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印度思想史上对神造世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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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印度思想史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世间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不少宗教派别认为世间各种事物或 

世界自身是神或某种超自然的存在者创造的。但古印度思想流派中的弥曼差派、佛教以及顺世论对于神造世 

理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而且这三派对神造世理论批判的角度和理论的出发点不尽相 同。梳理有关文献 中对 

这方面内容的记述，对于我们了解印度思想史上重要派别的基本主张，把握印度文化的显著特点，有着积极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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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是一个宗教极为发达的国度，许多人 

认为世间事物或世界本身是神造的。但这种观念 

的批判者或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印度历史上的主 

要思想派别常被区分为正统派和非正统派两大 

类， 两大类中，都有派别否定神能创造世界，并通 

过对这种创造的否定来反对最高神存在的观念。 

正统派中的弥曼差派、非正统派中的顺世论和佛 

教即属于这样的派别。本文拟对这几派中的三部 

文献——《颂释补》《十-VJ论》和《摄一切悉檀》 

中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最后对这类思想在印度 

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或历史地位进行评述。 

一

、弥曼差派《颂释补》中对神造世理论的批判 

弥曼差派是古印度婆罗门教哲学派别中的重 

要流派。婆罗门教在发展 中一般是主张有神论 

的，而且早期弥曼差派也不明显反对有神论。但 

此派在发展中，在理论上出现了反对有神论的倾 

向。论述这方面内容最典型的就是公元 7—8世 

纪此派重要思想家枯马立拉(Kum0rila)所著的 

《颂释补》。 

《颂释补》主要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对神造 

世理论进行批判，认为这种理论无法 自圆其说。 

书中所举的例子很多，此处选录一些较典型的： 

批判之一：如《颂释补》46中说：“在那时(无 

人存在时)，谁知道生主并把他的特点告知其后被 

创造的人们呢?如果谁也没有感知过他，那怎么 

确定他的存在呢?”_l J( ％ 这里说的“生主”也就 

是创造世界的神。枯马立拉的意思是说，在神造 

世时还没有人，因而现在关于神造世的说法是没 

人能证明的。 

批判之二：有神论者认为神创造了世界。那 

么，这神就应该有身体，而他的身体不可能是其自 

己造的，而是其他的创造者造的。但这样一来，造 

世的神将无穷无尽，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唯一的 

最高造世神也就不能真的存在。如《颂释补》48— 

49中说：“如果认为生主有身体，那么这身体肯定 

不能是他 自己创造 的。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设想 

(有创造这身体的)另外一个创造者。”_1 J( ’在 

古印度的思想家看来，论证只要陷入无限循环，就 
一 定是错误的。说神的身体 由另一个神创造，那 

么，另一神的身体是谁造的?这样追问下去就无 

穷无尽，因而神造世说是不能成立的。 

批判之三：有神论者认为神创造了一切，并且 

认为神由于怜悯而创造世界。那么，神应该仅仅 

创造快乐的生物。但在世界或世间事物没有被产 

生之前，哪里来的怜悯对象呢?《颂释补》5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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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没有怜悯对象时，生主怎么可能有这种怜 

悯呢?即便他纯粹被怜悯所驱使来创造世界，那 

他也应仅创造快乐的生物。”l1j( ’因而，神造世 

之说存在着矛盾。 

批判之四：有神论者认为神创造了一切。但 

这创造的动机很难解释。《颂释补》55—56中说： 

“如果没有要达到的目的，即便是傻子也不会行 

动。因此，如果这创造者无任何 目的地行动，那他 

的理智还有什么用处?”“如果造世者的活动仅仅 

是为了娱乐这种欲求，那这样说将与他的永远满 

足的特性相抵触，因为大量创造工作将会成为其 

无穷烦恼的来源。”l1 J( 鲫 神创世的说法和一般认 

为神是至善的和具有最为完美特性的说法不符。 

因而，神造世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 

批判之五：有神论者认为神创造了世界。那 

么，神是用什么材料创造的?神不应该是绝对地 

无中生有吧!《颂释补》51中说：“即便是蜘蛛织 

网也不被认为无需任何(物质)基础。因为蜘蛛织 

网的 唾 液 来 自于 被 其 吃 掉 的 小 动 物 的 身 

体。”_1 J( 这意思是说 ，创造总是需要材料的，但 

在神创造之前，神什么材料也没有。这样，创造就 

无法完成，神造世之说也就很难解释得通。 

《颂释补》中还有不少此类材料，坚定地否定 

世间事物或世界本身是神造的，对古印度流行的 

神造世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弥曼差派通过分 

析神造世说在论证上的种种问题，表明这种创造 

是不可能的。由于神造世之说通过逻辑推导被认 

为是不能成立的，因而枯马立拉等弥曼差派思想 

家得出结论 ：最高神是不存在的。 

二、佛教《十二门论》中对神造世理论的批判 

古印度的佛教是有相当影响的一个思想派 

别，在最高神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实际持否定态度， 

尽管此教中也提到神。《十二门论》是批驳神造世 

理论较为突出的佛典。 

《十二门论》从十二个方面论证了大乘佛教的 
一 切皆空理论，也否定了有实在的神及神造世的 

现象，或者说是通过否定神造世说来深化其事物 

性空的理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十二门 

论》的第十门，即所谓“观作者门”中。 

作者是在讨论包括苦在内的世间各种现象究 

竟是如何而来的问题时论及神造世观念的：“一切 

法空。何以故? 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不可得 

故。”_2j( 165T)这也就是说，如果认为事物是造作 

而有的话 ，那就只有四种选项可供考察。但在分 

析了之后发现，这四种选项哪一项也不能成立。 

在考察第二项“他作”时，作者论及了神或神造世 

的问题。 

在作者看来，所谓“他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指 

世间事物是由“自在天”所作的。自在天在印度宗 

教哲学中是一种经常被提及的神，这种神被认为 

能创造或毁灭世界。认为事物是由自在天造作的 

也就是认为事物是由神造的。《十二门论》中完全 

否定这种可能，并从逻辑上论证了 自在天造作事 

物之说的荒谬性。其理由如下： 

第一，事物并非自在天生的：“实不从 自在天 

作。何以故?性相违故，如牛子还是牛，若万物从 

自在天生，皆应似 自在天，是其子故。” ‘ 上 因 

而，说神造世或说事物来自神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自在天会给众生那么多痛苦吗?“若 自 

在天作众生者，不应以苦与子，是故不应言自在天 

作苦。问日：众生从 自在天生，苦乐亦从 自在天所 

生，以不识乐因故与其苦。答日：若众生是自在天 

子者，唯应以乐遮苦，不应与苦，亦应但供养自在 

天，则灭苦得乐，而实不尔，但 自行苦乐因缘而 自 

受报，非 自在天作。”l2】( 上 众生的苦乐是 自己 

做事情形成的业报因缘所形成的，而不是 自在天 

造作的。因此，神造作众生之说是无说服力的。 

第三，事物如果是 自在天造作的，那么这自在 

天就是全能的，不应还需要什么。“彼若自在者， 

不应有所须，有所须作者不名自在。若无所须，何 

用变化作万物如小儿戏?”_2]( 166~P)如果什么都不 

需求，那为什么自在天还要变化出万物来，如同小 

孩做游戏一样。由此可见，事物不是 自在天产生 

的，神造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 

第四，事物如果是 自在天造作的，那么人们要 

问：这自在天是从哪里来的?如果 自在天是 自作 

的则不可能，因为事物不可能 自己造作 自己。如 

果是其他的存在者造作的，那这 自在天就不是最 

高的能造一切的 自在天。如《十二门论 ·观作者 

门》中说：“若自在作众生者，谁复作是自在?若 自 

在自作则不然，如物不能 自作。若更有作者，则不 

名自在。”l2] 从这点也可得出结论说神造世 

的理论不能成立。 

第五，事物如果是 自在天造作的，那么 自在天 

的造作就不应有任何障碍，有了造作的念头就可 

做 ，不会还要依靠什么其他的事情来做。如《十二 

门论》的观作者门中说：“若 自在是作者，则于作中 

无有障碍，念即能作。如 自在经说：自在欲作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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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行诸苦行，即生诸腹行虫；复行苦行生诸飞鸟； 

复行苦行生诸人天。若行苦行初生毒虫，次生飞 

鸟，后生人天，当知众生从业 因缘生，不从苦行 

有。”[2]( 166q~)也就是说，事物并非神造的。 

第六 ，事物如果是 自在天造作的，那么这 自在 

天是在哪里造作事物的?他造作事物的处所又是 

什么造作的?这些是无法解释的：“ 若 自在作万物 

者，为住何处而作万物?是住处为是自在作，为是 

他作?若自在作者，为住何处作?若住余处作，余 

处复谁作?如是则无穷。若他作者，则有二自在， 

是事不然，是故世间万物，非自在所作。”[2]( 酌中】 

第七，事物如果是自在天造作的，那么，事物 

就应是恒定的，事物就不应是业力产生的，就不应 

有业报因果。“若 自在作万物，初作便定，不应有 

变，马则常马，人则常人，而今随业有变，当知非自 

在所作。复次，若自在所作者，即无罪福，善恶好 

丑皆从 自在作故，而实有罪福，是故非 自在所 

作。”_2] 166q~)如果 自在天产生事物，那么就要否 

定善恶行为的因果报应。但在实际上，善恶行为 

的因果报应是实在的。因此，事物非 自在天产生， 

神造之说不能成立。 

第八，众生如果是自在天造作的，那么就应都 

敬爱 自在天。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若众生 

从自在生者，皆应敬爱，如子爱父，而实不尔，有憎 

有爱，是故当知非 自在所作。”心̈ 众生对自 

在天，有敬爱的，也有憎恨的。因此可知众生并非 

自在天生。 

第九，一切事物如果都是自在天造作的，那么 

众生自己就不应有所作，应均为 自在天所作。但 

实际不是如此。“若 自在作者，众生皆不应有所 

作，而众生方便各有所作，是故当知非自在所 

作。”[ 中 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根据 

具体的情况而作各种事情，因而不能说事物都是 

自在天造作的。神造说不合实际情况。 

第十，一切事物如果是 自在天造作的，那么世 

间的各种善恶事物都会由此而来，与人的任何行 

为都无关。但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若自在 

作者，善恶苦乐事不作而自来，如是坏世间法，持 

戒修梵行皆无所益，而实不尔，是故当知非自在所 

作。[ ]( 下 各种现象的出现都是自在天安排的， 

人作善事就是无实际意义的。这将破坏世界上实 

际存在的事物之间的法则或世间事物的规律。因 

而，不能说自在天产生万物，神造之说不能成立。 

《十二门论》中分析了事物的自作、他作、共 

作、无因作这四种作都不可能，因而说事物是空。 

其中对“他作”的分析较为细密，依据逻辑或依据 

人所共知的事实，论证了自在天或神造万物的不 

可能。 

三、记述顺世论思想的《摄一切悉檀》中对神 

造世理论的批判 

顺世论是古印度哲学中较特殊的一个派别。 

此派与佛教和耆那教均属古印度的非正统派，都 

否定吠陀权威，都有不同于婆罗门教思想的理论。 

但此派也有其自身的重要特色，即反对古印度各 

主要思想流派的宗教理论， 反对轮回解脱的观 

念，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因此，顺世论在古印度 

受到各宗教哲学派别的一致反对，发展极为困难。 

此派自己的代表人物的根本文献没有流传下来。 

目前人们了解顺世论主要思想的文献基本是其他 

派别的，是其他派别在转述或批驳顺世论思想时 

保留在有关文献中的。在这些文献中，商羯罗 

(788—820)写 的 《摄 一 切 悉 檀》(Sarva— 

siddhanta—sa
．mgraha)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文献中 

记述了许多顺世论的主张，其中也包括顺世论对 

神造世理论或有神论思想的批判。 

顺世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地、水、火、风这 

“四大”元素构成的，不存在其他任何非四大之物 

或非四大形成之物。因而，此派否定古印度极为 

流行的神或超自然的事物的存在。这在《摄一切 

悉檀》中有相应的记述。 

关于四大为一切事物基础的理论，《摄一切悉 

檀》l中说：“根据顺世论者的观点，唯有四元 

素——地、水、火、风是最终的本原，不存在其他的 

(可作为本原之物)。”[3]( 这之中的所谓“其他 

的”事物就包括古印度不少宗教派别中说的自在 

天或造世神一类的存在。这些宗教派别认为自在 

天或神可以造出各种事物，但自在天或神本身并 

不是由四大构成的，不是四大的产物，因而在顺世 

论看来 自在天或神就是不存在的。 

关于自在天或神一类事物，顺世论认为是不 

可感知的，因而否定其存在。《摄一切悉檀》2中 

说：“唯有可被知觉之物存在，不可知觉之物不存 

在，因为它从未被感知过。”[ ]‘ ’这里说的“不 

可知觉之物”就包括神一类东西。在顺世论者看 

来 ，世上的人们谁也没有真的见过或感知过超 自 

然的神等，因而他们是不存在的。 

在古印度的有神论者看来，世间各种事物是 

神创造的，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形态，这也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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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而顺世论则完全反对这类说法，《摄一切悉 

檀》5中记述顺世论的观点时说：“谁装饰孔雀? 

谁使布谷鸟歌唱?这里除自然而外，不存在其它 

的原因。”[31(P．229)这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事物具 

有的形态或功能，并不是造世神所赋予的，而是 自 

然而有的。孔雀能开屏，展示其美丽；布谷鸟能唱 

歌，展示其歌喉。这些并不是神的安排，而是 自然 

而然形成的。顺世论通过强调各种事物的形态或 

功能是 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实际也 

就否定了神造世或神能安排一切的观点。像顺世 

论这样明确反对神造世观念的流派在古印度还是 

不多见的。 

在古印度许多宗教派别中，都有天堂和地狱 

的说法，或有一些关于神统治区域的说法。天堂 

是各种天神居住的地方，地狱是阎王(Yama)统治 

的区域，一些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中的大神也被认 

为主宰某些区域。顺世论对这类说法统统加以否 

定。《摄一切悉檀》8中记述顺世论的观点时说： 

“没有不同于此世的世界，没有天堂，没有地狱。 

湿婆的区域一类地方是由其他思想派别的愚蠢骗 

子们编造出来的。”[。] 。 否定天堂、地狱和湿婆 

等的观念，实际也就是否定神造世之说。在顺世 

论看来，世间事物都由“四大”聚合而成，不存在神 
一 类造世神，也不存在那些超 自然的主宰者。神 

等说法都是人们编造出来的。 

顺世论还指出了与神相关的天堂、地狱的实 

质。《摄一切悉檀》9—10中记述此派的观点时 

说：“天堂中的享乐就在于：吃好吃的东西，与年轻 

女人在一起，享用精美的衣服、香料、花环、檀香糊 

等等。地狱中的痛苦即是由敌人、武器、疾病所造 

成 的麻 烦。解 脱 就 是 死 亡，它 是 生 命 的 结 

束。” ‘ 。 顺世论实际是否定天堂、地狱的存在， 

这里所表明的意思是：如果一定要说有天堂、地狱 

的话，那么就是人间的一些现象，即人间的各种享 

乐实际就是天堂，人间遇到的各种麻烦就是地狱。 

此外没有什么超人间的天堂或地狱。而如果真的 

没有天堂和地狱，与之相关的造世神或最高神 自 

然也就不存在了。 

古印度流行的宗教一般都要求信徒去做善 

事，从事有一些宗教性的活动，认为做这些活动能 

够博得最高神的欢心，能够获得神的恩赐。顺世 

论对这类说法或这方面的理论也表示反对。《摄 
一 切悉檀》11—13中记述此派的观点时说：“智者 

不应为那(解脱)费心，只有蠢人才使自己被苦行、 

断食等所折磨。贞洁和其它一类(宗教)信条是由 

聪明的弱者所制定的。⋯⋯庙宇、供水房、池塘、 

井、休息处一类(设施)的修建，只能受到旅行者的 

赞扬 ，不 会 受 到 其 他 的 (什 么 存 在 者 的赞 

扬)。” 3_ 。∞这里列举 的不少要求信徒做 的事 

情，在顺世论看来，是以承认有某种超 自然的存在 

者为前提的。有一些宗教派别认为，做善事或做 

符合一些宗教派别相应信条的事情会受到神的赞 

赏，行为者会有好处。顺世论则认为，做这些行为 

的要求只能是一些“聪明的弱者所制定的”。也就 

是说，这些行为不可能受到神或超 自然存在者的 

赞赏。因为这些神或超 自然者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综合评述 

上述三篇文献论及的古印度思想史上对神造 

世理论的批判是很有代表性的。印度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神崇拜观念十分强烈的国度，但也不是所 

有的宗教或哲学派别都认为世间事物来 自于神。 

不仅主要的哲学派别中有无神论思想，一些重要 

的宗教派别中也有无神论思想。印度主要的宗教 

派别婆罗门教哲学中和佛教哲学中都有这方面的 

思想。但这些派别的这类思想也不完全相同。上 

述三派的否定神造世理论的出发点就不同。因为 

这三派的基本理论体系的主要倾向或理论特点就 

有差别。这就决定了三派的这方面思想的实质的 

不同。 

弥曼差派否定神造世理论与其基本的派别宗 

旨直接相关。此派在印度思想史上极为重视祭 

祀。认为做祭祀十分有效，做了祭祀就能产生相 

应结果，满足做祭祀者的愿望，给人带来好处。但 

此派认为在祭祀行为和其结果之间起作用的不是 

神，而是一种此派称为“无前”的力量，按照此派的 

理论，做祭祀时，能机械地生出“无前”，这种“无 

前”可直接产生相应的结果。弥曼差派反对说做 

祭祀能取悦神，只有神高兴了才能给做祭祀的人 

带来好处。此派的枯马立拉等人否定造世神的存 

在，认为如果承认神的存在，就将否定祭祀行为本 

身的功效，这将直接动摇弥曼差派的立教根本。 

因为此派在产生时就是以婆罗门教远古圣典吠陀 

为根本的，而吠陀中大量的内容说的就是祭祀，强 

调祭祀的功效。婆罗门祭司的主要工作或谋生手 

段就是做祭祀。以弘扬吠陀圣神为己任的弥曼差 

派为了强调祭祀的有效，不容许说在祭祀行为和 

结果之间起作用的是神，而不是“无前”。因为如 

果是神的因素在起作用，那么，神高兴了就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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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好处，神不高兴了你就得不到好处。这样，祭 

祀行为本身就无足轻重了，一切要看神的心情。 

这是弥曼差派所不能接受的。因而，《颂释补》等 

弥曼差派文献中就大力宣传无神的思想，从逻辑 

上否定神造世说或最高神存在的观念。 

佛教否定神造世理论或否定最高神的真实存 

在。这也和此教的根本思想有关。佛教在产生时 

就提出“元我”、“无常”和“缘起”等观念。认为世 

间事物中没有一个最高的主体或本体，事物都是 

不断变化的，非恒常的，各种事物的形态是由多个 

因缘条件相互作用或相互结合后生成的，没有一 

个一成不变的最高主宰者。因此，佛教中虽然提 

及很多神，但这些神的地位很低，作用非常有限。 

佛教反对有一个最高的实在的神，反对说事物由 

“大自在天”等创造。而且，佛教发展到大乘时期， 

特别强调“性空”的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无 自 

性的，是缘起的。最高的能创造一切的神在佛教 

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地位，因为如果承认了最高神， 

也就等于承认有一个最高的本体或真实的主体， 

就等于承认有一种永恒存在的东西，就将否定无 

我说和无常说，否定缘起观，否定大乘佛教的事物 

性空无自性的思想。这将动摇佛教的理论根基。 

如果接受有一个最高神，承认世间事物来自于这 
一 神，佛教也就不成其为佛教了。因而，佛教虽然 

是一个重要的宗教派别，但在理论上却具有否定 

造世神或最高神存在的特色。 

顺世论在理论上的基本主张就是认为一切事 

物都由“四大”和合而成，凡与四大无关的现象顺 

世论都否定其实在性，凡不能通过由四大组成的 

人的器官所感知的东西，顺世论都加以怀疑。在 

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神的概念在顺世论中是 

被排斥的。神造世的观念是顺世论不能接受的。 

顺世论将一切事物的形成都看作是四大结合的产 

物，不仅有形的物体是由四大结合而成的，而且人 

的思想或各种生命或意识现象，在顺世论看来也 

是四大结合的产物。顺世论认为，各种精神或意 

识现象都不是神一类超 自然主宰者的属性或是其 

活动的产物，而是四大构成了人身体后出现的属 

性 ，就如同在生成酒时的情形一样。造酒的诸种 

物质材料本身(分散存在时)没有酒性(使人醉的 

力量或屙l生)，但在这些材料按一定的比例或以某 

种特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时，酒性就出现了。同 

样，当构成人的物质材料分散存在时，这些材料是 

没有意识或精神特性的，而当这些物质以一定的 

方式构成人身体时，意识或精神就出现了。因此， 

顺世论坚决否定神的观念，否定意识或精神是神 

的属性或神的作用，否定世间事物是神造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宗 

教派别都主张明显的有神论，不少重要的宗教派 

别出于各种原因明确否定世间事物是神造的。在 

古代印度，神的问题是哲学与宗教派别中讨论的 

重要问题。在古印度影响较大的宗教婆罗门教 

(或后来的印度教)中，有神论占有主导地位，但其 

中的一些分支或流派出于某种理论需要，却反对 

有神论或神造论。佛教中虽然提到不少神，但这 

些神的地位极其低下，佛教出于无我或缘起等核 

心理念，是否定有最高神或真正的造世神存在的。 

顺世论是印度非宗教的哲学派别，但宗教问题则 

是此派关注的重要内容，为了彻底贯彻其四大为 

万物根本因的理论宗旨，坚持反对神造世思想就 

是顺世论的必然选择。 

伴随着对世间事物或世界本身是否为神造的 

问题的讨论，古印度人不断深化其对于世界和人 

自身本质的认识。这方面各派的有关理论是古印 

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值得现代人类在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给予充分关注。 

注释： 

①正统派与非正统派的划分一般是以对待印度上古文献吠陀 

的态度决定的，承认吠陀神圣权威的属正统派，不承认的属非正统 

派。 

②顺世论不仅反对婆罗门教的教义，对佛教和耆那教的许多 

理论也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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