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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对断见的破斥与鸠摩罗什的译介和重建

——以《中论颂》及其汉译为中心	a

叶少勇 b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中论颂》梵本对断见的破斥和鸠摩罗什的汉语译介，指出

龙树破斥断见采用了一种激进的否定进路，连同因果相续也一并予以破斥。而鸠摩罗什

所译《中论》之中则重建了一种肯定进路，通过肯定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而远离断见。

【关键词】龙树；鸠摩罗什；中观；断见；二谛

《中论颂》（Mūlamadhyamakakārikā）是印度佛教论师龙树的代表作。5 世纪初年

鸠摩罗什将之连同青目注一并译出，成《中论》四卷，开启了汉地中观研习的潮流。其

后《中论颂》的不同注本又有两译，仍以鸠摩罗什译本（后简称什译）影响最大，汉传

佛教传统中引用此论偈颂，一般都依什译。

“中观”（madhyamaka）或“中道”(madhyamā pratipad) 是该论基本思想之一，

即远离常（śāśvata）、断（uccheda）二边，或远离有（astitva/bhāva）、无（nāstitva/

abhāva）二边。本文将基于《中论颂》梵本考察龙树对断见的破斥，c并审视鸠摩罗什

汉译对这一理论的译介和重建。d

a　 本文英文版已发表：Ye Shaoyong, “Kumārajīva and Nāgārjuna on the Refutation of Annihilationism: A Comparative 

Inquiry into Nāgārjuna’s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and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Culture, Academy of Buddhist Studies, Dongguk University, 29/1 (2019), pp.73−90. 此处的中文版较之有大幅修订和扩

充。

b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

c　 文中所引偈颂若不具名，均出自《中论颂》，以括号标出颂号。为简洁和统一起见，正文录出笔者直接译自梵

本的译文，梵本和什译则录于脚注，各本均依笔者的校勘本：《〈中论颂〉——梵藏汉合校 · 导读 · 译注》，中西书局，

2011 年，个别偈颂译文有修订。

d　 僧叡《中论序》（《大正藏》第30册，第1564号，第1页上第28-29行）言：“其中乖阙烦重者, 法师皆裁而裨之。”

可知鸠摩罗什曾删改青目释文。因此很难将《中论》中的青目文与罗什文区分开来。为方便指称，本文将什译《中论》中

有与龙树有别的思想立场归于罗什。关于青目的身份，参看Goshima, Kiyotaka,“Who Was Ch’ing-mu (‘Blue-Eyes’)”, 



唯识研究（第九辑）

294

一、龙树对断见的定义

在中观学体系之中，“无”和“断”是两个紧密联系的观念，指一种极端的见解，

即“边见”（antagrāhadṛṣṭi）。《中论颂》对断、常二边见的定义作：

认为存在则执常，说不存在是断见。 (15.10ab)a

对断见和无见还有进一步的阐述：

事物之有若不成，无亦即是不成立。

因为有之变异性，人们即称之为无。 (15.5)b

谓彼以自性存在，非不存在即是常。

认为先前曾出现，而今不存则成断。 (15.11)c

可见，龙树所定义的无见或断见是认为事物先有而后无，是对“有之变异性”的

认同 d。龙树显然认为这种见解是错误的 , 但错在何处？断见命题由“先有”和“后无”

两部分组成，对其否定可有如下三种方式：（1）否定前者进而否定后者，即否定对“有”

的预设，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没有任何事物，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应预设任何事物的存在，

自然谈不上后而成“无”。这是一种激进的否定，属于一种虚无主义。（2）肯定前者

而否定后者，即主张事物（自性、本质）永远存在，永不变无，这样就倒向了形而上学

的实在论。（3）温和地否定两者，即对两者进行修正而非彻底否定，认为事物虽有，

却没有常一不变的本质，事物虽灭，却非全然断灭，而是以一种不常不断的方式延续。

这就趋于反本质主义。

上述三种之中哪一个更符合龙树破斥断见的方式呢？第二种可以首先被排除，因

为它正是龙树所破斥的常见。剩余的两个，第一种可以称为破斥断见的“否定进路”，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11(2008), 

pp.325–334。

a　 梵本：astīti śāśvatagrāho nāstīty ucchedadarśanam | 什译：定有则着常，定无则着断。

b　 梵本：bhāvasya ced aprasiddhir abhāvo naiva sidhyati | bhāvasya hy anyathābhāvam abhāvaṃ bruvate 

janāḥ || 什译：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坏名为无。

c　 梵本：asti yad dhi svabhāvena na tan nāstīti śāśvatam | nāstīdānīm abhūt pūrvam ity ucchedaḥ 

prasajyate || 什译：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

d　 因此，龙树所批驳的“断见”对应于哲学上的“断灭主义”（annihilationism），而非虚无主义（nihilism），

参看拙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世界哲学》2017 年第 2 期，第 154 页。在中观学语境内对这两个概念

的区分还可参看 Giuseppe Ferraro, “Realistic-Antimetaphysical Reading Vs Any Nihi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Madhyamak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5 (2017), p.74,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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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其中纯是否定而无任何肯定。最后一种可以称为“肯定进路”，因为它认同了事物

有一种不常不断的相续。这两种进路的不同点主要在于：（1）否定进路否认任何形式

的存在，无论是常一不变还是变化无常。与此相对，肯定进路只否认恒常的、绝对的存在。

另一方面，肯定进路只否定静止固化的、绝对的“无”，而不否认因果变化之中的灭，

而否定进路则不会有这种设限，生灭皆予以否定。（2）肯定进路会诉诸无常的因果相续，

而否定进路没有这样的承许。下面我们来看《中论颂》中龙树的论证。

二、龙树对断见的破斥

如果承认有事物，则致常、断见之过。

因为若有彼事物，或为恒常或无常。 (21.14)a

由该颂可知，龙树认为断、常二种边见，都基于“有”（bhāva）的预设。这样，

对有见或常见的破斥就同样适用于断见，这体现了对“有”的彻底否定，而不是将破斥

范围收窄以留出一个免于破斥的无常变易。b

对自性的批判是龙树的代表性论证之一，其中也体现了上述这种激进的否定立场。

中观学一般认为，如果一个事物有自性，就不可能有生灭、观待、变化，因为自性必是

常一不变、不待因缘。然而由下引颂文可知，龙树认为即使排除了阻碍生灭变化的自性，

即使事物被认为是无自性的（niḥsvabhāva）、空的（śūnya，在中观学中等同于“无自性”），

也还是不可能有生灭。

于无自性诸事物，存在性即不可得。

因此“此有故彼起”，此说即是不容有。 (1.10)c

业不生起以何故？以其无有自性故。 (17.21ab)d

此若是空云何生？此若是空云何灭？

a　 梵本：bhāvam abhyupapannasya śāśvatocchedadarśanam | prasajyate sa bhāvo hi nityo ’nityo ’pi vā 

bhavet || 什译：若有所受法，即堕于断常。当知所受法，若常若无常。

b　 还可参看龙树的《七十空性颂》21，笔者译文：事物为有即是常，事物无有即是断，有事物则有二［见］，是

故事物应除遣。该颂梵本不存，藏译本：dngos po yod pa nyid na rtag || med na nges par chad pa yin || dngos po 

yod na de gnyis yin || de’i phyir dngos po khas blangs min || 见 Christian Lindtner, Nāgārjuniana: Studies in 

the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82, p.42.

c　 梵本：bhāvānāṃ niḥsvabhāvānāṃ na sattā vidyate yataḥ | satīdam asmin bhavatīty etan naivopapadyate || 

什译：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有相。说有是事故，是事有不然。

d　 梵本：karma notpadyate kasmān niḥsvabhāvaṃ yatas tataḥ | 什译：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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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空亦导致，不灭不生之过失。 (20.18)a

在龙树的体系中，存在则必有自性，自性的破灭意味着一切事物皆不存在b。可见，

龙树所批判的是包含了常和无常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有”，而非仅仅针对一种常一不

变、独立绝待的本质内核，这符合前面所说的否定进路。

三、龙树对相续的破斥

前面说“肯定进路”会依托一种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来立论，而龙树在《中论颂》

第 17 品和第 21 品中对这种相续有明确破斥。先来看第 17 品：

亦有空性而非断，亦有轮回而非常，

亦有业之不失法，此法即是佛所说。(17.20)c 

这是很有话题的一颂，后面我们还会再次谈到。这里，根据《中论颂》的前后文

脉，以及除了什译《中论》之外的所有注疏 d，可知这一颂是陈述敌方主张，很可能属

于正量部e，是以业的“不失法”（avipraṇāśa）来构建业果理论。该颂所申明的观点是，

业有一种深细的、不常不断的绵延相续，即不失法。在紧接该颂的 17.21−26 颂之中，

龙树明确批判了这一主张，这里不再复述，直接来看其结论：

无论是从缘生起，还是无缘而生起，

此业皆不可存在，是故作者亦无有。 

a　 梵本：katham utpatsyate śūnyaṃ kathaṃ śūnyaṃ nirotsyate | śūnyam apy aniruddhaṃ tad anutpannaṃ prasajyate || 

什译：果空故不生，果空故不灭，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灭。

b　 笔者认为应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龙树的“无物存在 ”，即主张没有任何如凡夫所认识那样的事物。这是一种认

识论虚无主义，而非本体论虚无主义，此处不展开，参看拙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自性》，《世界哲学》2016 年第 2 期，

第150−159页，以及《对中观古学的认识论虚无主义阐释——以〈中论佛护释〉为中心》，《哲学分析》，2021年第 3 期（待

刊）。

c　 梵本：śūnyatā ca na cocchedaḥ saṃsāraś ca na śāśvatam | karmaṇo ’vipraṇāśaś ca dharmo buddhena deśitaḥ || 

什译：虽空亦不断，虽有而不常，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

d　 《无畏疏》（德格版第 3829 号，Tsa 67a3 始），《佛护释》（德格版第 3842 号，Tsa 235b2 始；Akira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part 2, p.232），清辨《般若灯论》（德格版第 3853 号，Tsa 175a7 始 ; 《大正藏》第 30 册 , 第 1566

号，第 101 页中），《安慧释》（《中华藏》第 68 册，第 1622 号，第 830 页下），月称《明句论》（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Madhyamakavṛttiḥ: 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Mādhyamikasūtras)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 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St.Petersbourg, 1903–1913, p.323, l.11ff.）。

e　 参看 Ulrich Timme Kragh, Early Buddhist Theories of Action and Result: A study of Karmaphalasambandha, Candrakīrti’s 

Prasannapadā, Verses 17.1–20, Wien: Arbeitskreis fü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ät Wien, 2006, p.29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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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有业和作者，何有业所生之果？

而若果是无所有，又如何会有受者？ (17.29−30)a

显然，这里龙树根本不承认有业果相续，即使这种相续被描述为观待因缘、非常

非断。

再来看第 21 品。上一节中已引用过 21.14 颂，指出常见、断见都是基于有见，接

着 21.15 颂以敌方口吻提出质疑：

虽然承认有事物，而无断灭无恒常，

因为彼因与果之，生灭相续即有体。 (21.15)b

敌方认为，即使承认有事物，只要是因果生灭相续，例如在生死流转之中有一个“有

体”（bhava，古译“有”），就不会导致断常过失，那么这个有体就是一种不断不常

的相续。接着龙树对此观点展开批判，简洁起见，这里仅录出一颂：

如果彼因与果之，生灭相续即有体，

灭而不复生起故，则有因断之过失。(21.16)c

如果主张因果生灭相续，因果二者如果不是同一个事物，就等于是因灭而不复生，

还是会导致断的过失。

由上可见，龙树破斥断见时采用的是否定进路，对于“先有而后无”这一断见命题，

龙树的批判集中于“先有”，彻底否定了“有”这一预设前提，自然也就否定了包含因

果生灭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存在，也就不会承认一种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

四、龙树肯定缘生现象的文本证据

《中论颂》中是否也曾有过肯定进路呢？笔者试着找了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常被用来证明龙树也承许缘生现象。

a　 梵本：na pratyayasamutpannaṃ nāpratyayasamutthitam | asti yasmād idaṃ karma tasmāt kartāpi nāsty ataḥ || karma 

cen nāsti kartā ca kutaḥ syāt karmajaṃ phalam | asaty atha phale bhoktā kuta eva bhaviṣyati || 什译：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

是故则无有，能起于业者。无业无作者，何有业生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果者？

b　 梵本：bhāvam abhyupapannasya naivocchedo na śāśvatam | udayavyayasaṃtānaḥ phalahetvor bhavaḥ sa hi || 什译：

所有受法者，不堕于断常，因果相续故，不断亦不常。

c　 梵本：udayavyayasaṃtānaḥ phalahetvor bhavaḥ sa cet | vyayasyāpunarutpatter hetūcchedaḥ prasajyate || 什译：若

因果生灭，相续而不断，灭更不生故，因即为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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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

《中论颂》皈敬颂说“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是不常、不断，a而且 24.18 颂

也说缘起就等同于中道，b常有人视此为龙树认同缘生现象的证据。

前揭2017年拙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曾指出，龙树所主张的“缘起”

并非对因缘生灭现象的肯定，而恰恰是否定。关于此点这里不再展开，仅录两首龙树偈

颂，《六十如理颂》第 12 和 18 颂：

即使此人执著于，极细微物有生起，

此人即是无智者，不见从缘而生义。 

若人于彼有为法，计执有生亦有灭，

彼等即是不了知，缘起轮盘之运转。c 

如两颂所示，缘起的意义并非如字面所示那样肯定了诸法缘生的规律，而恰恰是

指“无生”（anutpāda）之理，也就是无有少法依缘而生。这正符合前述龙树在远离二

边趣入中道时所采用的否定进路。中道和缘起都是否定意义的概念，故而可以等同。

证据 2：

可能有人会举出《中论颂》第 26 品以支持龙树对缘生现象的承许。这一品的确从

流转和还灭两方面解说了十二支缘起。然而，《中论颂》1.10 颂批判了“此有故彼起”

的原理，还有多处批破十二支的各项，例如 3.7 颂破识和触、受、爱、取等，16.3 颂破

取和有，11.6 颂破生和老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中论颂》第 26 品径直罗列十二

支名相，却没有交待何以会出现这种前后不一致，没有指出十二因缘何以与本论的“空

性”主旨相联系，更没有像一些后人的阐释那样引入二谛框架。

面对这一难题，有古代注家采用了将第 26、27 品与前面内容作区分的方式来疏解，

例如《无畏疏》在第 26 品开头设计了这样的引句：“[ 前面 ] 你已依大乘教义解说了胜

a　 梵本：anirodham anutpādam anucchedam aśāśvatam | anekārtham anānārtham anāgamam anirgamam || yaḥ pratītyasamutpādaṃ 

prapañcopaśamaṃ śivam | deśayāmāsa saṃbuddhas taṃ vande vadatāṃ varam || 笔者译文：无有灭亦无有生，无有断亦无有常，

无有一亦无有多，无有来亦无有去。佛说 [ 如是之 ] 缘起，戏论息灭是至善，是诸说者中最胜，于彼我致恭敬礼。什译：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

b　 梵本：yaḥ pratītyasamutpādaḥ śūnyatāṃ tāṃ pracakṣmahe | 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 pratipat saiva madhyamā || 

笔者译文：我们主张彼缘起，[本身 ]即是此空性，此即假托而施设，此者亦即是中道。什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

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c　 笔者自译，梵本不存，藏译见李学竹、叶少勇：《〈六十如理颂〉—— 梵藏汉合校 · 导读 · 译注》，中西书局，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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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悟入，现在请依声闻教义解说胜义的悟入。”a什译《中论》也有同样的说法：“问

曰：汝以摩诃衍说第一义道，我今欲闻说声闻法入第一义道。”b清辨则引入二谛理论，

说第 26 品是解说“言说之缘起”，是依世俗谛说有生。c

现代学者之中，提勒曼·费特认为第 26、27 两品可能是龙树学生时代的作品（a 

“student’s essay”），后来其本人或后人编修《中论颂》的时候，将之作为附录置于

篇末。d也有学者持相反立场，例如桂绍隆认为该品反映了龙树以十二支缘起为佛陀教

法之精髓，e并且说龙树期望赋予十二支缘起以全新的意义，即空性。f这种观点可能

受到了月称《明句论》的影响 g。

如果第 26 品所述的十二因缘确为《中论颂》结构中的一部分，也许如《无畏疏》

和什译《中论》所说，是为了对小乘传统中“不了义”的缘起观作介绍性总结，而这种

缘起观在前面诸品之中已经被深化为“空性”，亦即无生无灭之性。这样就不能说龙树

的自身立场肯定了缘生现象。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清辨所示，龙树在这里是基于世俗谛

描述十二因缘，那么这种描述是否意味着肯定缘生现象，取决于世俗谛在龙树思想体系

之中的定位。这一问题在前述 2017 年拙文以及《中道立于一谛还是二谛？》（《唯识

研究》，待刊）之中已有讨论，笔者认为龙树对世俗谛中的见解内容是持否认态度的，

此处不再展开，但至少可以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中论颂》从未以肯定世俗缘生的方

式来批判断见，从未说过断见错就错在否定了因缘生灭。因此，《中论颂》第 26 品不

能视作破斥断见的肯定进路。

证据 3：

断见的所谓“先有而后无”，前面我们看到龙树的批判集中于“先有”，但是，

难道就找不到一段文本批判“后无”吗？所谓“断”（uccheda），字面意义就是截断，

如果龙树曾否认这一意义，也可以理解为从侧面暗示了事物不会完全截断，也就是有所

a　 德格版第 3829 号，Tsa 94b3: khyod kyis theg pa chen po’i gzhung lugs kyis don dam pa la ’jug pa 

ni bstan zin na | de khyod kyis nyan thos kyi gzhung lugs kyis don dam pa la ’jug pa ston cig |

b　 《大正藏》第 30 册，第 1564 号，第 36 页中第 18—19 行。

c　 德格版第3853号，Tsa 249a2始。另参《般若灯论释》（《大正藏》第30册，第1566号，第131页中第13−14行）：

释曰：今此品者，亦为遮空所对治，而以世谛缘起故说。

d　 Tilmann Vetter, “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atnāvalī,” Asiatische Studien, 46 (1992), p.496.

e　 Shoryu Katsura, “Nāgārjuna and Pratītyasamutpāda,”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46/1(1997), p.492. 这一见解得到了 M.Salvini 的支持，见“Dependent arising, non-arising, and the mind: MMK1 

and the Abhidharm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2 (2014), p.473。

f　 同上 , p.495。

g　 梵本参看前揭 La Vallee Poussin 书 , p.542，汉语略译参看 2011 年拙著《中论颂》校勘本第 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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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关于这一点，笔者所能找到的最为相关的偈颂如下：

缘于彼而彼现起，首先彼彼非同一，

彼彼亦非是别异，因此非断亦非常。 (18.10)a 

该颂第一句说一个事物以另一个事物为缘而生，这是对缘生现象的描述。后面是

基于第一句的推论，是说缘生现象非一非异。前因与后果如果是一，就是同一个事物的

延续，就是常，如果是异，就是前一事物没有延续，就是断，所以非一非异就是非常非断。

这样，如果将第一句的缘生当作被承认的前提条件，后面三句就是说，缘生现象是以非

一非异、非常非断的方式而存续的。这样就肯定了因果相续。

这一颂能否如上述这样解读，取决于该颂的论证结构是“应成”（prasaṅga），还

是“自续”（svatantra）b。不应忘记，龙树的论述大量采用了“应成”的归谬论证，

即前提并不为论主所承许，只是对敌方观点的复述。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一颂就应解读

为：如果敌方承认有事物依缘而生，那么这些事物既不能以“一”或“常”的方式成立，

也不能以“异”或“断”的方式成立。因此该颂的潜台词就是，事物不是一、常，就是异、

断，没有别的可能性。而显然这些都不可能成立，所以缘生事物也不可能成立。

这一颂的逻辑结构到底应如何理解？龙树的前后颂文似乎没有给出明确指示。而

《中论佛护释》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本文上一节中引用了 21.16 颂，龙树对敌方所提

出的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展开批判，佛护对这一颂的释文就以敌方口吻援引 18.10 颂，

用以支持“因果不异故而不断”的观点：

你也曾说：“缘于彼而彼现起，首先彼彼非同一，彼彼亦非是别异，因

此非断亦非常。”（《中论颂》18.10）所以，由于果不异于因，因就不会成

为断灭。c

这里敌方显然是以“自续”的方式理解 18.10 颂，佛护的回答则体现了“应成”

的解读：

回答：我虽然这么说过，你却没有理解其真实的意义。因为，如果是事

a　梵本：pratītya yad yad bhavati na hi tāvat tad eva tat | na cānyad api tat tasmān nocchinnaṃ nāpi 

śāśvatam || 什译：若法从缘生，不即不异因，是故名实相，不断亦不常。

b　这里仅就逻辑结构而言，不涉及应成派和自续派的判分。

c　德格版第 3842 号，Tsa 259b7−260a1；Akira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pp.302−303）：khyod kyis kyang | gang la brten te gang ’byung ba || de ni re zhig de nyid min || de las 

gzhan pa’ang ma yin phyir || de phyir chad min rtag ma yin || zhes smras pas | des na rgyu las ’bras bu 

gzhan nyid ma yin pa’i phyir rgyu chad par mi ’gyur 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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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灭而事物生，两者怎么会不导致一或异呢？ a

因此，如果有人无视《中论颂》多次对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予以破斥，而坚称

18.10 颂反映了龙树理论中肯定因果相续的一面，那么至少在佛护的注释中，这个漏洞

已经被堵上。

五、什译添加的“定”字

接下来看什译。《中论颂》15.10 为二边见作了概要定义，前文已引，笔者

据梵本译作：“认为存在则执常，说不存在是断见。”（astīti śāśvatagrāho nāstīty 

ucchedadarśanam），而罗什译本作：

定有则著常，定无则著断。

其中的“定”字是梵本所无。罗什译本其他地方多用“定”或“决定”一词对译

sadbhūta“实有”，例如 8.1 和 8.3 颂。那么这一颂中所加的“定”字是有实质意义，

还是只是为了凑足五言？如果“定”没有实质意义，那么“有”就是“定有”，“无”

就是“定无”，两种表达没有区别，都是边见。而如果“定”用作限定词，那么就是说

并非所有“有”的观念都是常见，并非所有“无”的观念都是断见，只有特定的“有”

才是常见，特定的“无”才是断见，“定”字指示一种观念的绝对化。

仅从偈颂译文无法得知译者究竟持哪一种观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罗什之后的

汉传佛教传统大多倾向于后一种理解，即将“有”与“定有”以及“无”与“定无”区

分开来，从而体现出一种鲜明的反本质主义。例如，慧远（523−592）的《维摩义记》说：

即无说有，有非定有；即有说无，无非定无。b

吉藏（549−623）《大乘玄论》：

真俗合中道者，如俗谛言有，有非实有；真谛名无，无非定无。c

元康（约 7 世纪）《肇论疏》：

a　 德格版第3842号，Tsa 260a1−2；Akira Saito, “A Study of the Buddhapālita-mūlamadhyamaka-vṛtti,” p.303）：

bshad pa | kho bos de skad smras mod kyi khyod kyis de’i don gyi de kho na khong du ma chud de | ’di ltar 

gal te dngos po ’gag cing dngos po nyid skye bar ’gyur na | de gnyis de nyid dam gzhan nyid du ji ltar mi 

’gyur |

b　 《大正藏》第 38 册，第 1776 号，第 509 页下第 6-7 行。

c　 《大正藏》第 45 册，第 1853 号，第 26 页上第 11-1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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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无而非定无。则此无，不同大虚永绝。a

这种理解是否符合罗什本意呢？我们还须多看几段罗什译文。什译《中论》对

15.10 颂的注释作：

若说定有无，是无必先有今无，是则为断灭。断灭名无相续因。b

这里批判断灭，给出的原因是“断灭名无相续因”。这一说法不见于别家注释。

其理路可以这样理解：说“无”并不一定是断灭，但如果这个“无”是彻底绝对的无，

上一刹那的事物彻底消失，就没有了下一刹那的相续（saṃtati/saṃtāna）得以生起的因，

这就成了断灭见。也许这就是偈颂译文中罗什添加“定”字的原因，其所批判的是一种

绝对化的拨无因果的“无”。

六、什译对相续的肯定

仅凭上面这一句话还不能判定罗什肯定了因果相续。前面说过，从归谬逻辑来看，

以违反相续为理由批判断见，并不表明论主承认因果相续。罗什是否承认有相续，还需

要进一步的证据。

《中论颂》第 17 品前一部分，龙树举出了小乘部派的几种业果理论并予以批判，

其中 17.7−11 颂介绍了一种“心相续”（cittasaṃtāna）的理论，17.12 颂即提出反对，

说该理论有大过失。接着 17.13−20 颂提出另一种以“不失法”连接业果的理论，随后

也予以批判，罗什译本之外的现存所有注释对该品的这一文脉都无异议。在罗什译本中，

从该品开头一直到 17.19 颂，理解也都无二致，“不失法”的概念在 17.14 颂即已出现，

而罗什译本在 17.19 颂之后还有这样的释文：

答曰：是义俱不离断常过，是故亦不应受。c

这样看来，罗什似乎也否认不失法理论。但紧接着的译文就发生了转折：

问曰：若尔者则无业果报。

答曰：虽空亦不断，虽有而不常，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17.20）d

a　 《大正藏》第 45 册，第 1859 号，第 173 页上第 13−14 行。

b　 《大正藏》第 30 册 , 第 1564 号，第 20 页中第 22−24 行。

c　 《大正藏》第 30 册 , 第 1564 号，第 22 页下第 18−19 行。

d　 《大正藏》第 30 册 , 第 1564 号，第 22 页下第 19−2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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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答曰”作引导，17.20颂被整体置于论主龙树之口a，是针对“若尔者则无业果报”

的正面回应。而紧接着的释文又略有不同：

此论所说义离于断常。何以故？业毕竟空，寂灭相，自性离有，何法可断？

何法可失？颠倒因缘故，往来生死亦不常。何以故？若法从颠倒起，则是虚

妄无实，无实故非常。复次 , 贪著颠倒不知实相故，言：“业不失，此是佛所

说。”

这段释文的理路并不十分清晰，仅就最后一句来看，似乎又认为偈颂中的“业果

报不失，是名佛所说”是敌方观点。无论依哪一种理解，什译都不符合梵文偈颂的前后

文义，也不符合其他所有的注释本。什译中肯定了一种不常不断、虚妄无实的业果相续

和生死往来，体现了肯定进路。

七、误译还是重构

什译对 17.20 颂的独特处理，是否可能仅仅源自误译或笔受传抄中出现的偏差，而

并不反映其观点立场呢？下面要出具的证据将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如下所列，在同为罗

什所译的《大智度论》中，17.20 颂被以偈颂形式引用了两次，以长行形式复述了两次，

每次都是将整个偈颂（也包括后两句）当作正面观点予以引述。

《大智度論 · 序品》 卷 1：

以是故，不应作是难：“谁闻声？”佛法中亦无有一法能作、能见、能知。

如说偈：

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此第一甚深，是法佛能见。

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说。b

卷 8：

譬如幻人相杀，人见其死，幻术令起，人见其生。生死名字，有而无实。

世界法中实有生死，实相法中无有生死。复次，生死人有生死，不生死人无生死。

何以故？不生死人以大智慧能破生相。如说偈言：

佛法相虽空，亦复不断灭，虽生亦非常，诸行业不失。c

a　 该颂的梵本及笔者译文见前文第三节。

b　 《大正藏》第 25 册 , 第 1509 号，第 64 页下第 5−10 行。 

c　 《大正藏》第 25 册 , 第 1509 号，第 117 页下第 24 行 − 第 118 页上第 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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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15：

复次，佛法甚深清净微妙，演畅种种无量法门，能一心信受不疑不悔，

是名法忍。如佛所言：“诸法虽空，亦不断，亦不灭；诸法因缘相续生，亦

非常；诸法虽无神，亦不失罪福。”一心念顷，身诸法、诸根、诸慧，转灭

不停不至后念，新新生灭，亦不失无量世中因缘业。诸众、界、入中皆空无神，

而众生轮转五道中受生死。a

《大智度论 · 往生品》卷 38：

复次，佛法中诸法毕竟空，而亦不断灭；生死虽相续，亦不是常；无量

阿僧祇劫业因缘虽过去，亦能生果报而不灭，是为微妙难知。b

由此可以判断，罗什将 17.20 颂“洗白”，是一贯地有意为之，而非出自偶然。这

种批判断见的肯定进路没有出现在龙树著作之中，却在罗什所译《中论》和《大智度论》

中被建构出来，应是反映了罗什本人的意见或其在印度、中亚的师承传统。c

罗什的这一做法对汉传佛教影响深远。笔者略做搜寻，列出一个后世文献中引用

17.20 颂的不完整列表：

吉藏（549-623）:《中观论疏》（见《大正藏》第 42 册，第 1824 号，第

116 页上第 16 行始，第 121 页下第 18 行始）

智顗（538-597）: 《摩诃止观》（见《大正藏》第 46 册，第 1911 号，

第 15 页下第 12 行）

灌顶（561-632）: 《观心论疏》（见《大正藏》第 46 册，第 1921 号，

第 599 页上第 8 行）

澄观（738-839）: 《华严经疏》 (《大正藏》第 35 册，第 1735 号，第

607 页下第 20 行 )、《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大正藏》第 36 册，第 1736 号，

第 612 页上第 7 行）

吉藏的《中观论疏》是对什译《中论》的复注，其中已注意到什译《中论》对

17.20 颂后两句理解的矛盾之处，所以为该颂后两句提供了两种理解，一种为论主正答，

a　 《大正藏》第 25 册 , 第 1509 号，第 170 页中第 4−13 行。

b　 《大正藏》第 25 册 , 第 1509 号，第 338 页中第 16−19 行。

c　 这点足以证明《大智度论》与《中论颂》不是同一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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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为敌方观点。a除此之外，上述诸家都将 17.20 颂整体视作对中道的阐扬。

八、理论重建的依据

应该看到，《中论颂》中激进的否定立场及其对因果相续理论的批判，也并非完

全没有反映在什译之中，而罗什围绕 17.20 颂所做的理论重建，承许了不常不断的因果

相续，形成了明显的内部不一致。然而这点似乎并未对汉传佛教的读者造成困扰，前引

吉藏对 17.20 颂的释文中出现了“二谛中道”的提法，也许提供了一点线索。在二谛的

理论框架之下，否定进路与肯定进路之间的矛盾变得并非不可调和：从世俗上讲因果相

续是有，从胜义上讲这些又都不存在。这种二谛理论可以进一步与中道结合起来，在同

为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和《成实论》中已有鲜明体现：

《大智度论 · 序品》卷 31（《大正藏》第 25 册，第 1509 号，第 288 页

中第 5−6 行）：

以世俗谛故有，第一义故破。以俗谛有故，不堕断灭中，第一义破故，

不堕常中。 

《成实论 · 身见品》卷10（《大正藏》第32册，第1646号，第316页下第10−11行）：

若第一义谛故说无，世谛故说有，名舍二边行于中道。

然而，这种将中道立于二谛的做法并不见于龙树的《中论颂》，也不见于《无畏

疏》《佛护释》两部早期注释。据前揭拙文《中道立于一谛还是二谛？》所考察，这

一理论在现存《中论颂》注释传统之中首次出现，是在6世纪时清辨的《般若灯论》之中。

自此以后，这种通过世俗上肯定缘生以远离断见的理论表述，成为中观派对中道的“标

准解释”。

九、批判断见的两条进路

综上，《中论颂》的梵文偈颂将断见定义为“先有而后无”，其对断见的破斥集

中针对“先有”，主张一开始即不应预设任何的“有”，自然无所谓“后无”。《中论颂》

a　 《中观论疏》 卷 8（《大正藏》第 42 册 , 第 1824 号，第 122 页上第 7−13 行）：“业果报不失”者，下半二

意。一者，明业具二谛故不断常，令果报不失，无有别不失法持业令不失。盖是如来依二谛说法，故云此是佛所说。二者，

若依下长行释，上半正明业是二谛故不断常，此是申中道正义，即是对偏之中。下半破邪义，汝不知二谛中道，言有不失法，

谓是佛所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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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多处明确反对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纯以否定远离断见的进

路。

与这一否定进路形成鲜明对比，什译《中论》之中发展出一种肯定进路。15.10 颂

梵本的意思是“说不存在是断见”，罗什译作“定无则著断”，其后的释文也以违反相

续为理由而指责断见。这些都暗示出一反本质主义立场：应批判的断见是“定无”——

绝对化的、扩大化的、拨无因果的“无”，而有生有灭的、不常不断的因果相续则应

予以承许。这一立场在罗什译本对 17.20 颂独特处理上得到了确认。该颂主张一种不常

不断的延续之法以保证业果不失，诸家注释都以之为反面教材，只有罗什所译《中论》

将之当作论主主张，同一做法在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中出现了四次，足以证明是其一

贯立场。

经罗什译传之后，以肯定缘生远离断见的理论在汉传佛教中扎下根基。罗什所译

的《大智度论》和《成实论》中出现了依二谛立中道的理论端倪。二谛框架可以被用来

调和龙树的否定进路与罗什的肯定进路之间的矛盾。然而这种用途的二谛理论不见于龙

树的《中论颂》及其早期两部注释——《无畏疏》和《佛护释》，迟至 6 世纪才出现在

清辨的注释之中，是后世的理论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