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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缚”在大乘唯识学中的意义

释净智 a

【摘要】相缚与粗重缚是唯识宗独有的一组概念，对大乘佛教及唯识学思想的

构建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同语境下的“二缚”含义并不相同且经典文本过于简

单的表述又加剧了论师们解读的多样性，从而使得“二缚”的真正意义变得复杂难

明。本文从唯识典籍中选择最能体现“二缚”学说价值的四个主题，以说明它对大

乘佛教以及唯识学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相缚；粗重缚

 

相缚与粗重缚是唯识宗独有的一组概念，相对于大乘佛教更常提及的二执、二

障来说，同为所断法的二缚受重视的程度略显不足。一方面，二缚固然包含一些大

乘佛教共通的思想，比如真如空性、所知障、烦恼习气等，但有些解释仅适用于唯

识自宗，比如心识所变的相分、第七末那识等，这就使得它不易被不同宗见的其他

大乘宗派所特别重视。另一方面，二缚在经论中或成对出现，或单独出现，其涉及

的主题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文本的描述过于简单，这就使得论师们的解释充满弹性，

而多样性的后果就是各种解释难以兼容。古代的论师们常常为了会通不同语境下的

二缚，衍生出许多原文本所没有涉及的讨论，从而让二缚学说的真正价值淹没在“为

解释而解释”的繁杂论述中。

a　 作者单位：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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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之故，笔者不打算整合所有语境下的二缚含义，从而归纳出一个既全面又

清晰的定义。因为勉强的圆融，难免会削足适履。而为了更好呈现“二缚”学说的

价值，本文拟先回顾大乘佛教兴起之前，与二缚学说相关的思想萌芽；接着从唯识

师众说纷纭的诠释中，提取对大乘佛教及唯识学思想构建最重要的几个观念，依据

单一语境下的二缚文本，做出各自独立的解读；最后就二缚与其他法相概念的关系

做一简要的分析说明。

原始圣典中关于“缚”的种类，以贪瞋痴三缚最为流行，a其他提及的“缚”

还有“魔缚”“取缚”“五欲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杂阿含经》卷 3 中提到

了“内缚”及与之相对的“色（等五蕴）缚”。b如果说“内缚”是指能缘的贪欲

等烦恼，那么“色缚”就是指所缘的色等对象。据实而言，所缘之色并不能系缚有

情，贪等烦恼才是真正的系缚，但在佛经中，常有将能缘的特征安立在所缘上的例

子。如有经云：“女人梵行垢”，c但事实上，“女实非垢，胜义垢者谓贪瞋痴。

然伽他中说女为垢，是垢具故。”d同样的道理，作为烦恼所缘的色等对象，虽不

是真实的束缚者，但有时也会被方便地被称为“缚”。

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中提到了相应缚和所缘缚。相应缚指的是与烦恼相应的心、

心所法，被同时同聚的烦恼所系缚，不得自在。所缘缚指的是被烦恼所缘的有漏法，

尤其是色法和非染的心心所法等，它们虽不与烦恼相应，但由于其能缘的烦恼未断，

故亦不得自在。比如无记性的眼根，虽没有相应缚，但有所缘缚，它作为贪欲的所

缘，一方面能令烦恼增盛，一方面又被烦恼所缚。即使一期命终，眼根烂坏，依然

会由烦恼和业力的推动，续生下一期的眼根，无法出离三界。故经中说：“若比丘

于眼欲贪断，欲贪断者，是名眼已断。”e即只有断除了能缘的烦恼，所缘的有漏

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这种断除所缘缚的方式被称为“缘缚断”，以区别于断除

a　 如《杂阿含经》卷 21云：“不缚者谓三缚，贪欲缚、瞋恚缚、愚痴缚。”《大正藏》第 2册，第 149 页。

b　 如《杂阿含经》卷 3云：“色缚所缚，内缚所缚。”《大正藏》第 2册，第 19 页。

c　 《杂阿含经》卷 36，《大正藏》第 2册，第 266 页。

d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1，《大正藏》第 27 册，第 3页。

e　 《杂阿含经》卷 31，《大正藏》第 2册，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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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缚的“自性断”。a

无论是相应缚，还是所缘缚，都是依主释。“缚”指的是烦恼，与烦恼相应的

心心所和作为所缘的有漏法，都是“有缚”，而非“是缚”。b二缚之体虽然都是烦恼，

但相较于原始佛教简单地以贪瞋痴为缚，二缚说突出了一切有部的宗派特色，相应

缚间接承许了心所法是实体法，所缘缚间接承许了三世实有说。不过，所缘虽然不

是缚，但缚并不只是烦恼单方面的事，因为只有那些能令烦恼随增的所缘才有缚。

无漏法不能随增烦恼，故即使能作为烦恼的所缘也没有缚。c从这个角度来说，“缚”

虽是指烦恼，但能缚与所缚必然是互相影响的，所缚令能缚势力增长，能缚令所缚

不出三界。

一、强调真如胜义谛

相缚与粗重缚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唯识宗的根本经典《解深密经》中。奘译《解

深密经·胜义谛相品》分四个小节来阐述胜义谛的特征，依次是“离言无二”“超

越寻思”“与诸行非一非异”“遍一切法一味”。在其第三小节“胜义谛与诸行非

一非异”中，有提及二缚，如云：“若不除遣诸行相者，应于相缚不得解脱；此见

谛者于诸相缚不解脱故，于粗重缚亦应不脱。”d此句文字虽未定义何为二缚，但

却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者，只有已见谛的圣者才能断除二缚；二者，解脱相缚

是解脱粗重缚的前提条件。由于本节论证“胜义谛相”与“诸行相”非一非异的理

由，与《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论证 “真如”与“相”不一不异的理由，内

a　 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53 云：“染心心所是自性断与道相违，堕何品道现在前时便断彼品，令失

成就得不成就。色有漏善无覆无记非自性断不正违道，……随地第九无间道时正断染污心心所法，令色等上所缘缚尽

故亦说名断。”《大正藏》第 27 册，第 274 页。

b　 如《俱舍论记》卷 1 云：“一相应缚，谓诸烦恼缚彼同时心、心所法，令于所缘不得自在。二所缘缚，

谓惑缘境有毒势力，缚此所缘令不自在。”《大正藏》第 41 册，第 12 页。

c　 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86云：“唯于有漏，随眠缘彼必随增故；虽缘无漏而不随增，故无缚义。”

《大正藏》第 27 册，第 442 页。

d　 《解深密经》卷 1，《大正藏》第 16 册，第 6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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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大致一样。a故可以借助彼论关于五事中“相”的阐述，来厘清本经所说“相缚”

中“相”的含义。

据《瑜伽师地论》所述，“相”的定义是“所有言谈安足处事”，它是“分别

所行”，“有种种行相、无量行相。”b也就是说，“相”是安立名言的处所，是

三界有漏心心所的所缘境，随不同的分别心而有无量的形象。狭义地说，它是除余

四事外的法；广义地说，五事都有相，c非但能缘的分别与正智，可以成为余心的

所缘境，本来无相的真如，也可以被分别心虚拟出一副“幻像”。相既可以源于真

实的基础，也可以出自主观的虚构。d

在弄清了“相”的含义后，我们可以开始分析“相缚”的所指。“相缚”从字

面上看起来，与一切有部的“所缘缚”非常相似，但其实二者有很大的不同。“所

缘缚”的“所缘”是烦恼的对境，“相”是三界一切善染无记心的对境；“所缘”

不是除遣的对象，“相”是要除遣的对象；“所缘缚”是指所缘之缚，乃依主释，

“相缚”是指相即是缚，乃持业释；断除“所缘缚”是要断除能缘的烦恼，断除“相

缚”是要证得无相的真如。

断除“相缚”的方法，如《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所云：“由真如作意除遣

法相及与义相，若于其名及名自性无所得时，亦不观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e

也就是说，通过对离言无相的真如作意思惟，渐渐认识到假说自性的实不可得，并

对假说所依的缘起法相，也不再如过往般黏着、思维、观察，从而渐渐将其除遣。

而“真如”本身不可遣除，因为真如没有任何相可得。

值得注意的是，此真如的“无相”是大乘佛教一种特殊的“无相”，与佛教其

他传统的“无相”说有很大的区别。《大毗婆沙论》中曾说：“谓无相声说多种义，

a　 详见《瑜伽师地论》卷 72，《大正藏》第 30 册，第 696 页。

b　 《瑜伽师地论》卷 72，《大正藏》第 30 册，第 696-697 页。

c　 如《瑜伽师地论》卷 72 云：“复有余五相，一、相相，二、名相，三、分别相，四、真如相，五、正智

相。”《大正藏》第 30 册，第 697 页。

d　 如《瑜伽师地论》卷 72云：“复有余二相，一、本性相，二、影像相。”《大正藏》第 30册，第 697页。

e　 《解深密经》卷 3，《大正藏》第 16 册，第 7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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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于空三摩地说无相声，如是或于见道，或于不动心解脱，或于非想非非想处，或

即于无相三摩地说无相声。”a在这五种“无相”中，空三摩地只是无有情（男女）

相，而非没有色等相；不动心解脱只是说利根阿罗汉无烦恼相，非无余相；非想非

非想也只是无明了想相，非无不明了想相。故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无相。小乘见道的

无相，若是如一切有部所说的渐观四谛，那只是因为见道速度太快，难以施设彼此

而已，非无行相。若是如经部所说的见灭谛得道，或是无相三摩地，其所缘都是涅

槃，这与真如的无相有何差别呢？

虽然小乘的无相涅槃与大乘的无相真如有许多共同点，b比如，两者都无男女、

生异灭、色声香味触等十相，也都非言说的安足处，唯圣者内证，寻思所不及。但

涅槃与诸行异，真如与诸行不一不异；涅槃是与此岸隔绝的彼岸，而真如遍一切处

一味；涅槃的离垢清净由远离苦集而显，只是人无我的解脱；真如的自性清净由远

离增益假说而显，是法无我的解脱。菩萨之所以具备生死与涅槃不二的智慧，以及

三无数劫慈悲救世的愿行，都与体证“真如”密切相关。

为了破除部分小乘教徒对真谛的误解，《胜义谛相品》还特别借佛陀与善现（须

菩提）的对话，批评以蕴、处、界、缘起、食、谛，乃至三十七道品为胜义的比丘

们是增上慢。《分别瑜伽品》中则将苦谛（安立真如）的“生灭住异性相续随转相”，

灭谛（清净真如）的“无为相”和“无变异相”，也列为大乘止观应该除遣的义相。

由此可见，大乘佛教所要断除的相缚，不只是指异生心中的相，更是指部执声闻所

执的胜义相或胜义无相，这一切都是为了树立真如法无我性是唯一的胜义谛这一大

乘核心理念。

a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104，《大正藏》第 27 册，第 541 页。

b　 “小乘的涅槃”是指小乘佛教所主张的的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不包括大乘佛教所说的自性涅槃和

无住涅槃。“大乘的真如”是指大乘佛教所说的法无我性真如，非是部派佛教所说的缘起真如，道支真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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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明末那识存在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在谈及第八识与诸转识俱转的时候，顺便提及了第六

识也依第七末那识俱转，其文云：“又复意识，染污末那以为依止，彼未灭时，相

了别缚不得解脱，末那灭已，相缚解脱。”a这里提及第六识的相缚与染污末那存

在关联，但文辞简略，意难明了。有人解释说，相缚体是所缘的六尘，所缘即缚，

故是持业释。b也有人认为，相缚的体是染污末那，由于它的存在，使第六识于相

不得自在，相之缚故，乃依主释。c《摄大乘论·无性释》在证明末那识存在时，

有提及相似内容，其文云：

若不说有染污意，于一切时义不符顺，施等善位亦有我执常所随逐，

自谓我能修行施等。非离无明我执随逐，非离依止而有无明，是心法故，

此所依止离染污意定无所有。非即善心是无明依，应正道理。如说：“如

是染污意，是识之所依，此未灭识缚，终不得解脱。”d

这段话中特别举了一个事例，即第六意识纵使有布施等善心，亦因末那识的我

执俱转，而有“我能行施”等染相现起。由此反推，相缚的存在，说明有俱转我执

的存在；而我执与无明相应，无明与布施时的善意识不相应，故应另有与无明相应

的心识存在，此即第七末那识。之所以只举善意识为例，是因为染意识时若有相缚，

并不能证明其染污性是由末那导致的，故先得去除这种可能性。而此处所谓的“相”，

也被说为三轮体相，即能施者相、受施者相、所施物相。相对于《瑜伽师地论》的

a　 《瑜伽师地论》卷 51，《大正藏》第 30 册，第 580 页。

b　 如《瑜伽论记》卷 13 云：“相缚体即六尘，所缘皆缘也。又由有此末那故，八识缘境皆有缘缚。即诸论

云，谓境界相能生缚也。”《大正藏》第 42 册，第 600 页。

c　 如《解深密经疏》卷 2云：“故说末那名为相缚，若依此释，相谓相分，缚即末那，相之缚故名为相缚，

即六释中依主释也。”《卍新续藏》第 21 冊，第 224 页。

d　 《摄大乘论释》卷 1，《大正藏》第 31 册，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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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而说，此处为了证明染末那的存在，意识和相均做了特殊的限定。

不过“自谓我能修行施等”这句话，颇为难解。按照文字表面的逻辑，应该是

在布施之时，第六意识处于善的状态，而同时的第七识生起了我能修布施的相，此

染污相不能归咎于第六识，故说有第七识我执恒转。但一般而言，第七识唯执内在

的第八识为我，如何能外缘三轮呢？故有人认为，执三轮相的既不是正布施时的善

意识，也不是染污的第七识，而是后时染污的第六识，由它缘前布施时的诸相而生

起执著。a也就是说，布施时虽没有三轮相，但后染心时有三轮相，故说前位有相缚。

不过，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依然有难解之处，因为即使后时生起了第六识我执，如何

能依此证明前时的布施位，伴随有染末那及由其导致的相缚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成唯识论》在引述以上《瑜伽师地论》与《摄大乘论释》

的相关内容后，引入了“有漏法”这个概念，指出“有漏法”的正因必须是与烦恼

俱时。b凡夫布施时的善行之所以是有漏，是因为被俱时而转的末那识所染污。由

此染末那故，第六识不能摆脱相缚（此相是指善意识所缘的相）。如果不承认染末

那的存在，那么布施的善行将成为无漏，将无法成为后时有漏相缚生起的原因（此

相是指三轮相）。

由此可知，《瑜伽师地论》与《摄大乘论释》虽都谈及相缚，但二者所指并不一样，

前者是说第七识为染污本的一切相，后者侧重的是染第六识所执的三轮体相。c三

轮之相固然是相缚，但相缚并不仅是三轮之相。后位三轮相的事例是用来说明，前

布施等善心位依然有相缚，非是无漏，从而间接证明彼时有染污末那的存在。

a　 如《成唯识论述记》卷5云：“彼是第六识中我执，体有间断，遍三性心间杂生故。此解为胜，是根本故，

第七不缘外境生故。”《大正藏》第 43 册，第 414 页。

b　 如《成唯识论》卷 5说：“然诸有漏，由与自身现行烦恼，俱生俱灭互相增益，方成有漏。”《大正藏》

第 31 册，第 26 页。

c　 如《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5 云：“言相缚，有其两种。一通一切相，由第七我；二执三轮相，虽亦由第

七正说第六。……然此论引瑜伽为证者，是通证故，非唯证彼三轮之相。”《大正藏》第 43 册，第 7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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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明唯识无外境

诚如欧阳竟无所说，相等五事是法相学概念，而非唯识学概念。比如小乘佛教

也有自相、共相等有关“相”的描述，它既可以指外在客观事物的体相，也可以指

内心呈现的影像。但由于唯识宗不承认外境真实存在，故在解释“相缚”时，会将

“相”解释为内心所变的“相分”等。

在弥勒、无著等早期唯识师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到相分、见分。后来的唯

识师根据《大乘密严经》所说的“内外一切物，所见唯自心，众生心二性，能取及

所取”，a将心所变的能取分说为见分，将心所变的所取分说为相分。及至陈那的《集

量论》，据所量、能量、量果的差别，又提出自证分。护法为令自证分亦有量果，

并避免无穷的过失，更提出与自证分互缘的证自证分。此心识四分说随玄奘糅译的

《成唯识论》传入汉地，成为汉传唯识学的主流。

在《成唯识论》中，相缚被解释为：“谓于境相不能了达如幻事等，由斯见分，

相分所拘不得自在，故名相缚。”b即由于不了知认识对象是心识所变，而错误地

以为是实有的外境，从而见分被相分所缚，不得自在。之所以不说相分被见分所缚，

是因为相分本来就没有证悟实相的能力，故没有必要说它是因为被缚而不得自在。c

由于相分是能缚，见分是所缚，故相即是缚，属于持业释。这样的解释，使“相缚”

的含义完全唯识化，断除相缚也就成了对唯识无境的体证。

不过，心识四分说者援引的教证“众生心二性，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缠，见

种种差别”中，d提到了属于心识“外层”的相分、见分，及属于心识“内层”的

自证分、证自证分，都是“所取能取缠”。这里的“缠”就是“缚”的意思，既然

a　 《大乘密严经》卷 2，《大正藏》第 16 册，第 735 页。

b　 《成唯识论》卷 5，《大正藏》第 31 册，第 25 页。

c　 如《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 2云：“见不明证，不自在故由相缚；相无能证自在力，如何说见缚于相？”

《大正藏》第 43 册，第 640 页。

d　 《佛地经论》卷 3，《大正藏》第 26 册，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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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能缚见分，那么见分作为所缘亦可缚能缘的自证分，同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亦

可互为能缚所缚。由此之故，若引用此颂证明心识具足四分，那么就不得不将“相

缚”中“相”的含义，从相分扩大到四分上来。a这样的引申发挥，虽然让文本的

解释更圆满，但对证明唯识无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主张四分说的唯识师

也认为，在“相缚”之外没有必要再另立“见缚”“自证缚”等。

尽管一切心心所都有相等四分，但是并非都有相缚，因为“相缚”只适用于不

能通达唯识无境的心、心所上，故无论是完全无相的根本无漏智，还是有相显现的

后得无漏智，由于都不受“相”的迷惑而证解“唯识无境”的真理，故都没有相缚。

相反，没有证解“唯识无境”的有漏布施心，虽是善性，以有漏故，亦有相缚。又

自证分缘见分等虽是无错谬的现量所摄，但若心的本体是有漏，见分等亦是相缚。

四、菩萨应断二障种习

“粗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法相概念，无论是一切有部的七十五法，还是唯识

宗的百法都没有收录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无非两种：一、它是假法；二、它虽

是实法，但含摄较广，不能归类于某种单一法。不过，在与“定学”相关的早期描

述中，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它被视为禅定生起的障碍，身心轻安的反面。行者若

能获得轻安，便可远离粗重。但这种含义的“粗重”仅是就凡夫容易体会的现行而

言，并不是“粗重”的全貌。如《瑜伽师地论》就将“粗重”定义为：“无所堪能

不调柔相，是粗重相。……由有此相顺杂染品，违清净品相续而住。”b换句话说，

凡是能令行者修习净法时，感到难以胜任或困难艰涩的都是粗重。故禅定者所远离

的粗重，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奘译《解深密经》中的“粗重缚”，在菩提流支的异译本《深密解脱经》中被

a　 如《成唯识论述记》卷 9 云：“见分亦缚自证，分别类故，不明净故，见分漏心增自证故。有漏相貌缚

能观心名为相缚，非谓相者是相分也。经说所取、能取缠者，即是四分互相缚义。”《大正藏》第 43册，第 567 页。

b　 《瑜伽师地论》卷 64，《大正藏》第 30 册，第 657 页。



唯识研究（第八辑）

162

译为“烦恼缚”。粗重仅是烦恼的异名，这与小乘佛教所说的以烦恼为缚，没有什

么本质不同。这样的译解显然不符合《解深密经》的甚深意趣。因为经上说，断除

二缚可以获得涅槃，乃至无上菩提，所以粗重缚的内涵，不仅应包括烦恼障，还应

包括所知障。又所断的二障，不仅是指二障的现行，更是指二障的种子，因为只有

种子断尽，现行才会断尽。

《瑜伽师地论》卷二认为，并非所有有漏种子都是粗重，因为善种子生起现行

时，于修善止恶亦有堪任性，故只有烦恼种子和异熟等无记种子才是粗重。a但同

论卷五十八又说，粗重分为两种：“漏粗重”和“有漏粗重”。二乘虽无“漏粗重”，

却还有“有漏粗重”，故一切有漏法都是粗重。此“有漏粗重”虽非烦恼，但却是

由烦恼所生，烦恼熏发，具有与烦恼相似的无堪能性，并依然被众苦所依附，不得

究竟安稳。它又被称为烦恼习气，唯佛陀能究竟断除。b

烦恼种子与烦恼习气的差别在于，前者可以生起烦恼的现行，后者不能，且其

不安稳、无堪能的特征较前者淡薄。又烦恼种子作为能生的因缘，是实有法，而烦

恼习气只是烦恼种子所引生的无堪任性，与有漏法不一不异，非是实有。烦恼障的

种子和习气如此，所知障的种子和习气亦可如此类推。

作为实法的二障种子和作为假法的二障习气都可以说为粗重。前者如《解深密

经》中的粗重缚，c《唯识三十论颂》第二十九颂的“二粗重”；d后者如《成唯

识论》中所说的，菩萨于修道位所断的粗重。e菩萨为了留惑润生，于十地修行，

正断所知障，不断烦恼障，但菩萨并不因此受烦恼势力的影响，正是因为菩萨能断

a　 详见《瑜伽师地论》卷 2，《大正藏》第 30 册，第 284 页。

b　 详见《瑜伽师地论》卷 58，《大正藏》第 30 册，第 625 页。

c　 如《解深密经疏》卷7云：“言粗重缚，亦有二种。一有漏法上无堪任性，名粗重缚，与有漏法非一非异。

无别体故，名为非异。断不断异，故名非一。二者，二障种子通名粗重。虽有二种，意取种子，名为粗重。”《卍新

续藏》第 21 册，第 340 页。

d　 如《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7云：“二障种子名粗重，即此论颂‘舍二粗重故，便证得转依。’”《大正藏》

第 43 册，第 797 页。

e　 如《成唯识论》卷 10云：“虽于修道十地位中，皆不断灭烦恼障种，而彼粗重亦渐断灭。”（《大正藏》

第 31 册，第 54 页。）严格地说，菩萨在修道十地位中，除了断二障习气，也断所知障种，但不断烦恼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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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重缚——二障种子所引的无堪任性。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大乘的“粗重缚”相对于小乘的“烦恼缚”，更能

够体现大乘圣者在断证功德上的殊胜。一方面所知障与烦恼习气都是应断的粗重；

另一方面，菩萨在十地的修行中，先断烦恼习气，后断烦恼种子，a故他们虽不断

烦恼，却又不被烦恼所缚。

除此之外，《解深密经·地波罗蜜多品》还有以肤、肉、骨为喻的三粗重说，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九有“自性异熟粗重”等十八粗重说，《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卷五有“一切遍行戏论粗重”等二十四粗重说。此等文繁不能具述，但正如《成唯

识论了义灯》中所总结的那样：“粗重缚者，总摄诸文粗重有四。一、现行有漏诸

心心所，即《杂集》说二十四粗重；二、现行二障；三、二障种子；四二障习气。”b

五、二缚的其他解读

以上是二缚在构建大乘佛教及唯识学思想中的主要作用，除此之外，依据不同

经论中关于二缚的表述，论师们在深入讨论中，又会与其他的概念产生交集，这一

方面使得二缚的含义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也加深我们对与其相关法相的理解和把握。

（一）二缚与八识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文中说，染污末那是第六意识的所依，是第六意识不

能解脱相缚的原因。有人认为，相缚体是末那识，粗重缚是六识中惑。c也有人认为，

论中虽只说第六意识，但其实八识都有相缚。第七识作为相缚之本，其自身若不被

相缚，如何能令其他识有相缚呢？ d又前五识和第八识，在奘传唯识体系中，虽不

a　 如《成唯识论疏义演》卷1云：“菩萨断习，非种；二乘断种，非习。”《卍新续藏》第49冊，第 503页。

b　 《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5，《大正藏》第 43 册，第 748 页。

c　 详见《解深密经疏》卷 2，《卍新续藏》第 21 冊，第 224 页。

d　 详见《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5，《大正藏》第 43 册，第 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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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遍计执，但在未转依的有漏位，不能了达所变相分的如幻性，故也有相缚。a

另外，任何有漏法都有一定程度的粗重，故粗重缚通于一切有漏八识。

（二）二缚与二执

窥基认为作为相缚之本的染污末那，虽然二执都有，但导致相缚产生的只是我

执末那，因为二乘圣者谛现观的所缘是生空真如，彼时无漏的意识没有相缚，若相

缚依末那识的法执生起，就会使二乘的生空观也成为有相，故是不合理的。又我执

末那的染污性较大，不仅能影响到自识，也能影响到其他识，法执末那不然。不过，

这种来源于俱生我执的染污性传导到意识层面的时候，就转为了法执。因为相缚既

然可以在意识的善心位生起，就说明它与意识的我执没有必然的联系。b另外，关

于相缚与二执的关系，窥基在不同论疏中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不同

语境下相缚的含义，难以完全兼容。c

（三）二缚与二障

二障的现行、种子、习气都是粗重缚，前文已说。而关于相缚，安惠认为是所

知障，不过二乘生空观及菩萨后得智位，虽有所知障，却没有相缚。惠沼认为相缚

是烦恼障，二乘无学的有漏心位，虽已断尽烦恼，但因相分是由过去烦恼俱时所熏

的有漏种所生，故还是带有相缚。d

a　 如《成唯识论述记》卷9云：“有漏八识有分别故，分别之相缚于见分，名为相缚，非要有执。”《大正藏》

第 43 册，第 567 页。

b　 详见《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3，《大正藏》第 43 册，第 175-176 页。

c　 窥基有时说“相缚体据法执说”，以凸显大乘行者能证得唯识无境，胜过二乘；有时又说“但由生执成

了别缚”，以避免二乘谛观生空真如还有相缚的质疑；有时又说缚不一定是执，因为没有二执的赖耶及眼等识，由未

通达唯识无境故，依然有相缚。另一方面，他有时说我执末那导致了相缚，有时又说“相缚者唯菩萨断”（详见《成

唯识论掌中枢要》卷 2，《大正藏》第 43 册，第 640 页）。那么断尽我执的阿罗汉到底是有相缚还是没相缚呢？窥

基的继承者惠沼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他也没有定论，只是说阿罗汉或有相缚或无相缚，这二种解释都可以。（详见

《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5，《大正藏》第 43 册，第 748 页）。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复杂难断的情况，是因为

窥基试图将不同语境下的相缚加以整合。从而造成彼此之间难以兼容。

d　 详见《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5，《大正藏》第 43 册，第 747-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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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缚与三性

《显扬圣教论》云：“由二缚所缚，坚执二自性。”a无相唯识派认为，相缚

即遍计所执性，粗重缚即依他起性。b既然八识皆有相缚，故八识皆有遍计所执。

有相唯识派认为，论文只是以有执的第六、七识为例，并非说凡有相缚的识都有遍

计所执。故此处的二缚都是依他起性，相缚指现行相，粗重缚指种子。于如幻的依

他起相不了，故有相缚，由相缚故，第六、七识有遍计执的生起，其所熏种子是为

粗重缚。c

（五）其余

有人认为，相缚是外缚，粗重缚是内缚。此出自《瑜伽师地论》中的“自身外

为相缚所缚，内为粗重缚所缚。”d以自身之内外来划分二缚，虽然略显含糊，但

这充满诠释弹性的二分，可以适用于许多语境下的二缚概念。有人认为，相缚是止

所断，粗重缚是观所断，此出自《解深密经》的“众生为相缚，及为粗重缚，要勤

修止观，尔乃得解脱。”e除此之外，《解深密经疏》中还列举了以相分和见分，

烦恼相分种子和烦恼见分种子，五识境和意识境，苦谛和集谛等来划分二缚的主

张。f《瑜伽师地论》卷七十五更将二缚分为十四类，g文繁不述。

六、结语

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就已有了“缚”的概念，无论是贪瞋痴三缚，还是相应缚、

a　 《显扬圣教论》卷 16，《大正藏》第 31 册，第 558 页。

b　 如《三无性论》卷 1云：“相惑即分別性，粗重惑即依他性。”《大正藏》第 31 册，第 870 页。

c　 详见《成唯识论述记》卷 9，《大正藏》第 43 册，第 567 页。

d　 《瑜伽师地论》卷 51，《大正藏》第 30 册，第 581 页。

e　 《解深密经》卷 1，《大正藏》第 16 册，第 691 页。

f　 详见《解深密经疏》卷 2，《卍新续藏》第 21 冊，第 225 页。

g　 详见《瑜伽师地论》卷 75，《大正藏》第 30 册，第 712-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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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缘缚，“缚”的主角都是指烦恼，但在许多场合却也表达了认识对象对认识本身

的负面影响。束缚是双方面的，所缚虽然看似被动者，但成为能缚的对象这件事本

身，就说明它对能缚也有着某种牵引力。这些思想在大乘佛教的“二缚”学说中，

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发展和充实。

相缚和粗重缚是唯识宗独有的一对概念，对大乘佛教及唯识学思想的构建有着

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经论、不同语境下，二缚的含义并不相同；许多文本的表

述过于简单，导致论师们看法不一。二缚的学说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调无相真如是唯一的胜义谛。小乘佛教多以四谛或灭谛作为无漏见道

的所缘，而大乘佛教认为胜义谛只有真如。带有行相的四谛固然不是，无相的灭谛

也不是，因为胜义谛必须遍一切一味，与染净诸行不一不异，没有此岸彼岸的隔绝，

远离一切增益假说。菩萨之所以具备生死与涅槃不二的智慧，以及三无数劫慈悲救

世的愿行，都与体证“真如”密切相关。故大乘佛教所要断除的相缚，不仅是指异

生心中的相，更是指部执声闻所执的胜义相或胜义无相。

其二，证明与诸识俱转的染污末那存在。比如，凡夫在布施之后，会执着有能

施者、受施者、所施物的三轮相，由此可以推论在布施的善心位还有相缚，并非无

漏的状态，从而间接证明彼时有与意识俱转的末那，作为意识的所依影响着意识。

其三，表明诸相唯识所变并非真实外境。在唯识师眼中，凡夫与二乘因为不了

知认识对象是心识所变，而错误地以为实有外境，从而导致见分被相分所缚。而佛

菩萨的无漏后得智虽有诸相显现，但由于已证解“唯识无境”的真理，故没有相缚。

另外，护法一系的心识四分说者，从《大乘密严经》“所取能取缠”一句，推论出

心识的四分都存在相缚。

其四，表明菩萨要断二障的种子及习气。粗重缚不仅包括与二乘共断的烦恼障，

还包括与二乘不共的所知障。既要断二障种子，还要断二障习气。特别是十地位的

菩萨采取了先断粗重，后断惑种的修行方式，使得他们在三大阿僧祗劫圆满福慧资

粮的过程中，虽不断烦恼，却能不被烦恼左右，凸显了大乘断证功德的殊胜性。

除此之外，二缚与八识、二执、二障、三性等法相也存在着交集，从窥基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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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唯识学主流的意见来看，八识上都有二缚；相缚与末那识的俱生我执有关，但在

意识位与法执有关；相缚是烦恼障，粗重缚通二障；相缚与粗重缚都是依他起。古

代论师们还依据不同经论中描述，从内外、止观等不同的角度对二缚进行了探讨。

这些讨论使得二缚的含义更加丰富，同时也促进我们对与其相关法相的理解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