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 道贯五明, 声

映千古 (窥基语) ,他在因明学(论辩逻辑)方

面的成就代表了印度当时的最高水平。本文

拟从西行求学、回国译讲和培养人才以及从

理论上继承、发展陈那新因明三个方面来加

以评述。

玄奘法师既是研习因明的楷模, 也是运

用因明工具宣传其唯识思想的典范。

在留学后期, 奘师创造性地运用因明工

具来论证唯识思想,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

出唯识比量, 无人敢破,不战而胜, 取得了辉

煌胜利。他因此而被大乘人尊为 大乘天 ,被

小乘人尊为 解脱天 。这为奘师惊心动魄、艰

苦卓绝的留学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玄奘进入北印度到无遮大会的十多年

中, 玄奘自始至终十分重视对因明的学习和

钻研,这构成他西行求法的重要内容。

在玄奘赴印之前, 因明学在中国仍是一

门十分冷僻因而无人研习和弘扬的学问, 许

多佛门中人恐怕也不知因明为何物。尽管在

4世纪中叶, 古因明就开始传入, 5世纪后半

叶和 6世纪中叶有了古因明的早期著作 方

便心论 和晚期代表作世亲 如实论 的译本,

但是没有什么反响, 更没有著述。在 5世纪后

半叶到 6世纪初,因明学在印度有重大变革,

以世亲为代表的古因明为陈那创建的新因明

所取代。陈那的新因明对中国佛教徒来说恐

怕是闻所未闻。

奘师之所以对因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一方面它是一门新鲜的学问, 另一方面因为

它是唯识学的逻辑工具。因明是关于论证的

理由的学问, 因明学是印度教育中必修的五

明之一。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很看重因明学的

工具作用。用窥基的话来说, 它是 法户之机

枢, 玄关之钤键 。因明是通往正理的门户,

又是通往正理的阶梯。

玄奘在西行之前, 已能升座开讲无著阐

述大乘要义的 摄大乘论 , 并且研习过几年

佛陀最后的说教 涅 经 。他从小就有强烈

的求知欲望, 遍谒众师, 备餐其说 。玄奘西

行之前, 曾师从 12位名师, 向其中 6人学习

瑜伽理论,虽说对因明不会一无所知,但不见

其有专门研习因明的记载。奘师赴印前就已

确定要到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向戒贤论

师学习 瑜伽师地论 , 这是他西行求法的主

攻方向。 瑜伽师地论 在古因明的发展史上

有着显著的地位。作为佛家逻辑的因明学,

其名称就是在此论中正式确定下来的。因明

既然是 瑜伽师地论 的重要内容之一, 研习

因明自然成为玄奘求法的必修课。

玄奘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父亲所给予的

儒家教育, 懂得向尊者看齐, 成年后, 又继承

了中国古代士人不远万里求学问道的优良传

统。国内的游学已经使他穷通诸部, 声誉大

著。一到佛国,更是如鱼得水。在因明研习方

面,他同样求师若渴。每遇名师,他必谦恭求

教。他的足迹遍及五印, 且行且学,可谓遍谒

众师,观摩溥德。

贞观二年( 628)冬末,玄奘到达北印度的

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这是玄奘研习因

明的起步之地。玄奘在迦湿弥罗驻留大约半

年。该国的称法师是位高僧大德, 年约七十,

既精通经律论三藏, 又精通因明和声明。对

于从大唐远道而来的玄奘,他不顾年迈体衰,

论玄奘的因明学成就
郑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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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例开讲。他白天为玄奘讲授 俱舍论 、顺

正理论 , 晚上则讲因明、声明等。称法师对

玄奘的佛学根柢非常赞赏, 唯因明妙术, 诲

其未喻, 梵音观止, 冰释于怀 。因明学尽管

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但对玄奘来说,入门也不

难。一遇名师指教, 便能排疑解难。

在贞观三年( 629)秋,玄奘来到中印度的

至那仆底国。该国的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

也是一位 善三藏 的高僧, 他原是北印度的

王子。玄奘花了四个月向他学习 对法论 、

显宗论 和 理门论 等。在 对法论 中有关

于 瑜伽师地论 七因明的论述, 属于古因明

的重要内容。 理门论 则是陈那新因明的代

表作。

贞观五年( 631)秋,玄奘来到摩揭陀国的

那烂陀寺。这是印度当时的最大寺院, 也是

大乘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

是印度的佛学权威, 在因明方面也得到陈那

新因明的真传。年高德劭、学问渊博的戒贤

不辞衰老, 复出讲坛, 专为玄奘开讲 瑜伽师

地论 等。玄奘在那烂陀寺一住将近 5年。在

这 5年中, 他听戒贤讲授 瑜伽师地论 三遍,

听 因明 和 集量 各两遍。其中 因明 不知

是指哪一本著作, 集量 则是陈那新因明的

后期代表作。陈那的因明八论中, 最有代表

性的是前期的 理门论 和后期的 集量论 。

前者重点在立破, 后者重点在量论即知识

论。在戒贤的悉心指导下,因明研习 更广其

例, 触类而长, 优而柔之 , 已达到很高的造

诣。

此后, 玄奘开始游历五印, 遍谒遗灵,备

讯余烈 ,进一步广博见闻和学识。他到了南

印度的 萨罗国,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向一位

精通因明的婆罗门学习 集量论 。随后进入

案达罗国, 寻访了陈那写作 理门论 的遗

址。

经过几年游学, 玄奘又回到那烂陀寺。

不久就听说附近有一小乘论师,精通 说一切

有部 和因明、声明等, 玄奘用两个月时间向

他咨决所疑。

接着, 玄奘又到离那烂陀寺不远的杖林

山, 向与戒贤齐名的胜军求学。胜军是多方

面的权威,他曾师从贤爱论师学习因明,师从

安慧论师学习声明和大小乘经论, 还向戒贤

学 瑜伽师地论 , 举凡天文、地理、医学、方

术,无所不精, 可谓道贯五明。他不愿做摩揭

陀国王和戒日王的国师, 宁愿隐居山林,收徒

传道。玄奘不但随他学了许多经论, 还请教

了许多瑜伽论和因明论的问题。玄奘在杖林

山一住又是一年有余。在这期间, 玄奘还纠

正了老师胜军经过 40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

的一个比量。这个比量是一个有过失的共比

量, 玄奘给它加上简别语, 成为自比量, 从而

避免了过失。

综上所述,玄奘的因明研习,有以下几个

特点:

首先是起点很高。他得到了印度一大批

代表最高水平的学者的传授。

其次是内容比较全面, 既反复学习了古

因明的重要著作 瑜伽师地论 和 对法论

(即无著的 阿毗达磨集论 ) , 又反复学习了

陈那的新因明。

第三是精研经典, 详考其理。奘师自幼

天资聪颖, 博闻强记, 且好学不倦, 穷源竟

委。在国内游学时就 遍谒众师, 备餐其说,

详考其理,备擅宗途 。这一优良传统在西行

求法活动中得到发扬光大。因明著作, 尽管

晦涩艰深,玄奘仍能将其中奥旨,抉择无遗。

北印度迦湿弥罗国的称法师就曾当众赞叹:

此支那僧智力宏赡,顾此众中无能出者。以

其明懿,足继世亲昆季之风。所恨生乎远国,

不早接圣贤遗芳耳!

第四是善于运用, 敢于超越。因明学在

当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作为论辩逻

辑,能否恰当运用,直接关系到辩者的荣辱甚

至生死大事。一个人, 若能正确审议精微的

议论, 能评议精妙的理论, 辩论时思路敏捷,

就会被请去坐宝象, 前呼后拥, 随从如林; 如

果词锋被挫,脸上就会被人涂上红白粘土,身

上撒上尘土,被排斥于旷野,被丢弃于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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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发誓, 倘辩论输了, 愿截舌相谢, 甚至

斩首相谢, 不像我们现在坐在书斋里讨论因

明义理, 可以如此轻松潇洒。玄奘是真正做

到了学以致用。他不仅能娴熟地运用现成的

因明理论, 而且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并多次

获得辩论的胜利。在迦湿弥罗国他受到称法

师的高度赞扬之后, 众僧多有不服, 纷纷诘

难。玄奘一一化解,众人无不愧服。玄奘对待

自己的老师, 也不轻易盲

从。胜军经四十余年深思熟

虑而提出的 诸大小经皆是

佛说 的比量流行日久,却无

人发现其论式上的错误, 玄

奘敢于提出修正意见, 使其

避免过失, 从而无懈可击。

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

识比量, 更是一次创造性运

用因明的光辉典范。

求法归来, 在因明方面,

奘师并无论著, 他把全部精

力同样放在译讲上, 译出了

一批因明著作, 培养了一大

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

使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

乡,并且为新罗(朝鲜)、日本

培养了人才。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因明著作 36部, 瑜

伽师地论 等有古因明内容的论书还不计算

在内, 因明在这些论书中是附属的。玄奘从

贞观十九年( 645)开始译经,两年之后就先后

译出新因明的专著两种。贞观二十一年

( 647)译出陈那门人商羯罗主所撰的 因明入

正理论 , 贞观二十三年 ( 649) 译出陈那本人

的早期代表作 因明正理门论 。

在译经初期,玄奘就译出因明专著二部,

可见其对因明的重视。当然, 玄奘译经的重

点是 瑜伽师地论 , 因明不过是论证佛学的

工具。因此,在译经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译 显

扬圣教论 。此书为无著所著, 阐扬 瑜伽师

地论 的理论。因明部分完全因袭弥勒因明

学说, 先行译出是为译 瑜伽师地论 作准

备。紧接着又译出安慧编著的 阿毗达磨杂

集论 (无著 阿毗达磨集论 的注释本) ,这两

种论书都是包含有承述并发挥 瑜伽师地论

的七因明的内容。二论译出之后, 过了几个

月, 即贞观二十年 ( 646)五月开始翻译 瑜伽

师地论 , 两年后译完。此论首次阐述了大乘

佛教的辩论术和逻辑体系。佛家因明学的名

称就是从这一论书开始的。

本论提出七因明说, 包括辩

论和逻辑两方面的内容。在

唐高宗永徽三年 ( 652) 又译

出了无著的 大乘阿毗达磨

集论 ,其中第七卷对弥勒的

七种论法即七因明总称为论

轨决择, 在论证式部分即五

分作法中, 与 瑜伽师地论

和 显扬圣教论 大同小异,

用合、结二支代替了同类、异

类。无著在此论中开始有自

己的创见。

以上四种为瑜伽师行派

有关因明的代表著作, 都属

于古因明范围。加上前人翻

译的 方便心论 和 如实

论 ,古因明的主要资料在汉

地大致齐全了。

还有两本书是新因明应用方面的范本。

一本是大乘中观派清辩的 大乘掌珍论 , 另

一本是陈那门人护法的 广百论释 , 分别在

译经的早期 公元 649和 650年译出, 前

者对玄奘的唯识比量的构成有重大影响。玄

奘门人定宾将奘师的唯识比量和本宗旧说作

了比较。他说 此量头仿掌珍,身象唯识 ,意

思是因明的格式仿效了 掌珍论 , 而宗、因、

喻三支的内容又像护法解释唯识理论所立的

量。

据说陈那有因明的专著八种, 玄奘除了

译出 理门论 之外, 在公元 657年还译出了

观所缘缘论 。在本论中陈那用三支作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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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自己的现量学说。

以上是奘师所译因明的全部。其中古因

明部分填补了从 方便心论 到世亲 如实论

之间的空白, 使汉地学者了解到古因明的发

展轨迹。两年新因明专著的弘扬则代表了汉

传因明的方向。

玄奘虽然有很高的因明造诣, 但是无暇

著书立说, 他把全部的精力智慧都贯注到译

讲活动中。一方面他组织了雄厚的译经班

底,译出高质量的本子;另一方面又热心培养

出一批高水平的弘扬人才。译场中的 20多位

助译者本来就是各地奉诏而来的高僧大德,

他们 时闻指掌, 每记之汗简, 书之大带 , 各

随所闻 竞造文疏 , 一时间蔚为壮观。

入论 之唐疏, 初有神泰、靖迈、明觉三

家, 继有文备、文轨、璧公诸作, 还有净眼、灵

隽、胜庄、顺憬、玄范和窥基等疏,如同雨后春

笋。除神泰撰写有 因明正理门论述记 外,

理门论疏 还有文备、玄应、定宾和圆测各

家。此外, 普光述有 对面三藏记 (有云伪

撰) , 元晓著有 判比量论 。并非佛门弟子的

尚药奉御吕才是位博学多才之人, 他靠自学

也撰写了本 立破注解 , 对神泰、靖迈和明觉

三家义疏提出 40多条商榷意见。以上各疏

中, 以窥基之疏为集大成者, 被尊为 因明大

疏 。窥基的弟子慧沼、慧沼的弟子智周薪火

传灯,著述颇丰。奘门弟子中的朝鲜、日本僧

人又将因明种子带回本国。尤其是日本后来

居上,不仅将部分珍贵的唐疏保存至今, 而且

千多年来著述不绝如缕, 其中凤潭的 因明论

疏瑞源记 和善珠的 因明大疏明灯抄 保存

有大量唐疏的重要论述。

唐疏今存文轨的 入正理论疏 残本 (三

十年代内学院曾辑佚补足)、神泰的 因明正

理门论述记 前半部和窥基的 因明大疏 ,这

三种在清末由东瀛回归故土。此外, 还有敦

煌写本净眼的 因明入正理论略抄 。前三种

是我们研究玄奘因明思想的主要依据。

玄奘因明成就第三方面的表现是继承和

发展了陈那的新因明理论。

毫无疑问, 玄奘口述的要义大量保留在

唐疏之中。要对玄奘的因明思想作出全面准

确的评价,必须将其本义与弟子们的创见(如

果有的话) 或者错误发挥区分开来。这历来

是个难点。本文将唐疏中共有的、及有疑义

的或者有充足的理由支持的五条阐述如下。

首先,玄奘弘扬的是陈那前期的新因明,

以立破为主, 以认识论作为准备条件而附带

论述。

玄奘在印度反复深究陈那后期代表作

集量论 , 应该说他对 集量 之奥义是精通

的,但是他不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 集量 ,而

译以立破为中心的 入正理论 和 正理门

论 , 客观上说明译者看重的是陈那新因明的

逻辑工具性质。 可以权衡立破,可以楷定正

邪, 可以褒贬是非, 可以鉴照现比 (文轨) ,

以其众妙之门,所以先事翻译 (吕才)。

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既不同于以辩论术

为中心、以逻辑和认识论为附庸的印度古因

明,又不发展成陈那后期因明。

法称因明一方面对陈那因明作重大改

革,使其真正成为演绎论证,另一方面又沿着

陈那后期因明的方向发展, 以认识论为中

心。藏传因明弘扬的是法称因明, 把因明直

接当作解脱成佛的工具。这是汉传因明与藏

传因明的区别。

其次, 玄奘及其弟子对共比量、自比量、

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整理发展之功。在陈

那 理门论 和商羯罗主 入正理论 中, 讨论

范围限于共比量。玄奘留学期间, 三种比量

及其简别方法在因明家手中还很生疏。玄奘

学成将还之际已经运用自如。他修改胜军的

比量和提出唯识比量便是两个成功典范。如

同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可以运用形式逻辑来宣

传各自的观点一样, 玄奘也成功地运用因明

工具来论证其唯识思想。他对三种比量及简

别方法的整理发展主要反映在窥基的 因明

大疏 之中。

第三,根据陈那因明的共比量性质,明确

揭示同品、异品概念必须除宗有法。举例来

法音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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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 声是无常 宗论题中,声音能不能算无

常的同品或异品?既不能算同品,也不能算异

品, 因为这正是要争论的问题。在印度的文

化背景下,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喻。作

为新鲜的学问传播到中国, 不把这隐而不显

的要点明确揭示出来, 便无法理解陈那因明

的整个逻辑体系。 瑞源记 中汇集了四家唐

疏的同品定义, 明确提出除宗有法。

第四, 对陈那新因明核心理论因三相规

则的翻译, 既忠实于原著,又高出于原著。这

是汉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的一大贡献。在因三

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中,

两个 遍 字和一个 定 字是梵文中没有的。

因三相是对陈那九句因中的二、八正因的概

括。加上这几个字便把二、八正因固有的逻

辑意义揭示得清楚明白。这一方面说明玄奘

对陈那因明体系的把握是何等透彻, 另一方

面又充分展示其 既通华言, 又娴梵语 、意

思独断、出语成章 的翻译优势。因三相的奘

译,可以说是对陈那新因明的又一发展。

第五, 发展了陈那新因明的过失理论。

陈那、商羯罗主二论的过失论,限于共比量范

围。玄奘把它扩大到自比量和他比量, 使得

过失论更为丰富和细微。玄奘的过失理论在

窥基 大疏 中反映得最为充分, 但窥基把过

失论搞得过于烦琐, 这是应当指出的。

玄奘对因明的发展还不止这些, 以上五

条是主要的。

本刊讯 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 日本

立正佼成会 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 一行 13

人于 4月 13日至 22日来华访问。

日本立正佼成会是 日中韩国际佛教友

好交流协议会 的成员, 以立足正法、广交朋

友、共成佛道为宗旨, 妙法莲华经 是其宗奉

的根本经典, 目前共有信徒六百余万人。其

创始人庭野日敬先生与赵朴初会长是老朋

友, 在长期友好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该团此次是按照 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

会议 有关巩固和发展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

纽带关系的决议精神来华访问的, 其成员中

有五六十年代即与中国佛教界开展友好交往

的日本佛教界老朋友的后代。

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 在京期间参访了

广济寺, 朝拜了佛牙舍利。赵朴初会长接见

了该团的负责人, 中国佛教协会还在广济寺

设素宴热情款待了该团一行。随后该团飞赴

南京,参访了南京栖霞山佛学院,并与师生们

进行了交流。根据日方的要求, 4月 14日该

团一行还参观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

馆 , 聆听了讲解员的介绍。全团成员在展厅

前驻足凝思,前后共一个小时。

5月 15日至 17日, 该团到达扬州高

寺, 与中国僧人一道禅修, 体验中国寺院生

活。5月 15日上午, 扬州市佛教协会会长、高

寺方丈德林法师和扬州市政协、市宗教事

务局领导接见了该团一行。德林老法师还专

门为团员们开示了佛法。该团一行结束在扬

州高 寺的修行体验生活后, 还参访了扬州

大明寺, 并到镇江、无锡、上海参观访问, 于

22日结束访问返回日本。

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 在华期间受到了

各方热情友好的接待, 他们对此一再表示感

谢, 并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到中国体验寺院修

行生活。他们认为, 这次在中国寺院的活动

是一次深入了解中国佛教的难得机遇, 感谢

中国佛教协会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大好机

会。

(宏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