为说法弘教

的活动，有密意说及大揭秘两种模式，前者展开为三乘，后者表现为一乘，此为《法

华经》方便品思想义理之根本。可以说《法华》经义原不存在所谓的权实之辨，但

是经过法云的诠释，则强调了“方便”是为展现三乘的权法，更强调了“开权显实”“废

权显实”的考虑，一举造成将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佛法品格大幅降格的理解方式。

法云上述倾向的《法华经》诠释对此后的中国佛教理解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包

括中国佛教南北朝隋唐时期两位杰出的义理大师，开创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及开创

三论宗的吉藏大师，也都同样受到法云注疏的强大影响。b不过智者和吉藏都一方

面继承法云《法华经》权实二智模式的理论智能，一方面试图化解法云权实理解模

a　 （唐）湛然：《法华文句记》，大正藏第 34 册，No.1719，第 153 页中。 

b　 （隋）智顗：《妙法莲华经文句》，《大正藏》第 34 册 ，No.1718，第 40 页下，41 页上、中；（唐）

吉藏：《法华义疏》，《大正藏》第 34 册，No.1721，第 48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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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所蕴涵及可能引起的负面及矛盾。

如智者大师个人关于权实关系问题的特殊智能，凝聚在他下面两段论述中：“今

明权实者，先作四句：谓一切法皆权，一切法皆实，一切法亦权亦实，一切法非权

非实。一切法权者，如文云：‘诸法如是性、相、体、力、本、末等’，介尔有言，

皆是权也。一切法实者，如文：‘如来巧说诸法，悦可众心’，众心以入实为悦。

又‘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又云：‘如来所说，皆悉到于一切智地’。又云：

‘皆实不虚’，又大经四句皆不可说也。一切法亦权亦实者，如文所谓‘诸法如实

相’，是双明一切亦权亦实，例如不净观，亦实亦虚 ( 云云 )。一切法非权非实者，

文云：‘非如非异’。又云：‘亦复不行上中下法，有为无为、实不实法，非虚非

实如实相也。’”a智者大师又说：“若一切法皆权，何所不破？纵令百千种师，

一一师作百千种说，无不是权，如来有所说尚复是权，况复人师，宁得非权？如前

所出悉皆权也。若一切法皆实者，何所不破？‘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但一

究竟道，宁得众多究竟道耶？如前所出诸师，皆破入实，宁复保其樔窟耶？若一切

法亦权亦实，复何所不破？一切悉有权有实，那得自是一途，非他异解，一一法中

皆有权实，不得一向权一向实也。若一切法非权非实，复何所不破？何复纷纭琼森

建立？直列名尚自如此，遥观玄览旷荡高明为若此，况论旨趣耶？”b智顗这里分

别从四个角度界定权实关系：一切法皆权的角度，一切法皆实的角度，一切法亦权

亦实的角度，一切法非权非实的角度。他不仅是从逻辑上泛泛申明上述四个角度，

而且分别从《法华经》里找到对应的经文，来加以诠证和说明。智顗这里对权实关

系的界定，实际上是从逻辑学的角度穷尽考虑权实关系的各种可能，他也示范性地

说明了在这部《法华》经文中包涵了从四个不同角度理解权实关系的可能。这样来

看待的权实关系的层次，就是丰富的，多维度的，并不存在简单化的非权即实、非

实即权的那种状况，如同在法云的诠释著作中经常透现的那样。其次，上面所引智

顗的第二段话指出，从以上四个角度所建立的任何一个层面的权实关系，也都存在

a　 （隋）智顗：《妙法莲华经文句》，《大正藏》第 34 册，No.1718，第 37 页上。

b　 （隋）智顗：《妙法莲华经文句》，《大正藏》第 34 册，No.1718，第 3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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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突破的可能，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从逻辑角度所建构的权实关系是固定的，

是绝对的。智者大师这样的说法，表明他其实是要以圆教的智慧，来化解从逻辑理

性、知识论层面建构权实关系的理论企图的局限。智者大师的《法华经》诠释强调

基于逻辑考虑的佛教教义学理论诠释的根本局限，对于突破法云模式权实二智理论

视角下对于《法华经》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模糊或误解，批判地回归《法华经》方

便品开头部分经文所明确彰显证法、教法相分的佛教教义学核心智慧，揭示了一种

彻底检讨和通盘审视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同样地看待吉藏的《法华经》理解。如吉藏下面的说法：“复次欲明

权实二智相资成，故说是经。所以然者，非权无以辨实，非实无以明权。由实起权，

由权显实。由权显实，故权资于实；由实起权，故实资于权。三世诸佛智用虽多，

不出斯二。但迷宗之徒，或执权而丧实，或守实而亡权。今欲开显权实二智相资成，

故说是经也。”a这是吉藏在《法华玄论》中所写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对于理解吉

藏《法华经》诠释中权实关系思想的根本实质与理论旨趣，有颇为重要的参照意义。

吉藏这段话是从“权实二智相资成”的角度来申论他所理解的《法华经》权实二智

的关系，他这里明确指出无论是“执权而丧实”，或是“守实而亡权”，都是对于

权实关系的不合理处置，都会导致权实关系的严重偏废。我们不知道吉藏写下上面

这些话，究竟是不是有所针对。但是从这段话所显示的诠释立场看，吉藏显然不会

完全同意简单地扬实抑权，废权显实，宣布《法华经》的根本宗旨是“开权显实”，

而是试图要表达“开显权实二智相资成”，因为这才是他所理解《法华经》思想义

理的根本精神。上面这段话中还有十分醒目的一句，是“三世诸佛智用虽多，不出

斯二”，意思是：权与实，或权智、实智，都是三世诸佛“智用”的重要表现。我

们根据这句话也完全读不出注疏的作者对于权智、实智的关系有任何轻重、褒贬的

思想意识。总之吉藏诠释《法华经》时所发挥的权实关系论，显然也意在避免把“权

智”与“实智”加以对立、从而把善巧方便局限于“权智”的理解方式。考虑到吉

a　 （唐）吉藏：《法华玄论》，《大正藏》第 34 册 ，No.1720，第 365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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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关于权实关系的这种特殊立场，我们觉得甚至应当把他晚年另外一个著名论题，

即所谓“般若是体，方便是用”a之说，理解为是在般若学思想建构的传统视域下

强调善巧方便的一种努力。

我们知道《大乘起信论》是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佛教中流行，在隋唐时期中国佛

教思想义理的成熟建构阶段起到重大作用，唐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思想义理基本模

式的一部重要大乘佛教论书。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问题，这部论

书也有颇多的论说。如论中说：“复次，究竟离妄执者，当知染法、净法皆悉相待，

无有自相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

说相。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 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其旨趣者，皆为

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智故。”b《起信论》这段经文指出

一切法本来以“毕竟不可说”作为特征，而凡是“言说”，都是如来依据其善巧方

便，假借言说来引导众生。《起信论》这里实际指出了证法和教法存在的根本差异：

在佛陀证法的层次，根本不存在也不需要“言说”，而在佛陀教法的层次，则要考

虑众生的需要，出现所谓的“言说”，而“言说”的内在依据是佛陀具足的善巧方

便圣德。《起信论》这种对证法与教法的区分，对善巧方便及根据善巧方便的“言

说”作用的定位，是完全符合初期大乘佛教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基本理念的。

《起信论》卷下，复有下面这段文字：“法我见者，以二乘钝根，世尊但为说

人无我。彼人便于五蕴生灭毕竟执着，怖畏生死妄取涅槃。为除此执，明五蕴法本

性不生，不生故亦无有灭，不灭故本来涅槃。若究竟离分别执着，则知一切染法净

法皆相待立。是故当知，一切诸法从本已来，非色非心、非智非识、非无非有，毕

竟皆是不可说相。而有言说示教之者，皆是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语引导众生，令

舍文字入于真实。若随言执义增妄分别，不生实智、不得涅槃。”c这段文字的内

容与上引那段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前面那段文字是在佛陀证法、教法区

a　 （唐）吉藏：《净名玄论》，《大正藏》第 38 册，No.1780，第 881 页中。

b　 《大乘起信论》：CBETA, T32, no.1666, p.580b8-14。

c　 《大乘起信论》卷 2：CBETA, T32, no.1667, p.588c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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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层次上，界说善巧方便的本质及其作用，这段文字则是在纯粹教法的层面继续

讨论善巧方便及其相关的语言文字的问题。经文指出：在教法的层面理解佛陀的善

巧方便及其语言文字，最重要的思想原则是“舍文字入于真实”，也就是不可“随

言执义增妄分别”。这里提出的思想原则，也就是传统佛教“依义不依语”的诠释

原则。

《起信论》还有下面一段话涉及对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理解：“问：虚空无

边故世界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如是境界无

有齐限，难知难解。若无明断，永无心相，云何能了一切种、成一切种智？答：一

切妄境从本已来理实唯一心为性，一切众生执着妄境，不能得知一切诸法第一义性；

诸佛如来无有执着，则能现见诸法实性，而有大智显照一切染净差别，以无量无边

善巧方便，随其所应利乐众生。是故妄念心灭，了一切种、成一切种智。问：若诸

佛有无边方便，能于十方任运利益诸众生者，何故众生不常见佛或覩神变或闻说法？

答：如来实有如是方便，但要待众生其心清净乃为现身。如镜有垢色像不现，垢除

则现。众生亦尔，心未离垢，法身不现；离垢则现。”a这是两段问答之语，包括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说众生学佛，断其无明，则无心相，如是如何可以了

知纷繁复杂的人生万象，世间百态？这个问题其实本质上是质疑：已经断除一切无

明的佛陀，其生命存在与一般众生有绝对的质的差异，那么佛陀与众生交流互动的

根据何在呢？经文提出，佛陀具有善巧方便的品质，这种善巧方便的品质，便是佛

陀与众生交流互动的内在依据。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佛陀具有善巧方便，可以与众

生互动并利益众生，人们为什么不能经常地与佛陀感应交流呢？回答是：众生这一

面其实存在与佛陀感应交流的可能性，问题是需要“待众生其心清净”，佛陀才会

为其现身。也就是人们要实现生命的转变，就能感受到佛陀的善巧方便。所以，这

两段问答的主旨是讨论佛陀与众生、众生与佛陀交流互动的依据及可能性问题。经

文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仍是诉诸佛陀的“善巧方便”。

a　 《大乘起信论》：CBETA, T32, no.1666, p.581b17-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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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处可以看出，《起信论》不仅高度重视大乘佛教思想义理中的善巧方

便问题，其对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理解是完全符合初期大乘的本义的，其关于善巧

方便是佛陀与众生交流互动依据的思想是极为深刻的。唐代以后，特别是经过华严

祖师法藏对《起信论》加以注解并提倡后，《起信论》成为中国佛教思想义理的纲

要书，《起信论》的相关说法对于唐以后中国佛教对于大乘佛教的善巧方便概念思

想保持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

谈到唐以后中国佛教对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理解问题，禅宗六祖南宗惠能大师

及其《六祖坛经》的意义，在此也不可以不郑重地提出。学界一般将敦煌博物馆本

的《坛经》，视为目前所知《坛经》最早的存在形态。这部早期《坛经》中有个颂

文，牵涉方便概念思想的问题：“若欲化愚人，事须有方便，勿令破彼疑，即是菩

提见。”a颂文提出在教化“愚人”时，需要有“方便”；而依据方便教化人们的

目标，则是使其“菩提”得以彰显。这里强调“方便”是教化的关键，而依据方便

教化的目标指向，则是“菩提”。以上的理念表达虽然十分简略，但与初期大乘经

典以方便为教化依据，以菩提规定方便的思想径路，是完全一致的。

南宗惠能不仅是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唐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具体

历史文化环境，将佛教中国化推到一个历史新高峰的佛教大师。从《六祖坛经》惠

能的佛学讲座侧重在《般若经》的诠释可以看出，他深受般若一系概念思想的影响；

从他在《坛经》中多次引用《法华经》《维摩经》等经文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些经

典所阐发善巧方便思想的重大意义、般若与方便平等并举等义理原则，应该不可能

没有领会；从他强调无论在寺或居家都可学佛，无论西方、东方皆有净土等伟大卓

越的佛学理念更没有疑问，他的善巧方便智慧、能力是何等的深刻而博大！遗憾的

是敦煌博物馆本《坛经》及《坛经》敦煌写本篇幅短小，没有容纳更多关于善巧方

便概念思想的论说，不能不成为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一件憾事。

在其后的宗宝本《坛经》中，我们看到经文发展了关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论

a　 周绍良编著：《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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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上面提到的那个颂文，宗宝本中改为：“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勿令彼

有疑，即是自性现。”此颂文中，“愚人”改为了“他人”，用字比较中性；“事

须”改为了“自须”，更加明确“方便”是指说法者内在品德的意义；“菩提现”

改成“自性现”，则是以“自性”代替“菩提”，贯彻南宗禅法以“自性”释佛智

菩提的特殊见地。

另外，宗宝本《坛经》还有下面几处，增多关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论述：

（1）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

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

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

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

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

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

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

时也。”a

（2）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

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

还如太虚生闪电。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

常显现。”b

（3）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

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

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

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说偈曰：因守

无常心，佛说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

a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CBETA, T48, no.2008, p.356a12-18。

b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CBETA, T48, no.2008, p.356c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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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授与，我亦无所得。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a

法达、志常、志彻三人，皆列于惠能“十弟子”行列，在最早期的敦煌博物馆本《坛

经》中也能看到他们的事迹。不过传世本《坛经》关于三人事迹的叙述，都出现关

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说法。南宗禅法有“不立文字”的传统，与重视文字的教法

传统，存在一定的对立。传世本《坛经》增加关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论述，可以

视为南宗内部对于其宗风表述的某种调整吧。从这种调整也可以看出，惠能及其传

承的中华禅学也是绝对不会拒绝大乘佛教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义理传统的。

最后要谈一下《宗镜录》的相关思想。此书的作者是北宋初期的永明延寿，这

部书是北宋佛教的名著，是唐宋佛教思想史上致力会通禅宗思想与传统教派思想的

经典作品，在宋以后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宗镜录》开

头《标宗章第一》中，可以读到作者撰写此书的旨趣：“问：先德云：若教我立宗

定旨，如龟上觅毛，兔边求角。楞伽经偈云：‘一切法不生，不应立是宗。’何故

标此章名？答：斯言遣滞。若无宗之宗，则宗说兼畅。古佛皆垂方便门，禅宗亦开

一线道。切不可执方便而迷大旨，又不可废方便而绝后陈。”b这则问答中的问意，

是引用“先德”和《楞伽经》的说法，质疑立宗（建立思想宗旨）的必要性。答语

中指出文中所立的“宗”，是“无宗之宗”，是“宗”和“说”都能够兼容的说法。

这个回答清晰说明《宗镜录》调和“宗”（教外别传之宗）和“说”（传统的语言

文字教法）的基本旨趣。这个回答还为所谓的“说”（教），提出基本的原则：“古

佛皆垂方便门，禅宗亦开一线道。切不可执方便而迷大旨，又不可废方便而绝后陈。”

无论是古佛的“方便门”，还是禅宗的“一线道”，都是指用语言阐释佛教真理、

教导人们学佛的善巧方便一系的概念思想。《宗镜录》此说明确指出无论在传统佛教，

或是在禅宗中，方便善巧概念思想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答词中提出的既不可

执方便、也不可废方便的对待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原则，比光宅法云以来“废权显

实”的说法更为理性，对待善巧方便及相关语言文字的态度也要合理、积极得多。

a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CBETA, T48, no.2008, p.359b7-11。

b　 《宗镜录》卷 1：CBETA, T48, no.2016, p.417b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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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镜录》还引用《起信论》的文字，证明善巧方便及由善巧方便所显发的“言

语文字”的重要性：“《起信论》云：当知一切诸法从本已来非色非心，非智非识，

非无非有，毕竟皆是不可说相。所有言说示教之者，皆是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语，

引导众生，令舍文字，入于真实。”作者解释说：“若随言执义，增妄分别，不生

实智，不得涅槃。又若文字显总持，因言而悟道，但依义而不依语，得意而不徇文，

则与正理不违，何关语默。故《大般若经》云：若顺文字，不违正理，常无诤论，

名护正法。”a强调 “文字显总持，因言而悟道”，对于善巧方便及作为其经常的

表现形式的语言文字，显然持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在“不立文字”的禅宗流行

之后，延寿的这种态度和思考可以对治禅宗末流极端反语言、反理性的非智倾向，

其在唐宋以后中国佛教思想上的正面意义需要高度评价。

《宗镜录》中又引《胜天王般若经》中的经文：“三世如来，同在一处自性清

净无漏法界，若一若异不可思议，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作

者解释说：“同在一处自性清净者，一切凡圣皆以无所住而住自性清净心秘密藏之

一处。若一若异不可思议者，以报身妙土之相，相入相资，故云若异；以法身自体

之性，相遍相即，故云若一。如芥瓶灯室，同异难量，故云不可思议。般若方便二

相平等者，诸佛以般若方便，常相辅翌。何者？以般若观空，不住生死；以方便涉

有，不住涅槃。以不住生死故，智眼常明；以不住涅槃故，悲心恒续。悲智体同，

故云平等。”b这段解释中特别珍贵的，是延寿对于《胜天王般若经》中“般若方便”

一句的疏释。作者这里指出“般若观空”“方便涉有”，明确般若与方便各自的功

能，强调二者的“平等”，基本上延续僧肇所开创中国佛教思想义理的诠释传统。

《宗镜录》还引用过《华严经·十地品》的下面这段经文：“《华严经》云：

第七远行地，当修十种方便慧殊胜道。所谓虽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而慈悲不舍众

生；虽得诸佛平等法，而乐常供养佛；虽入观空智门，而勤修习福德；虽远离三界，

而庄严三界；虽毕竟寂灭诸烦恼焰，而能为一切众生起灭贪瞋痴烦恼焰；虽知诸法

a　 《宗镜录》卷 61：CBETA, T48, no.2016, p.763a5-13。

b　 《宗镜录》卷 95：CBETA, T48, no.2016, p.929a2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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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幻、如梦、如影、如响、如焰、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自性无二，而随心作

业，无量差别；虽知一切国土犹如虚空，而能以清净妙行庄严佛土；虽知诸佛法身

本性无身，而以相好庄严其身；虽知诸佛音声性空寂灭，不可言说，而能随一切众

生，出种种差别清净音声；虽随诸佛了知三世唯是一念，而随众生意解分别，以种

种相、种种时、种种劫数而修行。”延寿解释说：“经云：虽善修空无相无愿三昧者，

是对治凡夫着有徇乐之见。而慈悲不舍众生者，是对治二乘沈空畏苦之见。下诸句

义，皆同此释。故云：声闻畏苦，缘觉无悲，俱失菩萨二利之行。”a由于受到《十

地品》译文及唐代古注的影响，《宗镜录》此处的注释中没有能够直接指明《华严》

上述著名经句包涵菩萨地般若与方便对举思想的实质，但是他指出这段话中每组句

子中的上一句，是“对治凡夫着有徇乐之见”；下一句，是“对治二乘沉空畏苦之

见”，因此每组句子都表现“菩萨二利之行”。这里所谓“菩萨二利”，即是指菩

萨行的自利与利他，菩萨自利之行，即是般若精神的发挥；菩萨利他之行，即是善

巧方便精神的发挥。所以《宗镜录》此段文字虽然没有点明般若与方便平等并举的

菩萨行思想义理原则，但是却包含了这一原则的实质含义。

此书有处也提到权实问题：“若破四性境智，此名实慧。若四悉赴缘，说四境智，

此名权慧。则权实双行，自他兼利，方冥佛旨，免堕己愚。”b这里延寿关于权慧、

实慧的说法当然继承了法云以来的诠释传统，但是他的解释中侧重“权实双行，自

他兼利”的说法，所谓“权实双行”，表示不应当在权与实之间形成对待、对立的

关系；所谓“自他兼利”，是表示在自利、利他之间同样不应当形成对待、对立的

关系。这说明《宗镜录》与吉藏、智者的做法一样，都一方面继承法云权实之辨的

诠释遗产，一方面极力避免降格善巧方便的义理过失。

a　 《宗镜录》卷 94：CBETA, T48, no.2016, p.927a10-28。

b　 《宗镜录》卷 61：CBETA, T48, no.2016, p.763c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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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如何突破“佛教中国化的两重命运”

有趣的是，方立天先生在讨论佛教中国化问题那篇著名论文的结尾，这样写道：

第五，佛教中国化的两重命运。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最能充分

体现中国民族性，最富于民族化色彩的宗派，如禅宗，流传最为久远，影

响最为深刻，反之，有的佛教派别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有如昙花一现，

很快就消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某些佛

教宗派或佛教学者大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以致彼此的

思想界限趋于模糊。由于佛教的非宗教化倾向增加，佛教的出世性和超越

性，即相对独立性减少，这又是促使佛教失去存在价值和走向衰败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佛教中国化的程度愈高，流传就愈久；同时，佛教愈中国化，

也就愈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两种命运是相辅出现的，是一种特异的

矛盾，是一种难以排解和克服的矛盾。a

方先生认为：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命运”：第一种命运是佛

教中国化的程度愈高，就流传就愈加久远；第二种命运是佛教中国化的程度愈高，

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其佛学意义，就愈加可疑。所以他认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或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存在两种命运的“特异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在他看来

是“难以排解不可克服的”。

方先生虽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学说，但是他并没

有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深思，他考察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主要还是从佛教的外部加以

观察和整理，而不是基于佛法的内部来予以考虑。如果我们同意善巧方便一系概念

思想确实是佛教弘法立教的内在依据，如果说善巧方便确实是佛教推动在地化及中

a　 方立天：《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3期，引自《方立天文集》第一卷《魏

晋南北朝佛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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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化的“内在机制”，那么基于善巧方便的中国化佛教的“两重命运”及其之间表

现出来的“难以排解和克服的矛盾”，就是不合乎逻辑的。回到善巧方便这一概念

所表示的佛法基础，从佛教的内部来考虑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我们对于佛教中国化

的内在动力、发展过程、评判标准、规律本质等问题的理解，与主要是基于外部考

察的分析和结论，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正是本文作者试图“接着”方先生的说

明继续推进佛教中国化问题研究的理由。

五、从窥基等对“大乘大性”问题的抉择

看佛教唯识学者对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理解

通过对初期大乘经典的深入研究和重新解读，我们对大乘佛教高度重视善巧方

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建构，以与般若智慧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

的善巧方便作为教法依据或原则的教法思想，已经获得系统、明晰的理解；a通过

深入研究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无论是在印度或是在中

国，无论是在古代或是在今天，佛教教法在地化、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都是由

于佛教圣者生命内在固有的善巧方便智慧或能力。b现在我们希望通过对从印度大

乘佛教瑜伽行派到中国佛教唯识学者相关思想的进一步审察，深化我们对善巧方便

概念思想本质及价值的理解和认识。

在印度瑜伽行派论师撰写的许多经典著作中，可以看到瑜伽行派对于善巧方便

概念思想的关注和讨论。这些讨论内容非常的丰富，角度也多样。从我们现在的研

究旨趣着眼，我们更关注将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与大乘本质问题关联起来的讨论。这

里先行说明：在印度瑜伽行派的论典中，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讨论，经常是以讨论

a　 参考程恭让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7 年。

b　 参考程恭让论文：《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1 期。



作为佛教中国化“内在机制”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

31

“大乘大性”——大乘之伟大性——问题的方式进行的。

如在由波罗颇密多罗汉译的此系基本论书《大乘庄严经论》卷第十二中，可以

读到如下的一段：

次说大乘七大义。偈曰：

缘、行、智、勤、巧、果、事，皆具足，依此七大义，建立于大乘。

释曰：若具足七种大义，说为大乘。一者缘大，由无量修多罗等广

大法为缘故；二者行大，由自利、利他行皆具足故；三者智大，由人、法

二无我一时通达故；四者勤大，由三大阿僧祇劫无间修故；五者巧大，由

不舍生死而不染故；六者果大，由至得力、无所畏、不共法故；七者事大，

由数数示现大菩提、大涅槃故。a

今存这部论书的梵本《功德品》中，还可以看到这一段两个颂文及解释文字的

梵文，现在我们将它征引如下：

mahāyānamahatvavibhāge dvau ślokau|ālambanamahatvaṁ ca pratipatter 

dvayos tathā|jñānasya vīryārambhasya upāye kauśalasya ca||59||

udāgamamahatvaṁ ca mahatvaṁ buddhakarmaṇaḥ|etanmahatvayogād 

dhi mahāyānaṁ nirucyate||60||

saptavidhamahatvayogān mahāyānam ity ucyate| ālambanamahatvenāp

ramāṇavistīrṇasūtrādidharmayogāt| pratipattimahatvena dvayoḥ pratipatteḥ 

svārthe parārthe ca| jñānamahatvato dvayor jñānāt pudgalanairātmyasya 

dharmanairātmyasya ca prativedhakāle| vīryārambhamahatvena trīṇi 

kalpāsaṁkhyeyāni sātatyasatkṛtyaprayogāt| upāyakauśalyamahatvena 

saṁsārāparityāgāsaṁkleśataḥ| samudāgamamahatvena balavaiśāradyāveṇikab

uddhadharmasamudāgamāt| buddhakarmamahatvena ca punaḥ punar abhisaṁb

a　 《大乘庄严经论》卷 12，CBETA, T31, no.1604, p.654c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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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himahāparinirvāṇasaṁdarśanataḥ|a

为方便后文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先把这段梵本重新汉译如下：

说两个偈颂，来分析大乘大性：

所缘大性，践行大性，智慧大性，发起勤勉大性，善巧方便大性，

证得大性，佛业大性。与这些大性相应，就被称为“大乘”。（59，60）

指因为与七种大性相应，所以（大乘）被称为“大乘”。所缘大性，

是指与无量、广大的修多罗等等法相应；践行大性，是指自利、利他的二

种行为；智慧大性，是指实证补特伽罗无我及法无我时刻的二种智慧；发

起勤勉大性，是指三个无量的劫波持续不断、专心致志地准备；善巧方便

大性，是指不舍弃轮回、也不污染；证得大性，是指实现十种力、四种无畏、

十八种不共的佛法；佛业大性，是指一再地示现（大）菩提及大涅槃。b

根据梵本及新译可以看到：《大乘庄严经论》中的上引两个颂文，是讨论大乘

之大性（mahāyānamahatva）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大乘之所以为大乘的理由，即“大

乘”概念本质规定性的问题。所以相关论文所做的疏释，也都联系“大乘大性”这

个核心的概念。

可以看到：《大乘庄严经论》是从七个方面来规定大乘的“大性”：（一）所

缘大性（ālambanamahatva，唐译为 “ 缘大 ”）；（二）践行大性（pratipattimahatva，

唐译为 “ 行大 ”）；（三）智慧大性（jñānamahatva，唐译为 “ 智大 ”）；（四）

发起勤勉大性（vīryārambhamahatva，唐译为 “ 勤大 ”）；（五）善巧方便大性

（upāyakauśalamahatva，唐译为 “ 巧大 ”）；（六）证得大性（samudāgamamahatva，

唐译为 “ 果大 ”）；（七）佛业大性（buddhakarmamahatva，唐译为“事大”）。

与这七种“大性”（伟大性）相结合的“乘”则是“大乘”，所以这“七种大性”

就是大乘之所以为大乘的本质规定性。七种大性中的第三种大性是“智慧大性”（唐

a　 MAHQYQNQS[TRQLA/KQRA, BY SYLVAIN LEVI, RINSEN BOOK CO.1983,P175.

b　 参考 [日 ]宇井伯寿著：《大乘庄严经论研究》，东京：岩波书店刊行，第 527-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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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智大”），也就是通常大乘经中所说的“般若”，这与大乘向来重视般若智

慧的理论传统是一致的；善巧方便概念位列七种大性中的第五种大性，所以这里的

颂文和论文也是明确地将善巧方便概念作为规定大乘本质的七个基本概念之一。论

文此处在对善巧方便概念的解释中，强调了菩萨既不舍弃轮回、也不为轮回所污染

的生命特质，这与初期大乘经典以来从菩萨行的角度定义及理解善巧方便概念思想

的义理传统也是相协的。

在此后由安慧论师集释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中，可以看到无着之后瑜伽

行派的论师，是继承了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这一论说传统的。根据玄奘大师的汉译，

安慧论师在论中说：

此方广等，皆是大乘义差别名。由与七种大性相应，故名大乘。何

等名为七种大性？一境大性，以菩萨道缘百千等无量诸经广大教法为境界

故。二行大性，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广大行故。三智大性，了知广大补特

伽罗、法无我故。四精进大性，于三大劫阿僧企耶方便勤修无量百千难行

行故。五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六证得大性，证得如来诸力、

无畏、不共佛法等无量无数大功德故。七业大性，穷生死际示现一切成菩

提等，建立广大诸佛事故。a

《杂集论》此段文字不见于《集论》，所以反映安慧论师的观点，而其来源则

显然是《庄严论》的前述文字。《杂集论》中的“境大性”“行大性”“智大性”“精

进大性”“方便善巧大性”“证得大性”“业大性”，正是《庄严论》中的“缘大”“行

大”“智大”“勤大”“巧大”“果大”“事大”。《杂集论》由玄奘大师所译，《庄

严论》由波罗颇蜜多罗在初唐时所译，故《杂集论》文字、语义比《庄严论》译文

在表达义理方面要更加清晰一些，这是正常的。当然《杂集论》文字源自《庄严论》，

而有所改变，这也是事实。如在对第四种大乘大性即精进大性的界定方面，提到“无

量百千难行行”，就是《庄严论》原文中看不到的表述；在对第五种大乘大性即善

a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11：CBETA, T31, no.1606, pp.743c21-744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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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方便大性的界定方面，《庄严论》的表述是“不舍生死而不染”，而在《杂集论》

中则是“不住生死及涅槃”，义理一致而文字确有一定差异。另外《杂集论》释大

乘精进大性时，提到“方便勤修”，这里“方便勤修”四字，参考《庄严论》梵本，

对应源语应为 prayoga，此处所言的“方便”（prayoga），非界定大乘第五种大性

时所言的“方便”（upāya）。但是佛教经典汉译时这两个语词经常都译为“方便”，a

这一点是导致后世汉语佛教难以正确了知作为菩萨行根本特质、作为大乘本质规定

性的善巧方便（upāyakauśala）概念思想的重要原因，在此顺便予以揭出。总之《庄

严论》《杂集论》这两种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都从相同的七个方面来规定大乘的

本质，并且都以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作为规定大乘本质问题一个基本的概念思想，足

证两者关于大乘本质或大乘大性问题的论说应该是属于同一个系统。

汉系佛教相传瑜伽行派有“一本十支”的论典系统，上述《庄严论》《杂集论》

都是两个重要的“支论”，而《瑜伽师地论》则是其“本论”，是瑜伽行派最重要

的论典。然而《瑜伽师地论》中关于大乘大性问题的论说则与前述二种论书有所不

同。《瑜伽师地论》说法如下：

诸菩萨乘与七大性共相应故，说名大乘。何等为七？一者法大性，

谓十二分教中菩萨藏摄方广之教。二者发心大性，谓有一类于其无上正等

菩提发正愿心。三者胜解大性，谓有一类于法大性生胜信解。四者增上意

a　 这里仅以《大乘庄严经论》汉译第二品（《成宗品》）为证。如此品中有一颂：“非全非不违，非行

非教授 T31n1604_p.0591b13 ║，是故声闻乘，非即是大乘”，说明声闻乘自身的特质与大乘有本质的差异。今考此

颂梵文为：vaikalyato virodhādanupāyatvāttathāpyanupadeśāt|na śrāvakayānamidaṁ bhavati mahāyānadharmākhyam||9|| 是

说声闻乘，由于具有（一）缺乏性，（二）乖违性，（三）非方便性，（四）非教授性，因而声闻乘不可以称为大

乘法。此颂文中第三个声闻所不具备的方便性，方便，原文为 upāya, 正是大乘佛教中代表教法原则的方便概念，而

在唐译中译为了“行”字，难以传达此处的实义。其次一个颂文，汉译为：“发心与教授，方便及住持 T31n1604_

p0591b28 ║，时节下上乘，五事一切异”，是详细言声闻乘与大乘相互差异的特质，今考原文为：āśayasyopadeśasya 

prayogasya virodhataḥ|upastambhasya kālasya yat hīnaṁ hīnameva tat||10|| 是说声闻乘在意念、教授、加行、住持、时节

五个方面，均为狭陋，与大乘之特质不同。唐译此处是把声闻乘、大乘第三个相互差异的方面“加行”（prayoga）

译为了“方便”。所以《大乘庄严经论》的汉译中，有些句子中的方便概念没有传译出来，有些是把表示“加行”“行”

（准备性的工作、修行、施行等涵义）的术语译为了“方便”。这是需要指出的。参考：[ 日 ] 长尾雅人：《< 大乘

严经论 >和译及注解》（1），长尾文库，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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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大性，谓有一类已过胜解行地，证入净胜意乐地。五者资粮大性，谓福

德资粮、智慧资粮修习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六者时大性，谓经于三

无数大劫方证无上正等菩提。七者圆证大性，谓即所证无上菩提，由此圆

证菩提自体比余圆证功德自体尚无与等，何况得有若过若增。当知此中若

法大性，若发心大性，若胜解大性，若增上意乐大性，若资粮大性，若时

大性，如是六种，皆是圆证大性之因；圆证大性，是前六种大性之果。a

这段话见于玄奘大师汉译《瑜伽师地论》卷四十六，是《菩萨地第十五初持瑜

伽处菩萨功德品第十八》中的一段文字。此段文字对应的梵本如下：

Saptemqni mahattvqni yair yukta/ bodhisattvqnq/ yqna/ mahqyqnam 

ity ucyate.Katamqni sapta.Dharmamahattva/ tad_yathq dvqda1q/gqd vaco_

gatqd bodhisattva_piwaka_vaipulyam.Cittotpqda_mahattva/ tadyathq 

ekatya4 anuttarqyq/ samyaksa/bodhau cittam utpqdayati.Adhimukti_

mahattva/ tadyathaikatya4 tasmi/n eva dharma_mahattve adhimukto 

bhavati.Adhyq1aya_mahattva/ tadyathaikatya4 adhimukti_caryq_bh[mi/ 

samatikramyqdhyq1aya_1uddhi_bh[mim anupravi1ati.Sa/bhqra_mahattva/ 

yasya puzya_sa/bhqrasya j`qnasa/bhqrasya samudqgamqd anuttarq/ samyaksa/

bodhim abhisa/budhyate.Kqla_mahattva/ yenakqlena yais tribhi2 kalpqsa/

khyeyair anuttarq/ samyaksa/bodhim abhisa/budhyate.samudqgama_mahattva/ 

saivqnuttatq samyaksa/bodhi4.Yasy’ qtmabhqva_samudqgamasyqnya4 

qtmabhqva_samudqgama4 samo  nqsti.kuta4 punar uttari kuto bh[ya4.

Tatra yac ca dharma_mahattva/ yac ca cittotpqdamahattva/ yac cqdhimukti_

mahattva/ yac cqdhiyq1aya_mahattva/ yac ca sa/bhqra_mahattva/ yac ca kqla_

mahattva/.It]mqni 2az mahattvqni hetu_bh[tqni samudqgama_mahattvasya.Tat 

a　《瑜伽师地论》卷 46：CBETA, T30, no.1579, p.548c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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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ar eka/ samudqgama_mahattva/ phala_sthqn]yam e2q/ 2azzq/ veditavya/.a

《瑜伽论》此段文字同样以七种大性界定大乘之本质，这一点与前述《庄严论》

《杂集论》是一致的。但是《瑜伽论》中所说“七大性”的名称，分别是“法大性”“发

心大性”“胜解大性”“增上意乐大性”“资粮大性”“时大性”“圆证大性”。

从使用的术语方面言，也从对于这些术语的释义方面言，可以肯定《瑜伽论》此处

对于大乘本质的阐述，与前述二种瑜伽行派论典的相关论说之间，应该说存在着一

定的亲缘联系。如《瑜伽论》之“法大性”，相当于前述二论中的“缘大”或“境

大性”；“圆证大性”，相当于前述二论中的“果大”或“证得大性”。但是“发

心”“胜解”“增上意乐”“资粮”这四种大性的名称与释义，与前述二论的表述

存在明显的不同。如其中大乘第五种大性即“资粮大性”，论中释为“谓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修习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是说大乘具备成就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的

特质，而此两种资粮正是成就菩提的条件。这就接近前述二论中第五种大乘大性“善

巧方便”的含义，因为善巧方便正是参照菩提这个概念才得以规定的。但是应该说

此处论中确实没有直接提出“善巧方便”这个名称。尤其是《瑜伽论》此处论说大

乘第六种大性即“时大性”，是指菩萨三大劫的修行时节；而《庄严论》《杂集论》

所言的佛业大性，则是指成佛以后的任运救度事业，二者所指属于不同的法相范畴。

所以《瑜伽论》此处关于大乘本质或大乘大性问题的论说，似乎是自成一个系统的。

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中，尚有一部《显扬圣教论》，也是“十支”论书之一，

是宣扬《瑜伽师地论》的著作。玄奘大师所译此论卷八《摄净义品第二之四》概述

《瑜伽师地论》之《本地分中菩萨地第十五初持瑜伽处菩萨功德品第十八》的相关

说法，其中就有一段叙述《瑜伽论》关于大乘大性的说法：

大乘性者，谓菩萨乘与七大性相应故，说名大乘。云何为七？一法

a　 BODHISATTVABH[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edited by UNRAI 

WOGIHARA, PROFESSOR OF SANSKRIT,TAISHO COLLEGE, SUGAMO.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TOKYO, JAPAN,1971.

P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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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性，谓十二分教中菩萨藏所摄方广之教。二发心大性，谓已发无上正等

觉心。三胜解大性，谓于前所说法大性境起胜信解。四胜意乐大性，谓已

超过胜解行地，入净胜意乐地。五资粮大性，谓已成就福、智二种大资粮故，

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六时大性，谓三大劫阿僧企耶时，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七成满大性，谓即无上正等菩提，此所成满菩提自体比余成满自体，尚无

与等，何况超胜。此中法大性，乃至时大性，此之六种，是成满大性之因；

成满大性一种，是前六之果应知。a

这里，玄奘只是将《瑜伽论》中的“增上意乐大性”，改译为“胜意乐大性”；

将《瑜伽论》中的“圆证大性”，改译为“成满大性”。所以《瑜伽论》《显扬论》

关于大乘本质或大乘大性问题的论说立场完全一致。这样我们就看到在瑜伽行派论

师讨论大乘本质或大乘大性问题时，确实存在两种论说的系统，两种论说系统之间

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从本文的视点来考虑，我们要提出的问题

是究竟是不是所有的瑜伽行派学者都十分明确地同意要把善巧方便视为大乘本质的

一个重要规定性呢？而瑜伽行派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佛教的唯识学者又究竟如何理

解和处理大乘大性问题的上述复杂议题呢？这些考虑正是本文后面的部分要着力加

以考虑和解决的。

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先行指出：（一）《瑜伽论》这段讨论大乘本质或大乘大性

问题的文字，单纯从文字角度而言，当然与《杂集论》《庄严论》等讨论大乘本质

问题的文字，有一定的及客观的差异，究竟在瑜伽行派论师的著作中为什么出现两

种“七种大性”的论说，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梳理的佛教思想史的学术问题；（二）

其次，即便说《瑜伽论》关于“七种大性”的论说，没有明确出现表示善巧方便概

念的文字，这也并不表示《瑜伽论》不把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相关义理视为大乘本

质的重要规定性，也不表示《瑜伽论》不高度重视有关善巧方便概念思想在大乘整

体思想中的重要和特殊的地位。相反，我们做过的研究已经证明：《瑜伽师地论》

a　 《显扬圣教论》卷 8：CBETA, T31, no.1602, p.520c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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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菩萨行”“菩提分法”“波罗蜜多”三个范畴下分别来考虑及规定善巧方便

概念思想，《瑜伽师地论》的佛教思想体系中包含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善巧方便概念

思想，而它的思想建构，“展示了在传统的六度思想体系与善巧方便思想体系之间，

及在般若、方便二种菩萨德目之间，予以调和和辩证的理论特色”。a

因为在两部瑜伽行派基本论书和另外两部瑜伽行派论书的相关论说之间存在如

上述的一定差异，所以究竟如何理解瑜伽行派论典关于大乘本质两系论说的关系，

以及相应的如何看待善巧方便概念思想在大乘本质规定中的地位及价值的问题，就

成为此后中国佛教的唯识学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我们现在通过与这一议题

有关的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的处理，可以深入地透视中国佛教唯识学者关于大乘本

质问题及关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以下我们就重点考察窥基法师

（632-682）在《妙法莲华经玄赞》这一著作中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窥基在那里说：

“大乘经”者，此是通句，余是别句。《十二门论》六义名大乘：一、

出二乘；二、佛最大，此乘能至；三、佛之所乘；四、能灭大苦，与大利乐；

五、观音等大士所乘；六、能尽诸法源底。《摄大乘》云：“亦乘亦大，

故名大乘”，即万行是；“或乘大性，故名大乘”，即真如是。乘，运载义。

无着《金刚般若论》说七种大，名虽少别，义与《对法》第十一同。《对

法》云：即此乘性，由与七种大性共相应故，名为大乘。一、境大性，以

菩萨道缘百千教为所缘故。彼名法大。二、行大性，具二利故。彼名心大。

三、智大性，了二无我故。彼名信解大。四、精进大性，三大阿僧企耶修

习百千难行行故。彼名净心大。五、方便善巧大性，由具智悲，不住生死

及涅槃故。彼名资粮大。六、证得大性，成就十力、四无畏等诸功德故。

彼名果报大。七、业大性，穷生死际，建立佛事故，名为大乘。彼名时大。

乘体根本，即真如理，是无相故，与《胜鬘》同。《胜鬘经》云：一乘即

大乘，大乘即佛性，佛性即涅槃界。末通万行，亦乘亦大。七大性体，通

a　 程恭让：《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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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故，至《一乘章》，当具显示。此为总句。a

窥基这段注疏文字，是解释《法华经》序品中“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

教菩萨法，佛所护念”b几句话中“说大乘经”一句时，对“大乘经”三字所做的解释，

因而正好涉及对大乘本质问题的探讨。窥基这段诠释列出了大乘论典中有关大乘本

质问题的几种说法：

其一，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著名论典《十二门论》中的相关说法：“问曰：

何故名为摩诃衍？答曰：摩诃衍者，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诸佛最大，是乘能至，

故名为大；诸佛大人乘是乘故，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与大利益事，故名

为大；又观世音、得大势、文殊师利、弥勒菩萨等，是诸大士之所乘故，故名为大；

又以此乘能尽一切诸法边底，故名为大；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衍义无量无

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c窥基把《十二门论》中这段文字的思想义理，概括

为 “《十二门论》六义名大乘”。实际上《十二门论》此段文字的最后一句是“又

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衍义无量无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所以《十二门

论》也可以说是从七个方面来解说大乘的本质或“大性”。窥基这里的概括是漏掉

了《十二门论》这段话的最末一句。

其二，窥基这里也概括了《摄大乘论》无性释中的有关说法。无著《摄大乘论》：

“阿毗达磨大乘经中，薄伽梵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萨，为显大乘体大故说。”d无

性解释《摄论》此句中的“大乘”，提出：“大乘经言，简别余处。若略释者，亦

乘亦大，故名大乘。或乘大性，故名大乘。因果大故，业具运故。果谓十地。若广

释者，七种大性共相应故。”e可以看出无性此处的疏释，分为语文与义理两个层

面：（一）从语文的角度，他将“大乘”（mahqyqna）这个复合词解释为“亦乘亦

a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2：CBETA, T34, no.1723, p.677b2-23。

b　 《妙法莲华经》卷 1：CBETA, T09, no.262, p.2b7-9。

c　 《十二门论》：CBETA, T30, no.1568, p.159c14-22。

d　 《摄大乘论本》卷 1：CBETA, T31, no.1594, p.132c23-24。

e　 《摄大乘论释》卷 1：CBETA, T31, no.1598, p.380b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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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持业释，形容词关系 ) 及“或乘大性”（依主释，对格关系）两种复合形式；

（二）从义理的角度，无性则提出“七种大性共相应”的说法，表明他遵循印度大

乘佛教瑜伽行派大乘大性问题的诠释传统，主张根据与“七种大性”相应以诠释“大

乘”的本质。无性的疏文并未详细论列所言的“七种大性”究竟何指，但是我们认

为无性所言很可能是指《庄严论》乃至《杂集论》这些传统对法论系统的说法。窥

基这里只节略了《摄大乘论释》从语文学角度诠释“大乘”概念的说法，而忽略了

其从义理学角度对大乘本质问题的诠释。

其三，窥基这里所列出第三家的说法，是无著《金刚般若论》中的说法。考隋

南印度三藏达磨笈多所译无着《金刚般若论》言：“诸菩萨有七种大故，此大众生

名摩诃萨埵。何者七种大？谓：法大，心大，信解大，净心大，资粮大，时大，果

报大，如《菩萨地持》中说。”a《金刚般若论》此处旨在解释菩萨何以被称为“摩

诃萨埵”（mahasattva）：因为菩萨与“七种大性”相应，所以被称为“摩诃萨埵”。

所以这里是说“诸菩萨”有“七种大”，而不是说“诸菩萨乘”有“七种大”；是

诠释菩萨的本质（菩萨大性），而不是诠释大乘的本质（大乘大性）。《金刚般若

论》此段文字末尾言“如《菩萨地持》中说”，似乎是说其“七种大”的说法，是

从《菩萨地持经》而来。今考北凉中印度三藏昙无谶所译《菩萨地持经》，其中有

言：“云何名大乘？有七种大故，名为大乘。一者法大，谓十二部经，菩萨方广藏

最上最大。二者心大，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者解大，谓解菩萨方广藏。

四者净心大，谓过解行地入净心地。五者众具大，谓福德众具、智慧众具得无上菩

提。六者时大，谓三阿僧祇劫得无上菩提。七者得大，谓得无上菩提身，无与等者，

况复过上。彼法大、心大、解大、净心大、众具大、时大，此六大谓因种；得大，

谓果处。”b可以看出《菩萨地持经》的这段文字，主旨是以“七种大”诠指“大乘”

的本质，这点与《瑜伽论》《显扬论》相关论说的主旨一致；同时，《菩萨地持经》

这段文字所讲的“七种大”，其名称、意义则又与《金刚般若论》及《瑜伽论》《显

a　 《金刚般若论》卷 1：CBETA, T25, no.1510a, p.759b6-9。

b　 《菩萨地持经》卷 8：CBETA, T30, no.1581, p.937b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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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论》三部论书一致，而与《庄严论》《杂集论》不同。

在这里我们有理由假设：很可能《金刚般若论》讨论菩萨本质即菩萨摩诃萨七

种大性的文字，后来被引入或误植到《瑜伽论》等论书讨论大乘本质的章节中，因

而形成瑜伽行派关于大乘大性问题另一系统的说法。《庄严论》的思想义理、组织

形式与《瑜伽论》之《菩萨地》之间“有紧密的呼应”a，这是唯识学研究者众所

周知之事，不过这种“呼应”的关系并不足消除二者之间存在的诸多的差异，且两

部书究竟孰先孰后、究竟谁影响谁的问题，也迄今还是难以定论。b也正是由于这

些理由，我们的上述推论也就更显得更加合理。当然，窥基在引证和研究中并未觉

察到《金刚般若论》上述引文与《菩萨地持经》等论典的语义差异。

最后，窥基在此段文字中也列出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第四种说法，即《杂集论》

的说法。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讨论过。

我们这里最关心的，是窥基对待大乘论书上述四种关于大乘本质的论说，所持

的立场究竟如何？虽然关于前两种经典，即《十二门论》及《摄大乘论释》，窥基

只是概括了其具体的说法，而未加以个人的评论意见，而是重点评说后二种经典即

《金刚般若论》及《杂集论》的相关论说，但是从窥基的论述方式及论述的侧重点

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他关于大乘本质诸种论说采取的基本思想立场，是认为四

种论书的意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我们知道中华佛教的一个基

本特点，是采取融会贯通的价值立场，消释印度传来的一切佛教思想、文化，窥基

对于四种论书关于大乘本质的论说采取的融会贯通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正是中华佛

教融会贯通精神一个生动、具体的体现。

这里可以稍微详细观察一下窥基如何会通后面两种论书即《金刚般若论》及《杂

a　[日 ]高崎直道等著：《唯识思想》，《世界佛学名著译丛》67，华宇出版社，1984 年，第 78 页。

b　参考日本学者小谷信千代的意见。如其书《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中指出：众所周知，汉传佛教将两书的

著作者都归为弥勒，就认为《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是先行于《大乘庄严经论》的；如果根据西藏佛教的传统，

将《庄严经论》归为弥勒的作品，将《菩萨地》归为无著的作品，就主张《庄严论》的优先性。学者中如宇井伯寿，

持前一种立场；Alex Wayman 教授则持相反的立场。至于小谷信千代自己的意见，则认为此问题尚难以决定。文荣堂，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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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论》关于大乘本质的论说。窥基这里明确地指出：《金刚般若论》所言七种大性

与《杂集论》所言七种大性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前者所言的“法

大性”相当于后者所言的“境大性”，前者所言的“心大性”相当于后者所言的“行

大性”，前者所言的“信解大性”相当于后者所言的“智大性”，前者所言的“净

心大性”相当于后者所言的“精进大性”，前者所言的“资粮大性”相当于后者所

言的“方便善巧大性”，前者所言的“果报大性”相当于后者所言的“证得大性”，

前者所言的“时大性”相当于后者所言的“业大性”。所以，窥基说两部论书的讨

论“名虽少别”而意义则“同”。他并不觉得《金刚般若论》与对法论二种不同系

统的大乘本质论说之间存在任何的差别。

先前已经说过，从我们的研究旨趣言，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印度瑜伽行派的论

书似乎包涵了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两种论说系统，而这两系论说中一个最大的差异，

则是有没有明确提出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作为大乘本质论说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我

们通过学术角度的分析，已经看到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是《金刚般若

论》关于菩萨摩诃萨大性的论说引入或误植到《菩萨地持经》或《瑜伽师地论》相

关章节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而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观察，我们则看到中国

的唯识学者，以窥基为代表，虽未能从学术角度清楚处理这一佛教思想史疑难问题

的成因，但是他以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明确指出两系论说的本质一致，从而也就明

确证成了善巧方便概念思想是大乘本质界说一个重要层面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得

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佛教的唯识学者与印度瑜伽行派对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认识实际

上完全一致：大家都主张可以从七个方面界说大乘之为大乘的本质，而善巧方便概

念思想则是界说大乘本质七个层面的规定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层面。

窥基所代表的中国唯识学者的上述思想立场，并不仅仅是唯识学者的一家之言，

而是在隋唐时代成熟时期的中国佛学中，代表一种共识性的立场和方法。关于此层

意思，我们可以举出中国佛教华严宗系统的相关论说，以便对照而观。如华严宗的

实际开创人法藏法师（643-712）在所著《大乘起信论义记》中，曾这样说：

又依《杂集论》：由与七种大性相应，故名大乘。一境大性，以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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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道缘百千等无量诸经广大教法为境界故；二行大性，正行一切自利、利

他广大行故；三智大性，了知广大补特伽罗、法无我故；四精进大性，于

三大劫阿僧祇耶方便勤修无量难行行故；五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及涅

槃故；六证得大性，得如来法身无所畏、不共法等无量无数大功德故；七

果大性，穷生死际示现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广大诸佛事故。解云：前五约因，

后二就果。《瑜伽》《显扬》，亦同此说。《庄严论》中，六名果大，谓

得法身等；七名事大，谓示成菩提等。余同此也。又有七义释大乘，如《十二

门论》辨。a

法藏这段文字是他讨论《大乘起信论》论题中“大乘”二字时所写，所以这段

文字的主旨当然也是在讨论大乘之为大乘的本质问题。法藏先引《杂集论》中关于

七种大性的论说，在分析这七种大性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时，他指出前五种大性是

从“因”的角度界说大乘的本质，后二种大性则是从“果”的角度界说大乘的本质。

其次，法藏提出“《瑜伽》《显扬》，亦同此说”，也就是说法藏认为《瑜伽论》

《显扬论》代表的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论说系统，与《杂集论》关于大乘本质问题

的相关论说，是一致的。法藏这里没有详细讨论两种大乘本质论说系统的相通性是

究竟如何实现的，但他却断然肯定了两种论说的相通与一致。法藏这段文字也附带

指出《庄严论》中的七种大性论说，只是第六、第七两种大性的语词表达与《杂集

论》稍有不同，而其他几种大性的语词表达都与《杂集论》的说法完全一致。最后

关于《十二门论》的相关论说，法藏模糊地提出“又有七义”，从语气上看他同样

是肯定《十二门论》关于大乘本质的论说是与瑜伽行派的论典一致的。可见在确认

瑜伽行派关于大乘本质的论说根本一致的问题上，作为中国佛教华严宗代表人物的

法藏的意见，与作为中国佛教唯识宗代表人物窥基的意见，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华严宗另外一位代表性的学者，是被称为华严四祖的澄观法

师（738-839）。澄观著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其中以体大、相大、用大、果大、

a　《大乘起信论义记》卷 1：CBETA, T44, no.1846, p.245b2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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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智大、教大、义大、境大、业大十种“大”义，诠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

七字经题，a实际上也是在讨论大乘的本质问题。澄观在随后的疏文中提出：“如《摄

大乘》等七种大性，不离于此。”b表明他认为以十种“大”义所诠指的关于大乘

本质的论说，与《摄大乘论》等论典“七种大性”的论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澄

观在所著《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详细解释了自己《华严经》疏文中上

面这句话的含义：

《疏》“如《摄大乘》等七种大性，不离于此”者，结会他文。而言“等”者，

等取《杂集》《瑜伽》《般若》，大同小异。《摄大乘》第一，释大乘云：

“若广释者，七种大性共相应故。”不广说之。《瑜伽》四十六云：一法

大性，二发心大性，三胜解大性，四增上意乐大性，五资粮大性，六时大

性，七圆证大性。《杂集》十一，说七大性者：一者境大性，二者行大性，

三智，四精进，五方便善巧，六证得，七业。彼论云：何等名为七种大性？

一者境大性，以菩萨道缘百千等无量诸经广大教法为境界故；二行大性，

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广大行故；三智大性，了知广大补特伽罗、法无我故；

四精进大性，于三大阿僧企耶劫方便勤修无量百千难行行故；五方便善巧

大性，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六证得大性，证得如来十力、无畏、不共佛法

等无量无数大功德故；七业大性，穷生死际示现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广大

诸佛事故。若《般若无着论》七大性者：一法，二心，三信解，四净心，

五资粮，六时，七果。此与《瑜伽》大同。若与《对法》会者：一法，即《杂

集》境大性，缘大教法而为境故；二心，即是行大性，即由净心行二利行故；

三信解，即智大性，信解与智，于境印持，于境决断，大意同故；四净心，

即精进，由精进练磨，令心净故；五资粮，即是方便善巧，由大悲般若而

为方便，与无住涅槃为资粮故；六时，即《杂集》第七业大性，穷生死际、

尽未来时，建立佛事而为业用故；七果，即《杂集》第六证得大性，谓证

a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 3：CBETA, T35, no.1735, pp.524c9-525a2。

b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 3：CBETA, T35, no.1735, pp.524c9-525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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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功德而为果故。《杂集》据依体起用、得果不舍行、因证居其先；《般

若论》中约时通因果，故果居时后。余之次第，二论意同。谓依教起行，

达甚深理，精进长时，不滞二边，证大胜果，穷生死际，建立佛事，故名

为大。《杂集》即是《对法》，《瑜伽》大同《般若》。今疏总会上十大义，

为七种大性摄。一体大，即第三智大之中所知无我之理；二相大，亦所知

摄，亦法大性，即境摄故；三用大，即方便大，而是即体之用，亦境摄故；

四果大，全同；五因大，摄其五大性：一发菩提心，即是心大；二起解者，

摄胜解大；三行愿证，并是行大，是十地因证，非果证故；四精勤匪懈，

即净心、精进大；五成就诸位，即摄资粮大。六智大，全同而义小异，通

了性相因果等故。七教大，即是境法大性。八义，通前六，但除教故。九

名同杂集初一，而义同时大，及与方便善巧。十同第六，而具含二论时、

业二名。为对题中七字摄十，故有开合，及次第不同，而义无违。故云：

“七种大性，不离于此”。或相大一种，二论略无，理亦无失。又通约十大，

教旨小殊，不妨有异。a

澄观这段疏释中所说的《摄大乘》，同样是指无性所著解释无著《摄大乘论》

的《摄大乘论释》；所说《对法论》，即《杂集论》；所说《瑜伽》，即《瑜伽师

地论》；所说《般若论》，或《般若无着论》，即无著《金刚般若论》。所以澄观

在考虑大乘本质问题时，同样处理了窥基、法藏等人所讨论的全部文献。澄观此处

疏释的中心思想，在于指出《摄大乘论释》《杂集论》《瑜伽师地论》《金刚般若

论》等瑜伽行派论典或大乘论典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论说，“大同小异”，也就是

说这些论典关于大乘本质的论说，从根本的理念而言完全一致，而在论说的具体内

容方面容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他根据这一思想方法会通《瑜伽论》和《杂集论》

的两种论说，认为《金刚般若论》或《瑜伽师地论》所言的法、心、信解、净心、

资粮、时、果七种大性，分别与《杂集论》的境大性、行大性、智大性、精进大性、

a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 16：CBETA, T36, no.1736, pp.118c25-119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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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善巧大性、业大性、证得大性一一相应。可以看出澄观的这一会通与窥基的做

法完全一致。所引疏文的后半段，澄观还进而指出，他在华严经疏中提出的十种“大”

义的大乘本质论说，与《杂集论》《瑜伽论》的七种大性论说，也是在本质上一致、

可以加以融会贯通的。可见法藏、澄观等华严学人在大乘本质问题的论说和理解上，

与窥基等唯识学人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在根底上完全相通，他们都肯定可以从

七个方面界定大乘的本质，他们也都同意要以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作为大乘本质界说

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隋唐时代的佛教知识和理解是博大的，包容的，因此在关于大乘本质的

理解问题上，也存在其他的声音。如唐代新罗僧元晓论师（617- ？），就是别一

向度的理解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从元晓所著《起信论疏》可以看到，他同样注意到

在印度瑜伽行派的论典中，存在两种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论说，元晓称之为“二种

七”——两种所谓“七种大性”的学说。至于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系论说的关系，元

晓提出的看法则与中国佛教唯识学人、华严学人的看法，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也

把元晓的说法征引在下面：

言大乘者……言七种者，有二种七。一者，如《对法论》云：由与

七种大性相应，故名大乘。何等为七？一境大性，以菩萨道缘百千等无量

诸经广大教法为境界故；二行大性，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广大行故；三智

大性，了知广大补特伽罗、法无我故；四精进大性，于三大劫阿僧祇耶方

便勤修无量难行行故；五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六证得大性，

得如来诸力、无畏、不共佛法等无量无数大功德故；七业大性，穷生死际，

示现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广大诸佛事故 ( 此中前五是因，后二是果也 )。

二者，《显扬论》云：大乘性者，谓菩萨乘与七大性共相应故，说名大乘。

云何为七？一法大性，谓十二分教中菩萨藏所摄方便广大之教；二发心大

性，谓已发无上正等觉心；三胜解大性，谓于前所说法大性境起胜信解；

四意乐大性，谓已超过胜解行地，入净胜意乐地；五资粮大性，成就福、

智二种大资粮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六时大性，谓三大劫阿僧企耶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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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无上正等菩提；七成满大性，谓即无上正等菩提自体所成满菩提自体，

比余成满自体，尚无与等，何况超胜！《瑜伽》《地持》，皆同此说。《瑜

伽论》云：此中若法大性，乃至若时大性，如是六种，皆是圆证大性之因；

圆证大性，是前六种大性之果。解云：如是二种七种大性，其数虽同，建

立意别。建立之意，寻之可知。a

从上面引文的第一句明显可知，元晓这里的文字同样是在讨论大乘的本质问题。

元晓这部分文字中所言的“二种七”：一是以对法论即安慧《杂集论》关于七种大

性的论说作为代表，一是以《显扬论》《瑜伽论》《地持经》的相关论说作为代表。

所谓“二种七”的特殊提法，表明元晓是十分清晰地确认在瑜伽行派关于大乘本质

问题的论说中，是存在两个不同的论说系统的。至于如何理解这两个论说系统的关

系，元晓提出的看法是：“如是二种七种大性，其数虽同，建立意别。建立之意，

寻之可知。”也就是说元晓认为瑜伽行派论师大乘本质问题两种论说系统具有不同

的思想义理的旨趣（“建立意别”），至于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义理的旨趣究竟表现

在哪些方面，元晓认为是从字面就清晰表现出来的，所以没有必要深加讨论（“寻

之可知”）。

元晓确认瑜伽行派关于大乘本质的两种论说存在不同的义理旨趣，实际上是符

合这些论典相关论述的实际情况的。元晓的立场可以说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立场。由

于同样没有从梵语语文学的角度入手考察，元晓也没有办法理解到《瑜伽论》等论

典中大乘本质问题的论说，实际上是由于引入或误植《金刚般若论》关于菩萨摩诃

萨大性论说的文字而形成。元晓展现的纯粹客观立场与窥基、法藏等人的融贯立场，

当然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也当然体现隋唐时代中国佛学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是元晓发表的论说并不表示他反对《对法论》系统的大乘本质论说，也不表示他

反对以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作为大乘本质的重要规定性之一。同时考虑到新罗僧元晓

的相关论说在隋唐时代的佛学理解中并不占据主流性的地位，所以我们还是要肯定

a　《起信论疏》卷 1：CBETA, T44, no.1844, pp.202c23-203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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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窥基、法藏等唯识学者、华严学者关于大乘本质问题的讨论立场，应该说

足以代表中国佛教关于大乘本质问题讨论及理解的主导性的智慧。这一主导性的立

场和智慧，赓续了从初期大乘到瑜伽行派佛学思想的建构传统，确立了善巧方便概

念思想作为大乘本质重要规定性的地位和意义。所以，以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作为大

乘本质一项具有基础性、规范性及重要性的规定性的论说，应该说反映了中国佛教

唯识学派及华严学派共许的一个重要见解，因而是成熟时期的中国佛教最基本及最

深邃的思想智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