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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与唯识学关系问题考析

——读《〈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书后

姚彬彬 a

 

【摘要】熊十力与佛学关系问题学界历来颇多争议，很多佛教学者认为其“误解”

或“误读”了佛教唯识学的基本理论，本文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熊十力

在其思想发生“由佛入儒”的转变之前，其对于唯识学的研究已有很高造诣，得到当时

该领域的权威欧阳竟无与支那内学院同仁的认可；其次，在 1943 年熊十力与吕澂的论

辩中，二家之分歧属于诠释视角和方法立场上的差异，不宜强分轩轾；再次，熊十力指

责唯识学存在不少理论缺陷，其致思方向与其对“本体”的独到理解有关，而并非是“误

读”唯识学；最后，熊十力于佛教颇受华严宗、禅宗学说的影响，这不仅是其对唯识学

发生质疑的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其“量论”难以完成的内在思想根源。

【关键词】熊十力；佛教；唯识学；儒佛会通

一

笔者约自 20 年前初涉佛学门径，熊十力先生所著《新唯识论》是当时仔细读过的

书之一，获益甚多。后来又读到熊先生在 1943 年与佛学大家吕澂论战的往复函稿（题

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学力所限，当时并不能读懂太多，虽震于吕澂先生娴熟的佛

教文献功底，却也对其论战中表现出的偏狭刻薄之文风颇感不喜。但看后来的佛学界人

士对这场论战的评价，大多倾向于吕澂一方，但笔者心中则一直存有若干疑问，觉得吕

先生虽然文献娴熟，旁征博引，但纯就方法论而言，因其逻辑的跳跃性，也颇有似是而

非之处，于是专注于此问题数年，发表了《本觉与本寂——吕澂先生的禅宗研究》一文

（见《法音》2008 年第 8 期），提出了吕澂先生治学，好用“相似性”论证“相关性”，

但其中较为欠缺历史逻辑上的“必然性”这一基本看法。简言之，熊十力在当时虽因为

a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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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吕澂先生那么娴于文献，看似落于下风，但却不能就此简单论定他的看法是错误的。

今之不少佛学学者（尤其是一些专治唯识学的学者）坚持认为，熊十力“误读”了、

甚至“不懂”佛教唯识学，其实这往往是带有一些门户色彩的偏颇之论，缺乏公允性，

正如也有不少学者因为胡适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文化贡献评价较低而深致不满，

而欲连他的禅宗史研究也一并进行否定的情况一样。其实胡适对中国禅宗史筚路蓝缕

的研究贡献，在中外学界是公认的，我们可以说胡适先生“不信”甚至不大尊重佛教，

却绝不能说他“不懂”佛教。熊十力先生与佛教唯识学的关系，亦应作如是看待。近读

黄敏博士的新著《〈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亟感深获于心，是一部能够正确

和公允评价熊十力佛学思想的优秀作品。

何以说不能简单论定熊十力先生“误读”或“不懂”唯识学？其实这从最基本的

史实记载就能得到答案。1920 年至 1922 年间，熊十力在当时的佛学重镇南京支那内学

院师从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习唯识，在支那内学院的三年中，熊十力终日沉潜苦读

佛教三藏的浩瀚经卷，希图“追寻玄奘、窥基宣扬之业，从护法诸师上索无著、世亲，

悉其渊源，通其脉络。”a 那时候他与同门“上座”吕澂一样，都还是唯识学的忠实

信奉者。熊十力在当时对唯识学的主要典籍，若《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成唯

识论述记》《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因明入正理论》，以及大乘空宗的《大智度论》《大

般若经》等，均反复再三研读，一些重要的段落几乎可一字不漏地背诵。“熊十力在内

学院学习异常刻苦。内院弟子中数他最穷，据说当时他只有一条中装长裤，洗了之后要

等它干了才有穿的。他起初并不为人重视，后来欧阳大师听说蔡元培先生为他的书（引

者按：指《心书》）作序），才找他要稿子看。熊氏请欧阳先生看他写的学佛笔记，欧

阳先生阅后才刮目相看。”b后来在 1922 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委托梁漱溟赴内学

院，帮助遴选一位合适的人来北大讲授唯识学。梁漱溟本想邀请欧阳竟无最器重的吕澂，

但欧阳将吕澂视为接班人，坚决不放，于是改请熊十力，熊先生后被北大聘为“特约讲师”

（1943 年改为特聘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北大长达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从这一经历可见，梁漱溟在邀请吕澂不成的情况下而邀请熊十力，应该是在欧阳

竟无对熊十力的学问相当认可的条件下达成的——吕澂先生自然是欧阳竟无最器重的

首席弟子，但当时熊十力也是欧阳竟无比较赏识的弟子之一。熊十力于 1921 年在内学

院学习时已开始撰写《唯识学概论》一书，后来成为他在北大讲授唯识学的讲义，此书

原原本本的绍述唯识学的思想体系，1925 年的内学院年刊《内学》（第二辑）中所刊

a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见《新唯识论》，上海：上海书店，2008 年，第 113 页。

b　 郭齐勇：《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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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熊著《境相章》即《唯识学概论》中《境识章》的大部分内容。a可见熊十力在其

思想发生转变之前，他的唯识学造诣已经得到了当时学术同仁的相当认可。此外，熊十

力对于与唯识学密切相关的佛教逻辑“因明学”也造诣极深，其在 1926 年出版的《因

明大疏删注》一书，对于唐代窥基篇幅浩繁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一书择取精华，删去

烦冗，并有以增补，该书迄今在因明学界评价仍然极高，为斯学的必读书之一，被誉为“删

其当删，注其当注”的精心佳构。这些情况已可说明，如果贸然断定熊十力“误读”或“不

懂”唯识学，那只能说是对熊十力的平生学术情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不过，由于吕澂先生对于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恩怨自始至终耿耿于怀，其在晚年（1983

年）的回忆仍说：“另有熊十力，他不是内学院的人，但却由人介绍住在内学院里面，

经常问学于欧阳先生。他的《新唯识论》就是住在内学院时期写的。我们当时曾开玩笑

叫他是‘外道’。”b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撰述是在

北大任教多年后思想发生转变时才开始撰写（于 1932 年出版），在内学院时候他还衷

信于唯识，怎么可能被同学说成是“外道”？至于说熊先生“不是内学院的人”，那就

更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不仅熊氏的作品都在内学院的同人刊物上发表了，另据他们的同

门李安在 1986 年时的书信中回忆，明确说：“熊十力先生是内学院老同学”c。

二

熊十力与以支那内学院学术群体为代表的佛学界的决裂，发生在他的代表作《新

唯识论》出版之后，这是一部标志他思想正式转向“摄佛归儒”的作品，他仍然借用唯

识学的术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基本宗旨则转为归心于中土《周易》的天地生生

之大德。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熊先生认哲学（即玄学）以本体论为中心，而又认本体

与现象决不能割作两截，当为一而二、二而一之观照。《易》之兼交易与不易二义也，

《庄子》之齐物论也，华严之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也，皆不能以超现象之本体说明之。

于是立转变不息之宇宙观，而拈出翕辟二字，以写照相对与绝对之一致。夫翕辟二字，

《易传》所以说坤卦广生之义，本分配于动静两方。而严幼陵氏于《天演论》中附译斯

宾塞尔之天演界说，始举以形容循环之动状，所谓‘翕以聚质，辟以散力，质力杂糅，

相剂为变’是也。熊先生以《易》之阴阳、《太极图说》之动静，均易使人有对待之观，

故特以翕辟写照之。”d此即《新唯识论》核心理念“体用不二”“翕辟成变”之立义。

a　 参见景海峰：《熊十力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65 页。

b　 高山杉：《一份新发现的佛学家吕澂的谈话记录》，见《南方都市报》2017 年 5 月 21 日。

c　 https://www.douban.com/note/324572283/

d　 蔡元培：《新唯识论序》，见《熊十力全集（卷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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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的《〈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称这种思想特色为“儒佛会通”，但这不是

对等关系的相互比附的会通，而是树立了主体性的会通，是立足于儒学的本位，来吸纳

和消化佛学。

黄著于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后与内学院诸君的论辩过程有细致的爬梳，谓：

第一次辩难始于1932年《新唯识论》文言文本造出，内学院刘定权（字衡如）

率先做《破新唯识论》，并刊登在当年 12 月《内学》第六辑，欧阳竟无亲自作序，

谓熊十力灭弃圣言量，乃愈聪明愈逞才智，愈弃道远，明确表示对《新唯识论》

的反对。之后，熊十力次年二月即写出《破破新唯识论》以答刘定权，坚决

维护己说。此后欧阳竟无在 1937 年 4 月的《答熊子真书》，1939 年 7 月的《答

陈真如书》《再答陈真如》书中也发表了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一些看法。

熊十力与内学院门人的第二次争论起因于 1943 年欧阳竟无逝世，吕澂致

信熊十力商量悼文事宜。而熊十力回信附上题为《与梁漱溟论宜黄大师》一文，

对其师欧阳竟无的学问从闻熏入手表示遗憾。并在回信中自称侍师日浅，思

想又不纯属佛家，“即为师作文，恐难尽合”，况且悼文纪念等时俗恐与欧

阳竟无大师之名不合，可免阿谀之词，切勿效仿云云。吕澂即回信维护尊师，

双方就闻熏入手展开来往书信争论，其中熊十力紧紧围绕其《新唯识论》旨

意辩驳，显然借闻熏修证工夫来发挥其《新唯识论》改造佛说之意，以续第

一次争论中未决之疑难。而吕澂则站在唯识学的角度批评熊十力返求实证说，

将其归入《大乘起信论》等伪经、伪论非佛说之一流，将批评范围扩大到对

中国佛教如来藏系的台、贤、禅三家，大有非唯识学不得为佛说之势。

第三次则是在 1944 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造出后，王恩洋阅其《新唯

识论问答》而概论其思想，于当年 6 月即作文评议其不当，对《新唯识论》

语体文本的流行表示担忧。可谓接续前两次内学院门人对熊十力批评未完之

志。而熊十力对此文未作明确回应。a

就笔者对以上提及的有关著作的阅读印象，最早的刘定权氏所撰的《破新唯识论》

等，由于其思辨深度不高，所论多出于护教情结，颇有些“为否定而否定”的味道，学

术价值有限，黄敏著中认为：“刘定权主要用归谬反问法。即按熊氏之说姑且举例，由

例证推导出其自身不能自圆其说”，但时时“将哲学讨论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因而“对

《新唯识论》的思想主旨并未完全把握，有任意裁割之嫌。”b这一评价相当准确到位。

a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19-220 页。

b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21-223 页。



唯识研究（第九辑）

128

吕澂先生则是熊十力平生之学术劲敌，他们的论战当然也是火花四溅，精义迭出，

黄敏认为这一论战“两人有直接交锋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闻熏实践或者返本还源的

工夫修养问题，二是《新唯识论》所属是否为伪经伪论一流的分判。”a这一概括也是

基本符合实际的。此外，熊、吕之争讨论的具体问题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二人治学基本

方法论的原则性分野：熊十力倾向于使用“本体论”“宇宙论”等来源于西方哲学的概

念来诠释佛学（当然在概念的使用上，他又有自己的“创造性诠释”）。吕澂则坚持认

为佛学中并无所谓“本体论”等观念，并认为西方哲学此类之说为“俗见”，他对熊

十力说：“俗见本不足为学，尊论却曲意顺从。如玄、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等云云，

不过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逾此范围，宁即无学可以自存，而必推孔、佛之言入其

陷阱？此发轫即错者也。”b熊十力则针锋相对地回复：

西人治学，析类为精，玄哲与科学，不容漫无分别，未可以俗见薄之也。

且言在应机，何可自立一种名言，为世人之所不可共喻？世人计有万象森罗，

说名字宙。吾欲与之说明是事，是否如世人之所计着，则不得不用宇宙论一

词。世人推原宇宙而谈本体，吾人与之说明是事是否如世人之所见，则不得

不用本体论一词。……犹复须知，本体论、宇宙论等名词，儒佛书中虽不见，

而不能谓其无此等意义。即如宇宙论一词，若不包含本体论在内，则只是对

于万象界予以解说而已。……古今中外，凡是穷探真理的哲人，总有其关于

宇宙论方面的见地。若以此为俗见，吾不知何者为超俗之见也。本体论一词，

不容不立，准上谈宇宙论一词而可知。从来哲学家谈本体者，其自明所见，

尽有各不相同，然而都以穷究宇宙本体为学。……如果说天下有一等学问，

于所谓宇宙论、本体论等者，杳不相涉，如来教所云，逾此范围宁即无学云

云者，吾真不能想象此等学问，究是讲个什么。如果说要归到人生，人生对

于世间的观念如何，就是其对于宇宙论方面的见地为如何，更是其对于本体

论方面的所见为如何。c

吕澂作为一个以佛学为本位立场的教内视野的佛学家，当然认为佛学研究是一个

自洽自足的自我诠释体系，其方法实导源于乃师欧阳先生提出的所谓“结论后之研究”，

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所谓之“义据批评法”，意思是先判定义理之正谬再作考据

研究 d，因此必以佛学（尤其是唯识学）本身为无上之真理，必高踞其他学问（如西方

a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30 页。

b　 熊十力：《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24-25 页。

c　 熊十力：《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28-29 页。

d　 参见姚彬彬：《理性与正信——略论内学院一系佛学的修学观》，见《法音》2009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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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中国的儒、道思想）的地位之上，故称佛学之外的一切学问都是“俗学”。熊十

力则认为，凡是对人生宇宙之真际问题有所思考，追求之问题总无非是纷然杂陈的现象

世界背后的真实（或本质）情况是什么，这种思考的得出结果无论为何，都属于本体论

和宇宙论的范畴。即使如佛教坚信世界背后没有一个主宰性的“本体”，在熊十力看来，

这种所谓“没有本体”的说法，本身就是佛教对于本体论的一种意见。由此可见，熊十

力理解的“本体”的意思，即现象界背后隐含的真实情况，而非一定是说有实体性和主

宰性的东西才叫“本体”。

其实哲学领域的种种纷争，古今中外多属此种情况：即对立的双方围绕着一个或

几个概念争论不休，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往往导源于双方对相关概念的“前理解”本来

就是大相径庭的。熊十力与吕澂等内学院派佛学家的争论，其核心处其实正是对“本体”

这一概念“前理解”的根本差异。

对于这一情况，黄著也有敏锐的察觉，其谓：

就体用关系上而言，由于佛教之体并非熊十力的哲学本体、宇宙本体，

而是在一切诸法存在条件、本质根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缘起诸法之相。……

佛教体相用不二可以说相当于熊十力所谓本体与其称体之用之间的不二，非

本体与现象的不二。就体用不二这种表述均存在于儒佛两家而言，具体的内

容表达上还是有差异的。而熊十力更多地强调宇宙本体，佛教更多地泛指诸

法法体，即使在真如理体的表述层面上，也不存在真如有能生万法之用一说。a

类似这种辨析哲学概念之间微妙差异的把握，在黄著中所见不少，体现了作者敏

锐细致的治学风格和较为卓越的思辨力。不过，著中偶尔也出现了诸如“熊十力对唯识

学方法论上的误解”“对种识关系的误解”b等说法，这则是笔者不尽赞同的，克实而

言，这都是诠释视角和方法立场上的差异，说是“误解”则恐有过当。

三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著作对佛教唯识学（主要是从护法到玄奘一派）的理论批判，

一直主要围绕着两个基本观点而展开，都与他对“本体论”的思考有关。

首先，熊先生对唯识学核心理念“种子”说极表不满。他在著中指出：

种子的含义，就是一个势力的意思。他所以叫作种子，因为他具有能生

a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64 页。

b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49-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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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用之故，世间说麦和稻等等都有种子。旧师大概把世间所谓种子的意义，

应用到玄学上来，而臆想识的生起，由于另有一种能生的势力，遂把这个势

力名叫种子。但旧师所谓种子，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他认为种

子是有自体的，是实在的，是有生果的力用的。……总之，个别的种子，个

别亲生各自的果，所以，他定因缘的义界，特别扼重亲生自果一义。因为他

的种子是多元的，若不是各自亲生各自的果，岂不互相淆乱吗？……这是他

的根本错误。至于以种子为识的因，以识为种子的果，因果判然两物，如母

亲与小孩，截然两人，这种因果观念，太粗笨，是他底玄学上的一种迷谬思想。a

熊先生更认为：“他们无著派的种子说，全由情计妄构。易言之，即依据日常实

际生活方面的知识，来猜测万化之原。如此而构成一套宇宙论，自不免戏论了。他们

所谓种子，也就是根据俗所习见的物种，如稻种、豆种，等等，因之以推想宇宙本体，

乃建立种子为万物的能作因。这正是以情见猜测造化，如何应理？据他们的说法，种子

是个别的，是一粒一粒的且数量无穷的。轻意菩萨《意业论》云：‘无量诸种子，其数

如雨滴。’这无量数的种子，不止体类不同，还有性类不同。”b由熊氏所论可知，他

之所以批判唯识学“种子”义，在于以“种子”把本体析为无数多元，显得支离破碎。

这种批判视角，颇类似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指责，亚里士多德

认为，柏拉图在说明一具体事物的原因时，却寻找一个与之分离的另一个事物作为它的

原因。也就是亚氏所说的“那些把理念当作原因的人，首先设法把和存在物数目相等的

另外的东西当作他们的原因。”c这样，有多少个具体事物就应该与之数量相当有多少

个分有的理念。从熊先生的角度去看，唯识学的种子的“性类”“体类”的无数划分，

亦面临这种“一物一本体”的问题。

关于此无量无数多的“种子”的究竟来源，在熊先生看来，唯识学的解释亦颇有问题。

唯识学认为，“种子”的缘起，是众生无明业力不停息的“现行熏习”，而熏成新种而后，

种子也同时成了“现行熏习”的发起原因，如是循环不已，构成人生与世界存在的根本

原因。这种“种子生现行，现行复生种子”的理论，在熊氏看来，则是把本体与现象截

然打成两段的一种二元论的伪命题。

其次，熊先生尚认为唯识学所立种子为本体，不仅这本身“可以说是多元论或二

a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见《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80-281 页。

b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见《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23 页。

c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50 页。



熊十力与唯识学关系问题考析

131

元论”a，在唯识学的整个体系上，又犯了“二重本体”的过错，熊氏指出：“为什么

要说他们有宗有二重本体呢？他们既建立种子为诸行之因，即种子已是一重本体。然而，

又要遵守佛家大乘一贯相承的本体论，即有所谓真如为万法实体。”b这样，在熊先生

看来，唯识学处理“种子”与“真如”的关系，亦是颇颟顸不清的。

上述观点，在正统的佛教人士看来，当然是离经叛道的，因为他们就不承认佛教

有所谓“本体”，觉得熊十力是把“本体”这一观念硬套到了佛教的身上。《〈新唯识论〉

儒佛会通思想研究》书中所总结的周叔迦对熊论的反驳，其观点有代表性：

周叔迦认为，熊十力的根本问题在于错解唯识学的种子说、真如论，同

时废弃因缘义，妄建本体，沦为外道。熊十力认为唯识学种子论是一种集聚说，

这一点为周叔迦所承认，但种子现行的集聚义为了解释缘起，在因缘法中立

如是体用关系，是就依他起立一切法，“所谓因缘者，相生为义。如彼世间，

种能生果，果还成种，循环无已。是故种子即是习气之异名，与阿赖耶识，

不一不异，不惟心从种生，一切现行，皆从种生。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

缘识，此识即是种子识。以此识因缘名色六入受等，故名种子。又以此识从

过去无明行因缘而有，故名习气。若谓非从种生，则无一切因果十二因缘等”。

所以，种现关系，种识关系无非是依他起上显示缘生的道理，若陷入佛教的

名相分析中，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岂不是将宇宙人生割裂成五片十二片自相矛

盾。若在此基础上强加本体，则是横生增益谤。这一切皆“因由执体为实”，

立宇宙一体却不知体义说既不固定，则应为权变说法，不应又执定体，反批

唯识有执体，遂执其一端而攻其余，才有二重本体之论。c

吕澂更曾明确提出：“实则佛教从无本体之说，法性法相所谓真如实相者，不过

为其‘转依’工夫之所依据。”d实则，佛教的“真如”一词，在不同宗派中意义颇有

差异，吕澂之论是就玄奘一系的唯识学而言，他所说的“转依”一词本也是唯识学的特

有概念。

至于如何评判熊十力与佛教界人士的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首先取决于对“本体”

这一概念的判释，如前所论，这一点在他们之间本身就是大相径庭的；此外，又涉及不

同诠释立场的问题，熊十力认为唯识学的“种子”和“真如”都有一定本体性，是因为

a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见《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27 页。

b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见《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27 页。

c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29 页。

d　 吕澂、柳诒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审查书》（姚治华整理），见《汉语佛学评论》（第 3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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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识学说法中种子“具有能生的力用之故”；至于“真如”，吕澂先生也说到，这是

唯识学修行的“工夫之所依据”，是唯识家悬置起来的，以之为“法尔如是”的绝对真

实状态的描述。但从熊十力的视角看来，这种对“真实”的描述，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本

体”。

就此而论，吕澂等唯识家所理解“真如”这一概念，实与康德哲学的“物自体”(Ding 

an sich) 有一定类似性，都是一个被悬置起来的“虚位”的绝对真实——研究康德哲学

的学者大抵不会承认“物自体”就是“本体”（Nounmenon），因为在康德的著作里面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但是，如果从熊十力对“本体”一词的界定出发，说“物自体”这

一概念也有一定本体性，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故熊十力对“真如”的理解，亦不妨作如

是观。

对于一种哲学体系，立足于其体系内部来进行自辩，与立足于外部进行“中立”

性的剖析，立场不同，结论也往往自然大相径庭。熊十力说唯识学的“种子”是本体，

但唯识家也可以从其教义中的“种子”与“现行”循环互生的关系上来辩解其并非本体。

20 世纪佛学史上也有与之类似的争论，印顺法师平生判定佛教的“如来藏”观念是受

到了印度婆罗门教“金胎说”的影响而形成的，谓：“如来藏说的兴起，是‘大乘佛法’

的通俗化。如来，也是世俗神我的异名；而藏 garbha 是胎藏，远源于《梨俱吠陀》的

金胎 hiraṇya-garbha 神话。”a所以认定“如来藏”也有一定本体或实体性，违背了佛

教的最初宗旨。此说亦引发数十年的轩然大波（至今未息），因为主张如来藏教义的佛

教人士（如天台、华严、禅诸宗），当然也可以从他们自身教义传统的“如来藏”是“空

性”的种种说法来进行反驳。由立场之别而引发的观点结论之歧义，实则“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吾人都应该给予一定“了解之同情”，而未必要强分轩轾。

虽然，思想转变之后的熊十力，对于唯识学的思想体系甚表不满，但这却不等于

表示他否定了一切佛教学说，当时佛教界的太虚法师已敏锐地察觉到，《新唯识论》的

体系，虽旨在颠覆唯识，却恰恰与在唐代便与唯识学针锋相对的华严学异曲同工，他指

出：

顷熊君之论出，本禅宗而尚宋明儒学，斟酌性、台、贤、密、孔、孟、老、

庄、而隐摭及数论、进化论、创化论之义，殆成一新贤首学。b

在太虚看来，熊十力既然不满于唯识学系统，自然应与中国传统的“如来藏”一

a　 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见《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第 34 册，新竹：印顺文教基金会光盘版，2006 年，

第 162 页。

b　 太虚：《略评〈新唯识论〉》，见印顺编：《太虚大师全书》25册，新竹：印顺文教基金会光盘版，2006 年，

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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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华严、天台诸宗义理有所契合。后来学者石峻先生更详论说：

（熊十力思想）比较接近于华严宗“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心”的所谓“了

义实教”。唐代华严宗又多注意研究可能是中国人创作的《圆觉经》。至于

华严与唯识之争，则源远流长，甚至同是玄奘门下的窥基与圆测就有不同的

理解，而华严宗大师法藏一贯反对唯识宗的学说，更是非常明显了。同样也

可能是中国人创作且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乘起信论》一书，也主张“一心二门”

（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可见同华严宗有类似的思想倾向。历史上这些

反对唯识宗的思想，可能对熊先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a

太虚谓熊氏思想为“新贤首学”，冯友兰则谓：“熊先生的《新唯识论》直接向

《成唯识论》提出批评。这同法藏退出玄奘的班子有同样的意义。”b对于包括华严宗

在内的所谓“中国化”佛教宗派，熊十力的平生著作中一直有较高的评价和更多的认同。

黄敏的著中对此问题也有其独到的阐述，在前贤论定熊十力思想倾向于华严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其与禅宗的亲缘性，认为“熊十力综合了儒佛两家各自的优点，但在闻熏修证

和返本还原这两种方法上仍以突出返本还原为主”，“在对心与性关系的论述上熊十力

大量引用禅宗语录，表现出与如来藏系特别是禅宗心性思想更为接近”c云云，这都是

十分精到的看法。纵览熊先生平生为人风骨，任情使气，遇事便发，喜怒随心，宛如赤子，

确实有些禅者气象。

四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完成后，一直有计划再完成一部《量论》（佛家把知识论称作“量

论”），并将《新唯识论》视为“境论”，而《量论》则为《新论》之续篇。但穷其一生，

《量论》终未完成，他亦时时念兹在兹，以“量论未作”为“极大憾事”d，并多归诿

于“年既老衰”而精力疲困这类原因。

因此，后来研究熊十力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有对熊先生“量论”思路的种

种分析和推测，也有不少专门的论文探讨此问题。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则有所不同，熊

十力平生创作欲相当旺盛，晚年时思想也仍然保持非同一般的活力，如果他确实把这个

a　 石峻：《熊十力先生的思想道路》，见《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

第 55-56 页。

b　 冯友兰：《怀念熊十力先生》，见《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 31页。

c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7-8 页。

d　 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84 页。



唯识研究（第九辑）

134

问题思考清楚了，是不可能不写出来的，所谓“精力疲困”云云，只能视为一种托词，

若立足于他的“体用不二”论这一基础性前提去思考，“量论”之难以完成，恐怕真实

原因是导源于他思想体系中的内在悖论。

所谓“体用不二”，即在超越世俗思维的观照中，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浑然同体、

本心良知与世间森罗万象完全打成一片的吾人内在境界的直观呈现。熊十力平生常言

“吾学贵在见体”，在“见体”的状态下，本体即境界、即工夫，类似于禅宗所言的“当

下即是、立处即真”，“不假修证、不假外求”的刹那间的悟解。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

曾回忆到乃师与冯友兰讨论“良知”问题时的情况，给他极大的精神震撼：

有一次，冯友兰往访熊先生于二道桥。那时冯氏《中国哲学史》已出版。

熊先生和他谈谈那，并随时指点说：“这当然是你所不赞同的。”最后又

提到“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

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冯氏木然，不置可否。这表示：

你只讲你的，我还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

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a

此之所谓“呈现”，实类似于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的“直觉”（intuitionism），

是一种生命境界之当下朗然现前，是语言所不能形容的状态，故禅家有所谓“言语道断，

心行处灭”之说，此之谓也。而佛教的知识论也就是“量论”，将知识分为“现量”和“比量”，

“现量”为感性直观知识，“比量”则为推理知识。熊十力所谓之“呈现”自然属于“现

量”的范围内，但现量又是脱离和超越语言的，佛教认为吾人观照某事物之当下一刹那，

此属于“现量”，但下一瞬间出现了思维认识，则就已经变为“比量”了。由于“现量”

之不可言说，所以佛教文献对“量论”的阐释，多是只对其进行了一些分类和简单的界定，

而重点则在于对“比量”的研究分析，形成了一套与西方形式逻辑有些类似的“因明学”

体系。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观照境界当然自是不可言说的“呈现”，也注定了很难

用知识论的语言系统去进行细致的描述和表达，《量论》之所以写不出来，恐怕也正是

这个原因。

黄敏在其著中对于熊十力先生倾向于“反本还原”的认识论与类似于禅宗“顿现

本心”之处亦有着力阐发：

就熊十力的返本还原说而言，他一方面对禅宗大加赞赏，在顿现本心上

与宗门接近，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菩提心的说法太神化，净种的发现毕竟困

a　 牟宗三：《五十自述》，见《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32 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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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所以，虽然他在妄念障蔽本心上与禅家一致，但他主要还是从本心与现

实人心合一的角度着眼，习心也属于本体显发的一面，就本体非外在于人而

言，修行工夫实自本体出，性修不二才成为可能。……从性修不二着眼，从

性即本体立言，但他对具体如何返本，如何还原的步骤没有更为深入的交代，

而仅仅停留在对为学的强调，对本体认识的重要性，使得他的返本还原论多

少缺乏了实践可操作性。a

这一判断相当准确，但可能也显得有些过分谨慎，因为，既然以熊十力对本体的

认识与禅宗的思路相当一致，就宗门之见地而言，本来就是强调“性修不二”的，所谓“利

根上智之士，直下断知解，彻见本源性地，体用全彰，不涉修证，生死涅槃，平等一如。”b

并不存在阶梯式的实践过程，本体即工夫，故所谓“步骤”和“实践可操作性”等，无

论在熊十力的思想还是禅宗的学说中，均不构成问题。

黄著在涉及熊十力“量论”问题时，提出熊氏后学唐君毅的“无定执而自超越”

论与牟宗三“智的直觉”论都是沿着熊先生思路的继续开展，但由于他们都旨在努力糅

合形而上之观照与世间科学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知识，使得这种悖论更为明显地表现

出来：

这种建构认识论的方式完全是从形上心性论引申来，知识仍没有独立地

位。其实，从心性学的建构出发，可以设问，何以非要在存有层安排科学知

识？……科学知识的发不发展，发展的程度，与哲学形上建构之间似乎没有

必然联系，不必一定要在哲学系统中安排科学地位。另外，熊十力、唐君毅、

牟宗三都不约而同的延续以佛家遍计所执性来开出科学知识的思路，但遍计

所执性本身是一宗教立场的价值判断，就执与不执本身而言，以此来证成智

的直觉的必然呈现是可能的，但以此来说明科学知识则似乎不充分。科学知

识的基础应有其物质层的客观性，不能以形上学的建构来囊括，这不应该属

于形上学建构的范畴。c

在这一方向的努力上，牟宗三的思路很有代表性，他晚年千方百计构思解决所谓“旧

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提出了所谓“二层存有论”，认为“智的直觉”可

以透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而进入现象世界，从而保有包括科学与民主观念在内的“世

a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09 页。

b　 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学佛浅说》，见《20世纪佛学经典文库·杨仁山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 233 页。

c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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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法”的合理性。他的有关构思，在哲学思辨上极尽曲折之能事，看起来相当精致，但是，

却显然落于一种思维游戏的状态（佛教称之为“戏论”），是旨在满足自身体系“自洽”

的追求，类似于一种教义信仰体系的建构，实则与现实存在问题了无所涉——这一情况

与人类生活的二重性（或多重性）有些相似，就像一位哲学家或艺术家，当然有自己

崇高的精神生活和境界造诣，但同时也都过着跟大家一样的“食色性也”的世俗生活。

这两方面是并存的，也都是不可少的，但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中硬生生

找出一种自洽的理由，来论证自己“食色性也”之如何堂正合理，这样反而容易造就出

一种虚伪性的人格。

五

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等著作是早年引导笔者学习哲学的门径之一，所以在

阅读黄敏博士的这本《〈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时，触发了笔者多年来对熊十

力佛学思想的一些思考，这篇“书评”实在有不少“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内容，

好在与作者相识多年，想必不以为忤。

黄君之著，正确提出“《新唯识论》的思想特点在会通，方法在会通，目的也在会通。

对《新唯识论》的研究要把握其会通之旨，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评判，理解其在

近代佛学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应有的意义”a——这一根本宗旨，玄珠在握，

故全书所论，切理餍心，思深意密，多所创获。在梳理前哲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

国式唯心论”这一理论概括，饶有见地，值得期许。——晚近新儒家之佛学思想，亦

是多年来笔者所关注的领域之一，深知在新儒学研究学术群体中，既娴熟于佛学义理，

又具有比较扎实的中西哲学功底者，实属凤毛麟角。就此而论，黄著实为笔者目前所见

研究《新唯识论》佛学思想的最佳作品。

a　 黄敏：《〈新唯识论〉儒佛会通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