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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格尔模式的唯识研究

——施米特豪森《阿赖耶识：瑜伽行哲学核心概念的起源和早期

发展》一书评述

韩穗 a

 

【摘要】本文揭示施米特豪森经典著作《阿赖耶识：瑜伽行哲学核心概念的起源

和早期发展》的西方古典学方法背景，指出该书运用的是由德国古典学学者耶格尔所开

创的发展史书写模式，该书在诸多方面可与耶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为其发展史作奠基》

相比照。基于这种历史书写模式，施米特豪森建构了阿赖耶识概念从最初引入到词义演

变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这个概念的最初含义被定为“隐藏在色根中”，在第二个发展阶段，

这个概念的含义成为我相的客体性基础，最终在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个概念进而成为一

切法所依止的基础。发展史书写模式在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批判和反

思，本文揭示施米特豪森之后西方唯识研究对他的挑战与西方人文学科对发展史书写模

式的更新是一致的。

【关键词】西方佛学研究方法论；施米特豪森；唯识；阿赖耶识

德国佛教学者兰勃特·施米特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两卷本著作《阿赖耶

识：瑜伽行哲学核心概念的起源和早期发展》（Ā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初版于1987年，再印于2007年，

是西方唯识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尽管该书中的观点受到争议，乃至于作者本人将其对异

见的回应又结集为 740 页的专著《瑜伽行唯识学的形成：回应与反思》（The Genesis 

of Yogācāra-Vijñānavāda: Responses and Reflections）于 2014 年出版，但是该书所运用

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示范性意义，该书仍然是其后唯识学研究者讨论的基础。

兰勃特·施米特豪森于 1939 年生于德国科隆，1963 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a　 作者单位：杭州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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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至 1973 年任敏斯特大学印度学副教授，1973 年至 2005 年任教于汉堡大学。《阿

赖耶识：瑜伽行哲学核心概念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以下简称《阿赖耶识》）一书是

典型的运用西方古典学方法研究佛教的作品，在诸多方面可与德国古典学学者耶格尔

（Werner Jaeger 1888-1961）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为其发展史作奠基》（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相比照。

耶格尔的这部作品出版于 1923 年，其后主导了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模式。a鉴于亚

里士多德的全集里表现出彼此难以调和的学说，耶格尔引入 19 世纪浪漫主义和历史主

义思潮里的概念“发展”（Entwicklung）以解释亚里士多德学说之不相一致乃至自相矛盾。

按照这一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一如亚里士多德本人，都不是被直接给定不变的，

而是经由发展、成长的历史而渐渐形成的。因此文献学学者的工作，便是还原亚里士多

德著作之形成的时间层次，它们需要对应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成长历程：最初在学园信

守其师柏拉图的超验学说，第二阶段在柏拉图殁后离开雅典开始批评柏拉图的理相说，

最后第三阶段回到雅典建立自己的学派，转向以经验为导向的研究。b矛盾律适用于形

式逻辑，然而日日更新的生命可以在自身内包含矛盾。通过将文本或作者理解为生长、

形成、发展的过程，文本或作者之内的矛盾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允许。无疑，耶格尔的

解释方法是建立在“发展”这一理论预设之上的，而这一理论预设折射了其时代思潮，

显示出黑格尔哲学的色调。

施米特豪森所面临的研究难题与耶格尔的相近：二人都需要阐明一个单一研究对

象（前者面对的概念是阿赖耶识，后者的研究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如何涵盖各自差异极

大的不同方面。阿赖耶识这个概念含义众多，这是自古以来的共识。在我国宋代法云法

师所编《翻译名义集》卷六心意识法篇第五十七中，列出这一概念的或名：

或名宅识(一切种子之所栖处)，或名心，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积

集义故名心，集起义故名心 )；或名阿陀那。执持种子，及诸色根，令不坏故

( 宗镜云：又将死时，唯异熟心，由先业力，恒遍相续，执受身分，舍执受处，

冷触便生，寿燸识三，不相离故，冷触起处，即是非情 )。……或名所知依。

能与染净所知诸法为依止故 ( 即三性与彼为依。名所知依 )。或名种子识 ( 梵

语阿世耶，此云种子 )。能遍住持世出世间诸法种子故 ( 古德云：从无始时来，

a　 关于耶格尔研究方法的评论，参见 David R.Lachterman: Did Aristotle “develop”? Reflections on Werner 

Jaeger’s Thesis.In: Revue de Philosophie Ancienne, Vol.8, No.1 (1990), 3-40。

b　 参见 Mirjam E.Kotwick: Th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of a Text: On Werner Jaeger’s edition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n: Werner Jaeger: Wissenschaft, Bildung, Politik.Herausgegeben von Colin Guthrie King und Roberto Lo 

Presti.Berlin/Bosto, Walter de Gruyter 2017, 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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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与种子俱时而有，如草木等种 )。a

    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古人总结出的阿赖耶识的功能至少有：1.接收熏习；2.执

持色根、令其不坏；3. 作为所知诸法的依止；4. 住持世出世间诸法种子；等等。而这些

功能彼此之间有何关联，这并不是自明的。

施米特豪森所做的工作，便是将阿赖耶识这一概念的不同含义纳入“发展史”这

一解释框架，将阿赖耶识概念阐释为经历了三个早期发展阶段。最早出现阿赖耶识概念

的文本被定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三摩呬多地》，在其中，阿赖耶识的最初含义

被定为“隐藏在色根中，深殖在色根中”。在第二个阶段《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

阿赖耶识概念被认为超越了最初与色身的关联，成为构成我相的客体性基础。第三个阶

段是《摄大乘论》，在其中，阿赖耶识不仅是我相的基础，而且是一切法的基础。

这一宏伟的建筑工作依赖于一些解释预设和不可能提供确凿证明的假设。首先，关

于功能众多的阿赖耶识概念为何被划分为三个早期发展阶段——不是更多或更少——

这一问题，我们想说，这里仍然可以看到耶格尔及其所追随的黑格尔的影迹。耶格尔对

亚里士多德生平的重构遵循了歌德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威廉·迈斯特》中的模式，

令其一生经历了学习期、漫游期和为师期三个阶段。而这可以说对应了黑格尔辩证演进

的步骤，辩证演进始终按照正题、反题、合题，即直接性、居间作用、折返这三步进行，

其中第一步是原初的肯定，在第二步否定原初，经历对立，最终在第三步折返回自己。

其次，施米特豪森需要像耶格尔一样为发展史的重构提供文本的时间层次厘定。

这一部分的工作最具不确定性。施米特豪森将自己的分析局限在早期文献。b在宏观上

定出的时序是《解深密经》先于《阿毗达磨大乘经》，《摄大乘论》在二者之后。c关

于《瑜伽师地论》与《解深密经》的先后问题，他推测《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先于《解

深密经》，后者先于《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d就《瑜伽师地论》本身而言，一如

耶格尔目中的《形而上学》，施米特豪森认为《瑜伽师地论》也是经历了形成史的出自

a　 《大正藏》第 54 册，1153c11-26。《翻译名义集》的心意识法篇被法国印度学家 Sylvain Lévi 译为法语，

足 见 其 重 要 性。Sylvain Lévin: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u système Vijñaptimātra: un système de philosophie bouddhique.

Champion, 1932.

b　 这包括《解深密经》《阿毗达磨大乘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辨

法法性论》《摄大乘论》《阿毗达磨集论》和世亲作品。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11。

c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12. 具体论证，见 264-265。

d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12-13. 这样推测的理据是：（1）《解深密经》中，区别于前六识的新识

被称为阿陀那识，只在一处被称为阿赖耶识。（2）《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只用阿赖耶识概念，不用阿陀那识。（3）《瑜

伽师地论·摄抉择分》出现阿陀那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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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之手的汇编（Kompilation），因为在这部论里含有前后不一致乃至矛盾。a他为《瑜

伽师地论》划分了三个时间层次。最古的一层是《本地分》中的声闻地、菩萨地和《摄

事分》，在其中未提阿赖耶识。第二层是《本地分》其他部分，其中略提阿赖耶识，未

提《解深密经》。最晚的一层是《摄抉择分》，其中详细处理阿赖耶识，引用《解深密经》。b

在介绍过《阿赖耶识》一书的方法论之后，现在我们转入其内容部分。在本书第

一章，作者从五个方面讨论为何在佛教文献中引入新的概念阿赖耶识。这五个方面分别

是：从学说体系的角度讲，从解释的角度讲，经典文本，传统学派和瑜伽师体验到识的

最底一层。在列举出从学说体系的角度讲证明阿赖耶识存在的十四个理据c之后，在铺

陈出从解释的角度讲提出新的概念以回应理论要求的六点原因d之后，施米特豪森说，

这些都没有给出事实上阿赖耶识概念如何产生。为了确定事实上哪个经典段落是阿赖耶

识概念最早出现之处，施米特豪森提出文献择取的两点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这段文献

中，引入新的识应当是不可避免的，或直接经验到这种新的识是必要的。第二个标准是，

这种新识的功能必须使“阿赖耶识”术语得以可能。在此标准之下，施米特豪森定出，

阿赖耶识概念于其中出现的最早段落（initial passage，简称 IP）是《瑜伽师地论·本地

a　 Lambert Schmithausen: Zur Literaturgeschichte der älteren Yogācāra-Schule.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Supplementa I, 3, 1969, 811-823. 关于《瑜伽师地论》的作者和形成，这是

由来已久、尚未泯熄的讨论。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在《僧伽罗刹的修行道地经》（Le Yogācārabhūmi 

de Sangharakṣa）中提出，汉译《修行道地经》是僧伽罗刹所作，是《瑜伽师地论》的早期雏形，而僧伽罗刹是早于无

著 200 年时之人。这一说法被进一步的文本平行对照所支持，见 Nobuyoshi Yamabe ( 山部能宜 ): Parallel Passages 

between the Manobhūmi and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Saṃgharakṣa.In: The Foundation for Yoga Practitioners The 

Buddhist Yogācārabhūmi Treatise and Its Adaptation in India, East Asia, and Tibet.Edited by Ulrich Tim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596-737.关于《瑜伽师地论》文本形成的新近讨论，见Noritoshi Aramaki (荒牧典俊): 

Two Note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Yogācārabhūmi Text-Complex.In: The Foundation for Yoga Practitioners The 

Buddhist Yogācārabhūmi Treatise and Its Adaptation in India, East Asia, and Tibet.Edited by Ulrich Tim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98-440。

b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13-14.

c　 这十四个理据是：1. 轮回中相续主体问题。2. 业和果报的关联问题。3. 在无意识状态（如灭尽定）之前的最

后一念和无意识状态之后的第一念之间的联结问题。4. 接收熏习和执持种子的东西。5. 我执观念贯穿生命始终执持色身，

尤其是在无意识状态执持色身。8. 结生时，识进入母胎。9. 在死时，随着识的逐渐退去，身体逐渐变冷。10. 据说，除了

安立阿赖耶识，否则无法解释一些身体感受，例如，在禅定中的身体轻安。11. 对外境的感知伴随有对器世界（bhājana）

的感知和对所依（āśraya, corporeal basis）的感知。12.阿赖耶识作为染污（saṃkleśa）的本原。13.作为粗重（dauṣṭhulya）

所在之处。14. 构成苦谛（duḥkhasatya）。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3-6.

d　 这六个原因是：1.解释十二缘起中行缘识，取缘有（“有”意为业的熏习，这预设了一种识，通过它熏习被取）。

2. 解释识与名色的相互依待（《摄大乘论》：“云何彼阿犁耶识及诸染法。同时见迭互作因事。所谓如灯焰及炷生烧因同

时迭互作因。及如苇束迭互人捉故同时不堕地中。此亦如是。迭互作因事。”）3.解释灭尽定中，识不离开身。4.解释命、

暖、识相互支撑，伴随共存。5. 解释经典中的概念识食（vijñānāhāra）。6. 解释经典中提到，在结生时，识进入母胎。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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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摩呬多地》的以下一段：

问灭尽定中。诸心心法并皆灭尽。云何说识不离于身。答由不变坏诸色

根中有能执持转识种子阿赖耶识。不灭尽故。后时彼法从此得生。a

   在这一段中，对方的问难基于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根据说一切有

部阿毗达磨和早期瑜伽师的观点，在灭尽定中六识和心所法中断。另一方面，根据契经

（例如《南传中部·大方广经》），命、暖、识三者共存，死亡的人，命、暖、识三法

都离开其身体，但灭尽定中的人却并没有像死者一样失去命和暖，也就是说，灭尽定中

的人仍有一种与命、暖共存的识没有离开其身体。对方的意思是，既然灭尽定中六识和

心所都已中断，那么为什么说仍有识与命和暖一道没有离开身体？这里，提出一种有别

于六识的新的识，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己方的回答是，之所以在灭尽定中，

行者的色根没有像死者的一样变坏，是因为在行者的色根中，有一种有别于已中断的前

六识的新的识，即阿赖耶识，没有中断，它执持转识的种子。

这一段符合施米特豪森所提出的择取 IP 的两点标准。第一，在这个语境里提出一

种有别于前六识的新识确实是势在必行的。第二，这种新识的功能是“隐藏（lī）在

色根中，深殖在色根中”，因此它的名称可以是阿赖耶（ālaya）。Ālaya 一词在此由动

词 lī 而来的名词形式 laya 构成。这样解释的含义符合现存最古老的含义解释，即《解

深密经》卷第一“心意识相品第三”：

此识亦名阿陀那识。何以故。由此识于身随逐执持故。亦名阿赖耶识。

何以故。由此识于身摄受藏隐同安危义故。b

这一段的解释均基于词源，用 upādāna（词语构成：前缀 upa+ādāna）“执受”

解释 ādāna“阿陀那”：阿陀那识是随逐身体、执受身体的识。用 lī“隐藏”解释

ālaya“阿赖耶”：阿赖耶识是隐藏在身中的识，与身经历同样的命运安危。

这里，施米特豪森要突显的是，在早期，阿赖耶识概念与身体关联，而并未展示

出唯心论的痕迹，其功能是生物学上的。进一步证明其与身体关联的文献有《显扬圣教

论》：“建立定者，如经中说，离欲、恶、不善法故。有寻、有伺、离生喜乐。初静虑

具足住。……乐者谓已转依者，依阿赖耶识，能摄所依。令身怡悦安适。”c这里“所

依”与下文的“身”同义。此段意谓离欲、恶、不善法的行者，得初禅的喜乐。由于阿

a　 卷十二，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340c 27-341a1。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18.

b　 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16 册，692b15-17。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22.

c　 卷二，“摄事品第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1 册，692b15-17。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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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耶识摄持身体，令身体怡悦，所以才能解释初禅转依者之乐。

与 IP 灭尽定语境相似的有其他意识微弱的情况，如无想定、结生时和死时。《瑜

伽师地论·摄抉择分》提出八种理由证明必定存在阿赖耶识，其中一种理由是成立无想

定（asaṃjñisamāpatti）：“何故若无阿赖耶识。处无心定不应道理。谓入无想定或灭尽定。

应如舍命，识离于身。非不离身。如世尊说当于尔时识不离身故。”a此处与上文所引

述的《本地分》中涉及灭尽定的段落相似，意谓，倘使没有一个不同于转识的另外的识，

那么无想定中，转识已灭，根据命、暖、识三者共存的原则，行者应当像死者的情况，

其寿命和体温随着已灭的识一道灭尽。但事实上，无想定的行者，其寿命和体温并未离

开身体，所以说明，必定存在一种不是转识的识，与寿命和体温一道，在转识已灭的无

想定中仍未离开身体。至于结生（pratisandhi）时和死时，这些也是意识微弱的状态。

根据毗婆沙论者，这种微弱的意识状态是意识（manovijñāna）。早期瑜伽行派也这样认为。

甚至较晚的瑜伽行代表人物也这样认为。但在较晚的瑜伽行文献里，结生时和死时，没

有意识，只有阿赖耶识。在结生时，阿赖耶识起到的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作用。施米特

豪森征引无著《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以说明结生时，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生物学作用，

名色就不会聚合。b而在死时，识离开身。可以认为，这里的识是阿赖耶识。之所以这

样认为，是因为死时识的一个生物学功能：根据《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在渐死的情况

下，识逐步离开身，根据一个人的业力，识或者从身体上部开始离开，或者从身体下部

开始离开，与之相应的是身体的热消失。这里涉及的识是身体性的，像阿赖耶识一样，

深植在身体中。《本地分》中只用了“识”这个术语，这与《大毗婆沙论》中情况相同。

只有在《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才明确用阿赖耶识逐渐退去解释身体逐渐变冷。c

至此为止是施米特豪森所重构出的阿赖耶识概念的起源，即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被定位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其中突显的是阿赖耶识与身体的关联和其

生物学上的功能。

接下来，《解深密经》被视作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中间环节。这体现在，

于此经中发展出阿赖耶识概念的心理学方面，并且阿赖耶识开始脱离与身体的关联。《解

深密经》第一次使新引入的“一切种子心识”（sarvabījakaṃ cittam 含一切种子的识）

成为核心概念，明确说到它是微细的（sūkṣma），是相续的（心意识相品第三：“阿陀

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施米特豪森从

以下一段揭示出，为何在《解深密经》中阿赖耶识可以被认为脱离与身体的关联：

a　 卷五十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579c13-16。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35.

b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36-37.

c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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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说心意识秘密之义。广慧当知，于六趣生死，彼

彼有情堕彼彼有情众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生身分

（ātmabhāva）生起。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sarvabījakaṃ cittam），成熟展

转和合增长广大，依二执受（upādāna），一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二者相

名分别言说戏论习气执受。有色界中具二执受，无色界中不具二种。a

这一段中，世尊为广慧菩萨解释有情在六道中流转的机制。不同的有情转生在不

同的有情众中，有的破壳出生，有的在母胎内完具身体而生，有的依湿气而生，有的藉

业力自然而生。“身分”这个词，在这里对译 ātmabhāva。Ātma 意为自我，bhāva 意为

存在，所以 ātmabhāva 在汉译经典里又译作“我相”“自体”。那么依据什么，不同的

有情流转的去处不一样呢？这个依据就是含有一切种子的心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

根据两种执受而成熟增长。一种是对色根和身体（“所依“即身体）的执受，另一种是

对名言戏论的执受。在有色界，阿赖耶识由这两种执受构成。在无色界，阿赖耶识只

由名言戏论执受构成，不再有对色根和身体的执受。施米特豪森认为，转生到无色界、

不再执受身体这一点标志着阿赖耶识概念得以脱离与色身的关联，这是使这个概念能够

发展到第二阶段的关键一步。

另外，《解深密经》中的以下一段展示出阿赖耶识的心理学功能，它与转识同时，

是转识的深层基础：

广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缘现前唯一浪转，若二若多浪，生缘

现前有多浪转，然此瀑水自类恒流无断无尽。又如善净镜面，若有一影生缘

现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缘现前有多影起，非此镜面转变为影，亦无

受用灭尽可得。如是广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识，为依止（saṃniśritya）为建立

（pratiṣṭhāya）故。b

这一段中，以浪与瀑水、镜像与镜子的关系来比喻转识和阿赖耶识的关系。浪是

有起有落、有活跃有沉没的，但有生有灭的浪是基于一个深层基础的，这个深层基础即

瀑流本身，它是持续恒常的，不中断的。镜子中所映现的影像是有来有去的，可以是一个，

可以是多个。但影像的显现是基于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镜子，如果没有镜子为镜

像作基础，那么镜像便无从显现，而镜子本身不会变为镜像，也不会受到镜像的作用力

a　 卷一，“心意识相品第三”，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16册，692b7-14。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47.

b　 卷一，“心意识相品第三”，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16册，692b28-c6。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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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变。同样道理，阿赖耶识就是转识所依据的基础，基于它之上转识的活动才得以建

立，而它本身是持续不断的。

根据施米特豪森的建构，现在，阿赖耶识概念发展到第二阶段，即作为我相

（ātmabhāva）之客体性基础，所必需的理论前提都已具足：它已发展出心理学方面的功能，

而不再局限于生物学功能；它能够脱离与色身的关联，这使它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得以可

能。施米特豪森认为《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继续发展了《解深密经》中的这两个

进展倾向。首先，在其中继续申述了阿赖耶识作为深层基础的功能。其次，在其中继

续提及阿赖耶识可以生在无色界 a，这样，当阿赖耶识从与色身的关联中解放出来，它

得以发展成为构成我相的客体性基础，成为 ahaṃkāra( 我见 )，asmimāna( 我慢 )，ātma-

sneha（我爱）的客体性基础。以下一段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例证：

云何建立阿赖耶识与转识等俱转转相？谓阿赖耶识，或于一时唯与一种

转识俱转。所谓末那，何以故？由此末那，我见（ahaṃkāra）、慢（asmimāna）

等恒共相应思量。若有心位若无心位，常与阿赖耶识一时俱转，缘阿赖耶识

以为境界，执我起慢思量行相。b

这一段是说，转识与阿赖耶识同时作用，有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阿赖

耶识只与一种转识在同一时间共同作用，这种转识便是末那，末那的特点是思量，它

始终与我见（ahaṃkāra）和我慢（asmimāna）联系在一起。或者在有心位，或者在无心

位 c，它都始终与阿赖耶识同时共同作用。它以阿赖耶识为它的所缘，由此建立我见、

我慢。这一段在阿赖耶识作为转识之深层基础的背景下明确道出，阿赖耶识是我见、我

慢的客体。

接下来，根据施米特豪森的建构，在阿赖耶识概念早期发展的第三阶段，它从我

相的客体性基础进展成为一切法所依止的基础。具体的发展过程被勾勒如下。向着这

一阶段进展的第一份关键文献被定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注》（Abhidharmasamuccaya-

bhāṣya）d44, 18-20：ālayavijñānād anyat tu cakṣurādikaṃ。这一句中，ālayavijñānād是夺格，

表示“从阿赖耶识”。anyat 其它，中性单数主格。cakṣurādikaṃ 眼，等等，中性单数

主格。所以这一句可以译为“从阿赖耶识产生眼等其它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用的词是 cakṣur 眼，即眼根，而不是眼识。在《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摄抉择分》《解

a　 卷五十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580a18-21: “复次阿赖耶识。当言于欲界中缘狭小执受境。于

色界中缘广大执受境。于无色界空无边处识无边处缘无量执受境。”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51.

b　 卷五十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580b29-c5。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56-57.

c　 无心位指无心睡眠位、无心闷绝位、无想定位、无想生位、灭尽定位与无余涅槃界位。除此之外皆为有心位。

d　 注解的作者是狮子觉（Buddhasiṃha）或胜子（Jinap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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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密经》中，都没有说过色根从阿赖耶识产生，而只说过，转识从阿赖耶识的种子生起。

因此《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注》的这一句被认为开启了一个进展方向。a进而，从色根扩

展到一切蕴、界、处。在《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的其他段落中，阿赖耶识被说成是一切蕴、

界、处的种子。如“本事分”中“三法品第一”：“谓蕴界处习气所熏。一切种子阿赖

耶识。”（skandha-dhātv-āyatana-vāsanā-paribhāvitaṃ sarvabījakam ālayavijñānam）b最后，

在《摄大乘论·依止胜相中众名品第一》中，阿赖耶识成为一切法之存在所依据的基础：

依止立名阿黎耶识，世尊于何处说此识，及说此识名阿黎耶，如佛世尊

阿毗达磨略本偈中说：

此界无始时　　一切法依止

若有诸道有　　及有得涅槃

阿毗达磨中    复说偈云：

诸法依藏住　　一切种子识

故名阿黎耶　　我为胜人说 c

此段引《阿毗达磨大乘经》中的偈颂以说明阿黎耶识名称的由来。“此界无始时”

中的“界”指阿赖耶识。“一切法依止”，意谓一切法以阿赖耶识为基础才得以建立。

“若有诸道有，及有得涅槃”，意谓轮回中的各道和涅槃的证得都以阿赖耶识为预设，

如果有阿赖耶识，这些才能成立，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这些便不能建立。“诸法依藏住，

一切种子识。故名阿黎耶，我为胜人说”，用词根 lī“隐藏”来解释阿赖耶识的名称。

一切法都隐藏在阿赖耶识中，它是含有一切种子的识。发展至此，阿赖耶识的原始义（隐

藏在身中）已经不再适用。它成为这样的识：一切染污法都作为其果依止它。

可以说，本书前三章即构建出阿赖耶识概念从最初引入至经历发展的历史。这样

的解释模式旨在使得这个概念在不同经典、不同段落中的歧义得以合理地共存。以下两

章，即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运用发展史的解释模式说明两个个别问题。在第四章，说明

阿赖耶识概念如何发展出负面特征，及至《楞伽经》中却成为出世清净之因。在第五章，

阐述这一概念就何而言可谓名副其实的识，并且关于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曲折发

展。

根据施米特豪森所定出的 IP，在阿赖耶识于其中出现的最早段落即《瑜伽师地

论·本地分·三摩呬多地》里，它的作用是在灭尽定中维持生命，就此作用本身而言，

a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62.

b　 卷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1 册，666a4。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64.

c　 真谛译，《大正藏》第 31 册，113c27-114a5。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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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必然体现阿赖耶识的负面特征。但在佛教传统里，生命本身是苦的，根本原因是，

生命是无常的，是变坏的（vipariṇāma-dharman。vipariṇāma 的意思是变化，变异，但

变总是向着坏的方向变）。但对瑜伽行派而言，苦并不主要基于无常，而是基于粗重

（dauṣṭhulya）。dauṣṭhulya 这个词在其他汉译经典里又译为：恶习，染污。其梵语词根

dau- 表示坏的。当这个概念出现在《瑜伽师地论》中时，它表示烦恼粗重，无所堪任

（dauṣṭhulya=akarmaṇyatā 怠惰），不自在转无堪能（没有能力做事，是因为没有自制

力 asvatantratvāt）等意思，它成为潜在的、持续贯穿凡夫生命始终的，因此它构成了一

种潜在的苦。就此而言，粗重与行苦是相关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意地》：

是故一切所依自体。粗重所随故。粗重所生故。粗重自性故。诸佛如来

安立为苦。所谓由行苦故。a

“所依自体”即人之存在的基础。此段译为现代汉语，即人之存在的整个基础，

由粗重伴随，其本质特征便是粗重。因此之故，诸佛如来说人之存在的基础是苦，因为

它属于行苦（saṃskāra-duḥkhatā）。b

最初，粗重这个概念并不等同于种子。在《瑜伽师地论》中，这两个概念可以并列，

可以对立。不过粗重与种子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也可以是潜在的，有时被对立于现行的

烦恼，或被说成是现行的烦恼之因。于是，在《本地分·意地》中粗重被解释为种子。

一旦粗重被理解为种子，粗重就被纳入阿赖耶识。这就意味着，阿赖耶识不仅是种子的

依止，而且是行苦的依止。这样，阿赖耶识概念就体现出一切行苦之根源的负面特征。

施米特豪森将代表此一阶段的文献定为《本地分·思所成地·胜义迦他注》33-34c：

duḥkha〈ṃ〉 saṃskāra-duḥkhatā-saṃgṛhītaṃ ālayavijñāna-mayam 苦是行苦所摄的阿赖耶

识所造成的。

发展至《摄抉择分》阶段，阿赖耶识的负面特征突显而出，它成为“一切杂染根本”

（sarva-saṃkleśa-mūla）。《摄抉择分·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一》：

又即此阿赖耶识。能持一切法种子故。于现在世是苦谛体（duḥkhasatya-

svabhāvam）。亦是未来苦谛生因（duḥkhasatya-janakam）。又是现在集谛生因。

如是能生有情世间故。能生器世间故。是苦谛体故。能生未来苦谛故。能生

a　 卷二，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284c8-10。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66-67.

b　 The Yogācārabhūmi of Ācārya Asaṅga, ed.V.Bhattachary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57, 26, 16f.ataś ca 

sakalam āsrayaṃ dauṣṭhulyopagatatvād dauṣṭulyasvabhāvāt tathāgatā duḥkhataḥ prajñāpayanti yad uta saṃskāra-

duḥkhatayā. 这个版本的梵文中没有与古汉译“粗重所生故”相对应的词。

c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68 和 351. 注者不是偈颂的作者，关于注者是谁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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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集谛故。当知阿赖耶识是一切杂染根本。a

其基本特征被认为是，被粗重所随，这与转依（āśrayaparivṛtti）相反。b在《摄

抉择分》中，阿赖耶识的根本特征被视作有取（sopādāna），既在执取（upādāna）现

在人我的意义上，也在执取未来生命的意义上。这样，ālaya 被首要理解为“执取”。 

ālayavijñāna 的意思成为：这样的识 vijñāna，有情执取 ālaya 它为自我。c

现在，既然阿赖耶识是杂染根本，那么它就是有待于被趋向圣道的行者所转灭的。d

而关于如何导向出世的问题，施米特豪森区分了不同文本中所体现的三种不同方案。他

认为第一种方案出现在《瑜伽师地论·摄决择分·五识身相应地》里，在其中，出世法

的清净种子是以真如（tathatā）为所缘缘（ālambana-pratyaya）而构成的，这样的清净

种子并不是习气熏习的种子：

问若此习气摄一切种子。复名遍行粗重者。诸出世间法从何种子生。若

言粗重自性种子为种子生。不应道理。答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

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e

第一句中“此习气”，即遍计自性妄执习气。对方的问题是，如果遍计自性妄执

习气就包含了一切法的种子，那么出世间法从什么样的种子生起呢？如果说从习气熏

习的种子生起，那么这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习气熏习的种子和出世间法的性质是对立

的。己方的回答是，出世间法是从如下这样的种子生起的：以真如（tathatā）为所缘缘

（ālambana-pratyaya），这样构成的种子。

《摄大乘论·引证品第三》中的方案被认为是不同于此的另一种：

此出世心从何因生？汝今应答。最清净法界所流正闻熏习为种子故，出

世心得生。此闻慧熏习为与阿黎耶识同性为不同性？若是阿黎耶识性，云何

能成此识对治种子？若不同性，此闻慧种子以何法为依止，至诸佛无上菩提

a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581b4-9。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75.

b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册，581c11-12：“又阿赖耶识。恒为一切粗重所随。

转依究竟远离一切所有粗重。”

c　 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76.

d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581b22-24：“复次此杂染根本阿赖耶识。修善

法故方得转灭。此修善法若诸异生。以缘转识为境作意方便住心。能入最初圣谛现观。”581c12-13：“又阿赖耶识。是烦

恼转（pravṛtti）因。圣道不转因。”

e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唐·玄奘译，《大正藏》第 30 册，589a13-17。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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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闻慧熏习生，随在一依止处。此中共果报识俱生。譬如水乳。此闻熏

习即非本识。已成此识对治种子。……是闻熏习若下中上品应知是法身种子。

由对治阿黎耶识生。是故不入阿黎耶性摄。出世最清净法界流出故。a

根据这一段，圣者达到清净法界，之后宣讲正法，行者听闻熏习这样的正法，这

便是出世的种子。出世心从清净法界所流的正闻熏习种子而生，这不同于《瑜伽师地

论·摄决择分·五识身相应地》所讲的直接从清净法界生。关于出世种子与阿赖耶识的

关系，即二者是相同属性的抑或不同属性的，此段引文中以水乳的关系作喻，说明二者

就何而言不完全同一，也不完全矛盾，就何而言在对立中统一。倘使二者的属性完全同

一，那么出世种子并不能体现其对治阿赖耶识的功能。倘使二者完全矛盾，那么出世种

子便不能以阿赖耶识为其依止处。出世种子与阿赖耶识就像水注入乳。水与乳之间是有

性质的对立，所以水才能够对治乳。但水和乳也可以交融，水被注入乳，便以乳为其依

止处。b同样道理，出世种子与阿赖耶识交融。“是闻慧熏习生，随在一依止处。此中

共果报识俱生”，这一句中“果报识”即阿赖耶识。但出世种子的性质不完全同于阿赖

耶识，这样方能作为其对治。

第三种方案被认为是在《楞伽经》中，在其中，阿赖耶识本身被等同于如來藏，

成为出世清净之因。《大乘入楞伽经·刹那品第六》：

大慧。此如来藏藏识本性清净。客尘所染而为不净。一切二乘及诸外道。

臆度起见不能现证。如来于此分明现见。如观掌中庵摩勒果。大慧。我为胜

鬘夫人及余深妙净智菩萨。说如来藏名藏识。与七识俱起。令诸声闻见法无我。

大慧。为胜鬘夫人说佛境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大慧。此如来藏藏识是佛

境界。c

“藏识”是阿赖耶识的意译。“如来藏藏识”，即名字叫做藏识的如来藏，这说

明藏识和如来藏在此语境里是同位语。这一段强调，这样的如来藏藏识是证悟法无我的

佛菩萨的境界，它的根本特征是清净。这不仅被直接点明，“此如来藏藏识本性清净”，

而且更以庵摩勒果的譬喻得到重申。庵摩勒即 āmala 的音译，其含义即不垢，清净。至

此为止，阿赖耶识这个概念已经和《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所体现的负面特征和有

a　 真谛译，《大正藏》第 31 册，117a8-20。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2007, 79-80.

b　 我们建议补充上一些概念以解释这一段。“此闻慧熏习为与阿黎耶识同性为不同性？”中的“同性”指“同一”，

“不同性”指“矛盾”。“此闻熏习即非本识”，这句中二者的关系不再是矛盾，而是对立。矛盾和对立的区别在于，矛

盾的双方不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统一的属，而对立双方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统一的属。

c　 《 大 乘 入 楞 伽 经》 卷 五， 实 叉 难 陀 译，《 大 正 藏》 第 16 册，619c27-620a5。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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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转灭的地位相当不同了。

本书第五章讨论阿赖耶识就何而言可被称为名副其实的识（vijñāna）。作者首先

列出阿毗达磨中“识”的定义。第一，识是了别（vi-jñā）对境（viṣaya）的。第二，心

（citta，与“识”同义）与心所（caittāḥ）相应；其中意（manaskāra）、触（sparśa）、

受（vedanā）、想（saṃjñā）、思（cetanā）这五种心所是遍行（sarvatraga），与一切

心相应。然而，IP 的语境是，在灭尽定中，阿赖耶识维持色根不坏。灭尽定中是没有

想和受的，既然没有这两种与一切心相应的心所，那么说明在灭尽定中也没有一般意义

上的识，而此中的阿赖耶识很难被承认为名副其实的识。a

但这只是施米特豪森考察的起点，他的工作重点在于揭示阿赖耶识概念在作为名

副其实的识这一问题上如何经历了发展。首先，关于“了别”的功能 b，阿赖耶识概念

第一次被明确理解为“了别对境”意义上的识，这被定位在《解深密经》，其中说到阿

陀那识是 asaṃvidita-sthira-bhājana-vijñapti “不可觉知的、稳定的对器世间的了别”（《大

正藏》第 16 册，702b 25：“不可觉知坚住器识”）。阿赖耶识进展成为现实上了别对

境的识，这被认为不是缘于阿毗达磨定义的驱动，而是缘于瑜伽行唯心论的重新解释，

即“唯有了别”（vijñaptimātra）说。之后，在《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五识身相应

地》中，提到阿赖耶识了别两种所缘：其一为内执受（adhyātmam），二为外无分别器

相（bahirdhā’paricchinnākāra-bhājana）。c根据《解深密经》中所说的两种执受——

一种是对色根和色根所依据的色身的执受，另一种是对名言习气的执受——《摄抉择分》

这里的“内执受”（adhyātmam）也相应分为“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和色根、色身；

在有色界，两种执受俱在，在无色界，则只有习气执受。《摄抉择分》此处的“外无分

别器相”即指外在器世间。对外在器世间的了别是基于阿赖耶识的，因为阿赖耶识有内

执受作为它的所缘。灯焰照明可以作比喻以说明这一点。蜡烛的火焰在蜡烛自身内基于

膏油而燃烧，当火焰这样生起时，它自然便在外发出光明，照亮周围。同样道理，阿赖

耶识以内执受为所缘，基于此，对外在器世间的了别得以成立。接下来，描述了阿赖耶

识所缘对境的特征：它总在现在，不经历时间的变迁，无变化（“无废时，无变易”）。

因此，阿赖耶识即使不是永恒的，但也是刹那相续的，它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同质的了别

（“一味了別”, ekarasa-vijñaptitaḥ）。d现在转入第二点，即名副其实的识是与五遍

行心所相应的。e施米特豪森援引藏译本《摄抉择分》5a 5f. 以证明，此处接受阿赖耶

a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85-86.

b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88-93, 381-395.

c　 《大正藏》第 30 册，530a3-4。

d　 《大正藏》第 30 册，530a15-16。

e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97-98, 397-398.



唯识研究（第九辑）

322

识作为识与五遍行心所相应这一结论。这一段藏文被拟译为梵文如下：ālayavijñānaṃ…

pañcabhiḥ sarvatragaiś cittasaṃprayuktaiḥ saṃprayuktaṃ-manasikāreṇa, sparśena, vedanayā, 

saṃjñayā, cetanayā ca.“阿赖耶识与五种遍行的与心相应者相应，即与意，触，受，想，

思相应。”

如果说，名副其实的识所应具有的两点特征，即了别对境和与五遍行心所相应，

在《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被赋予阿赖耶识，那么，《瑜伽师地论》之后的发展就

比较曲折了。《瑜伽师地论》之后的较早文献，关于阿赖耶识是名副其实的识这个问

题，态度是保守的。被归于弥勒名下的作品，如《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辨

法法性论》，其中没有提到阿赖耶识这个概念，而是使用了与之同义的另外的概念，

例如 abhūtaparikalpa“虚妄分别”。a至于被归于无著名下的作品，如《摄大乘论》和

《阿毗达磨集论》，在《摄大乘论》中只有一段提到阿赖耶识了别对境，而没有任何

一处提到它与五遍行心所相应，而在《阿毗达磨集论》中只在一处暗示它与心所相应，

但通篇并未提及它了别对境。b及至世亲的作品，情况也各不相同。在世亲的注释作品

里，例如在《摄大乘论释》里，没有提及阿赖耶识与心所相应。而在《中边分别论释》

里，值得注意的是，48，8-10 似乎暗示，阿赖耶识显现为外在器世间（pratiṣṭhā），

这不同于《摄抉择分》中的说法，即阿赖耶识了别外在器世间。18, 26f. 说 : “nāsti 

cāsyārtha”  iti artha-sattva-pratibhāsasyānākāratvāt.“论中说‘它没有外境’，因为显现

为外境或有情的 [ 识 ] 没有取著。”这一句中，“有情”指五色根。anākāratva 的意思

同于 agrāhakatva，就是没有取著，没有了别对外境的取著。这样的观点是唯心论的。c

而在世亲《俱舍论》里，接受了阿毗达磨的要求，将认知功能赋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

具有所缘（ālambana）和感知所缘的行相（ākāra）。不过，阿赖耶识的所缘和行相是不

能被清晰界定的（aparicchinnālambanākāra）。d至《唯识三十颂》，世亲被认为是放

弃了对阿赖耶识作为名副其实的识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而全心采纳《摄抉择分》中的

观点，赋予阿赖耶识以所缘和与心所的相应。e

通观全书，我们看到，施米特豪森笔下的阿赖耶识概念从生物学功能发展到唯心

论，这可被对照于耶格尔书写的亚里士多德从超验的神学发展到以经验为导向的研究：

在二者的历史书写里都体现出宏大的理论建构。然而，以发展史模式书写历史，其朴素

版本已经在方法论上属于旧式，并且这种方法论的困难之处也已经在古典学领域被检视

a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98-99, 398-400.

b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100-102, 400-403.

c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102-103, 403-407.

d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103-104, 408-409.

e　 Schmithausen: Ālayavijñāna.2007, 104,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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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思。a耶格尔的重构，其受诟病之处，在于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发展对应于其人生

之三阶段，这被认为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亚里士多德文本而言，要厘定出使人信服的时

序（chronology），这遭遇到阻碍。事实方面，耶格尔之后的学者给出过各不相同的时

序方案，这本身已经说明不确定性之大。方法方面，厘定作品时序，一般而言可从文字

（philological）证据和义理（philosophical）证据两种途径进行。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

使用文字证据测定作品时序是失败的，而使用义理证据则陷入循环：确定义理学说的先

后顺序，这依赖于文本的先后，但现在要确定文本的时间顺序，却基于义理学说。鉴于

发展模式方法论运用到某些问题时的困难，不难设想，有别于此的历史书写模式已经被

探索和尝试。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迪特·亨利希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b亨利希注重史料

中先行于概念框架的生命情境（situation），要求将文献放置在历史语境（context）中，

并且在撰写历史时考察相关联的概念群（constellation）。

从施米特豪森《阿赖耶识》一书出版之后所接收到的反对意见来看，这些异见恰

恰围绕发展史书写模式的困难之处，并且异议者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也正是以情境、语

境中解读和从概念群角度考察来挑战施米特豪森的解释。将发展史模式运用到概念研

究，最困难和不确定之处在于使概念发展的先后顺序对应于文本的时间先后顺序。施

米特豪森将阿赖耶识概念出现的最早文本定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三摩呬多地》，

这首先成为被反对的目标。松本史朗（Matsumoto Shiro）和哈特穆特·布舍（Hartmut 

Buescher）c分别将这一概念出现的最早文献定为《解深密经》。布舍提出，三自性

（svabhāvatraya），唯了别（vijñaptimātra）和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三个概念是彼此

暗示的整体，它们应当共同在单一语境中出现。这种研究进路比较接近于亨利希所谓的

概念群。而山部能宜（Yamabe Nobuyoshi）的方案则基于瑜伽师的先行于理论化的生命

经验和情境。d不能不说，这些替代思路都是在唯识研究领域所体现的入时的解释模式。

a　 Christof Rapp, Der Erklärungswert von Entwicklungshypothesen.Das Beispiel der Aristoteles-Interpretation.In: 

Marcel van Ackeren and Jörn Müller (eds.), Antike Philosophie verstehen =Understanding ancient philosophy, 

Darmstadt 2006, 178–195.

b　 Dieter Henrich，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Edited by David S.Pacini.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x-xlii.中译本迪特·亨利希《德国观念论：从康德到黑格尔》，乐小军译，商务印书馆2013, 3-43。

c　 Hartmut Buescher, The Inception of Yogācāra-Vijñānavāda, Vienna 2008.

d　 关于松本史朗和山部能宜的研究，参见 Schmithausen, The Genesis of Yogācāra-Vijñānavāda: Responses and 

Reflections, Tokyo 2014, 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