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现象的两种解构#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

瑜伽行派佛教的乐观主义' 以及对于
基督教神学的后果

!美" 大卫#Z%彭斯加德 $_@Y?F Z%$>;:M@JF%

解构# 作为西方哲学大陆传统内部的新近发展# 延续了那种把意识置于研

究中心的潮流' 胡塞尔是从正面这样做# 海德格尔是从反面这样做# 而解构则

对那位于意识概念之下的基础本身进行质疑'

" 后面这一运动当然引人入胜# 但

它也许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新道路' 不过# 解构内部的

那些基本概念也许并不必然导向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困境' 事实上# 其他文

化已经达到了既不带有怀疑主义也不带有虚无主义的相似的洞见' 几十年来#

一些哲学家已经注意到在西方现象学与东方佛教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甚至更进

一步# 在东方佛教中观派 %U@F5S@G@X@,HFF5?:G& 及其支派与德里达和解构之

间# 我们也至少拥有一种非常接近的类似之处'

文化间的比较导致一种必然的去中心化# 这种去中心化所起的作用就像去

掉有色眼镜'

& 如果避免把 (无尽的复杂性) 还原为 (虚假的统一性)#

' 那么#

"

&

'

比纳.格普塔 %,?;@QH76@&# *"?6" 意识!!!印度哲学要义+ %L$+L&'0=$&(0'"00# >&('),+$&'0&?

7.$#&0&-./$' I')$,& %->8g=JX" VbW=JF e;?Y>J:?6S$J>::# '((4&# ?b# ("?6) 是 (意识) 在梵文中的

对应词# 是其大略的翻译'

雅克.德里达 %i@9aH>:_>JJ?F@&# *论文字学+ %K?O4,33,+&#&%/&# 6J@;:%Q@S@6J?"5@XJ@Y=J6S+7?Yc

@X# %,@A6?G=J>" i=5;:I=7X?;:e;?Y>J:?6S$J>::# )../&# /3' 对于在德里达和佛教那里的去中心化概

念的比较# 参见斯蒂芬.奥丁 %+6>Y>VF?;&# (德里达与佛教禅宗的去中心化的宇宙) % (_>JJ?F@

@;F 65>_>9>;6>J>F e;?Y>J:>=W"51 @;&O>; ,HFF5?:G)&# *中国哲学杂志+ %P&(4',#&?L.$'"0"7.$E

#&0&-./&# )..(年# 第 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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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范围的扩展!!!后现代心态一方面对此加以鼓励同时又宣称真正的翻译是

不可能的"

!!!就具有那种揭示出恒常概念的潜在可能# 我们本能地被引导着把

这些恒常概念思考为绝对概念' 假定这些相似性并没有被直接模仿# 那么它们

便暗示也许存在某种客观的东西# 这种东西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文化与时代被独

立地认识' 德里达可能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他的确曾经拒斥过它的对立面'

单纯的文化 %历史& 相对主义是一种为德里达所拒斥的立场# 这种相对主义无

法鉴别那些被独立地引申出来的结论的价值' 它假定所有的视角都平等地有效#

或者换言之# 人们可以以让人接受的方式选择最适合于其需要的视角# 这是一

种尼采所采纳的方法论' 这是最容易被批评为非理性的相对主义形式' 当德里

达暗示说有一种复杂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相对主义可以给予我们更多信

息而非允许谋取私利!!!当德里达暗示这一点时# 他看起来同意任何接近于尼

采的东西' 单纯的文化相对主义所无法推论出的事情恰恰是" (逻辑中心主

义$$只是最原本的和最强有力的种族中心主义')

& 这是因为# 通过禁止在各

种文化及其语言间进行质的比较# 单纯的相对主义就抹去了对种族中心主义的

批评所具有的全部客观意义/ 也是因为# 逻辑中心主义自身也是一种文化的视

角# 单纯的相对主义必须根据它的基本公理而把这一视角视为有效的'

当代比较哲学家们# 即使充满了逻辑中心主义的观点# 他们通常也都在比

较中秉持较高层次价值的某种意义# 同时秉持这样的信念" 那些遥远的传统实

际上可以为任何一种哲学路径所具有的不同的孤立思想提供一种真正的检验'

'

如果像德里达本人所表明的那样# 在西方传统之外发现智慧是可能的# 那么#

正是在这些相距千山万水, 令人惊异的相似性内部# 我们有可能跨越藩篱而发

现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上的他异性和认识论上的真理' 这是因为# 在认识到许

多与西方解构主义的疑难相同的疑难时# 至少一种东方传统# 瑜伽行派佛教

%g=M@9@J@,HFF5?:G& !!!对中观学派的一种现象学式的回应!!!宣称允许进入

自我与世界的那些类似于文本的现象# 而无论是在中观学派还是大陆传统中#

这些现象都是一些曾被无望地思考过的事物'

瑜伽行派佛教的现象学一旦建立起来# 它就可以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一些希

腊时代!!!连同它的在场形而上学!!!所无法提供的洞见' 这后面一步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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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达" *论文字学+ %K?O4,33,+&#&%/&# 第二部分' 在这一点上# 更深一层的考察促使我们不仅

要考虑文化间的翻译# 还要考虑作为一种翻译的对任何一个文本的阅读' 对于德里达来说# 这甚至

包括对自身的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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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逐渐清晰的第三种立场时# 证明无论是德里达的解构还是东方的现象学都

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

一!去中心化的比较

我背叛了我对于其他公民的忠诚与义务 !=KA?M@6?=;:"$ 对于那样一些人

的忠诚与义务, 他们并不说我的语言$ 我既不对他们说话也不回应他

们# )))雅克3德里达 -死亡的礼物.

"

无论对于法 *真理+ 的个体性特征的标示是什么//它都应当被理解

为只是一个标示# 它既不是法的本性 *65>>::>;6?@A;@6HJ>+$ 也不是与之完

全有别# 那个 *本性+ 既不是言语 *:7>>95+ 的范围$ 也不是言语的对象(

它也不是全然有别于这些# 情况是这样的, 法的本性并不以它被表达的方

式被发现出来# )))无著 !N:@;M@" -认识真实. !K' 5'&Q$'% !",#$+/"$

西元 2 世纪&

从一种德里达式的观点来看$ 佛教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是$ 它既是存在

神学的 !因此它需要被解构"$ 又是解构性的 !它提供了如何进行解构的一

个不同的样本"# 从一种佛教的观点来看$ 德里达类型的解构让人感兴趣的

是$ 它是逻各斯中心论的# )))大卫3洛伊 !_@Y?F =̂S" %佛教的解构&

!C5>_>9=;:6JH96?=; =W,HFF5?:G"

'

.)0.对现象的两种解构"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后果

"

&

'

雅克.德里达 %i@9aH>:_>JJ?F@&" *死亡的礼物+ %@."O$?+&?2",+.&# 6J@;:%_@Y?F T?AA:%"5?9@M="

e;?Y>J:?6S=W"5?9@M=$J>::#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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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相似性

在 ). 世纪晚期# 西方的跨文化哲学家们已经开始在东方哲学与西方的相似

观念之间进行比较'

" 特别是瑜伽行派佛教与当代欧洲思想尤为接近'

比如# 舍尔巴茨基 %+695>JK@6:XS& %)033!).*' 年& !!!一位俄罗斯的东

方哲学学者!!!就曾指出在康德的一些观念和瑜伽行派佛教之间存在着一些相

似性'

& 看起来# 这两个系统都强调心灵借以构造感性世界的方式' 不久之后#

另一些学者把瑜伽行派的心误概念!!!@A@S@%@A@S@Y?n;@;@& 2阿赖耶识3 !!!与

弗洛伊德 %fJ>HF& 的无意识进行类比# 其他一些学者则将之与荣格 %iH;M& 的

集体无意识进行类比' 它与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的联系!!!无论多么潜在!!!

也被认识到'

' 然而# 不仅是早期胡塞尔的现象学# 而且他所激发起的整个传

统# 包括海德格尔, 萨特, 梅洛!庞蒂, 拉康, 利奥塔# 直至德里达的解构思

想# 都是与中观学派 %而非它的支派瑜伽行派& 更为近似'

( 最近# 悦家丹

%_%̂H:65@H:& 认识到# 那长久以来被视为贝克莱观念论之一种形式的瑜伽行派

实际上是现象学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 借助于这一认识# 他更为仔细地考察

了瑜伽行派与整个西方现象学传统之间的相似性'

东西方现象学

如果我们聚焦于每一传统中最易找到的形式!!!西方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

洞见和东方早期佛教瑜伽行派)

!!!并从这一双重聚焦出发# 那么我们将会分别

发现一些派生概念# 它们将独立地彼此证实' 这两个系统是极其相似的哲学系

统# 它们都把现象作为被意识所认识和构造的事物来加以详细考察' 这两个系

.'0.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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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特别指出# 在东方# 大多数宗教只是哲学和其指导下的践行的结合' 因此# 研习东方宗

教所涉及的更多是哲学而非神学或神秘主义'

悦家丹 %_@; Ĥ:65@H:&" *佛教现象学" 对于瑜伽行派和成唯识论的一项哲学研究+ %D()).$0+7."E

'&3"'&#&%/" F7.$#&0&-.$=,#I'6"0+$%,+$&' &?G&%,=,4, D()).$03 ,') +."L.B"'% <"$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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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的教导事实上已经丧失了# 只是最近才被一些批判性的文本研究重新找回' 详细情况参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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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聚焦于认识论的关切时# 看起来都包含甚至漠视形而上学的蕴含 %?G7A?9@c

6?=;:&' 然而# 正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蕴含# 这些系统才能在基督教神学内部得以

区分和应用' 这是因为# 如果真理独立存在的话# 那么唯有一种与客观实在或

真理的充满希望的关联!!!尽管我们不能完全通达客观实在或真理!!!才具有

到达真理的无论何种机会' 正如将要表明的那样# 就通达一个实在自我和实在

世界来说# 瑜伽行派是充满希望的' 在这一点上它与基督教神学而非德里达的

解构有共同之处'

" 德里达与瑜伽行派形成对比而与中观学派并行不悖# 他积极

地致力于毁掉我们在意识作用中不自觉地确信, 假定和经验到的自我性 %:>AW1

;>::& 的感觉' 相应地# 自我性这一概念意味着一种错觉# 在这一错觉中我们认

为我们存在
""

# 我们假定自我实体# 2其实3 那里只有延异 %F?WWqJ@;9>& 的游戏'

&

当格普塔 %QH76@& 说出下面这段话时# 他则揭示出这一思想的一种类似的, 然

而乐观的版本" (瑜伽行派意在拒绝把持存性!!!然而它又是有限的!!!归于阿

赖耶识 %@A@S@&# 它使阿赖耶识成为一系列的踪迹, 踪迹的踪迹# 如此等等以至

无限/ 因此它使阿赖耶识几乎真正成为德里达所说的 0延异1 % 0)$??"4,'S1&

%原文如此& 的等价物')

' 两个系统都用不在场与踪迹来取代实体# 与此同时#

格普塔这段话中的 (几乎)#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 指向两个系统所追求的

最终目的中的差异'

胡塞尔以降的大陆传统

胡塞尔的早期工作给现象的本性!!!它与贝克莱的观念论相关但又与之

不同!!!带来了新的洞见' 这一行动产生了一个新的传统# 这一传统变得一

心追求现象而排除实体形而上学' 紧接着的则是对于含义与语言学的关注'

这一关注在德里达的解构那里臻至顶峰/ 在解构那里# 主体是一个巨大的,

难以理解的, 与文本有着惊人相似性的网络的一部分' 从这一角度看# 实在

应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符号结构之上的非线性的关系综 %9=G7A>b=WJ>A@c

6?=;:5?7:& '

对于形而上学的客观性来说# 德里达的解构是悲观主义的# 它不忘嘲弄任

何想获得客观性的尝试' 形而上学的支配性形式# 在场形而上学# 以从古希腊

继承而来的系统性的实体思想为前提'

( 实际上# 根据德里达# 我们的符号所能

.40.对现象的两种解构"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后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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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到的仅是那被意指之物的踪迹' 但是# (踪迹本身并不存在)

"

# 亦即它并不

是一种实体' 德里达并不否认踪迹的作用, 效果和角色# 但是否定它具有形而

上学观点上的实体内的存在
""

'

从解构的角度看# 关于终极实在的 %形而上学的& 问题与回答# 以及我们

对于终极实在的 %认识论的& 进路# 都变得毫无意义' 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并

不仅仅是结论# 它们是心灵的状态# 由对一种按定义为真的异化之普遍意义的

揭示所牢固建立起来的心灵状态' 凭借对否定性的辩证论证的运用# 德里达拒

绝承认意识具有实质性的 %实体性的& 本性# 他揭示出形而上学的假定 %@:c

:HG76?=;:& 具有任意性' 例如# 如果我们假设在在场形而上学内拥有在场# 那

么言语与书写的替补就被认为是多余的# 但它们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悖论

之提出是为了揭示那最初的假定是不正确的'

& 文字学利用延异!!!语言中的一

种在不在场与在场之间的张力!!!并把它的应用范围扩展到语言之外# 扩展到

文字的外部&高级形式' 延异# 凭借这一作为辩证法的张力# 又允许它所禁止之

物# 并把这一张力作为一种只能导致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特性'而

呈现出来'

从无著 !N:@;M@" 和世亲 !d@:HK@;F5H" 以降的瑜伽行派传统

瑜伽行派在回应其先行者中观学派佛教时# 实际上也回应了德里达' 中观

学派与德里达的解构有许多共同之处/ 这一派的佛教不仅警告在对语言的所有

使用背后都隐藏着哲学上的预先承诺和假定#

( 而且它还利用否定性的辩证论证

来揭示所有形而上学论断的任意性与内在的不一致' 应成法 %7J@:@;M@& 这一论

证方法# 是归谬法的一种形式# 它看起来与德里达式的否定有紧密联系'

) 这些

论证的结果就是表明人们关于实在的概念是不融贯的' 根据中观学派# 在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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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后# 并没有终极实在的存在# 只有无或空 %:H;S@6@&'

" 从佛陀本人的原初

身份乔达摩王子开始# 佛教就已经处于空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之中' 在瑜伽行

派的创始人无著与世亲这一对兄弟的洞见之先# 中观学派就已经达到了一种真

正悲观的 (状况)# 这一状况既类似于实践上怀疑论的后现代状况# 又类似于与

之相关的否定神学'

& 它们已经推论出一切皆空# 空使得包括自我与教义 %无论

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 在内的一切知觉物都必定是非实在的'

上述这些概念强调# 心灵必须认识到它自己的错觉以便继续进行下去/ 借

此# 这些概念似乎很自然地引起悲观主义/ 瑜伽行派则致力于终结这种悲观主

义'

' 瑜伽行派给佛教增添的那种让人惊异的, 关键的洞见是 (把同一性解构为

他异性)'

( 然而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 事情后来演变为一种对实在和经验的有

力且有用的描述# 而这种描述则建立在那时被广为接受的 (遮遣) %@7=5@& %德

里达的 (踪迹) 的对应物& 概念之上# 这一概念赋予不在场在命名活动中相对

于在场的优先性'

) 无著与世亲一道再次对空加以明确的阐述# 这一阐述非常类

似于西方自怀特海 %N%-%T5?6>5>@F& 以来称作过程形而上学的东西' 从这一角

度看# 空并不真正是无# 而只是实体的不在场' 作为一种过程# 事物经由其他

过程的作用而获得其特性'

* 但不幸的是# 根据瑜伽行派# 这一点并没有被一般

人本能地认识到' 事实上# 将自我和对象 %我与法& 假定为具有自主性 %或自

性& 的实体# 这只是一些错觉/ 这些错觉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抑制我们对不存在

的焦虑与害怕'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构建诸如实体这样起作用的理论# 以解释我

们所经验的事物# 但这些理论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

尽管瑜伽行派从来没有被明确地与文字!!!对过程实在观的恰当隐喻!!!

联系起来# 但它的确体现了其中一些本质性因素' 瑜伽行派并不勉强满足于像

2德里达的3 文字学这样的东西# 在文字学里# 关于广义文字观的辩证法是作为

绝对的限制被接受下来的/ 瑜伽行派的洞见是认识到# 如果从过程形而上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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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来看自我与世界的本性的话# 那么它们的本性就并不是矛盾的' 从这一角度

看# 自我与世界就是同一回事情' 于是强烈的自我审查 %:>AW1:9JH6?;S& 就变为

形而上学的客观
""

科学# 这一客观科学能够在实在论上宣称给一种非实体的 (在

场) 以多样性' 这一做法的确给出一幅令人失望的, 关于作为连续否定的意识

的图画#

" 但与此同时它又并没有走得如此之远# 以至于把意识完全消除' 并

且# 正如听起来是矛盾的那样# 至少瑜伽行派提交出一种意识# 后者实际上是

某物4 在其认识分析中# 瑜伽行派拥有极其丰富的词汇# 它们包含了用于精细

区分的术语# 这些区分并没有被以其他方式认识到'

& 这既与中观学派的立场

%至少就其为其追随者所理解的那样& 形成对比# 也与那和语言学转向密切相

关, 并包含从尼采到德里达一系列思想家的解构的视角形成对比'

'

瑜伽行派并不止步于对实在!!!作为
""

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和被构造的现

象!!!的空性做出承认' 它把现象学重新加工为一种方法论# 这恰恰是现象学

在西方为何不能继续前进的原因'

( 尽管德里达试图把文字学重新做成一种超级

科学# 做成所有其他科学之始祖# 但他仍然反对方法论和科学性所预设的主&客

区分'

)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瑜伽行派把对自我的研究视为最高科学' 通过把自

我认识为过程网络的一部分# 人们就可以借由在自己内部寻找而发现通往实在

的通道' 当真实的自我觉知逐步成长时# 这就导致一种对于他异性的部分的,

但却循序渐进的展开' 在一种与黑格尔之前出现于西方的思辨唯心论相类似的

行动中# 并且以一种与康德之后的西方内在化神学相类似的方式# 瑜伽行派鼓

励深刻的自我沉思和极其严格的意识分析# 以便直接通达实在' 这不应与西方

中的那些寻求通过这样一些方法通达上帝的努力混为一谈# 因为佛教传统是无

神论的' 不过# 这种方法论作为一种通达自我和现象世界的手段显得更为有效'

当然# 记住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 即与胡塞尔不同# 海德格尔已经认识到

一个类似的概念#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内在性概念允诺了一条经由内在化的通

道' 然而# 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些人所认识到的永恒的任意性难题# 在下面这

一点上变得不可解决" 它被接受为一种无情的事实# 被接受为实在的一种特

征'

* 瑜伽行派则努力通过接近意识来克服这一难题/ 这一接近充满怀疑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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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但却带有最终除去大部分错觉的希望'

二!悲观主义的解构

这样一种安排已经向一些人提出建议$ 即需要以一种极其不同的思考

方式进行大范围的争论# 在这一争论的核心处会是一种深深的谦卑$ 它承

认严肃的人类限度( 我们不能宣称获得一种跨语言的上帝之眼的视角$ 并

由此出发去判断观念与语词之间或语词与事态之间的假定存在的符合# 我

们把我们共同体的语言实践//作为一种使交往得以可能的礼物接受下

来)))但仅仅是在语法的界限内# 何其耻辱4 )))南希3墨菲 !-@;9>S

UHJ75S" 和布拉德3i%卡伦伯格 !,J@F i%R@AA>;K>JM"

"

德里达追求的是佛教徒的第一步' 尽管解构经常被与摧毁 %F>:6JH96?=;& 区

分开来# 但它还是已经变为最具摧毁性的' 德里达把文字学定义为对柏拉图式

的哲学传统之终结的确切的见证' 然而# 德里达又看到他自己处于某种正揭示

着其本身之过时性的事物之中# 而没有一条通往客观视角的出路'

& 这样# 他与

古老传统的决裂就并不彻底# 因为这一决裂无法给它自己留出空间' 这是一种

屈从# 它错失了那种 (崭新的, 非概念的, 向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事物 0敞开1

的可能性)'

'

在避免形而上学的讨论!!!除非贬义地提到其他文化所做的讨论!!!时#

德里达通过拒绝 (先验所指) %他用来表示难以表达者的术语& 的客观实在性来

含蓄地表明形而上学的论断的鲁莽'

( 他继续摧毁实体形而上学# 实际上
"""

代之以

一种完全是从符号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过程观' 在某种意义上# 他通过为这一变

动提供一种分析的基础 %而非怀特海对一种经验性基础的渴望& 而证明怀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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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 然而# 德里达并没有做出任何直接的, 正面的形而上学论断' 相反#

通过揭示符号如何准确地代表着我们
""

对所有实在元素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

# 通过

把现象学与文学研究!!!它长期陷入文本研究!!!联系在一起# 德里达打开了

一条把握现象的新的道路' 这种 (批判性阅读) 类似于瑜伽行派的那种作为意

识之严格地, 无情地自我洞察的方法论/ 然而# 作为一种摧毁性的解构# 这一

(批判性阅读) 似乎是沿着对立的方向奋力前行' 德里达的解构与瑜伽行派的总

目的# 即清除 (古典的历史范畴) 并含蓄地清除所有习得的甚至本能的范畴这

一目的# 是一致的/ 但与此同时# 德里达的解构似乎并不朝着拯救自我这一终

极目的而努力'

" 德里达把我们的世界观包括自我视为一个洋葱头# 它并不能在

剥除掉它的所有
""

层次后还继续存在/ 但瑜伽行派的方法论却努力拯救自我现象#

它就像采挖宝石的刀具# 努力从位于中心的珍贵的宝石周围去除那些模糊不清

的杂层'

尽管上述隐喻可以有助于说明问题# 但说明这一点的最好方式或许是用自

体性行为 %@H6=1>J=6?9?:G& 这一概念' 德里达把自体性行为的隐喻视为对书写

中不在场与在场之游戏的一种恰当说明# 并且把它延伸为对我们现象经验中的

同一种游戏的恰当说明/

& 然而# 瑜伽行派则会把这一隐喻视为头脑错乱' 尽管

我们本质上是由关系构成的# 在关系中我们的所有特性都归因于他者# 然而我

们仍是沉思现实中的自己和围绕着我们的世界' 只是当我们进而沉思那可能超

越我们现实性的神圣他者时# 我们才会陷入空洞的思辨' 瑜伽行派则并不关心

这最后的步骤# 它老老实实地处理这个世界的本性' 我们在这个世界内部所拥

有的那种婚姻一般的关系是真实的# 是现实的色情# 这与我们与神圣超越者的

(游戏) 是虚假的还是真正的无关' 以此方式# 瑜伽行派得以重新捕获 (超越

者) 的原本意义'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比康德式的悲观主义走得更远# 而瑜伽行

派则通过送还我们通往现象自我和现象世界的道路而给予我们为恢复古老的本

体&现象之分裂所需要的工具'

一种至多是认识论的警告

西方的解构# 就其最好的而言# 只是导向一种认识论的警告# 但是就其

最坏的来说# 它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 这是因为它显示出我们对于显现

背后的实在的本质必然是多么的无知# 借此在奠基于希腊形而上学时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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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传统内部贬低了任意的猜测' 然而# 通过显示出这样一种追求的任意

性# 通过努力超过那持续地威胁要否定意义与存在的 (坏的无限性) #

" 通

过蓄意不用符号的基础取代意义与存在# 德里达把我们遗留在一种虚无主义状

态之中'

尽管 2解构3 在制定各种理论中有实践价值# 德里达还是否定有任何方式

可以为一个人自己文化内部的任一特别的出发点做辩护# 好像这一出发点是一

个研究的有效起点似的'

& 正如解构的遥远的孪生兄弟佛教的中观学派一样# 解

构也把我们遗留在一种困惑之中" 是否有任何一种普遍的适当方式可以使我们

的经验从根本上得到理解- 无著和世亲很可能会批评德里达# 正如他们曾经对

他们的先驱中观学派所做的那样# 因为德里达把实在 %最大的文本& 视为一种

对于非实存的在场'的替补 %代替物&# 而不是把实在视为本质上且充分的是关

系性的' 这是一种极端微妙的区分# 这一区分在其实践应用中被归结为究竟是

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

通过
""

对符号的使用
""

%F?@1MJ@75>?;&# 人们可以把他人客观化为自我的一个

镜像!!!这是对德里达的主要拒绝之一的一种肯定' 这样# 当人们在努力进行

描述和交往之际而对其他事物说话并说到其他事物时# 人们就重复着自我图

像'

( 这是人们作为文字学主义者 %MJ@GG@6=A=M?:6& 必须保持在心中的图式/ 然

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这恰恰是那种证明瑜伽行派是正确的方法# 因为它把自

我认识为现象的一部分, 他者的一部分# 这一认识使得东方的方法可以成功'

他们曾经能够认识到# 一种踪迹形而上学有能力把不在场具体化为延异'

) 这里

得出的本质性结论是# 对于踪迹的认识预设了一个认识者"

正如有关于在场的意识$ 也有关于不在场的意识$ 以及关于它们差异

的意识( 如果德里达的批评并不是任意的$ 而毋宁是由明见性或明见性的

失败所辩护的$ 那么这种明见性或其失败就必定被呈现给与客观世界' 客

观知识' 客观信念相关的意识//但是这种辩护预设了一个见证)意识的

在场$ 所有的肯定以及否定必定被呈现给这种见证意识$ 如果没有这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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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意识$ 就没有踪迹作为踪迹被呈交出来#

"

三!对自我的充分知觉是充分知觉

人们也许会问, 推论如何与知觉区别开来2 推论被理解为间接知识$

就是说$ 在推论中$ 对象并没有被现实地知觉到$ 而是因为某种标记或符

号而被承认为是当前的# //被知觉到的火和被推论出的火在下面这一点

上是类似的$ 即, 在这两种存在中$ 它们并不与关于它们的各自知识有别(

因此这里就并没有出现火是否直接当下存在这个问题# 知觉的知识和推论

的知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 在这两种情形中$ 对象始终保持同一$ 同时

我们知道对象的方式却不同# )))查特吉 !N:5=X RHG@J"5@66>Jn>>"

&

在 2 世纪# 距德里达 )2(( 年前# 无著和世亲说明了通往自我和世界的道路#

借此提供出一种乐观主义的现象学' 尽管这一现象学未能洞察 %7>;>6J@6?=;& 真

正超越的他者# 未能洞察神圣者的领域和本质# 但它确实宣称成功地把我们从

任何一种自我瓦解中, 从无意义中拯救出来' 在瑜伽行派思想内部# 自我能够

穿越时间持续存在# 并且在实在论上被认为在死后还继续存在' 在形而上学上#

我们的实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关系# 即每一部分和诸部分的聚合所拥有的那

种与其他部分以及其他聚合的关系' 在认识论上# 我们通往我们自己的通道#

一旦被清除掉错觉# 就可以成为通往世界之通道的出发地'

这样# 瑜伽行派在认识论上就是乐观主义的# 在形而上学上它是成功的

%凭借过程形而上学# 后者通过一种现象学方法&' 通过严格地洞察我们自己的

意识#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谁# 可以知道我们与世界和世界中的其他人的关系'

尽管困难# 但仍有可能依次消除错误的观点# 直至一种关于我们心灵之所是的

精致观点最终形成'

最为重要的是# 瑜伽行派并不必然堵塞与真正超越者的交往' 它并不武断

地得出结论说文本 %语境& 之外一无所有'

' 事实上# 瑜伽行派现象学的隐含的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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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既不禁止一种实体上帝的实存也不禁止一种过程上帝的实存# 尽管这一点

由于佛教的无神论预设而从未得到言明'

与德里达相反# 并且与瑜伽行派严格一致# 我们的本能可能
""

并不会欺骗我

们' 并不存在决定性的理由拒绝我们的装备 %康德的范畴& 在恰当地起作用时

%普兰丁格# $A@;6?;M@& 所总是设定的外部实在的可能性' 在我们的知识理论可

以 %暂时& 承认我们的限度的同时# 我们的真理理论可以保持 2与世界3 相符'

对最好的材料予以持续的纯化# 并拒绝所能发现的任何不好的材料# 这能潜在

地产生一幅关于我们自己之本性和世界之本性的尽管昏暗但却精确的图画'

实存$ 存在和神学 !存在神学$ 否定神学和非神学"

从他们各自加工过的视角内部出发# 无论德里达还是瑜伽行派的哲学家都

可能已经拒绝了那作为语词 (实存) 和 (存在) 之所指物 %J>W>J>;6& 的绝对,

永恒的存在者的概念' 但是# 在瑜伽行派那里# 存在并没有被完全拒绝/ 它只

是被搁置了# 在它被肤浅地理解时' 反之# 那只为证得菩提者 %65>N8@X>;>F&

所领会到的真实实体之 (总已经在) % (@A8@S:1@AJ>@FS)& 的本性#

" 并没有被

剥夺掉形而上学的意味# 只是它不像本能知觉到它的那样简单'

& 实际上# 唯一

被否定的事情是进入绝对的通道
""

# 同时这在哲学上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即

实体完全以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本性的方式实存' 佛教思想的许多学派都独立地

认识到某种形式的能量# 这种能量具有像实体一样的特征/ 变化永远被归诸这

种能量# 关系性的存在者也是由这种能量构成'

' 然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

教义是被勉强接受的# 并且与关于空的基本教导相冲突' 只是在瑜伽行派中#

这种教义才得到严格辩护# 并且是根本性的'

相反# 德里达使用 (存在经验) 作为否定存在之现实性的手段' 他认为

(存在) 一词的所指物 %J>W>J>;6& 不再是一个实际的事物# 以此方式# 它把海德

格尔的作为存在的本原概念的 eJ8=J6%原词& 与 (存在) 一词之实际意指的含

义区分开来' 从中德里达引出真理概念是幻觉这样的结论' 真理只是一种没有

存在论基础的文字游戏'

(

(存在) 是一个特殊的语词# 只是因为它是最基本的

.)..对现象的两种解构"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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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范畴的最基本的形式# 然而它仍然始终是一个在一语言系统内被把握的概

念' 它被称为 (本原的)# 是因为它试图在不可还原的单纯性概念中并且不
"

在一

种存在论的实在中成为所有其他事物的基础'

如果海德格尔是正确的# 亦即在我们能够从事存在论之前# 我们必须从事

存在者的研究/ 如果索绪尔是正确的# 亦即在 2从事3 存在者的研究之前# 我

们必须从事语言研究/ 那么# 随之而来的似乎就是德里达也是正确的# 亦即在

我们从事语言研究之前# 我们必须拥有关于所有文字之语境的完备知识# 以至

于它们的边界清晰可见' 我们常常很舒服地跳过这种把我们关于实存的语言与

观念 %这两类形式& 和语词连接在一起的假定或预设' 但是在德里达看来# 对

于诸多疑难的仔细考察摧毁了对存在神学的保证' 因此关键并不是追问我们自

己, 外部世界或上帝是否实存$$关键在于去怀疑问题甚至是否能够被富有意

义地制定出来'

"

结果是# 在基督教神学内部# 一种对于德里达的恰当理解就具有一种强有

力的但却否定性的效果# 因为它剥除了在场形而上学的有效性# 而基督教神学

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在场形而上学之上的' 然而# 当解构被置于瑜伽行派佛

教现象学!!!它有效地在暗中拒绝并竭力反对否定神学&

!!!之内# 它就不一定

导向神学和有神论的终结' 瑜伽行派给予我们一种更为清晰的自我观# 以及一

种更为乐观的认识论' 它是一个稳固的出发点# 是一种自我理解/ 由之出发#

我们可以探索其余的现象与
"

它的界限, 它的边界' 现象的外部边缘并不必定像

德里达认定的那样触及虚无# 而是留下了给具有其他本性的事物进行划界的可

能性'

打个比方# 当我们在黄昏的微光中看一种形状时# 我们几乎看不清它' 然

而# 即使是在中午的强光中# 我们对该形状的理解仍然是不完全的# 因为我们

只能知觉它的表面' 同样# 德里达促使我们注意到超越希腊形而上学界限之外

的现象的边缘# 从而通过否定就揭示出每一个以及所有的形而上学洞见和思辨

的界限' 而在瑜伽行派那里# 我们则拥有一道甚至更为明亮的光# 因为它超出

否定之外'

' 它帮助我们观入我们自己内部# 帮助我们以更强烈的认识论的乐观

主义和实在论的信任来观看我们的世界# 这种信任是对我们通过运用直接知

觉!!!它伴随着经验和背景知识 %例如语境& !!!正确地进行知觉的能力的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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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通过视知觉# 我们借助有限的反射光度看到对象' 在微光中# 光度数较小#

图像不清晰' 在强光中# 光度数较大# 图像被描述得更为清楚' 然而# 即使在

最亮的光中# 描述也只是片面的# 因为只有表面得到描述' 在瑜伽行派那里#

我们拥有以一种与光度和眼睛之间的相互作用类似的, 有限但却积极的描述性

的相互作用来观看自我和环境的能力' 就此而言# 我们不仅能够理解对于其他

现象的表面描述# 我们甚至还可以超出瑜伽行派# 或许能够看到那处于现象和

位于其彼岸的事物之间的 (表面)# 类似一种相位界线 %@75@:>K@JJ?>J&' 水的

容器赋予它所包含的水以形状/ 以同样的方式# 那围住现象的东西也可以把它

的某些特征赋予边界本身' 保罗.蒂利希 %$@HAC?AA?95& !!!一位神学家!!!

同样着迷于无限 %上帝-& 与有限的交集# 并且把海岸想象为一种恰当的隐喻'

作为有限# 我们与无限的交集必然也是有限的# 然而这是我们可能获得的最好

描述# 除非我们自己以某种方式变为无限'

"

德里达曾经能够认识到现象的界限或边界' 他要求对这些边界进行过度的

抹擦# 以求尽可能地摆脱文本 %语境& !!!那建立在符号之上的大全!!!的界

限'

& 然而# 他忽视了那可能位于文本之上或之外的东西# 而只聚焦于文本' 不

幸的是# 瑜伽行派哲学的奠基者做了同样的事' 尽管他们提供了通往局部 (他

者) 的通道# 但他们也把他们的目光限制在现象上' 人们禁不住好奇# 为什么

他们都不转换方向' 然而# 我们立刻认识到# 这些哲学家们无法为 (转换方向

直面边界) 所必须承担的预设进行辩护' 关涉到神圣的自然和真正超越的他者

时# 这两种哲学都把它们自己限制在否定的辩证法上'

在基督教神学的许多流派!!!包括得到公认的传统东正教!!!内部# 神学

哲学家是从神圣 (他者) 的存在这个预设开始的' 这一神圣 (他者) 是文本的

作者# 是那处于文本之上和之外的包容现象的东西' 然而# 这一预设绝不能随

后被揭示为不可能的或非理性的/ 否则这会意味着神学的死亡' 借助于像德里

达的观念那样的后现代观念# 基督教神学最近已经被从康德式的界限那里拯救

出来了/ 现在# 基督教神学也必须借助于其他手段而在德里达之后幸免于难'

'

.4..对现象的两种解构"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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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瑜伽行派具有巨大的潜能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种哲学# 它通过对意识的

详细勘察# 总是提高着相符的概率/ 借此# 它拥有把世界和我们自己归还给我

们的潜力'

然而# 自我通过清除自利的 %:>AW1:>JY?;M& 错觉以达到正确结论这一能力

本身就成为问题' 这个主题在基督教神学内部也在堕落对理性的影响 % (65>;=c

>6?9>WW>96:=W:?;)&

" 的名下得到热烈讨论' 在何种程度上# 我们的状况# 即疏

远于上帝# 允许我们实现瑜伽行派的那种净化我们自我图像的指令- 不幸的是#

作为一种无神论哲学# 瑜伽行派传统并不研究超越的援助的可能性# 而只是依

赖于自我规训' 与之对照# 在这一点上# 基督教传统则注意到一种对于启示礼

物的固有需要' 相应地# 即使是为了成功地分析我们自己的意识# 也需要认识

论的援助' 或许# 没有这一点# 对于认识我们自利的错觉而言# 也就没有独立

的标准留下给我们' 如果这是真实的# 那么相符就只有通过可靠的见证 %6>:6?c

G=;S& 才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能够创造的书写文本与我们并没有创造的世界, 一个包括意识在

内的世界非常相似#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 对于那难以相信的复杂, 建立在符

号基础上的关系网的解释就变成主要的两难# 这一两难是关于世界!文本解释

学的一种形式' 瑜伽行派建议我们把我们的研究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上# 因

为我们通往意识的通道是直接的' 如果胡塞尔是正确的# 即" 使超越的世界成

为内在的最好机会是通过意识/ 而如果这是!!!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令人

绝望地不可证实# 那么# 瑜伽行派就通过提供一种把这种不可证实性化约为最

低限度的方法论而成功地把这一游戏带到下一关' 这一措施与南希.墨菲的建

议一致# 后者认为" 通过持续的认识论的完善# 思想观念可以被那些更能从经

验上加以证实的思想观念所取代' 然而# 如果没有可靠的引导# 这样一些追求

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逐渐增高的概率问题# 而在最差的情况下则是沿着错误

的方向盲目求索'

当我们努力进行理解时# 我们便创造理论' 所以# 除非我们认识到我们按

照造物的模样进行再创造这一本能需要#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作为一种造物的

我们自己' 德里达重复了卢梭对这种同时既要逃避我们的自然本性又要恢复这

种本性的冲动的认识'

& 基督教神学通过认识人性的未完成状态而从概念上解决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堕落对理性的影响 % (65>;=>6?9>WW>96:=W:?;)& 在基督教神学中指人的罪会影响乃至阻碍人的心灵

接受上帝的启示' !!!译者注

同上书# 第 )./页'



这一冲突' 就我们当下实存之未完成的, 建基在过程上的本性来说# 瑜伽行派

代表着有关它的最清楚明白的可能观点/ 但与此同时# 关于一种神圣的, 建基

在实体之上的实存的可能性问题# 瑜伽行派则悬而未决'

鉴于以上种种# 上述思想可以当作一种解答' 这一解答弄清楚了德里达对

现象的解构# 弄清楚了瑜伽行派通过诚实的自我认识而实行的局部重构# 弄清

楚了基督教经文所提供的对于上帝, 基督和神!人关系的常常是悖论性的描述#

如接下来得到探讨的那样'

神学的一种新 !双重" 基础

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试图弄清一种由更古老的, 犹太传统所描述的上

帝时# 他们利用了希腊哲学及其实体形而上学' 今天# 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

数世纪的发展之后# 一种去中心化必然要发生/ 在这种去中心化中# 基督教神

学应当质疑它与希腊思想的同盟' 或许# 瑜伽行派哲学可以被用作神学的形而

上学基础# 以代替或补充希腊哲学' 如果得到恰当的实行# 这一做法可以在对

基督教传统内的特殊的启示的研究中产生深刻洞见' 瑜伽行派是 (对意义的

最深层次的一组富有洞察力的, 环环相扣的洞见)# 它可能会呈现出新的视

角# 会以另外的方式揭示出启示中蕴有的潜在意义'

" 如果瑜伽行派是正确

的# 那么它对于克服有关人是什么和显现背后的世界是什么的那些被欺骗的观

念来说# 就是根本性的' 早期教父们所创建的希腊化的神学版本可能部分地是

错误的# 并可能在追求通达真正超越的上帝的过程中充当一种障碍'

对于旧问题的新视角

借助一些简短的例子# 瑜伽行派现象学作为一种获得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形

而上学洞见的方法论# 可以证明在解决下述张力中是有用的' 作为一种起点#

瑜伽行派在解脱论上要求在皈依之前和皈依过程中专注于主体的心灵'

& 在前定

%7J>F>:6?;@6?=;& 与责任之间的古老冲突# 可以由瑜伽行派对意识的负面看法加

以解决' 通过把心灵的转化重新阐述为不动的实体 %上帝& 与天生可动的过程

%自我& 之间的一种冲突# 如上帝选民这一名称本身!!!当这一名称被视为一种

状态而非一个种族时'

!!!所暗示的那样# 瑜伽行派也可以阐明神圣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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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上# 瑜伽行派要求对于所有神学模式进行一种具有语境敏感性的

评估' (于是# 这就是一种解构的策略# 这一策略否认并清空所有那些被假定的

确保# 即人们已经获得了一种一劳永逸的真理')

" 只要一种一劳永逸的真理的

独立实存的可能性
"""

得到保留# 那么瑜伽行派的上述要求对于基督教神学来说也

可以是有用的'

就那关于完全超越者的形而上学来说# 瑜伽行派也可以被证明为是有用的'

尽管实体形而上学看起来是一种描述上帝的适当手段# 但如果它被用来描述三

位一体# 即既作为人和上帝, 又作为人与上帝之关系的基督# 它则已经被证明

是有点神秘的, 悖论性的# 甚或是矛盾的' 然而传统上鲜有人认识到这是不可

解决的' 包含实体与自然的语词游戏已经创造出一些命题# 它们像建基于希腊

之上的关于三位一体的阐述本身那样晦涩难解' 瑜伽行派形而上学可以使一种

新的解决得以可能# 这种解决把基督重新阐述为本质上是关系性的' 根据 *圣

经+# 耶稣总是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根本上是通过与圣父的关系!!!得到

描述' 从一种过程观点来看# 基督变成一种渠道和窗户# 他充当的首要角色是

通往其他事物的道路' 正如 *约翰福音+ )*" 3 所说的# 这会使耶稣真正是
"

(道路)# 而非仅仅一种指示
""

道路的事物' 耶稣# 会是一种关系而非一种实体'

耶稣作为人 %G@;&# 正像人性 %5HG@;?6S& 一样会拥有一种完全在其与他人的

关系中构造起来的同一性'

& 这似乎使得那在 *新约+ 中由耶稣做出的并且关于

耶稣本人的, 以别的方式看有点神秘的陈述变得好理解了'

相应地# 人类凭借我们拥有的与他者!!!在等级上低于我们 %与我们的部

分分离开&, 在我们之中 %与我们的共同体共在&, 在我们之上 %与我们的每时

每刻的创造主共在& !!!的关系而延续下去' 如果我们的实在是一种过程实在#

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应当是消除那样一些错觉# 即那些阻止我们理解和接受我们

的非实体性的错觉# 如无著!!!或许还有德里达!!!会建议的那样' 然而# 这

意味着这就是唯一的实在- 显然# 这会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 这并不是# 并

且我会论证这不应当是我们关于终极神圣实在的结论' 如果上帝实存 %>b?:6:&#

那么肯定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实存 %>b?:6>;9>& 的方式存在' 事实上# (上帝并不

实存 %>b?:6&# 他是永恒的')

' 这是瑜伽行派, 其他的东方传统以及西方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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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神学误入歧途之处'

" 在把过程观扩展到三位一体的其他成员 %甚至扩展到

作为上帝的耶稣& 时# 我们便立刻偏离所有关于同为上帝的圣父, 圣子与圣灵

的经文命题'

因为这一点# 似乎过程神学!!!瑜伽行派的别样近亲!!!必然是对基督教

经文宣言的异端性背离' 过程神学对上帝采取的做法与瑜伽行派坚持认为的我

们对我们自己采取的做法一样' 然而我认为# 关于实体和永恒本质的希腊式观

念是描述神圣实在的最好方法# 同时# 对于 (经由现象得到估量的过程)

%7J=9>::1@77J@?:>F 165J=HM5 175>;=G>;@& 的瑜伽行派式观念则是观看创造和造

物的最好方式# 也是观看二者之间关系与交往的最好方式# 这种关系与交往是

以我们的那种通过基督与圣灵而实现出来的关系的形式出现的'

四!结论

当中观学派佛教!!!大陆哲学的一位意料之外的孪生兄弟!!!在寻求把哲

学终结于空时# 它就与德里达很相似' 通过采取现象学作为一种研究自我与关

于世界的 (思辨) 的方法论# 瑜伽行派成功地前进到这些犬儒式的死亡终点之

外' 但是# 在它摆脱否定研究的同时# 瑜伽行派并没有成功地前进到现象之外'

基督教神学已经利用了希腊形而上学上千年' 然而# 如果各式各样难以处

理的疑难以及解构的最近结论还算是任何指示的话# 那么这一联盟也许就并不

是最好的可能进路' 或许# 根据以上的分析与论证# 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论#

或者更好地说# 一种合作理论# 将会证明是更具建设性的'

!译者, 朱刚"

./..对现象的两种解构" 德里达的悲观主义$$对于基督教神学的后果

"

过程神学初看起来显得是瑜伽行派过程形而上学的近亲' 然而# 扩展对上帝的过程描述是过程神学

的决定性环节' 这一步骤并没有为瑜伽行派哲学家们所作出# 并且在本文作者看来# 这是一个并没

有得到保证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