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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义品》“唯事”研究

林国良 a

【摘要】唯识经论中有些概念一经提出，便成绝响，《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真实义品》

的唯事就是一例。

唯事是《真实义品》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唯事离言，属离言自性；依唯事而假立（即

借助名言而立）想事 b；执着想事有实体或心外实有而成假说自性。离言自性、想事、

假说自性，此三概念是《真实义品》的核心概念。由离言自性（主要是唯事）与想事构

成了离言世界与名言世界的两重世界；由上述三概念构成本品的“有、非有”“无二所显”

的理论框架，依此展开增益执和损减执、恶取空和善取空，以及证如来智所行真实方法

（即四寻思四如实智）等重要命题。

唯事概念的提出有其原因，瑜伽行派经典对中观的“一切法性空”，依多种理论来“辨

空有”。其中，《真实义品》提出的唯事等概念，以及依之而成立的离言与名言的两重

世界（还包括作为唯事等理论基础的五法体系），都是“辨空有”的重要理论。

而唯事概念此后在唯识典籍中消失，或者说，离言与名言两重世界在此后的唯识

典籍中不再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或许也有原因。以新事物是如何形成为例，唯识经典

对此似有三种解释：一是依离言世界和名言世界两重世界来解释，此种解释预设了名言

世界各种各样新事物在离言世界中早已有各自的离言存在，即唯事的存在。二是依阿

赖耶识中有一切法的种子来解释，此种解释仍预设阿赖耶识中存在着一切事物的种子，

所以一切新事物早已有其种子的存在。三是依依他起性有实法和假法理论来解释，即依

他起性有实法和假法，假法是依缘起法则而由实法形成。由此来看，上述第一种和第

二种解释实际是先定论，第三种解释是缘起论。先定论和缘起论在理论上似都能成立，

但或许缘起论更为完善，这可能就是《成唯识论》最后采用了由《瑜伽师地论》阐明的

a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b　 有学者提出，“唯事”与“想事”在梵文本《真实义品》中是同一词，但在《真实义品》的玄奘译本中，“唯

事”与“想事”明显是两个不同概念，详见本文“后记”。另外，“想事”是在唯事上安立名言而成，可参见下文关于五

法体系中在相上安立名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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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起性的实法和假法理论的原因。

此外，用三自性理论分析唯事和想事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唯事是净依他，想事

是染依他，净依他与染依他不能同时存在。但唯事与想事可以共存，这可用二谛理论来

解释，因为胜义谛与世俗谛可以共存。

实际上，《瑜伽论》中已出现了由离言名言两分法向纯粹三自性理论的转向，如《本

地分·真实义品》说证真如要同时破增益执和损减执，而增益执和损减执是依离言和

名言两分法体系而成立。《摄抉择分·真实义品》则说，证真如只是破遍计所执性（相

当于增益执），这就是依纯粹的三自性理论来阐述了。（唯事等概念和离言名言两重世

界理论的此后消失，可能还有其他深层次原因，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最后，唯事与五法体系有内在联系，而五法体系在《瑜伽论》之后，唯识典籍基

本不用，原因可能与唯事消失的原因相同。

【关键词】离言自性；唯事；想事；假说自性；增益执和损减执；恶取空和善取空；

四寻思四如实智

唯识经论中有些概念，一经提出，便成绝响，此后更无余音，《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真

实义品》的唯事就是一例。对唯事，历来少有深入研究，本文力图对唯事性质及其后来

消失原因作些探究。

一、唯事概述

唯事是《真实义品》（以下简称本品）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品对唯事以及相关

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作了阐述，本文简述于下。

1. 唯事与离言自性

关于唯事的涵义，本品说：“又诸菩萨由能深入法无我智，于一切法离言自性，

如实知已，达无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是唯事，

是唯真如，但行于义。”a

由此可知：第一，由法无我智（或者说无分别智）所取之事，称为唯事。第二，

离言自性包括真如与唯事，所以唯事属离言自性，唯事离言。第三，离言自性是法无我

智所证，属胜义谛，所以唯事属胜义谛。

唯事离言，但离言不一定是唯事，如凡夫五识认识五境也是离言说，但不能说五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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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认识的是唯事，因为唯事属胜义谛，由无分别智所证，而凡夫智不能认识胜义谛。

2. 唯事与想事

想事是本品中另一个重要概念。关于想事，本品说：“谓于一切地等想事，诸地

等名施设假立，名地等想。”a由此可知，想事与想心所有关，或者说，想事是想心所

所取之事，进而，是想心所的“名施设假立”，即由想心所安立名之事，详见下文。

此外，本品说：“谓于世间色等想事所有色等种种假说，名诸世俗。”b由此可知，

第一，想事是色蕴等五蕴，或色法等一切法。第二，想事是世俗或世俗谛。关于世俗与

世俗谛是否同义，经论中说法不一，有些经论说两者含义不同，但本品中，两者含义相同。

如本品此处说色法是世俗，但下文说：“如是由胜义谛故非有色，于中无有诸色法故；

由世俗谛故非无色，于中说有诸色法故”。所以，世俗谛中有色法，或者说，色法是世

俗谛。第三，“色等想事”实际是“色等种种假说”。“假说”就是借助名言安立色法

等诸法名称（假说还有虚假的涵义），由此而成色等想事。想事就是想心所认识之事，

八识都有想心所，想心所形成了对事物的认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概念等，但只

有第六识的想心所具有语言功能，能为色法等诸法安立名言（名称）。所以，想事是

诸识及想心所尤其是第六识及其想心所认识的一切法，是进入世人认识领域的一切法，

是名言一切法。

想事与唯事有关，如本品说：“一切色等想事，性离言说，不可言说”，c即想事

的本性离言说，实际上，想事依唯事而安立，唯事离言说，在唯事上增益名言（名称）

就是想事。（参见下文关于五法体系中相与名关系的论述。）

当然，想事实际上不但可在唯事上安立，也可在真如上安立。想事依唯事安立的，

是名言有为法；依真如安立的，是名言无为法（如三无为、六无为等）。但本品中，想

事大多是指依唯事而安立的名言有为法，（所以，下文有些处直接将想事等同于名言有

为法）。

3. 唯事与增益执、损减执

关于增益执和损减执，本品说：“有二种人，于佛所说法、毗奈耶，俱为失坏。

一者于色等法于色等事，谓有假说自性自相，于实无事起增益执。二者于假说相处，于

假说相依离言自性、胜义法性，谓一切种皆无所有，于实有事起损减执。” d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9 页。

b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9 页。

c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9 页。

d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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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增益执就是执着假说自性是有。假说自性（也称言说自性、随言自性等）

就是借助名言（即名称）而建立的诸法自性，世人执着其有实体或心外实有。损减执就

是执着离言自性非有。

引文中的“离言自性、胜义法性”有二解：第一解，胜义法性与离言自性，可看

作同义，而两名称连用，可看作是同义反复，以加强语气。第二解，离言自性包括真

如与唯事，胜义法性与离言自性连用，胜义法性特指其中的真如，因为真如是胜义，是

一切法的法性，而离言自性此时仅指唯事。本品下文也有“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

性”，其中“真如”和“离言自性”并用，与此处“离言自性、胜义法性”并用相似。

由此来看唯事与增益执的关系，想事是依唯事而成立，进而形成了想事的假说自性，

执着其为实有就是增益执；而唯事与损减执的关系，损减执要否定的就是真如与唯事。

另外，上述引文中的“假说相处”，实际就是想事，下文善取空再做分析。

4. 唯事与恶取空、善取空

本品的恶取空和善取空，有其特色，即此二概念是依想事、离言自性、假说自性

而成立。这里只引本品对善取空的说法：“云何复名善取空者？谓由于此，彼无所有，

即由彼故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余实是有，即由余故如实知有。如是名为悟入空性，如

实无倒。谓于如前所说一切色等想事，所说色等假说性法，都无所有，是故于此色等想事，

由彼色等假说性法，说之为空。于此一切色等想事，何者为余？谓即色等假说所依。如

是二种，皆如实知。谓于此中实有唯事，于唯事中亦有唯假。不于实无起增益执，不于

实有起损减执，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性，如是名为善取空者。”a

此处的说法比较复杂，简单地说，想事（名言一切法）中有离言自性和假说自性，

依假说自性可说想事空，但依离言自性可说想事不空，这是善取空。举例来说，如青

色就是想事，依青色的假说自性可说青色是空，而依青色中的离言自性可说青色不空，

这就是善取空。

至于想事到底空不空？上述引文说：“谓于此中实有唯事，于唯事中亦有唯假。”

其中，“亦唯有假”，此“假”就是想事，因为想事是借助（“假”）名言而成立，但

此“假”是“有”（“亦有唯假”）。所以，想事本身也不空。如上所说，想事是世俗谛，

世俗谛与胜义谛相比是假，但世俗谛还是有。

而恶取空就是认为，不仅想事中的假说自性是无，离言自性和想事也是无。如本

品说：“彼于真实及以虚假，二种俱谤都无所有。由谤真实及虚假故，当知是名最极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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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者。”a其中，“真实”是唯事（当然也包括真如），“虚假”指想事，两者完全否

定，就是“最极无者”，即恶取空者。

5. 唯事与四寻思四如实智

唯识论中，四寻思四如实智是证真如、证胜义谛的方法。本品关于四寻思四如实

智的论述较长，此处只引“差别假立寻思所引如实智”中的一段文字：“谓彼诸事，非

有性非无性，可言说性不成实，故非有性；离言说性实成立，故非无性。” b

这里的“事”，仍指想事。想事的“可言说性”就是假说自性，假说自性“不成实”，

所以想事“非有性”；想事的“离言说性”就是离言自性，是真如，更是唯事，此离言

自性“实成立”，所以想事“非无性”。

四寻思四如实智最终是证胜义谛，包括真如和唯事，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无分别智

证离言自性。

二、唯事探究

如上所说，离言自性包括真如与唯事，其中，真如的概念，贯穿全部唯识思想史，

基本上所有瑜伽行派和唯识宗典籍都用到了真如这一概念，唯事则只出现在《瑜伽论》

中。因此可说，唯事概念的出现，自有其合理性乃至必要性，而此后不再运用，应该也

有其原因。下文对此两方面做一些探讨。

1. 唯事与“辨空有”

唯事概念的出现及其构成的理论体系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辨空有”上。即唯

事等概念，以及依之而成立的离言与名言的两重世界，（还包括作为唯事等理论基础的

五法体系，）都是“辨空有”的重要理论。（笔者另有论文阐述“辨空有”与“成唯识”

两概念的差异。）

印度瑜伽行派是在中观宗之后出现，般若系经和中观宗的教理，主要是“一切法

无自性”或“一切法性空”。瑜伽行派所依的经和所著的论，一开始主要是作“空有之辨”，

即认为“一切法性空”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即不了义说），实际上，诸法有空有不空。

所以，瑜伽行派与中观之争在佛教思想史上被称为“空有之争”。

瑜伽行派经典（包括经和论）“辨空有”，是从多方面展开，大体说，主要是依二谛（胜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

b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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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谛与世俗谛）、三自性、八识等。a

先看《解深密经》，该经开始的《胜义谛相品》和《心意识相品》，就说胜义、

世俗二谛是有；然后，《一切法相品》是依三自性说一切法非有非空，即遍计所执性是无，

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是有；其后的《无自性相品》，则依三自性立三无性，但强调三自

性是本、三无性是末，所以并非一切法全无自性。

再看《楞伽经》，其颂云：“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 b该经的理论展开，

就是依五法、三自性和八识等核心概念展开。其中，五法体现了胜义谛和世俗谛二谛，

而“五法为真实” c，所以胜义谛和世俗谛都是有。三自性的有无，同《解深密经》。

至于其八识体系，除“辨空有”外，更重要的是展开了“一切法唯识”的思想（因这不

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所以此处不做展开）。

《真实义品》的“辨空有”，一开始说了二种真实，即依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和

依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此二真实都是有。进而展开的四种真实，是凡夫智、二乘智

和如来智所认识的真实境，也都是有。而全品宗旨是了知并证如来智境界，如何了知？

本品说：“又安立此真实义相，当知即是无二所显。所言二者，谓有、非有。” d所以，

凡夫要了知此真实（如来智所行真实），只能通过“有、非有”“无二所显”来了知此

如来智境界。

这里的“有”和“非有”，就是上述两种错误观点，“有”是指有假说自性，“非有”

主要是指非有离言自性。所以，认为有假说自性是错误，认为没有离言自性也是错误。

增益执和损减执、善取空和恶取空等，说的都是此意。

至于“无二所显”，本品说：“有及非有二俱远离，法相所摄真实性事，是名无二。

由无二故说名中道，远离二边亦名无上。佛世尊智 , 于此真实已善清净。诸菩萨智，于

此真实学道所显。” 所以，“无二所显”的真实，是无上中道，佛已完全证得此真实，

菩萨还在学习此真实。

进而看唯事在“有、非有”“无二所显”中的作用。离言自性是有，离言自性中

包括唯事。假说自性是无，而假说自性是由想事而来，想事主要依唯事而立（依真如立

的想事暂且不说）。所以，唯事是“有、非有”“无二所显”的基础，是离言世界和名

言世界的基础，是全品理论框架的基础，由此体现了唯事概念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a　 参见拙文《〈唯识学概论〉课程的若干思考》（浙江省宗教院校教师培训班讲座文字稿，2020 年 9 月 7日）。

刊发在“唯识译经组”公众号以及“唯识译经网”网站上。

b　 参见（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三，《大正藏》第 16册，第 620 页。原文为：“五法三自性，

及与八种识，二种无我法。”

c　 （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三，《大正藏》第 16 册，第 606 页。

d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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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唯事概念消失的可能原因

唯事概念此后在唯识典籍中消失，或许也有原因。先以近现代来新事物新知识不

断涌现为例，来探究一下原因。

（1）新事物形成的三种解释

随着近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例如，由一百多种元素就合成

了数千万种化合物。那么，这些新事物是如何形成？唯识经典对此似有三种解释：一

是依离言和名言两重世界理论来解释，二是依阿赖耶识中有一切法的种子理论来解释，

三是依依他起性有实法和假法理论来解释。

先看第一种解释，即依离言和名言两重世界理论来解释新事物的形成。如前所说，

真如和唯事都离言，由此构成了离言世界。安立了名言的想事，是世人所能认识的一

切法，包括色等诸蕴或色等诸法，由此构成了名言世界。离言世界与名言世界的关系，

或者说，唯事与想事的关系，如本品所说：“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唯事，方可得有色

等诸法假说所表。” a所以，名言世界依离言世界而成立，想事（“假说所表”）依“实

有唯事”而成立，而一切新事物都是想事，所以都依“实有唯事”而成立，这样可说，

一切新事物都早已有其离言法的存在。

这里可继续探讨，唯事是一还是多？

先看唯事是一，即存在唯一的唯事，已知和未知的一切法（想事）都依此唯一的

唯事为基础而形成。可能合适的例子是《解深密经》中的清净颇胝迦宝。

《真实义品》的离言自性，实际上可看作是源自《解深密经》的离言法性。《解深密经》

提出，有为法和无为法都依离言法性而假立。 b但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离言法性

只是真如，那么，依真如假立无为法没问题，但依真如怎么假立有为法？

《解深密经》又提出了清净颇胝迦宝的比喻，此清净颇胝迦宝若与青黄赤白等各

种颜色和合，就成了各种颜色的颇胝迦宝。 c好比一个无色透明的瓶，在青黄赤白等

光线中，就成了青瓶、黄瓶、红瓶、白瓶等。该经说明，清净颇胝迦宝是依他起相。对

此例子进一步分析，青黄赤白实际相当于各种名言，各种名言与依他起相和合，说明此

依他起相（清净颇胝迦宝）本是离言，此离言依他起相与名言（即各种事物的名称）和

合后就成了名言一切法，即世间一切法。而就以上描述来看，此依他起相（清净颇胝迦宝）

似乎是一。

但唯事是一的观点，可能不是《真实义品》的本意，如本品说：“要先有事，然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

b　 参见（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第一，《大正藏》第 16 册，第 689 页。

c　 参见（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第二，《大正藏》第 16 册，第 693 页。



唯识研究（第九辑）

10

后随欲制立假说。” a即假说（事物）名称，要先存在此事（唯事）；或者说，没有

唯事，如何安立事物（想事）的名称？这是瑜伽行派“假必依实”的立场。这样的话，

安立一一法（即想事）的名称，需要背后有一一离言的唯事，而后才能在一一唯事上安

立各自的名称。同样，从上述“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唯事，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

来看，名言（“假说所表”）的色法等诸法，是以色法等唯事的存在为前提；而如果唯

事是一，那么，怎么在唯一的唯事上安立一一法的名称？

或许有人会以在真如上可安立各种无为法的名称为例，来证明唯事即使是一也可

以安立各种有为法的名称。但不同的是，各种无为法，体是真如，所以可在真如上安立

多种无为法（名称）；而有为法不同，在《瑜伽论》中，识法、心所法、色法等，绝

不能说体是一，而是各有其“性”（自体），即使八识，也各有其“性”，这样的话，

就不可能是在唯一的唯事上安立无量有为法名称。

再回到离言与名言两重世界的解释，按此解释，不但已知事物以唯事为基础，即

使是形形色色的新事物，在离言世界中也早已有各自的唯事存在。但进一步思考，如果

说地水火风、山河大地等事物，古已有之，其名称自古传来，所以说它们都有各自的离

言存在，或许还说得通。但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等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难道在

冥冥之中都早已有其离言（唯事）之存在？难道真的“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

再看第二种解释，即依阿赖耶识中有一切法的种子来解释新事物的形成。这里可

以讨论的问题是，阿赖耶识中是否有一切法种子？

《解深密经》和《摄大乘论》似乎都是阿赖耶识有一切法种子的观点。如《解深

密经》说：“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展转和合，增长广大，依二执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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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其中，“相、名、分别”

是五法体系中的染法体系，即一切有漏法，就此而言，一切种子心识（即阿赖耶识）中

有一切（有漏）法种子。而《摄大乘论》说“阿赖耶识为种子”生起“虚妄分别”十一识， 
c所以，十一识在阿赖耶识中都有自种。此十一识就是《摄大乘论》的一切法体系，所

以阿赖耶识藏有一切法种子。

依阿赖耶识藏有一切法种子来解释新事物的形成，得出的结论就是，不但已知的

一切法有种子，即使未知的一切法，即一切新事物，在阿赖耶识中也早已有其种子的存

在。但此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实际异曲同工，只是第一种解释是依现行（唯事）说，

此种解释是依种子说，两者都属先定论。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

b　 （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第二，《大正藏》第 16 册，第 692 页。

c　 参见（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卷中，《大正藏》第 31 册，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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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即依依他起性有实法和假法理论来解释新事物的形成。《成唯识论》

说：“依他起性有实有假。”即依他起性中有实法与假法，进而，假法是依实法而成。

以色法（物质）为例，实法就是色声香味触，而山河大地等都是由实法聚集而成的假法。

此实法和假法理论，在《瑜伽论》中有详尽阐述。这种解释不必预设新事物早已有其种

子，而是可以由少数几种实法（如五境），依缘而起种种聚集假法，相当于现代科学中，

一百多种化学元素可以合成数千万种化合物。（当然，唯识论的由五境构成物体与现

代科学的依原子分子构成物体，是不同的体系，这里是借用以做比喻。）实法有种子，

而聚集假法（包括新生成的物质）没有种子，而是依缘而起，所以不需要预设阿赖耶识

中先有这些新事物的种子。

综上所说，对新事物的形成，有三种解释。而上述三种解释，实际可归结为两种解释：

一是先定论，即先有新事物的离言唯事（现行），或新事物的种子，方能形成新事物；

二是缘起论，即无须先有现行唯事或种子，依阿赖耶识中的实法（种子）为基础，就

可依缘而起各种新事物（如聚集假法）。理论上，先定论和缘起论两种解释都能成立，

但似乎缘起论更为完善，或许这就是《成唯识论》最后采用的是由《瑜伽论》阐明的依

他起性有实法和假法理论的原因。 a

（2）唯事与依他起性

如上所说，按唯事与按依他起性来说明一切法生起或新事物形成，是两种不同模式。

此外，在本品的理论体系中，唯事实际上是不合适用依他起性来解释的。

《解深密经》中，清净颇胝迦宝显然是离言依他起性，进而将《真实义品》的唯

事与清净颇胝迦宝相比，唯事按理而言也应是离言依他起性（唯事是一是多暂且不论）。

但如果真的按离言依他起性来解释唯事，或将三自性作为《真实义品》的理论框架，则

又会出现一些问题。

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在《真实义品》中，唯事是无分别智所证，这样就相当于是

净依他；想事（安立了名言的一切法）是名言依他起性，相当于是染依他。《真实义品》

中，唯事与想事是同时成立、同时存在的，这就相当于净依他与染依他共存。但在三自

性理论中，染依他与净依他不能共存，净依他在见道时方生起。如凡夫智是染依他（有

漏智）；圣智（根本智和后得智）则是净依他（无漏智），不可能在凡夫位生起，不可

能与染依他（凡夫智）共存，圣智只是在见道位方生起。

那么，唯事与想事是否真的不能共存？也并非。如果是在二谛理论框架中，唯事

与想事是可以共存的，即唯事与真如是胜义谛，想事是世俗谛，胜义谛与世俗谛共存是

没有问题的。

a　 笔者先前的论著，将《摄大乘论》的唯识观称为强化唯识义，将《成唯识论》的唯识观称为圆满唯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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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唯事与想事在二谛理论框架中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在三自性理论框

架中则有问题，同时，在解释新事物形成时，三自性理论（即依他起性有实法与假法理论）

似更为完善。这样，如果放弃唯事的概念，而采用纯粹的三自性理论，或许是一个更合

理的选择。或许，这就是以后瑜伽行派和唯识宗典籍不再用唯事、不再用离言和名言两

分法的原因吧。

实际上，《瑜伽论》本身已经出现了这种转向，即出现了从离言名言两分法向纯

粹的三自性理论转变的迹象。即《摄抉择分·真实义品》的三自性抉择，许多仍延续离

言名言两分法的说法，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离言名言两分法的论述。

如：“云何遍计所执自性？谓随言说依假名言建立自性。”又如：“问：遍计所

执自性缘何应知？答：缘于相名相属应知。” a这些论述都延续了离言和名言两分法

的说法。

但有些论述，则跳出了两分法，采用了如后世纯粹的三自性理论的说法。

如关于见道时三自性的所断所证问题，《本地分·真实义品》的说法是：“不于

实无起增益执，不于实有起损减执，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性。”b

所以，需破增益执和损减执二执，才能证真如和离言自性，这是基于离言名言两分法的

立场。

但在《摄抉择分·真实义品》中，相关的说法是：“问：若观行者如实悟入遍计

所执自性时，当言随入何等自性？答：圆成实自性。” c所以，证圆成实性只是破遍

计所执（相当于增益执），而不再提破损减执了。

其后的瑜伽行派和唯识宗经典，基本不用离言自性（或离言法性）的概念，所以

也不提损减执了，要证圆成实性，所需破的就只是遍计所执性（增益执）。

离言名言两分法意味着，存在离言世界，此离言世界中有无量的唯事，一切新事

物新知识在离言世界中早就有其唯事之存在。而与之相比，纯粹的三自性理论似乎能更

好地阐释佛教的缘起思想。

唯事等概念和离言名言两重世界理论此后消失，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与瑜伽

行派理论从“辨空有”到“成唯识”的转变有关，笔者将另外撰文论述。

3. 唯事与五法

唯事与想事，这两个概念与五法有着内在联系，可看作是基于五法体系。

a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七十三，《大正藏》第 30 册，第 703 页。

b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9 页。

c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七十四，《大正藏》第 30 册，第 7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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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经》的五法，《瑜伽论》称为五事。五法（或五事）就是相、名、分别、真如、

正智。大体上，五法中的相、名、分别是世间法，是世俗谛；而真如和正智是出世间法，

是胜义谛。

唯事、想事与五法的关系，首先，如前所说，唯事是离言自性的一部分，而《瑜伽论》

的离言自性又源自《解深密经》的离言法性。同时，五法体系在这一经一论中也占有重

要地位。先看《解深密经》，该经说一切种子心识“依二执受”，其中第二种执受就是“相、

名、分别言说戏论习气执受”。 a而《瑜伽论·摄抉择分·真实义品》的内容就是两

种抉择，即对五事抉择和对三自性抉择。

其次，五法中，相与名实际上是就相互关系来定义的，相是指“所有言谈安足处

事”，名是指“即于相所有增语”。 b由此来看，相独立于名，所以相无名，相离言。

相是离言一切法，所以相当于唯事。相上安立名，即相与名结合，就是名言一切法，这

实际就是想事（广义地说，这里也包括在真如上安立名言，形成名言无为法）。

由此可见，依五法体系最终建立的还是离言和名言两分法，或离言世界和名言世

界两重世界。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后来的唯识典籍不再用离言和名言两分法，所以也就

不再用五法体系作为理论框架了。

但五法体系本身也包含了一定的唯识含义，如《真实义品》说，相是“分别所行境”c，

即相并非是独立存在于心外，而只是分别心的认识对象。就此来说，五法体系可看作是

从大乘“一切皆心造”到“一切法唯识”的一种过渡思想。

而《成唯识论》对五法体系则从唯识角度做了新的阐释：“彼说有漏心、心所法，

变似所诠，说名为相；似能诠现，施设为名；能变心等，立为分别。” d如上所说，《真

实义品》中，相与名是就两者相互关系来定义；《成唯识论》则将相、名、分别完全纳

入了唯识体系，从能变心变现能诠名和所诠相来解释三者的关系，从而赋予其新的内涵。

后记

在东方唯识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本人做了主题报告（《〈真实义品〉“唯事”研究》）

后，有学者提出，梵文本中，“唯事”和“想事”是同一个词，所以两者应该是同样含

义。首先感谢宝贵意见，而此意见也促使我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思考。（以下所说，

有的在正文中已有论述，这里再集中说下。）

a　 （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第二，《大正藏》第 16 册，第 692 页。

b　 参见（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七十二，《大正藏》第 30 册，第 696 页。

c　 参见（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第七十二，《大正藏》第 30 册，第 696 页。 

d　 参见（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八，《大正藏》第 31 册，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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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统计，《真实义品》中，“唯事”用了 9 次，“想事”用了 17 次（《瑜伽师地论》

其他处不作统计）。这样，人们首先会想到的问题是：如果两词同义，为何玄奘法师要

将同一词多次作不同的表达？这些不同表达，是随意的，无特定含义的，还是有其意趣，

表达了其相应观念？而两词是否同义，用一个简单方法来做判别，那就是，两词是否可

互换而文意不变。

先看下面一段（以下引文都出自《真实义品》，所以略去出处注）：

云何此经显如是义？谓于一切地等想事，诸地等名施设假立，名地等想。

即此诸想，于彼所有色等想事，或起增益或起损减。若于彼事起能增益有体

自性执，名增益想；起能损减唯事胜义执，名损减想。

由此段引文可见，想事的概念是与想心所的“名施设假立”相关，唯事的概念则与“胜

义”相关。

再看《真实义品》其他处唯事与想事的用法。

先看唯事：“又诸菩萨由能深入法无我智，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如实知已，达无

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唯取其事，唯取真如，不作是念，此是唯事，是唯真如，但行

于义。”

由此段引文来看，唯事属离言自性，是由法无我智所证。

此外，本品也常将唯事说成“实有唯事”，如“谓若于彼色等诸法实有唯事起损减执，

即无真实，亦无虚假，如是二种皆不应理”。此“实有唯事”的表述，在《真实义品》

中多达 5 处。

综上所述，唯事是胜义，是实有，是离言自性的一部分，是法无我智所证。

而《真实义品》中，想事的用法，大多是“色等想事”或“地等想事”，即想事

一般用于表述“色等”法或“地等”法。

由此来作比较：唯事属胜义，是实有，属离言自性（因此唯事本身离言）。而想

事与想心所的“名施设假立”有关，所以不是离言，不是实有；想事所表达的是色等法

或地等法，所以不是胜义。

这样的话，在玄奘译本中，唯事与想事，是同义吗？

再看唯事与想事是否能互换，如“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唯事，方可得有色等诸

法假说所表”，此句的唯事能换成想事吗？首先，想事能说是“实有”吗（即不是虚妄

的吗）？其次，地等想事的“名假施设”不就是“假说所表”？由此可见，此句的唯事

若换成想事，就成了“要有想事，方有假说所表”，而这完全是同义反复。

若再将唯事、想事与五法体系来比较，相、名、分别中，相与名都是独立的存在，

所以相无名，即相离言，此离言相非凡夫智所能认识；相上安立名，则成了凡夫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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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对象。同样可说，事本离言，离言事非凡夫智所能认识；事上安立了名，名言事则是

凡夫智的认识对象，这样的话，离言事和名言事，是否有所不同？将离言事称为唯事，

名言事称为想事，是否合理？

因此，除非认为玄奘法师用词极不讲究，对汉语文字的细微差别全无感觉，才会

认为玄奘是将唯事和想事作为同义词而随意使用，在这里信手安了个唯事，在那里信手

安了个想事。

但如果认为，玄奘译本将梵文本同一词译成唯事和想事两个不同概念，并不符合

梵文本原意，那么很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译本，新译本能更严谨地只用一个“事”字，

来取代玄奘译本的所有唯事和想事，且没有语言和义理上的任何问题。非常期待这样一

个全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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