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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oga part in Chinese Taisho New Version of the Tripitaka is important for Indian Yogacara, most of
which elucidate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e Yogacara, including the rich content of psychosomatic nurs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Buddhism and psychosomatic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onl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psychosomatic medicine, and the research on specific chapters of psychosomatic thoughts in Yoga part in
Chinese Taisho New Version of the Tripi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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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文《大藏经》瑜伽部是印度瑜伽行派的重要典籍，其中大部分经文阐发了唯识学派的重要思想，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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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心身调摄的丰富内容。本文从佛教与心身医学、唯识学发展及其对心身医学的意义、瑜伽部具体篇章
心身思想的研究等方面综述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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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佛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碰撞，“中国化”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特质是一直探求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对佛教医学的研究逐渐增多蓬勃发展，其在身心疾病
诊疗方面的独到作用越发令人叹为观止[1]。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佛教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系统整理佛教典籍中的医学资料，具有代表性的如李良松的《佛教医籍总目提要》、《中国佛药
集成》，福永胜美的《佛教医学事典》，释慈成的《佛医药理学通论》、《佛医解剖学概论》、《佛医
生理学通论》等[2]。第二是探讨、分析佛教典籍中蕴含的佛教医学思想[3]，这部分更是百花齐放，论著
不胜枚举。汉文《大藏经》瑜伽部作为佛教重要典籍，包含瑜伽行派论、大乘义章、法相宗三部分，其
中著名的篇章包括瑜伽派(唯识派)之论书，如《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二十论》等，为世
人所熟知。瑜伽部中蕴藏着丰富的佛教医学知识，尤其是丰富的与心身医学相关的内容，现将相关的研
究综述如下。由于笔者学识浅薄，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 佛教与心身医学
燕国材[4]在《佛教心理学的基本范畴》一文中界定了佛教心理学的八对基本范畴，包括基本观点—
心身论与心物论，认识心理—知虑论与知行论，意向心理—情欲论与思行论，个性心理—性习论与智能
论。这样的界定对以后学者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从心理学角度剖析佛教教理和禅
修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从原始佛教入手，对原始佛教中解释人的
心身结构和运行规律的“五蕴”说中的“识蕴”进行分析，以了解佛教对心理结构以及心理活动过程的
基本看法及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较有代表性的如陆沉[5]、陈兵[6]等的研究；其二，对唯识学与心理学
各学派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比较，以明确佛教在心理学领域中所处的地位，较有代表性的如林国良
[7]、陶丽霞[8]、张海滨[9]等人的研究；其三，从禅学着眼，对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
的禅宗所施设的理论、手段及悟道案例进行分析，以探索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较
有代表性的如李兆健[10]、马冰洁[11]、阮氏桃[12]等人的研究。其中李兆健的研究试图用科学的方式从
佛学中汲取营养，基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探索心理治疗本土化建设路径[13]，在研究过程中既注重基
础理论，又注重现实可操作性，如《汉文大藏经阿含部医学内容略说》中系统梳理了佛教的心理健康观、
佛教心理治疗方法等内容，这些研究为佛教心身医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厘清了今后研究的脉络。

3. 唯识学发展及其对心身医学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瑜伽部篇章的研究，主要是在唯识学的范畴内进行的。我们从佛教的典籍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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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学里轻于身而重于心的思想贯穿始终，而佛教唯识学中更是蕴含着丰富的与心身医学相关的内容，
发掘唯识学中与心身医学相关联内容，对心身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邓来送[14]认为，佛教的心理学
思想以唯识宗论述得最多、最深入，集中于八识中，尤其是心理过程。杨惟中[15]、陈兵[16]、王晶磊[17]
等人有关唯识学的论著，都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范式。
唯识学是佛学中比较完备的一个知识体系。相传弥勒菩萨是唯识学的开山祖师，为大乘佛教瑜伽行
学派的始祖，有《瑜伽师地论》等著作，创瑜伽唯识教理[18]。《摄大乘论》是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
论书，此论集中阐释了瑜伽行派的学说，尤其对成立唯识的理由等问题作了论述，奠定大乘瑜伽行派的
理论基础[19]。南朝梁、陈佛教学者真谛翻译的《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唐代的玄奘大
师将唯识学在我国发扬光大，不但编译《成唯识论》，并且培养了大批法相唯识学者，其弟子慈恩大师
窥基继承玄奘衣钵，著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等著作，弘扬了唯识法相宗的教义[14]。
因为皇帝的支持，法相宗曾经风光一时，但是没有多久，即开始衰败。近代以来，唯识学再次成为佛学
中的显学[14]。张曼涛[20]在《现代佛学丛刊·唯识学概论(三)》之《编辑旨趣》中认为，唯识学对近现
代思想界影响最深，近现代的著名思想家无不与唯识学发生过关联，其因在于唯识学与近代传入中国的
西方哲学有相似的关联，所以研究佛学的都以唯识学为第一研究步骤。陈兵[15]在《佛教心理学》中提到，
佛教向来强调心的修炼，故佛教典籍中保留了大量的心理学资料，而在这其中唯识学更是以长于心理分
析而著称。足见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唯识学典籍的研究对于心身医学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学者系统
研究瑜伽部典籍，梳理唯识学对于心身医学发展的实际具体意义。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唯识学的研究
主要是在唯识史学的研究、唯识理论与思想研究、唯识经典的研究与诠释、唯识学与现代科学的比较研
究、近代唯识学复兴研究五个方面[16]。
其中唯识学与现代科学比较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与心身医学有关的研究是佛教唯识论与西方
心理学的对比研究。陶丽霞的硕士论文《佛学唯识论中的心理学问题》[7]中侧重于唯识学所建立的意识
模型以及心理学术语的运用上，并讨论了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在探索唯识学中的运用。其研究思路值得
肯定。佛教唯识学与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八识”中“阿赖耶识”与
“集体无意识”有对应关系，“末那识”与“个人无意识”有对应关系[21]。林国良[6]等在做荣格心理
学与佛教相关研究时，提出在唯识学中，体现知觉和行动可能性的范畴主要是心所。《成唯识论》说：
“助成心事，得心所名”。即心所是帮助心(识)完成心理活动(认知、情感、意志等)的心理功能。其中善
心所和烦恼心所的作用，不但包括认知模式，还包括行为模式。同样是做荣格心理学与唯识学的研究，
张海滨的硕士论文《荣格人格心理学与唯识学的比较研究》[8]更加系统地比较了唯识学与荣格心理学，
其主要从个体的人格结构及各部分的功能、人格的动力来源及其表现形式、人格发展的过程以及人格发
展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四个方面进行了唯识学与荣格心理学的比较。相似的研究还有阮勇的硕士论文《佛
教唯识论与西方心理学》，则主要从对认知过程的分析来比较唯识学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异同[22]，并旁
及精神分析而未能深入。陈阳[23]根据《瑜伽师地论》、《唯识三十颂》等篇章，探析佛教心理学的人格
理论，无论是在人认识自我方面还是心身疾病治疗方面都很有意义。陈昊[24]以《唯识二十颂》为文本研
究梦境理论，颇与西方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梦境研究相似。另外，在现象学心理学方面，彭彦琴和张海滨
分别作了相关比较研究，彭彦琴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比较上对二者进行比较，指出从对象来说，现
象学的“纯粹意识”的意动过程远不及佛教的心法识变过程精妙，现象学的意向性客体对象也不及佛教
研究的对象世界全面和复杂；而在方法上，现象学还原不及禅定彻底、本质；仍没有完全摆脱理性思维
的窠臼；重于哲学反思而操作性不足[25]。张海滨则在对“本质”与“实相”、“现象”与“心”、“直
观”与“禅观”这三对相似却又浅深不同的观察对象和方法进行比较后，得出与彭彦琴相同的结论[26]。
在佛教对中医心理学影响方面的研究中，邓来送[27]等在《佛教与中医心理学》一篇中阐述的关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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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对中医心理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古代医家利用佛教哲理治疗心理疾患、利用佛教中的心理疗法治疗心
身疾病。方凤真[28]、陈素玲[29]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佛教调心的方法对中医心理学的影响。但此方面研
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选取经论过于随意，尚未重视文献的同时性以及宗派的同一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
对汉文《大藏经》对中医心理学的影响加以完整辑录、梳理和系统研究。

4. 瑜伽部具体篇章中心身医学内容的研究
现阶段对瑜伽部具体篇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大
乘义章》、《五蕴论》等篇，且多从哲学角度切入研究，兼论少量的心理学意义，而佛教与心身医学的
研究仅是引用少量瑜伽部中的语句佐证自己的观点。
如平海兵[30]等认为佛教医学治心为要，其引用《瑜伽师地论》卷十五说：“云何医方明处？当知此
明略有四种：谓于病相善巧，于病因善巧，于已生病断灭善巧，于已断病后更不生方便善巧”，提出医
方明治身更治心，又从唯识观方面提出佛教的生命观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万法唯识。代超[31]认为集
中反映在《成唯识论》和《摄大乘论》两部论著中的“薰习说”是用来阐释众生的心识与外境的因缘关
系，从而说明众生流转六道不得解脱的原因。从唯识学的角度阐发了心理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邓来送
[13]总结了《大乘义章》中提出的与现代身心疗法相似的六种对治方法为：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
息观、念佛观、空观。瑜伽部中蕴含着大量心身调节的理论有待发掘。

5. 小结
随着社会竞争压力变大，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心身疾病复杂多变，对于心身医学的研究要求更
高。可喜的是，更多研究者认识到从佛学理论中汲取营养的必要性，贡献于心身医学发展，人类身心健
康。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有待提高。首先，缺少对佛家典籍中关于心身调摄内
容的系统研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大多为理论研究，缺少技术性的研
究，和临床应用的反馈，致使理论多束之高阁，理论与应用脱节，在未来如何将佛教心身医学思想更好
地运用于医疗保健的实践当中确实需要更多的努力。
单从瑜伽部、唯识学与心身调摄内容的研究来看，当下的国内外研究视角狭窄，多从哲学角度切入，
涉及范围较小，选取经论过于随意，尚未重视文献的同时性以及宗派的同一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对瑜
伽部及唯识学与心身调摄相关内容加以完整辑录、梳理和系统研究。总之，我们所要努力的目标是对佛
教心身调摄内容的深刻挖掘与合理阐释，既能开拓佛教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又能汲取佛学营养，运用于
临床实践，维护和促进心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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