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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学中!空观"的起源

在中国!"空# 几乎是佛教
的理论标志!"空门$ 则成了佛
教的别称!出家为僧叫%遁入空
门$! 我当年决定学习梵文!选
择佛教文献专业的时候! 身边
也有好多人说我是 "遁入空
门$& 恰恰是这个"空$!最难理
解和表述! 历史上的各个派别
争议也最大& 这里首先提一个
问题!笼统地来看!佛教中"空$

的含义是什么'

选项
!

!

""

是空
# ""

完

全不存在
$

毫无所有

选项
%

!

""

是空
# ""

是

无常!没有恒常实体"但有运动

变化#

对佛教有了解的人! 也许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

& 而事实
上!

"!

两种理解都曾经出现在
印度佛教之中& 据我考察!

"

还
更为原本一些& 在佛教传播发
展的第一个千年之中! 虽然空
的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 !但
"空$ 这个词的意义基本一致!

就是"毫不存在$& 观点
!

是公
元四五世纪以后才在印度出现
的新思想!当时是一朵奇葩!只
是后来才上升为主流观点&

这里只讨论印度佛教的情
况& 印度佛教大致可以分为原
始佛教( 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
几个时期! 这里选取其中的六
个关键节点! 根据其代表文献
对各个时期的空观做一个简要
的梳理$见下表%&

下面从原始佛教说起&

原
始佛教! 也就是从释迦
牟尼开始传教到他去世

后大约
#$$

年之间的佛教形
态& 释迦牟尼的言教是后来由
不同的部派结集流传下来& 现
在能看到的主要是两大块 !一
是巴利语经藏的五大部! 也叫
五部 )尼迦耶 * +

%&'!()

,!二是
汉 译 的 四 部 ) 阿 含 经 * +

"*)+)

,!梵语的)阿含经 *已经
不完整& 巴利语是古代印度的
一 种 俗 语 ! 佛 教 的 一 个 部
派---上座部用这种语言记录
了经律论三藏! 现在巴利语系
佛教还流行于斯里兰卡和东南
亚地区&梵语是印度的古典语!

学术标准语&汉译藏经中)阿含
经* 主要是从梵语经典翻译过
来!)长阿含经*可能译自俗语!

这些四部)阿含*分属不同的部
派&巴利语(梵语两种语言其实
比较接近! 互相之间都可以理
解! 有点像汉语的普通话和粤
语! 这两种语言的文献都是佛
教原典!汉语是译典!通过这些
材料! 我们能基本了解早期佛
教的主要思想&

这里还需说明一下 !汉语
中的这个 %空 $字 !对应梵语
或巴利语中的两个词 ! 梵语
是

#,()

和
$,()-%

! 巴利语是
./&&)

和
./&&)-%

& 以下以梵语
为例 !

$,()

是形容词 ! 意为
% 空 的 $! 相 当 于 英 语 的
0+1-(

!

$,()-%

是抽象名词!是
空的抽象性!相当于

0+1-&,0..

!

古代有时翻作 %空 $!有时也作
%空性$& 这两个词意义是互通

的!说一个东西是空!就等于说
这个东西以空性为基本属性 &

只有讨论深细问题的时候才有
严格区分的必要! 在这里我们
涉及不到那么深! 为了避免麻
烦!这里我们就说%空$!先不区
分&

!

空$ 这个概念成为佛教的
理论标签! 始于公元前后

兴起的大乘佛教时期& 原始佛
教的核心思想是%无我$+

),)--%2

),%-+),

,!%空$ 这个词虽然也
多次出现 !但大都与 %无我 $并
举! 例如释迦牟尼经常将人生
判为%无常(苦(空(无我$!他还
说有三条途径可以走向解脱 !

即三解脱门!即%空$(%无相$和
%无愿 $!而一般也是用 %无我 $

来解释这个%空$&

可以说! 原始佛教的 %空
观$就是%无我观$!观空即是观
无我& 那么这里先简要解释一
下!什么是%无我$& 所谓%我$!

按照佛教的说法!首先!%我$是
主宰! 是生命现象背后的 %作
者 $!是生命的核心基础 !主宰
生命是它的任务&其次!%我$必
须满足一个标准!即常一不变!

这点很关键!变化的(不是同一
的东西不是我& 为什么必须以
此为标准!我们一会儿还会说&

再说 %无我 $的这个 %无 $

字! 从巴利语和梵语的原文来
看!%无$和 %非 $两种理解都可
以& 有些古代汉译也确实翻成
%非我$&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
理解并没有实际差异! 因为佛
经中无我的论证过程! 往往是
逐一排除了所有 %我$ 的候选
项& 常见的套路是.一切物质(

精神的生命现象都是变化无
常(相互观待的!不符合我的定
义!不是%我$!%非我$& 这些现
象之外的东西更不可能是我 !

因为与生命现象不发生关联 !

无法完成主宰统领生命现象的
任务&这样就像是说!在这个教
室里的人都不是我兄弟! 教室
外的其他所有地方的人也都不
是我兄弟! 那么就等于说我没
有兄弟!我的兄弟不存在!我是
独生子!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即
不在屋里也不在屋外的兄弟 &

所以!普遍地非我!就是无我&

清楚了%无我$两个字的基
本含义! 我们再来看应该怎么

理解原始佛教的这一主张& 按
照佛教的说法!众生认为有我!

就会以我为中心产生贪欲和嗔
恨!就生起烦恼造作恶行!如果
觉悟了%无我$!就会熄灭烦恼!

解脱轮回!证得涅槃!成为阿罗
汉!从此不再受苦难&

很多人喜欢从心理学或社
会学角度来解释 %无我 $.这不
就是宣扬大公无私( 忘我精神
吗' 不需要拔高到哲学思辨的
高度 !大家都为人人 !不为我 !

这个世界自然变得美好! 至于
%解脱$(%涅槃$之类的说法!都
是宗教的许诺而已&

的确 !佛教主张的 %无我 $

可以说有净化人心( 净化社会
的功能!但是!释迦牟尼不是明
知有一个我存在! 而使劲说服
人们把它忘掉 !看淡 !放下 !而
是他真的认为 !根本没有 %我 $

存在& 那么这一结论是怎么得
出的呢'刚才说到!考察是不是
%我$或有没有 %我 $的时候 !依
照的标准是 %常一不变 $.我必
须是常!一旦发现物质世界(精
神世界都是无常!就是无我了&

例如.

)杂阿含经*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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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色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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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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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引文中 !%色 (受 (想 (

行(识$是佛把一切物质精神分
成的五大类!也叫五蕴& %我所$

指的是属于我所有的事物 !既
然连我这个主人都没有! 也就
没有它所拥有的任何财产&

这一点很值得思考& 为什
么我必须是常一不变的' 设定
这一标准的道理何在'

有人说! 佛教这是故意设
定一个极高的标准---%常一
不变 $!再说 %一切事物和现象
都是变化无常的$!然后把%我$

给否定了!宣布%无我$&那么问
题来了!生命的主体!为什么必
须是常一不变的' 我就把这些
各种发展变化之中的生命现
象!概括统称为%我$!这样不行
吗'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变化之
中的现象不够佛教所说的%我$

的资格!那么我可以说!我从来

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

从来没有执著过一个常一不
变!有人可以说!昨天我跟前任
女友吃饭的时候!还对她说过.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这
样的话! 我岂不是已经证悟了
无我!已经是阿罗汉了'怎么好
像哪里不对的样子'

让
我们反思一下%我$这个
观念& 人的生命现象充

满了变化! 从受精卵一个单细
胞 !变成一个大人 !从物质 (精
神上都变化巨大! 甚至找不到
相同之处!但是不论怎么变!人
们总觉得这些物质和精神现象
之中贯穿着一条轴线! 是同一
个%我$被孕育!被生出!又长大
成人 !最后还是这个 %我 $走向
死亡!万变之中有不变!至少在
这七八十年里! 总是伴随一个
不变的 %我 $的观念 !对于相信
有来世的人! 这个时间还会更
长! 他们会认为我的灵魂还可
以在其他躯壳上延续&所以!你
可以糊弄前任说 %我已经不是
当年的我了$!但是当年借给你
钱的人还是会追着你要! 不会
追别人& 对于欠债的人和放债
的人来说!变的都是马甲!不管
换多少马甲! 马甲之中总有一
个不变的东西!常一贯穿!用这
个东西可以将每一个人清晰地
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借用英语
的

&?0,-&-(

这个词来理解!所谓
身份!总是唯一的!不变的& 这
个词在哲学中也翻译做同一
性&可以说!这种同一性深植于

叶少勇

古代印度的主流的婆罗门教的思想!都是围绕一个"我#观念建立的!都在想方设法发现一个真我!

引导变化无常的生命现象落脚在一个不变的本体之上!安身立命!最终和宇宙本体和合!所谓"梵我
合一$% 而只有佛教是一个异类!明确主张"无我$% 这个"无我$是就人的生命现象而言!所以也称为
"人无我$或"无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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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在讲

"

石质文物保护方法与

案例

主讲 !何海平 !首都博物

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总

工程师"

时间 !

!!

月
!!

日
!"#"$%

!&#"$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北一

区文科楼历史学院
'$(

会议室

"

古代美洲权力的起源

主讲 ! 贾格#库珀 !

)*+,

-,,./0

$大英博物馆美洲

部主任%研究员"

时间 !

!!

月
!1

日
!$#$$%

!1#$$

地点!上海博物馆学术报

告厅

"

砥砺与琢磨"""商周

出土玉器所见制作痕迹

拾遗

主讲 !蔡庆良 !台北故宫

博物院器物处研究馆员"

时间 &

!!

月
!"

日
!'#$$%

!&#"$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

动中心

"

杰罗姆的激愤"""奥

古斯丁和杰罗姆双重皈

依的社会语境

主讲 !彭小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

时间&

!!

月
!'

日
2#"$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苑

楼
3$(

"

古代东亚的陶瓷交流

主讲 &刘朝晖 !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时间 &

!!

月
!2

日
!'#$$%

!&#"$

地点&上海博物馆观众活

动中心

"

从进步儒学的角度看

社会压迫

主讲&安靖如!

45/.6/7 -8

97+:/

$美国卫斯里安大学

东亚系教授"

时间&

!!

月
1$

日
!2

&

$$

地点 & 清华大学文北楼

"$2

教室

"

宋神宗的军事改革与

对外经略

主讲 &雷家圣 !台湾中国

文化大学副教授"

时间&

!!

月
1'

日
!&#"$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文苑

楼
3$(

人的思维之中" 深刻影响着我
们的行为#

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观
念" 它在存在世界里有没有对
应的事物呢 "也就是 $我 %这个
概念的指示对象是什么& 经过
佛教的一番考察" 上穷碧落下
黄泉" 发现根本找不到一个东
西符合这个常一不变的观念 #

物质的身体不是我" 因为这个
身体变化太大了"现在"胳膊腿
能截"心肝脾肺肾都能换"而我
还是我"不受影响# 再说精神现
象 "变化更大 "更没有一贯性 #

我把我小学毕业合照给大家
看" 也许你们能从中指出谁是
我" 而如果我把我们小学一个
班的日记本摊给大家看" 不看
名字" 我敢保证没有人能把我
的那本挑出来" 因为思想差异
太大了# 那么"除了这些生命现
象"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常一不
变的东西吗 & '证有容易证无
难%"你没找到"没见过"不能说
肯定没有# 但是佛教说"就算是
有" 这些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
世界"我完全经验不到的东西"

又怎么会是我的生命主体呢 &

这样"考察到最后发现"如此根
深蒂固的 '我 %的这个观念 "只
是个观念而已" 除此之外再也
找不到跟它一致的事物了#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佛教的
这个论证过程是不是充分有
效"是不是还有再讨论的余地"

单就这个结论来看"太恐怖了#

这就好像说" 我们把毕生积蓄
都存到了一个银行"突然发现"

根本没有这个银行" 这个银行
根本不存在" 它唯一的存在形
式是我以为它存在# 这个结论
太崩溃了(

古代印度的主流的婆罗门
教的思想 "都是围绕一个 '我 %

观念建立的" 都在想方设法发
现一个真我" 引导变化无常的
生命现象落脚在一个不变的本
体之上"安身立命"最终和宇宙
本体和合"所谓'梵我合一%# 而
只有佛教是一个异类" 明确主

张'无我%# 这个'无我%是就人
的生命现象而言" 所以也称为
'人无我%或'无人我%#

佛教从人们的固有思维之
中提炼出一个 '常一不变 %的
'我%的观念"进而分析"如果有
我"这个我必须是常一不变的"

而如果所有的事物都是无常
的 "变化的 "那就都不是 "排除
了所有有可能是我的事物 "就
是'无我%"就是'空%# 注意"这
个我是彻底地没有" 不是说否
定了常一不变的我之后" 还有
'发展变化的我%# 我必须是常
一不变"这个道理不能含糊# 无
常变化的东西"就算它有"也不
是我"更不是属于我的"因为压
根没有我# 如果一切都无常"就
压根彻底没我了# 所以"原始佛
教说我是空" 就是说我毫不存
在的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列的
选项

!

#

把刚才的讨论主线简化一
下"就得出一个原则!就'我%这
个生命主体来说" 若有" 则是
常)若无常"则无# 可以看出来"

前后两句互为逆否命题" 是完
全等价的两句表述# 这个原则
非常关键" 将有助于我们厘清
佛教'空观%的发展脉络#

大
家可能注意到了" 这里
的原则有一个限定前

提***'对于我这个主观主体
来说%+ 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客
观事物的存在" 该是怎样一番
情况呢& 佛教把事物叫作'法%"

那么一切事物***'万法%的存
在 " 可不可以还套用这个原
则***如果事物是存在的 "就
必须常一不变" 如果事物都是
无常的"就得说事物不存在# 大
家现在可能会觉着这个说法别
扭#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外
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 我们
先来看一下原始佛教中有没有
现成的答案#

据我的搜寻" 原始佛教经
典中涉及这个问题的材料极
少# 找到这样一段话可以参考!

巴利语,相应部-世间空经.

/

"# $%&'%( ")!!*+*,-.*/)++*

0"笔

者译文!

!佛说"&'阿难( 由于空无

有我及我所$所以说世间是空) *

这部短经就叫做 ,世间空
经."乍看这个'世间是空%的说
法"似乎表达了某种立场+ 但是
这里要特别注意" 说 '世间是
空%是因为'空无有我%"在巴利
语中 "'空无有我 %的 '我 %字是
第三格"与

/)!!*

'空%这个形容
词搭配" 表示 '以无什么而为
空%"汉语不太好表述"英语对应
的是'

01 123+4 -5 /-21+6789

%+那
么问题很清楚" 佛说世间空"是
说世间之中没有我"

+67/ :-;,< 7/

123+4 -5 +61 "1,5

"那么世间本身
有还是没有呢&

有人说这段话就像是说教
室里没人"所以是空的"并不是
说没有教室" 反而是暗示了教
室的存在+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来思考" 如果说这段话暗
示了世间的存在" 那么判断世
间是否存在的标准是什么& 对
于 '我 %这个生命主体 "存在的
标准很清楚"常一不变"变化的
事物都不算数+ 而世界呢"无常
变化的万法"算是有还是没有&

这段话没有给出一个标准 "在
整个原始佛教的经典中都没
有+ 不给判断标准"就等于是没
有下判断+ 所以"这段话告诉我
们两点"第一"空"就是指无我"

因为无我 "就说是空 )第二 "法
有没有& 不知道+

把上面讨论的原始佛教的
空观 "可以总结为 '一个原则 "

两个基本点%+

一个原则" 就是刚才说的
'若有"则是常"若无常"则无%"

这个原则仅仅用来指导对于生
命主体的考察" 所以还不是通
则+ 从这个原则的后一句可以
推导出'人无我%"对于这个我"

判断其存在与否的标准就是常
一不变+ 设立这一标准的道理
我们刚才也大致介绍了" 这是
人的固有思维" 我们心底确实
是这么认为的" 变化的生命之
中有一个不变的我+

基于这一原则" 得出第一
点基本判断" 无人我" 也就是

'没有我这个人%"人即是空"其
他东西爱是什么是什么" 反正
不是我" 我是完全彻底不可能
存在的+ 而第二点"外部事物"

法是否存在的问题" 原始佛教
没有交代适用原则和标准 "是
有是无 "怎么算有 "怎么算无 "

不知道+ 这个问题被悬置了+

第一点中的 '人无我%"是
佛教的最基本主张" 后来的各
派也大都遵循"不承认这一点"

就不算是佛教了+ 关于第二点
'法我%这个问题"一般说"早期
佛教认为外部世界的问题与修
行解脱不直接相关" 以实践为
主导而避免陷入纯思辨的麻
烦"所以就悬置了+ 然而"随着
佛教后来不断发展壮大" 越来
越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
系"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就不
能还是保持沉默了+

从
佛去世后大约

=>>

年开
始" 佛教由统一逐步走

向分裂" 进入了部派佛教时期
以及大乘佛教时期+ 佛教的基
本思想沿着两条道路发生分
化"一方认为有外部世界"另一
方认为没有+ 而接下来我会给
大家展示"在初期"两个方向上
的各个派别都共同遵守我们刚
才说的'若有"则是常)若无常"

则无%的原则+ 也就是说"不管
哪一方" 都认为原始佛教考察
'我 %的这一原则和标准 "同样
适用于对外部世界的考察+

部派佛教时期对于 '常一
不变%的探讨更加具体"出现了
' 自 性 % 这 个 概 念 + 自 性
/

/?*06"?*

0"既可以理解为事物
自身固有的不变的本质属性 "

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不变的自
体"即自己的存在"其基本意义
就是常一不变"天然而有"不由
造作+

用自性这个词来表述我们
的原则"就成了"'若有"则有自
性 %***如果主张外部事物是
有"就得说"这些事物有常一不
变的自性+ '若无自性" 则无%

***如果主张一切事物无常 "

没有常一不变的自性" 那么就
根本没有事物+

如果大家觉得这么说很诡
异" 我们接下来看这两个方向
上的代表他们自己是怎么说
的"是不是真的遵循这一原则+

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 是主
张外部事物是有的代表" 最初
流行的大乘佛经***各种版本
的 ,般若经 ."是主张外部事物
是 '无 %的代表 "两方大致都在
公元前后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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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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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佛教之

说一切有部!

"人空法有#

据说在佛去世以后约
!""

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
#

世纪!

在西北印度形成了一个对后世
影响很大的部派!叫作"说一切
有部#!简称"有部$%我们知道!

佛教文献分为三大块! 叫 "三
藏$!即经&律&论% 经是佛陀的
言教!律是戒律规章!论就是理
论阐释%所谓的"三藏法师$!就
是能把三藏之中的重要典籍都
背诵下来的僧人% 说一切有部
特别强调 "论 $这一文献部类 !

大力提倡独立思考精神! 通过
大量撰写理论著作! 建立起一
套庞大细密的经院哲学体系%

这个部派的代表文献是
'大毗婆沙论(! 据说是公元

$

世纪! 印度贵霜王朝的迦腻色
迦王所赞助的一个国家重点项
目!召集了五百阿罗汉用了

#$

年时间 !分析 &讨论 &汇集前人
的各种观点而写成的% 这个文
献的梵文本已经失传! 玄奘译
本约有一两百万字% 这部论中
对于无我的讨论! 已经明确将
)我 $划分为两种 !生命主体是
人我! 世间一切事物***万法
的实体是法我% "法$就是事物
的意思%有部派坚定地认为!佛
只说了没有人我!"人无我$!没
有说过没有法我!法我是有的%

玄奘译 '阿毗达磨大毗婆
沙论 (卷

%

+我有二种 !一者法

我!二者补特伽罗我" 善说法者

唯说实有法我!法性实有!如实

见故不名恶见"外道亦说实有补

特伽罗我! 补特伽罗非实有性!

虚妄见故名为恶见 " ,

&'()*+

)$,+ -./ 0121+ 203045$$

-

)补特伽罗$就是人% 可以
看出! 有部主张! 只说 )有法
我$!是)善说$!不是)恶见$!而
如果主张 )有人我 $!就是恶见
了%按照有部的理论!不能说这
个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是什么
都没有 !有些是假法 !是幻像 !

但有些是实法! 是真实存在的
事物%如果是实法!它就一定有
恒常不变的 )自性 $!于是他们

就设立很多有自性的事物 !主
张)有自性$%这显然是依着)若
有!则是常 !则有自性 $的原则
来立论!所以他们主张)法体恒
有$!)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
来都是实有-!这个部派也因此
而得名%

这种观点会面临这样一个
难题% 世间万法绝大部分都是
有生灭变化的无常现象! 这些
无常事物怎么会拥有一个三世
实有&恒常不变的自性呢.我们
看下面两段话+

玄奘译 '阿毗达磨大毗婆
沙论 (卷

!0

+又散等言!不显诸

行自性灭坏!但显诸行由无常灭

无复作用!谓有为法自性恒有!由

生相故有作用起!由灭相故无复作

用!名为散坏破没亡退" ,

&'()*+

)6$,7 -.6 #121+ #8#3$$5$1

-

玄奘译 '阿毗达磨大毗婆
沙论(卷

,8

+未来诸法来集现在

时!如何聚物非本无今有# 现在

诸法散往过去时!如何聚物非有

已还无# 答$三世诸法因性果性!

随其所应次第安立!体实恒有无

增无减 ! 但依作用说有说无 "

,

&'()*+ )$,+ -.6 #121+ !%19$15

!%83#

-

可见! 有部认为自己已经
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自性
法体一直都是实有! 从来没有
生灭变化! 我们看到的变化现
象都是)作用$在生灭% 现在的
大乘佛教话语圈! 常常听到对
小乘思想的批判! 觉得无常之
法有恒常自性的观点有些愚
蠢! 明明看到这些事物是无常
变化的! 却非要为其找一个不
变的自性实体作支撑! 还要说
这个自性三世实有! 生灭变化
只是围绕自性所现起的作用 !

这样自然会有难题% 直接主张
这些事物就是以一种无常变化
的方式而存在的!多简单明了%

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
不理解建立本体论的原则% 同
一性!身份!存在者是谁. 不找
到一个恒定不变的实体! 是没
有办法建立稳固的存在的% 存
在者须满足同一性! 它所拥有
的东西可以千变万化! 但这个
核心基点必须历时而不变 !昨
天说的那个它! 还就得是今天
说的那个它!其核心本质不变!

才能说这个东西存在了一天 %

古代印度如此! 在前期的西方
哲学中也是如此% 抛开具体理
论的正确和错误不谈 !有部思
想体系遵循 )若有 !则必有自
性$的本体论原则 !绝不愚蠢 !

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 %

它甚至都不用怎么费力来证
明 !因为这套理论与经验贴合
度高 ! 各种事物各安其位 !既
有明确固定的体 !又有变化无
穷的用%有点像所谓的科学世
界观 !事实上 !有部的理论里
面就包含了一套有一定深度
的原子论 %

有部的观点还可以用 )一
个原则 !两个基本点 $来概括 !

体现在文末的表格上% 这里的
)一个原则$就是 +)若有 !则有
自性/若无自性!则无$!注意和
原始佛教不同! 在有部这里这
个原则已经可以统摄对生命主
体和外部世界两部分!是通则%

其判断标准将常一不变具体化
为)自性$%

)两个基本点$!人是无!法
是有!也称)人空法有$%有部对
)空 $这个字眼的使用 !也基本
沿用原始佛教中的意义!指)无
我 $!所以 !空还是完全不存在
的意思%

初期大乘佛教!

"人法俱空$

几乎是在说一切有部兴起
的同时!也就是公元前

#

世纪!

大乘思潮也开始流布! 其哲学
思想的代表文献是 '般若波罗
蜜多经 (!简称 '般若经 (% )般

若$,

:;3<!"

-意思是智慧!)波罗
蜜多 $,

:";3=>?"

- 就是到达彼
岸!意思是以智慧到达最高的
彼岸 %与原始佛教和有部的经
典文献不同 !在 '般若经 (中 !

)空 $ 这个概念上升为根本主
张 ! 意义也明确为 )无自性 $

,

->@

6

AB3C@"B3

-! 这显然是针对
有部等部派在自性基础上建立
的)人空法有 $!'般若经 (主张
人法两空 !明确了 )万法皆空 $

的立场%

需要注意的是 !'般若经 (

对 )万法皆空$ 这一立场的表
述! 清晰地体现着我们前面提
到的原则的后一句+若无常!若
无自性!则无万法% 也就是说!

)万法皆空$不是在万法之上剔
除一个恒常的核心! 而是直接
主张根本就没有万法% '般若波
罗蜜多心经 (!简称 '心经 (!在
汉传佛教中影响很大! 其中说
到)五蕴皆空$时 !说 +)空中无
色!无受想行识$!也就是说!空
的意思就是没有五蕴! 空就是
无!就是没有%下面一段话说得
更为清楚%

这是玄奘翻译的 '大般若
经 (!把所有长短篇幅的 '般若
经 (都搜集全了 !有

8DD

卷 !也
就是大约五六百万字! 玄奘生
命的最后三四年中就干这件
事%这段话中佛说!将来有人比
较愚痴!想讲说般若波罗蜜多!

讲出来的却是走了样的 )相似
般若波罗蜜多$!说+)色坏故名
为无常!非常无故名为无常% $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
蜜多呢!佛说+

玄奘译 '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0第五会 (卷

114

'经典品 (+

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 不应

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 %想 %

行%识无常!但应以常无故观色

乃至识为无常 " ,

&'()*7 )6,7

-.6 $$D7 4,%C

-

类似的段落在般若经中反
复出现多次%无常!没有一个常
一不变的自性! 就是根本不存
在!)无常即是常无#!佛说+)常
无#才是 )无常 #的正确打开方
式1注意!)常无#的意思就是永
远地不存在! 根据平行的梵文
本来推断!这个)常#字是副词!

根本不存在!毫无所有%

也许大家总听说! 佛教讲
)缘起#! 似乎不否认缘起这种
生灭无常的现象的存在% 我要
说!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所
有对缘起的讲述都是为了导出
空!导出没有什么东西!而不是
为了导出有什么东西! 不是肯
定缘起的存在% 有人将这一过
程概括为 )缘起故空 #!这个说
法没有问题! 因为是缘生起来
的!是无常的 !所以是空的 !不
存在的%所以'般若经(强调)无
常即是常无 #! 没有恒定的存
在!就是不存在!因为失去了存
在的核心基础%而有人在)缘起
故空# 后面还加了一句!)空故
缘起 #!因为是空的 !所以才能
生起来%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
大家!'般若经( 中从来没有这
么说过!都)常无#了!彻底无所
有了!还缘什么起呀. )空故缘
起#是很晚才有的观点!我们稍
后会涉及%

另外!'般若经( 还有一个
特点值得关注! 其空观的表述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责任编辑! 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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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印本

右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梵文残叶

讲演

叶少勇

从原始佛教的!人空"#到说一切有部的!人空法有"#再到初期大乘佛教的!人法俱空"#再到瑜伽行
派的!言说法空而离言法不空"#虽然空掉的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但!空"这个词都是彻底不存在的
意思$人空就是指主观主体彻底不存在#法空就是外部事物彻底不存在% 瑜伽行派虽然另立了一个
离言的有#但对于众生觉知范围内的一切法#仍然主张空无所有% 这些派别对空的讨论#都遵循着一
个共同原则$!若有则常#若无常则无"%

佛教哲学中!空观"的沿革



表现出认识论视角!

玄奘译 "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 #卷

!""

"正定品 $!佛告善

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时# 遍观十方殑伽沙等

诸佛世界及诸佛众并所说法
·
自

·
性
·
皆
·
空$

·
唯
·
有
·
世
·
俗
·
假
·
说
·
名
·
字说

为世界&佛众及法$如是世俗假

说名字亦自性空 ' ( %

#$%&'(

&)"( *+) ,,-. !/01/!/2

&

"般若经$讨论一个事物是
否存在' 已经不再像有部那样
只关注是不是有常一不变的自
性' 而是从这个事物首先是一
个概念入手' 讨论这个概念是
否对应着真实存在之物'自性'

在这里除了常一不变' 同时还
是概念的指示对象' 是人类的
认知体系背后的真实存在物 (

而)般若经$主张的 *空 +就是 '

一切所认识的事物 *唯有假
名+'一切概念 '包括 *人我 +的
概念' 都没有存在物与之相对
应'没有指示对象, 也就是说'

一切事物只是你认为它有 '除
了你的认为'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实中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在文末所附的表格上'可以
看到'"般若经$空观的原则还是
*若有'则有自性-若无自性'则
无+(与有部一样'这个原则也是
通则'通吃主客世界(不同的是'

大乘佛教用的是后一种表述 '

*若无自性'则无+'由此导出*人
法两空+( 在判断标准上'"般若
经$ 说的自性有了认识论意义'

不仅仅是考察*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事物'而是把人类
的认识结构纳入考量'从概念和
指示对象的角度来考察'自性就
是恒定的指示对象( "般若经$的
两个基本点是'人是无'法也是
无'主客双泯'万法皆空( 所以'

"般若经$的空观就是*常无+'永
远没有'完全没有'连指示对象
都没有(

有这样一个问题( 般若经
的空观立场虽然明确' 但并无
论证过程(有部主张诸法是有'

因为有自性'"般若经$ 说恰恰
是因为没自性' 所以万法根本
没有(但是为什么没有自性呢.

法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不一样 '

讨论人的时候' 你可以说生命
现象都是无常的' 常的东西可
能有'但跟生命没有关联'所以
排除了, 讨论法就不能这样排
除' 因为外部世界是没有界限
的'是可以包含未知世界的,就
像争论有没有外星人一样 '你
没有见到不能说就一定没有 '

有可能他们只是还没有联系地
球' 或者只是还没有联系你而
已' 保不齐我们身边就有身份
保密的外星人, *证有容易证无
难+,有部说很多事物背后都有
常一不变的自性. 你说我从没
见过这样的自性' 我见到的都

是变化的现象' 那有可能只是
你的洞察力不够而已' 就是这
些不变的本体导演了这个变化
纷繁的世界' 这个理论模型为
什么不可能呢. 根据现在流传
下来的 /般若经 $文献 '似乎缺
少有效论证这一环,

初期中观!

"空即是中#

对*自性空+的论证过程的
需求' 开启了大乘佛教的论典
时代, 最初从事这个工作并且
产生巨大影响的' 是公元二三
世纪的印度论师龙树, 龙树是
一个传奇人物' 年轻的时候腐
化堕落'干了不少坏事'突然一
天醒悟了' 把聪明才智放到佛
教上'写了一部"中论颂$'结果
奠定了大乘佛教的理论格局 '

被称为*八宗共祖+, 大乘佛教
中人'相互之间吵得一塌糊涂'

但没有一个人曾对龙树的思想
体系有异议'能做到这一点的'

整个大乘佛教'只有龙树一人'

没有第二个人,

刚才我们说' 讨论外部世
界是不是存在'会有困境'因为
很难证明这个世界上一定没有
有部说的常一不变的自性, 这
样一个看似走不出的困境 '龙
树却发现解决之道! 既然我们
都只能通过意识语言反映和描
述真实'而不能直证真实'那么
我们就不讨论那个认识之外的
真实' 只讨论各种概念对真实
的描述和建构,也就是说'我不
讨论这世界上有什么' 我就讨
论你认为这世界上有什么 '你
的这种认为是不是可能, 这个
范围一下就有界限了' 标准也
明确了'就是你的定义,只要找
出你定义的概念体系之中含有
自相矛盾' 那么在语言的层面
就可以消解它' 就不用找遍世
界,也就是说'我们不说这世界
上有没有自性' 我们就说你所
描述的那个自性是不是能自圆
其说,我认为'这是印度哲学中
的认识论转向' 是一次哥白尼
革命,

龙树的创见就在于' 他通
过一套论证得出结论! 人类所
有能定义的概念都必然蕴含着
自相矛盾, 这里我们不讨论龙
树是怎么论证的' 是不是真实

有效'有没有漏洞,单就结论来
说' 如果证明了所有的概念都
只是错误预设的概念而已 '不
可能有真实存在的事物与之相
对应'就等于说'我们通过种种
概念所把握的世界是虚假的 '

这个世界展现给我们的样子完
全不符合真实情况' 真相是什
么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我们所
见所知一切都是假象' 我们就
是在做梦,这点也正符合了"般
若经$ 中所说的一切 *唯有假
名+的结论'"金刚经$也说'*一
切有为法'如梦0幻0泡0影( +所
以' 龙树的理论其实是 "般若
经$认识论视角的清晰化'相当
于给结论补出了演算过程(

从 "般若经 $到龙树 '自性
就是名言概念的指示对象 '那
么' 一个概念如果没有了指示
对象' 就只是个虚妄不实的想
法'没有任何事实的支持'也就
是毫无所有(所以'还是那条原
则 !若无自性 '则无 '根本不存
在( 这里引用龙树"中论颂$的
一句话!

1罗什2诸法无自性# 故无

有有相'

/)/-13

1笔者译文2于无自性诸事

物# 存在性即不可得'

/)/-13

龙树的另一个创见' 是把
/般若经$的认识论视角进一步
深化' 将大乘的空观安立于中
道之上, 佛陀曾说过要避免陷
入两个极端'要走中道'这两个
极端在哲学立场上就表述为
*有+和*无+, 在大乘思想初兴
之时' 小乘人士就常常攻击大
乘*空观+陷入了 *无 +的极端 '

是断见'是顽空,龙树就回应了
这种指责,

前面我们总说 *空+ 就是
*常无+' 是彻底的无' 还是模
糊,经过龙树的分析'就完全清
楚了'大乘佛教所主张的空'是
指示对象的 *无 +'有别于一般
描述的*无+,一般所说的*无+'

是描述一个事物的状态' 是以
事物的成立为前提 , 例如问 !

*你有钱吗. +回答*无3 +不是说
世界上没有钱这种东西' 而是
钱这个东西在我这里的状态是
无'这个 *无 +恰恰以钱这个东
西的存在为前提, 而指示对象
的 *无 +'标志一个概念的完全
彻底破产'没有前提'一开始就
压根没有这个东西' 自然就不
说它有'也不说它无'也就避免
陷入了两个极端, 例如讨论我

弟弟有没有钱' 我弟弟的钱是
有还是无'无论主张哪一方'都
是预设一个前提!*我的弟弟存
在 +'而如果我没弟弟 '自然我
弟弟的钱既不是有'也不是无'

也就不会落入*有+和*无+的任
何一方,

龙树说'你看'我说的这个
*空+' 干掉了自性这个前提'谈
不上有'谈不上无'非有非无'不
落二边'所以这就是中道, 因此
龙树的理论体系被称为*中观+,

所以 '龙树的 *中观 +就是
*空观+'不是折中'不是指示一
条非有非无的微妙的存在方
式'而是主张彻底地没有,之所
以不是一般的 *无 +'是因为一
般的*无 +无得还不够 '这个很
有意思 '断灭见 0顽空见错就
错在空得还不够 '还留有个前
提 '把这个前提也 *无 +了 '就
是中道的空 , 所以这个空 '比
无还无,

通过/中论颂$的几个段落
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1罗什2有若不成者# 无云

何可成)

因有有法故# 有坏名为无'

/4)4

1笔者译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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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1罗什2一切法空故# 何有

边&无边)

亦边亦无边) 非有非无边)

,4),,

何者为一&异)何有常&无常)

亦常亦无常) 非常非无常)

,4),5

诸法不可得# 灭一切戏论#

无人亦无处# 佛亦无所说'

,4),!

1笔者译文2若一切法皆是

空# 何者无尽) 何有尽)

何者无尽亦有尽) 何者非

无非有尽)

,4),,

何者即彼何者异) 何者为

常何无常)

何者为常亦无常) 何者又

是二俱非)

,4),5

一切所得皆息灭# 戏论息

灭而妙善#

无论何处& 于何者# 无任

何法佛可说'

,4),!

从文末表格上可见' 如果
把龙树的中观放上去对比 '会
发现各项和/般若经$都没有区
别'只是*空+含义更加明晰,

瑜伽行派!

"言说法空$

离言法不空#

龙树的这套以批破为主的
理论虽然痛快淋漓' 但在实践
和道德伦理问题上会显得有些
苍白无力,人们所见0闻0觉0知
的所有事物都是假名空妄 '都
没有存在之体' 龙树甚至说过
*佛陀+与*众生+这对概念以及
*轮回+和*涅槃+这对概念本质
也都是一样'都是空无对应的'

那么还要不要区分善恶' 如何
建立佛教的因果业报轮回 '如
何修行证果. 对这些问题虽然
龙树也作了一些回应'但是'他
的一贯风格是只说什么是无 '

不说什么是有'只说什么是错'

不说什么是对' 所以这些回应
多少有些无力或语焉不详,

在龙树身后大约一两百
年'也就是公元四五世纪之时'

印度兴起了大乘佛教的另一大
派455瑜伽行派' 这一派别与
中观在大乘佛教中并称车之两
轮'鸟之两翼(瑜伽行派有一部
最基本的论著555"瑜伽师地
论$(玄奘主要就是为了读这部
论才去的印度( 那烂陀寺的戒
贤'据说超过一百岁了'就等玄
奘来'给他讲这部论(玄奘翻译
的这部论有近

/--

万字(

瑜伽行派几乎全盘继承了
般若经和龙树的 *众生所见所
知皆是空+的思想'但在众生的
认知范围之外' 瑜伽行派主张
另立一套真实的存在模式( 于
是他们把自性分为两种!*言说
自性+和*离言自性+'进而建立
了三自性的理论框架(

*言说自性 +又称为 *遍计
所执自性 +'这里的 *言说 +'是
认知概念体系' 不仅包括理性
认知'也包括感性直觉(言说自
性' 就是指众生通过概念思维
所期望抓取的那个存在之体 '

也就是概念的指示对象' 还是
"般若经$和龙树所否定的那个
自性(瑜伽行派也认为'这个言
说自性根本没有' 众生对世间
的认知图景'完全没有对应物'

与"般若经$和龙树是一致的(

然而' 在凡夫众生的认知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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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上接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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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 瑜伽行派主张确有
真实的存在!是离言自性!也就
是人们根本指不着理解不了的
东西!超出了言说概念的范围!

但确实是有!谁知道它有呢"圣
者###佛$菩萨%瑜伽行派把这
个离言自性又一分为二! 一个
是依他起自性! 一个是圆成实
自性! 这两个自性的理论比较
复杂!这里就不解释了%瑜伽行
派说这个离言自性! 凡夫众人
根本见不着也理解不了! 但你
非要问一切都空了还有没有善
恶因果报应! 我就只能告诉你
因果的运作就是通过这些离言
自性如此如此这般实现的 !但
实际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跟
你其实说不着!因为是离言的!

你就知道有这回事就行了% 也
就是说! 虽然众生所见所知的
一切都不存在!毫无所有!但这
些虚假呈现的背后有一套真实
的运作机制! 你的每一个行为
和思想! 都会影响对这套机制
的运作! 也就会带来结果% 这
样! 既保持对眼前一切事物的
否定态度! 又有一套理论依据
可以指导修行实践% 瑜伽行派
就是因此而得名 !&瑜伽行 '即
观修的意思%

关于言说自性和离言自性
的分立!我们来看一段材料(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
萨地+卷

!"

)菩提分品+(云何菩

萨等随观察一切诸行皆是无常!

谓诸菩萨观一切行言说自性于一

切时常无所有" 如是诸行常不可

得" 故名无常# 又即观彼离言说

事"由不了知彼真实故"无知为因

生灭可得" 如是诸行离言自性有

生有灭"故名无常#,

#$%&'( &)*+,

-.) /012, 0!!3/456*

-

可以看出!瑜伽行派将&无
常'分成两个层面来理解!前一
个层面与)般若经+和龙树的观
点完全一致! 也就是我们前面
说的 &无常即常无 '的原则 !这
里&常无所有'的&常'字从梵文
本上看很清楚 !

-7893:!;3<

!就
是副词!&永远地'%后一个层面
是瑜伽行派的独特之处! 在一
个众生言说思维范围之外另立
一个自性!虽是无常却是实有!

虽是自性却有变化! 这一理论
有点奇特!似乎不合原则!但由
于这是说离言的事物! 可以辩
解说!佛菩萨的境界我们不懂!

只是为了指导实践而勉强表
述!有点矛盾!暂且不究了吧%

从下面的比较表格上可以
看到!对于瑜伽行派来说!原则
还是那个原则! 只不过多出一
个离言法的主张! 而在下面几
行各项中! 也需要单撇出离言
法这一项!由于是超言绝虑$不
可言表的! 所以我加了一个方
括号%事实上!为了指导修行实
践! 瑜伽行派用了大量的言语

来描述离言法的情况! 这里就
不说了% 离言的概念在之前的
佛教形态中没有明确讲过 !所
以前面每一格只能划一个横
杠%除了这些不同之处!可以看
到从般若$龙树到瑜伽行派!空
观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瑜伽行
派的言说自性!就是)般若经+和
龙树所批判的自性% 所以!瑜伽
行派的空! 就是言说所指一切
法的彻底不存在%

思想转折!

"缘起性空#

由上述分析可见! 从原始
佛教的 &人空 '!到说一切有部
的 &人空法有 '!再到初期大乘
佛教的 &人法俱空 '!再到瑜伽
行派的 &言说法空而离言法不
空'!虽然空掉的对象和范围有
所不同 !但 &空 '这个词都是彻
底不存在的意思( 人空就是指
主观主体彻底不存在! 法空就
是外部事物彻底不存在% 瑜伽
行派虽然另立了一个离言的
有! 但对于众生觉知范围内的
一切法!仍然主张空无所有%所
以!说什么是空!就是说这个东
西毫无所有%

这些派别对空的讨论 !都
遵循着一个共同原则(&若有则
常!若无常则无% '那么!我们现
在经常听到的 !所谓 &缘起有 !

自性空'!所谓&空是无常!不是
无有'!这些说法又是从何而来
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这里只
能做简要介绍%

&诸行无常'这一表述大量
出现在原始佛教的经典之中 %

佛陀经常说这也无常! 那也无
常! 表面上并不否认这些无常
事物! 只是没有放到一个哲学
立场去考察% 有部为了给这些
无常的事物安立一个存在的名
分! 就主张无常现象的背后有
恒常之体###自性% 而大乘佛
教则旗帜鲜明反对自性%那么!

有没有办法在大乘佛教否定自

性的前提下! 给无常事物一个
存在的名分呢" 但如果修改一
贯的存在原则和标准的话 !就
意味着理论体系的整体颠覆 !

然而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样
的颠覆!就是建立一个双重标
准的体系 !这就是二谛 !两种
真理%

二谛!即世俗谛和胜义谛!

胜义谛也叫第一义谛% 世俗谛
就说凡夫俗子认为的真理 !胜
义谛是终极真理% 二谛的提法
在部派佛教就已经出现! 本来
是为了统合佛陀在不同场合的
不同说法!例如佛有时说有我!

有时说无我! 那么佛说有我就
是随顺世俗谛而说! 是出于特
定目的! 例如怕说无我而给一
些低根器的人造成恐慌% 如果
就真实来说! 一定是无我% 那
么!这种意义的二谛!只有胜义
谛体现真正的哲学立场! 世俗
谛只不过是应机权便! 虽然也
有价值! 但其内容是不值得拿
到台面上说的% 例如早期的中
观文献就说!世俗谛是颠倒见!

其内容和胜义谛正相反! 胜义
谛是如实见! 佛教的目的正是
要用胜义谛来对治颠倒见%

然而!根据现有资料来看!

不迟于
!

世纪前后! 印度就出
现了一种将中道与二谛结合的
思潮% 我能找到的最早的两条
证据!一个出自)大智度论+!一
个出自 )成实论 +!都是鸠摩罗
什在

0

世纪初翻译的% )大智度
论+虽然署名是龙树!但现在学
术界已经基本达成一致! 不是
龙树的作品! 而很可能是接受
了大乘思想的有部论师所作 !

也可能经过了鸠摩罗什的编
修%)成实论+一般认为与经部的
联系很大% 两部论著都与部派
佛教关系密切!也许不是偶然%

)大智度论+卷
*/

)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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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0= -.) /0+2= 644?05"

-

)成实论+卷
/+

)身见品+(若

第一义谛故说无" 世谛故说有"

名舍二边行于中道# ,

#$%&'= &)

*6= -.) /"!"= */"@/+5//

-

在前引文中! 中道被架设
在二谛之间% 世俗谛中所说的
有!也就是无常生灭的现象!也
得承认是有! 而胜义谛所说的
空!还得坚持是空!这样二谛配
合!就是不落有无的中道%应该
注意的是! 作为佛教哲学的基
本理论之一!中道必须是正确!

而不可能被建立在正确和谬误
之间%因此!这里的二谛不能再
被解释为如实见和颠倒见 !而
是被解释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
理! 也就是说! 世俗谛也是真
理!是相对正确的认识!只不过
是低一级!不究竟!但也不能被
轻易否定! 因为它还支撑着中
道的一只脚!没有它!中道就倒
下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双重原
则! 无常生灭的事物就被安立
在世俗标准上(虽然是无常!是
无自性! 但还是有的! 不是没
有%而无自性的空无所有!就可
以安放在胜义谛上%这样!从世
俗上讲缘起生灭是有! 从胜义
上讲一切皆空!空不碍有!有不
碍空!二谛圆融%

这样的中道! 显然与我们
前面讲的龙树的中道观不同 %

龙树的中道是建立在毫无妥协
折中的彻底的空的基础上 !连
前提预设的事物都空掉了 !自
然没有这个事物的有! 也没有
这个事物的无! 以此不落有无
二边%因此!在龙树身后的三百
年间 !给龙树的 )中论颂 +做注
释的几位中观论师! 都是将中
道建立在胜义谛上! 抵制这种
跨二谛而立中道的理论% 直到
"

世纪的清辨! 才将这种思想
引入中观! 可以说是大乘佛教
思想的拐点%

清 辨 自 称 & 中 观 派 '

,

A!BC93<7:3

-!这是 &中观 '作
为一个派别的名称被首次使
用! 龙树只说过自己是 &说空
派 '!没用过 &中观派 '这个词 %

清辨还主动挑起了与瑜伽行派
的论争! 他认为瑜伽行派所主

张的离言自性都是没有的% 清
辨这个人的个性非常强!)大唐
西域记+里说!他去挑战瑜伽行
派当时最著名的大师###护
法!也就是玄奘的师爷!护法不
见他% 因为据说瑜伽行派的学
说是未来佛弥勒传下来的 !清
辨就说!你们不见我!我去找你
们的大老板辩论% 但传说弥勒
要五十六亿年以后才会下生人
间!清辨说没问题!我打坐修长
生不老之术! 一定要等来弥勒
佛! 和他当面对质% 于是!在
清辨以后的六七百年间! 印度
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成为对立
的两派%

刚才我们说过! 龙树的空
观较难处理伦理上的善恶因果
问题! 瑜伽行派是在可知现象
之外另立了一套离言的真实因
果运作机制!可以说是&胜义因
果'或&真实因果'!这样就可以
保持对世俗妄见的批判力度 %

而清辨正好相反!建立的是&世
俗因果'! 是将世俗谛合理化!

并不是完全颠倒错乱! 而是不
究竟但却有效的相对真理 !将
因果业报体系建立其上%这样!

虽然一切法空! 你同样不能胡
作非为罔顾后果!因为!一切法
只是在胜义上空! 在世俗上还
是有的!还是管着你%

比清辨稍晚的中观论师月
称!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批判清辨
的主张!但在依二谛而立&缘起
性空'! 以及反对有离言自性这
两点上!都继承了清辨的观点%

)般若经+也好!龙树也好!

讨论空的时候从来不提二谛 !

都是一根筋的批判! 说你认为
有的东西如何不可能有! 没有
就是没有% 他们的二谛理论是
用来解决别的问题的%而&缘起
有 !自性空 '的思想 !只要一说
空!必然依托二谛!就得问是在
那个层面说! 胜义上可以说什
么都没有!世俗上还得是有!是
双重原则%这样!理论基础就发
生了变化!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
个新的理论体系! 也正是因为
基本原则不同! 我没有办法将
这种空观与前面各派的理论列
在同一张表格上%

这种新的思想体系! 在汉
地通过鸠摩罗什对)大智度论+

和 )成实论 +的译传 !再通过僧
肇$吉藏$智顗等僧人的消化吸
收!最终成为主流%在藏地则通
过对清辨$月称著作的译介!以
及噶当派$ 格鲁派对月称思想
的推崇!也成为主流% 于是!在
汉传与藏传这两个现今仅存的
大乘佛教形态之中! 谈空观则
必诉诸二谛!必说&缘起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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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显恩 罗一星 关文发先生学术生平

蔡志栋 圣人的退场

胡春春 当代德意志语境下的文化和国家认同

叶少勇 佛教哲学中!空观"的沿革

陆伟芳 伦敦雾的漫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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