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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天空之城的那扇窗”

——印度佛教论证所辩护的唯识思想

[ 法 ] 伊莎贝拉·雷迪（Isabelle Ratié）a

前言

印度佛教唯识思想背景下“认知”与“形而上”的区分

佛学界近来有几场争论，b关于著名的佛教哲学家世亲（Vasubandhu，公元

350-430 年）、 陈那（Dignāga，公元 480-540 年 ) 以及法称（Dharmakīrti，公元 6

或 7 世纪 ) 是否提倡了一种认知的或形而上的唯心主义。换言之，他们认为我们不

能认识任何在意识之外的实体（以致我们不能判断意识之外是否有真实的存在），

还是他们实际上就否定了意识之外有任何存在的种种可能性？

有人认为，这些辩论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一种在认知与形而上的

唯心主义之间所做的区分，投射到古代和中世纪的印度，而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以

欧洲为背景的产物（而且还是更晚的时期）。c的确，似乎很少有印度佛教文献

a　作者单位：巴黎新索邦大学 Sorbonne Nouvelle University, Paris.

b　例如见：Oetke 1992, Lusthaus 2002, Schmithausen 2005, Chu 2006, Arnold 2008, Mayer 2009, 

Kellner and Taber 2014, Ratié 2014, Kellner 2017. 如意喜又有译为摩那罗踏难定、意车善、意爱喜。

c　 例如，施米特·豪森（Schmit Hausen）在 2005 年曾指出，现代人试图把瑜伽作为一种纯粹的现象学，

完全不关心外部现实的本体论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当代时尚的驱使，而且往往对文本本身要说的话视而不见。

根据厄特克（Oetke）在 1992 年的说法，《唯识二十论》（Viṃśikā）的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一种纯粹认知的唯心主

义和一种诉诸本体论的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



唯识研究（第八辑）

366

在讨论这一区分，或者表现出任何对这一区分的意识。然而，几年前丹·阿诺德

（Dan Arnold）曾指出 a，至少有一段梵文注释，明确提到了这种区别，即如意喜

（Manorathanandin，11 世纪？）b对法称《释量论》（Pramāṇavārttika）的注释。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对这一证明加以考察，并且展示它可能有多种解释。我想要

指出的是，一些印度非佛教文献来源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c

一、如意喜对法称和世亲论述的区分

在那一段注释中，如意喜对两位佛教唯识思想家，即世亲和法称的论述做出了

比较。那么我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他们。

对于世亲来说，他的主要观点可能是表明根本就不存在外部对象 d，尤其在他

的《唯识二十论》（Viṃśikā）中 e，他论证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将外部对象理解为

具有部分还是无部分，我们都永远无法理解它 f——这一推理通常被称为“部分关

系的论证（mereological argument）”，它基于一个隐含的原则，即任何不能被理性

解释的东西，一定是不存在的。

关于法称的态度似乎更复杂一些，也有更多的争论。在他的《释量论》

（Pramāṇavārttika）中，法称引用了一首出自他著名的辩证版本——同时知觉之必

a　 Arnold 2008.

b　 见：Steinkellner and Much 1995, p.105.

c　 下文中列出的一些观点在 Ratié 2014 中已经讨论过了。

d　 人们认为，世亲仅仅只关心认知唯心主义。因此，厄特克在1992年支持对世亲的《唯识二十论（Viṃśikā）》

所进行的一种纯认知的阐释——这份材料被 Kellner 和 Taber 在 2014 年所反驳，声称《唯识二十论（Viṃśikā）》

的论证是本体论的努力。除此之外，文献 Lusthaus 2002，将对象焦点用于论述《唯识三十颂（Triṃśikā）》及其汉

语注释《成唯识论（Cheng weishi lun）》，认为世亲的目标仅仅只是建立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并没有关于外部对象

本体论地位的诉求。文献 Schmithausen 2005 则针对这一阐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参见同期刊物的文献 Mayer 

2009）。

e　 关于其最初标题是“Viṃśikā”而不是“Viṃśatikā”（就像西尔凡·列维 [Sylvain Lévi] 所假设的那样），

见 Kano 2008。

f　 关于这一论证的例子见：Oetke 1992, Kapstein 2001, pp.181-204, 以及 Kellner and Ta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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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sahopalambhaniyama）——意思是说，“[ 比如蓝色的知觉对象 ] 是同时与 [ 它

的知觉 ] 被感知的必然性”a——来反驳某些反对者。这些反对者可能是其他一些

资料中所提到的经量部（Sautrāntikas）的佛教徒。这些反对者声称，基于意识呈现

为多个方面（诸如“蓝色”“黄色”等），他们推导出一个外部实体的存在，根据

他们的说法，我们意识状态中的这种多样性必须有一个外部实体作为它的原因，就

像镜子中的各种反射必须有一个镜子外的多种实在作为其原因一样。b然而，按照

法称的说法，这种推导并不合理，因为只有当我们第一次体验到某一特定原因与其

结果之间不变的相伴性时，我们才能从其结果中推断出原因的存在，可是我们永远

也不能走出我们的意识，比方说，去检验我们所感知到的蓝色（这只不过是我们意

识的一个内在方面而已）和一种人们所设想的那种外在于意识并因此完全不可感知

的蓝色之间，是否的确存在一种不变的相伴性。c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关于认知的论证，想要证明外部对象不存在，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无论后一个思想是法称本人提出的，d还是如同丹·阿诺德所

认为的那样，e与世亲的论证相一致。根据阿诺德的说法，这正是如意喜在如下解

a　 最有名的简洁表述见：PVin, Pratyakṣapariccheda 54ab; 关于它的各种阐释的例子见：Matsumoto 1980 

and 1981 和 Iwata 1991.

b　 关于非佛教资料中这一推导及其描述，见：Ratié 2011b.

c　 法称，PV，《释量论》第 334-336 页（Dharmakīrti, PV, Pratyakṣapariccheda 334-336）: yadi buddhis 

tadākārā sāsty ākāraviśeṣiṇī | sā bāhyād anyato veti vicāram idam arhati || darśanopādhirahitasyāgrahāt tadgrahe grahāt | 

darśanaṃ nīlanirbhāsaṃ nārtho bāhyo ’sti kevalaḥ** || kasyacit kiṃcid evāntarvāsanāyāḥ prabodhakam | tato dhiyāṃ viniyamo 

na bāhyārthavyapekṣayā || [*ākāraviśeṣiṇī PVS: ākāraniveśinī PVM. ** kevalaḥ PVM: kevalam PVS.]“如果认知具有[对

象]的方面，那么就是由这一方面来具体化的。[现在，]这就值得研究了：是因为一种外部的[实体]，还是因为[某种]

别的原因，导致了这种具体化？因为不存在对任何缺乏感知这种特殊性的 [ 对象 ] 的理解，也因为对 [ 对象 ] 的理解

只有在对其有了 [ 感知 ] 的时候才存在，[ 人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正是感知产生了‘蓝色’的样子；不存在独

立于 [ 认知 ] 的外部对象。只有某种 [ 认知 ] 才能唤醒 [ 认知系列 ] 中某种 [ 早期认知 ] 的印记。正是由于这个原

因，人们的认知（对于其各自特定的对象）存在着局限性，而与任何外部对象无关。”关于这段话见：Vetter 1964, 

pp.80-81；偈颂的最后一句得出结论：根据唯识派（Vijñānavādins） 的学说，由于我们不能认为，认知的现象内容

的多样性来自外部对象的多样性，那么就只能归因于内在于意识中潜在的痕迹（熏习 vāsanā）。

d　 例如：Dreyfus 1997, p.103。更进一步的证据是“由于原子本身不具有延展性而产生的固体延展物体的

印象所造成的二难推理”，以及Dunne 2004, p.63。更进一步的证据是“无法确定感知中的图像是单一的还是多重的”。

e　 Arnold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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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称的观点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如果 [ 经量部反对者 ] 想要 [ 反驳 ]：“不，即便是这样，[ 也就是说 ]

即便没有证据证明（修法者 sādhaka）一个无法感知的外部 [ 对象 ] 的 [ 存

在 ]，[ 尽管如此，你们 ] 仍然没有证明 [ 这一外部对象 ] 的‘不存在’”。[ 我

们会这样回答，] 因为这是 [ 我们 ] 证明我们观点的唯一路径，没有别的

乐（tāvataiva）：“认知是可以显现的，而外部[实体]则根本不能被显现”a，

我们并没有费力去反驳那些毗舍遮鬼（piśācāyamāna）一样的外部对象，

这些外部对象仍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 [ 存在 ]（修法者 sādhaka）！ b尽

管如此，如果 [ 反对者 ] 非常固执地 (nirbandha) [ 需要 ] 对这一 [ 外部对象 ]

反驳，我们须让 [ 他 ] 根据我们假定 [ 外部对象 ] 具有部分或不具有部分，

来察验导师对极微的驳斥。c

我对这段话的翻译跟阿诺德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不过这里重点在于，在这段

话中，如意喜首先臆断经量部反对者抱怨法称仅仅只说明了没有证据证明外部对象

的存在，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真正地反驳外部对象的存在。如意喜在回答的时

候提到，因为法称所关心的仅仅只是指出外部对象根本不可能显现出来，他没有必

a　 我对这段话的理解跟丹·阿诺德有所不同。跟Arnold 2008, p.16比较：“认知是显性的（appearing）；

但认知并不是显现为外在。”

b　 这里也是一样，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仍然不同于丹·阿诺德的理解 { 同前：“我们的努力 [ 即致力于否定

一个鬼魂般的外部对象，这一外部对象没有一种证明其得出所期待的结论的手段（pramāṇa）]只能达到那个程度”}，

不仅与句子的一般结构有关（这种不同对象是由于我对 niṣedhe nāsmākam ādaraḥ 的推测，因为我看不出这段梵文句

子还能有任何别的解释），也跟 piśācāyamāna 这个词的含义有关，这个词丹·阿诺德翻译为“fiendish”，并且认

为这是“如意喜的一种非同寻常的华丽修辞”（同上，fn.39）：在我看来，如意喜在此仅仅只是顺便提及一个本质

上无法被感知的实体的古代例子，即一个毗舍遮鬼（piśāca），他所表述的观点是，外部对象表现得就像一个毗舍遮

鬼（piśācāyamāna 中间出现的分词，是由 piśāca 构成的名词化动词），因此它是不可感知的。

c　 Manorathanandin, PVV on PV, Pratyakṣapariccheda 336, p.220: na, tathāpi parokṣasya bāhyasya 

sādhakasyābhāve ’pi nābhāvasthitir iti cet, pratibhāsamānaṃ jñānaṃ bāhyaṃ tu na pratibhāsata eveti tāvataivābhimatasiddheḥ, 

sādhakapramāṇarahitapiśācāyamānabahirarthaniṣedhe nāsmākam* ādaraḥ.yadi tu tanniṣedhanirbandho garīyān 

sāṃśatvānaṃśatvakalpanayā paramāṇupratiṣedha** ācāryīyaḥ paryeṣitavyaḥ.[*°niṣedhe nāsmākam conj.: °niṣedhenāsmākam 

Ed.**paramāṇupratiṣedha corr.: paramāṇupratiṣedhe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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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费心去驳斥它。然而，假如有人非常固执地要得到一个反驳，这个人可以去阅读

世亲的《唯识二十论》（Vimśikā）。因此，如意喜在两个唯识思想者的论述之间

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分。不过，这一区分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按照阿诺德的说法，这意味着法称只是提供了一个认知的论证，想要得到外部

实体不存在的证明，我们仍然需要世亲的论证。然而，对于这段话至少还有另外一

种理解方式，即按照法称的说法，一旦我们承认外部对象完全无法被显现，那么这

一外部对象无论存在与否，都变成与我们的讨论完全无关的东西，因为认知的论证

使得所有本体论的问题都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对一个外部实体根本无法接触，

那么试图判断它是否存在就毫无意义，按照如意喜的说法，只有那些真正顽固的

人，才可能追问这一系列的问题。a使这种阐释看似合理的一个因素，就是外部对

象跟毗舍遮鬼（piśācas）之间的比较——就是说，鬼魂具有使其自身难以被人类感

知的力量。评论法称的人们通常会指出，b当他们在解释他的推导理论的时候，我

们只能推断，如果我们没有感知到某个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就不在场；如果它在场，

那么就应该能被感知到。可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排除，譬如就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毗

舍遮鬼（piśācas）的存在，即便它出现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看到它。同样

的道理，因为我们无法感知到一个外部对象，那么反驳它就没有意义。然而，这个

论证真的会导致一种对外部对象存在的纯粹的怀疑论吗？根据比尔吉特 · 凯尔纳

（Birgit Kellner）的观点，鉴于法称的原则，即我们不能排除一个无法感知的实体

的存在，他不可能以外部事物的不可感知性为由，否认它们的存在。

按照拉蒂耶（Ratié）的观点，法称关于外部对象绝对不可感知的证

明，可能推导出这些对象不存在……可是他的逻辑理论排除了法称通过这

一论证来证明外部对象不存在的可能性，而仅仅只是证明它们的不可感

知……持法称论者有可能声称，完全无法感知的对象实际上等同于不存

a　 在我看来，丹·阿诺德疏忽了后一点，因为他将术语“nirbandha”简单地理解为“渴望”，然而这个词

表示的是一种固执，一种顽固的坚持。

b　 例如： Kellner 1997,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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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要进一步推动去证明它的时候，他将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论证。a

然而，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如意喜并不仅仅是将外部对象与鬼魂等同。他

使用了一种叫拟名词（denominative）的梵文语言形式，以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外部

对象表现得如同一个鬼魂，而不是跟鬼魂一样。实际上，对于法称来说，毗舍遮鬼

（piśācas）（或者其他据说无法感知到的对象）跟一个真正的外部对象之间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因为比方说，毗舍遮鬼仅仅只是对特定物种来说才是无法感知的，例

如人类 b，但人们认为它们能够被其他毗舍遮鬼和瑜伽士（yogins）所感知 c——

也就是说，它们的不可感知性仅仅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相反，外部对象在任何情

景中永远都是不可感知的 d——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分，因为按照法称的看法，事

物的真实性等同于它的因果能力 (arthakriyā)，即它产生某种结果的能力。但是，如

果事物不能对任何意识产生任何形式的影响，那么它又如何被怀疑具有任何真实性

呢？因此，如意喜在此也可能意指法称通过表明对象的绝对不可感知性，其认知论

证在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本体论上的否认了（而这也是为什么任何更进一步的反驳都

是多余的原因）。

二、为什么要用湿婆教文本来理解佛教的原始资料 

在这一方面，一些印度作家的证言——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佛教徒——偶然引

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在 10 世纪和 11 世纪，特别是湿婆教学者优钵罗提婆

（Utpaladeva）和新护（Abhinavagupta）著书立说，他们在这些作品中都批评了他

们的那些佛教反对者的思想，并且借用了一些反对者们的论述。例如，他们完全不

a　 Kellner 2017, p.118.

b　 See Kellner 1999.

c　 Kellner 1999, pp.195-196.

d　 Manorathanandin specifies so: na pratibhāsata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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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佛教无我相（ātman）的教理，a可是他们又感到，他们跟唯识派（Vijñānavādins）

有诸多共同之处，因为这些湿婆信徒们捍卫地是一个绝对的唯心主义，根据这样的

一个唯心主义，整个宇宙只是一个独特的无限意识的嬉戏表现。b因此，他们非常

认真地阅读那些佛教界对手们的著作，批评他们，同时也借鉴他们。结果，今天这

些湿婆教文本构成了晚期印度佛教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为它们充满了佛教著作

的语录，很多这些语录在其他地方已经失传了（至少在原始的梵文中），而且它们

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这些佛教著作精要的宝贵评论以及佛教界内部的辩论——

这些内容非常丰富，以至于劳伦斯·麦克雷亚（Lawrence McCrea）称新护是一个“佛

教知识史学家”。c

三、关于佛教唯识思想论争的湿婆之证言：既是认知的，也是本体论的论证

现在我们看到，新护区分了两种反驳外部对象存在的论证类型：一种指出，外

部对象根本不能用任何意识来显现，而新护很明确地将这一类型归属于法称（他引

用了法称的《释量论》（Pramāṇavārttika）来解释这个问题）d，而其他的论证，

他归属于佛教徒世亲、陈那和商羯罗难陀（Śaṅkaranandana）e，都是为了表明外

a　 See Ratié 2011a.

b　 See Ratié 2010a.

c　 关于 Pratyabhijñā（“认知”）的湿婆教传统对于印度佛教史的重要性——尤其是优钵罗提婆和新

护的著作，见：Torella 1992, Ratié 2011b 和 2014，以及 McCrea 2016。这些文本碎片和证词的重要例子包括法

称的《成他相续论》Santānantarasiddhi, 由 Śaivas Rāmakaṇṭha 和新护引用与讨论 ( 见 Ratié 2007)；法称失传的

Bāhyārthasiddhi, 由新护所提及 ( 见 McCrea 2016); 或者商羯罗难陀（Śaṅkaranandana）的著作 , 被新护极其频繁

地引用和讨论 ( 见 Bühnemann 1980, Eltschinger 2010 和 2015, Ratié 即将发表的论著 )。

d　 见：Ratié 2014, p.363, fn.36 and 38: Abhinavagupta quotes PV 3.302 in ĪPVV, vol.II, p.79, 

and PVin 54cd ( 对 sahopalambhaniyama 论证最著名的表述 ) in ĪPVV, vol.II, p.78.

e　 见：ĪPVV, vol.II, p.144 ( 另一个提到商羯罗难陀的地方，参见：ĪPV, vol.I, p.181), 引用并翻译

见：Ratié 2010a, pp.446-447; 关于这一段落也参见：Krasser 2001, p.503 和 Eltschinger 2010, p.108, 明确地

引用了世亲的 Vijñaptimātratāsiddhi, 陈那的 Ālambanaparīkṣā 和商羯罗难陀的 Prajñālaṃkāra ( 后者可能包含了一个

对前两个文本的综述，综述还包括了 PV, Pramāṇasiddhipariccheda 86-87)。关于这些论证的内容见： Ratié 2010a, 

pp.447-452, 以及 Ratié 2011a, pp.3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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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对象的本质没有意义，无论我们想象它是否具有部分——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

世亲部分关系论证的版本：

关于这个 [ 外部对象 ]，并没有证据证明 [ 其存在 ]（sādhaka），而

首要的（mukhya）反驳 [ 其存在的 ] 论证（bādhaka）归结起来就是这一个：

即便 [ 这个对象 ] 是作为推论的对象，即便 [ 其 ] 显现（prakāśana）的缺

失也不同于可以显现的意识（prakāśa）。至于对 [ 外部对象之存在 ] 的附

加反驳论证（abhyuccayabādhaka），包括如下：一个整体（avayavin）之

存在的不可能性；[ 整体存在于它的部分之中 ] 的内在性（samavāya）这

一事实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一事实，即 [ 外部对象必须 ] 拥有某些矛盾的

属性，诸如运动和不运动，被覆盖和不被覆盖，被着色和无色，各个对象

根据 [ 六 ] 合（digbhāgabheda）之间的差异，等等。a

对于法称的论证，新护称其为“首要的”，从而与其他的论证相对立，后者仅

仅只是“附加的”或“补充的”。而且他多次指出，这一基于外部对象不可感知性

的论证并不仅仅只是表明外部对象缺乏证据，因为外部对象是绝对不可显现的这一

事实也是其不存在的一个证据：

如果 [ 仅仅现象存在 ]，世俗的实践就是完全可以解释的，既然如此，

那么所有这些 [ 你 ] 想要寻求的作为超越 [ 现象 ] 之上的某种存在物的外

部对象，[ 而这些外部对象又 ] 外在于显现化的意识，[ 也就是说，] 区别

于显现意识，其意义是什么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外部对象 ] 并不存

在于显现化的意识之中（aprakāśatva），它们既不能通过任何知识的手段

去触碰，也拒绝诉诸以知识的手段对 [ 其存在 ] 加以反驳。b

a　 Abhinavagupta, ĪPV, vol.I, p.178: …yatra sādhakaṃ ca nāsti pramāṇaṃ bādhakaṃ ca prakāśād bhede 

’numeyatayāpi prakāśanābhāva iti tāvan mukhyam.abhyuccayabādhakās tv avayavino vṛttyanupapattiḥ samavāyāsiddhiḥ kamp

ākampāvaraṇānāvaraṇaraktāraktadigbhāgabhedādiviruddhadharmayogaḥ…

b　 Abhinavagupta, ĪPVV, vol.II, p.130: iti teṣu samāpte vyavahāre ’nyena prakāśātiriktena tata 

evāprakāśatvān niṣpramāṇakena bādhakapramāṇanirastena ca bāhyārthavargeṇa kim adhikenānviṣṭena.



“正如天空之城的那扇窗”

373

新护进一步提到，第一个论证并没有关心外部对象的这个或那个存在问题的属

性，而是“完全吞噬了它”。

因为第一个反驳论证在起作用的同时，却完全无视知识对象的本

质——[ 也就是说 ] 无论 [ 我们 ] 是否接受它具有部分 [ 或者 ] 没有部分，

[ 并且无论我们是否接受 ] 被这个或那个特定属性所抵触，还是没有抵触，

[ 它都在起作用 ]；相反，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完全吞噬了 [ 外部对象 ]：

“[ 任何 ] 不同于可显现的意识（prakāśa）的事物都是不能显现的（na 

prakāśate）。”a

新护的注释者Bhāskarakaṇṭha也明确提到，第一个论证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即

时地”或者“直接地”破斥了外部对象，而其他的论证相对于第一个是次要的以及

“从属的”。

[ 绝对不可显现性的论证 ] 是“首要的”论证——[ 也就是说，] 它是

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直接破斥了 [ 外部对象 ]……[ 至于附加的论证，新

护 ] 的意思是，它们是作为一个附带来破斥 [ 外部对象 ] 的，[ 也就是说，]

是次要的，是间接的。因此，它们是从属 [ 于第一个 ] 的。b

那么，湿婆教徒们为什么由此认为，法称对绝对不可显现性的论证构成了对外

部世界进行驳斥的最彻底的证据？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该记住，湿婆教徒们赞同

法称的观点，比方说根据我们看不见鬼魂这一事实，无法推导出一个鬼魂不存在，

因为或许鬼魂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无法感知它。然而，湿婆教徒们也坚持认为，

至少对某些有意识的生物来说，鬼魂一定是可以感知的，c而对于外在于意识的外

a　 Abhinavagupta, ĪPVV, vol.II, p.138: pūrvakaṃ hi bādhakaṃ prameyasvarūpam anapekṣyaiva sāṃśam 

anaṃśaṃ viruddham aviruddhaṃ yad bhavatu tad bhavatu, prakāśād bhinnaṃ na prakāśata iti tu sarvagrāsena pravṛttam.

b　 Bhāskarakaṇṭha, Bhāskarī, vol.I, pp.222-223: mukhyaṃ bhavati – pradhānaṃ bhavati sākṣādbādhakatvāt.

...abhyuccayena – anvācayena, prasaṅgeneti yāvad bādhakāḥ.ata eva gauṇatvam eṣām…

c　 关于这个观点见：Ratié forthcoming b, 其中也更一般化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我们是如何可以确定在

Śaiva 的非二元论中不可感知实体的不存在，以及佛教著作在这方面的影响（后者也可见 Torell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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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对象来说，应该从本质上就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意识——按照他们的看法，这就

是为什么外部对象真正是“不可能的”或“荒谬的”（anupapatti）：a尽管我们无

法看见任何鬼魂，但我们至少能形成一个我们看不见但其他生物能感知到的实体的

概念。而我们甚至不能形成一个真正外部对象的概念，因为当经量部（Sautrāntikas）

在努力推导出它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其实肯定已经在谈论（或思考）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已经在以某种方式显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并因此内在于意识——否则，他

们对自己推理的意识就不会是一种意识，而只是一种懵懂，正如新护所说：

即便外部对象是被推断出来的，也仅仅只有在它被显现出来 

[prakāśamānaeva]，[ 并因此内在化 ] 的时候，它才能被谈论。因为如果 [ 它 ]

不同于显现出来的意识（prakāśa）的话，那么作为结果 [ 它 ] 就不会被显

现出来，即便 [ 我们意识到 ][ 对象 ] 是被推断出来的，我们的这一意识也

相当于懵懂状态。b

也就是说，按照湿婆教徒们的说法，表明我们不可能知晓外部对象的论证，也

表明了外部对象不可能存在，因为存在就是拥有某种因果力量，即使它只是影响宇

宙中至少一个单一意识的最小力量——而绝对不显现的，绝对没有效果的，一定比

我们能描绘出来的任何不存在的实体更少存在。

没有显现出来的东西并非真正的实体，就如同天空中一座城堡的窗

户一样。或者 [ 更确切地说，与未显现的东西相反，至少 ] 这扇 [ 窗户 ],

由于它具有一个 [ 通过想象的力量 ] 构建起来的侧面，是显现出来的意识

中的显现之物（citprakāśa）！ c

a　 这是 Utpaladeva 的用词，见：ĪPK 1.5.6: syād etad avabhāseṣu teṣv evāvasite sati | vyavahāre kim anyena 

bāhyenānupapattinā || “让我们承认这一点：既然人类实践的范围仅仅是在这些显现形式 [ 基础之上 ] 决定的，那么

一些不同于 [意识 ]的，并且是不可能的 /荒谬的（anupapatti）外部 [对象 ]有什么意义呢？”

b　 Abhinavagupta, ĪPVV, vol.II, pp.129-130: anumito ’pi bāhyo ’rthaḥ prakāśamāna eva vaktavyaḥ, 

prakāśād bhede hy aprakāśanaprasaṅgād anumitatvam api vastuno mūrchāprāyaṃ bhavet.

c　 Abhinavagupta, MŚV I, p.219: anābhātaṃ ca no vastu vyomasadmagavākṣavat | so ’pi vā kalpitākāraś 

citprakāśe prakāś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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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那么，湿婆教的这一阐释是对法称意图地违背，还是忠实地反映？这是一个很

难回答的问题，出于很多原因（尤其是法称的思想在佛教后续的传统中本身就有着

不同的阐释方式）。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将如意喜所提到的两种佛教论

证描述为相对“首要的”和“附加的”证明，在新护之前很早就已经有了。因为一

位跟法称同时代的婆罗门学者库玛黎拉·帕德（Kumārila Bhaṭṭa）就已经提到了这

种描述 a。然而，很不幸的是，无论是库玛黎拉还是他的注释者，对这一区分都说

得不多，b而我曾试图在别的地方说明湿婆教的哲学家们，在从他们的佛教同行那

里借用很多观点的同时，也已经有一种倾向，即对他们所借用的论证的意义进行着

微妙地改变。因此，很有可能他们利用法称的论证比法称本人走得更远，或许法称

的目的仅仅只是在著述、在质疑中表明，想要知道是否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是没有

意义的，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永远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有意义地讨论和思考。目

前我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希望，至少能在此表明，如意喜的评论

是如何可以有两种方式进行解读，以及湿婆教徒们对法称的观点的理解还不能马上

被忽略掉；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些非佛教著作的研究，

带给这个问题更多的启示（因为为了理解佛教，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其非佛教的环境，

正如我们从湿婆教的例子所看到的那样 )，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迄今被忽视的一些佛

a　 Kumārila Bhaṭṭa 注意到，Vijñānavādin 们用了两种论证，而且基于外部对象完全不可知的论证，是那

种基于对象本质的论证的“根源”（root）。见：ŚV, Nirālambananavāda 17-18ab: bāhyārthāpahnavo dvaidham eko 

’rthasya* parīkṣaṇāt | pramāṇam āśritaś caikas tatrāstāṃ yaḥ prameyataḥ || pramāṇasthas tu mūlatvād ihedānīṃ parīkṣyate | [* 

bāhyārthāpahnavo dvaidham eko ’rtasya Variant in Ed, p.158, n.2.]“否定[外部对象]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种[否

定是基于]对对象[本身]的考察；[另一种否定]是基于知识的手段。在这[两种否定]之中，让[我们]暂且把[基

于 ]知识对象的否定放在一边。在这里，就目前而言，[它 ]是 [基于 ]即将被检验的知识手段的否定，因为它是[另

一种论证 ]的根源。”关于这段话的语境，见： Taber 2010, p.280。

b　 关于这段话的评论，见：Ratié 2014, p.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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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著作的考察。因此，商羯罗难陀这位跟新护一样是克什米尔人，也被新护作为唯

识学（Vijñānavāda）最重要的思想家而频繁引用的佛教徒，肯定是印度佛教唯识思

想的一个关键人物，新护显然是通过商羯罗难陀的诠释——这一透镜来阅读法称的

著作的。因此，我只能希望正在进行中的对商羯罗难陀的某些著作的编译，a能有

助于我们判断新护是否忠实于他那个时代唯识派（Vijñānavādins）的思想，以及他

们是否也认为法称的论证具有本体论的努力。

（译者：演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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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ṃśikāṭīkāvivṛti and *Dharmadharmatāvibhāgavivṛti”, in F.Sferra (ed.), Manuscripta 

Buddhica 1.Sanskrit Texts from Giuseppe Tucci’s Collection, Part I,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pp.343-380.

M.Kapstein (2001), Reason’s Traces.Ident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Indian & Tibetan 

Buddhist Thought,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B.Kellner (1997), Nichts bleibt Nichts.Die buddhistische Zurückweisung von 

Kumārilas abhāvapramāṇa.Übersetzung und Interpretation von Śāntarakṣitas 

Tattvasaṅgraha vv.1647-1690 mit Kamalaśīlas Tattvasaṅgrahapañjikā, sowie Ansätze 

und Arbeitshypothesen zur Geschichte negativer Erkenntnis in der indischen Philosophie, 

Wien: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39.

B. Kellner (1999), “Levels of (Im)perceptibility: Dharmottara’s Views on the dṛśya 

in dṛśyānupalabdhi”, in S.Katsura (ed.), Dharmakīrti’s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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