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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似乎在经受一个严峻的考验# 那就是人在没有任何神或宗教的情

况下能否生存'

(上帝死了)# 尼采如是说' 由于科学和技术# 这句话成了现代欧洲文明的

宿命'

勒内.笛卡尔被认为是现代欧洲哲学的奠基者' 在黑格尔看来# 只要现代

哲学要求 (思维) 作为其原则# 笛卡尔就的的确确是现代哲学的鼻祖' 笛卡尔

在普遍怀疑之后# 获得了一个其实存无法被怀疑的 (思考着的自我) %65?;X?;M

>M=&' 这个 (思考着的自我)# 即理性或者智性# 是他的哲学的起点' (思考着

的自我) 不仅是笛卡尔哲学的起点# 而且是整个现代哲学或文明的起点# 因为

它要求将精神和自然割裂开# 并随之要求机械化的自然观# 这便默认了人有必

要也有权利通过操控自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今# 现代文明的这种情况已不再局限于欧洲世界' 欧洲文明# 尤其是它

的科学和技术# 凭借富足的生产力和强悍的武器征服了全世界' 世界上没有哪

一个国家不受到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 如此一来# 欧洲文明的命运俨然成为

全世界的命运'

然而# 如尼采所见# 可怕的无神论是现代文明早期阶段所固有的' (上帝不

是简单地死了# 而是我们杀死了他') 当人们完全信赖自己的理性# 并着手在自

己的意志下控制物质世界的时候# 上帝就变得无用了' 上帝死了# 人和物质自

然取代了上帝的位置'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尼采一样是历史命运的先知' 他借伊凡之口说道" (没有



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 既然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 那么人们做什么都是允

许的') 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 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儿子伊凡" (我

们是不是被神父欺骗很久了# 要是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的话 %就像你说

的&-) 伊凡回答说" (要是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 就没有我们的文明')

"

正如伊凡所言# 此前所有文明都是建立在宗教之上' 然而# 与伊凡的话截然相

反# 现在正有一种文明要在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死的情况下建立起来'

是时候让我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道追问" 人类能否在一种没有上帝的文

明中确定其实存- 终有一天人类必须为沉迷幻想而付出代价吗- 抑或最终审判

日那天终不会来临# 因为那一天到来之日# 也是人类文明崩溃之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日本尽其所能去采纳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文明# 可是

并没有接受基督教' 与此同时# 我们不再诚心诚意地关注佛教和儒家' 换句话

说# 我们没有从外面引进神 %宗教&# 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借现代文明之名杀死了

自己的诸神 %诸宗教&' 通过杀死诸神# 日本完成了现代化' 作为这种现代化的

成果# 日本实现了成为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随着物质的

繁荣兴旺# 巨大的虚空开始弥漫在社会中' 我们无神可信' 我们成了世界上最

不信神的人# 没有鼓舞人心的动力# 只有物质商品与性的刺激'

然而# 难道西方人可以嘲笑这样的经济动物吗- 难道不是欧洲人教会了非

欧洲人杀死他们的诸神吗- 如果真是那样" 我们比我们的老师更勤勉于杀死诸

神' 那么用日本的一句古话来说就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诸神死去# 价值坍塌# 本能释放# 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这些正构成当今

世界的危机状况' 在这种状况中#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 人类是否能够在

没有任何神的情况下得以存活' 这似乎是当今世界最重要, 最关键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三个可能的回答"

人类可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存活# 人类自己应当成为一种神' %马克思, 尼

采, 萨特, 加缪等等&

人类必须有一个神# 且必须通过回归对神的古老信仰而重获新生' %别尔嘉

耶夫&

, 道森'

, 铃木大拙(等&

神是必要的# 但不应该是过去的神# 因此必须寻找一个新的神# 尽管人类

还未遇见过这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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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JFS@>Y%)0/*!).*0&# 俄罗斯宗教家# 政治哲学家' !!!译者注

"5J?:6=75>JI>;JS_@8:=; %)00.!)./(&# 英国独立学者' !!!译者注

铃木大拙 %)0/(!).33&# 日本佛教学者' !!!译者注



二

我打算在上述第三种观点下讨论海德格尔哲学' 海德格尔既不是一个回归

基督教的鼓吹者# 诸如别尔嘉耶夫或者道森/ 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诸如马克

思或者萨特'

旧神已死# 而新神尚未彰显自身' 为了得到一个新神# 海德格尔必须首

先为他准备一个处所 % 7A@9>& ' 为准备该处所# 我们应首先找到旧神曾彰显

自身的那个处所' 旧神彰显自身之处所即是新神之处所' 海德格尔哲学的关

键问题就在于" 是否揭示出了旧神彰显自身之处所# 以及是否已经为新神备

好了处所'

"

不论其意味如何# (神之处所) 这一措辞总是很容易令人想到是欧洲人

在自家范围内的表述' 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超出欧洲人的范围之外来处理上述

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不但存在着许多神# 而且存在着许多宗教这

一事实' 更不用说# 不仅有一神教# 而且有多神教' 迥异于欧洲的一神教#

日本本土宗教往往被看作是多神的' 这种多神教很可能被基督教教义指责为

不是真正的宗教#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佛教或者儒家不能应对为新神提供处所

这个问题'

通过如下方式将上述问题放在海德格尔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 我们可以

设想海德格尔所提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欧洲文化范围" 是否海德格尔所讨论的神

之处所不只适用于基督教# 而且同样适用于任何其他宗教- 在此我想仅就佛教

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 海德格尔所思考的神之处所在佛教看来是否

可以是一个恰当的处所'

我并不打算在此详细解说海德格尔的哲学' 这个比较适合于那些与海

德格尔文化背景相似的人去做# 而一个文化背景不同于他的人则恐怕很难

准确把握其哲学要领' 很有可能我已经误解了海德格尔哲学' 但是无论如

何# 我并不打算直接讨论他的哲学# 而是讨论我自己的受到海德格尔启发

的想法'

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一贯是 (存在是什么)' (存在) 在欧洲思想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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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直被看作是自明的' 海德格尔却质疑 (存在) 自明的想法'

什么是存在- 存在不单单是某种实存 %>b?:6& 的东西' 一个笔记本在这实

存着# 一张桌子在这实存着' 但是它们都不是存在自身 %K>?;M?6:>AW&' 海德格

尔将 (存在自身) 与 (存在者 %K>?;M:&) 之间的区别称之为存在论差异' 他认

为所有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存在论都将 (存在者) 视为 (存在本身) 从而全都忽

视了这一差异'

所以有必要将 (存在自身) 与 (存在者) 区分开# 进而澄清 (存在自身)

的本来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 (存在本身) 的意义应由一种现实的存在者来揭示#

这一存在者的实存样式明显地优越于 %:H7>J?=J& 所有其他存在者的实存样式'

这一现实的存在者是什么- 从意识到本己实存的意义上来说# 该存在者的实存

样式比较优越'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即是人 %_@:>?; 此在&' 因此#

海德格尔声称必须考察 _@:>?; 的意义# 即人类实存的意义# 为的是通达存在自

身 %+>?;存在&' 人类实存的意义是什么- 海德格尔从时间上寻找 _@:>?; 的意

义' 海德格尔的 (时间) 的意思既不是说时间是客观把握到的# 也不是说时间

是主观感知到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 (时间) 意味着 (有限性)' (有限性) 意味着 (向死而

在)' 也就是说# _@:>?;是时间性的# 并且人是时间性的# 所以是有限的# 即一

种向死的存在者' 从有限性# 即死亡方面来把握人类实存# 海德格尔正是在这

个立场上批评柏拉图以来的存在论' 在欧洲存在论传统中# 存在是通过实存的

东西 %F@:+>?;>;F>存在者&# 而不是通过人的实存 %_@:>?;& 而得到追寻的'

实存之物只有在为人所注目 %K>M@WW6& 的时候# 才为人所筹划' 只有当人作为主

体专心注目着世界时# 物在我们眼前才显得是单单实存着的' 海德格尔称这种

实存为d=J5@;F>;:>?; %现成在手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把握物的方式缘于 _@:>?; 的日常性' 人在日常生活中遗

忘了作为自己之本质的死# 而与这物那物生活在一起' 这样生活着# 人于是就

从物的功能方面来把握存在'

与这种理解实存的方式不同# 海德格尔开启了另一种实存论的理解存在的

途径' 这种理解途径通过 _@:>?; 之为有限存在# 即向死而在# 从而通达存在自

身' 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 中指出这种理解的任务是基础存在论' 他试图

承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来发展该基础存在论# 但是他逐渐认识到# 他不可能

在一个以分析主体意识为主题的现象学内部发展他自己的理解存在的新途径'

海德格尔思想的 (转向) 或者 (逆转) %R>5J>& 恐怕就源于该认识# 但是我不

想对此再作进一步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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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问的是"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对于当前东方以及西方世界的历史

处境有着怎样的意义- 首先应该注意到# 尽管不是通过物而是通过有限的人类

实存来寻找存在的存在论被认为是西方所独有的# 但它对东方人却是耳熟能详

的# 对佛教徒尤其如此' 我们日本人是听着佛教中的这句话长大的" (众生有

命# 万法皆空') 这是存在论的观点# 它从死亡的层面不仅抓住了人类这一存在

者# 而且抓住了所有其他活生生的存在者' 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论

的观点" 通过有限的人类# 即向死而在来把握存在' 再者# 我们的问题还与海

德格尔对欧洲存在论缺乏死亡概念的批评有关' 作为非欧洲人# 我不能不注意

到欧洲思想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之处# 即对死亡的关切' 我注意到两个自身具有

重大意义的死亡事件' 这两个死亡事件# 几乎不用说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

基督之死' 先不管海德格尔如何批评# 我得说这两个死亡事件的确是欧洲思想

史上的华丽篇章'

但是# 说这两个死亡是构成欧洲精神文明最富意义的事件# 这是什么意

思呢- 在东方历史上就没有富有重大精神意义的死亡' 在佛教中# 佛陀之死

当然有重大意义# 但是在儒家就没有如此关切死亡' 孔子说" (未知生# 焉

知死-) 我们看到耶稣之死# 苏格拉底之死# 佛陀之死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看不到孔子之死的任何意义' 死亡并不是在每一种精神文明中都富

有重大意义' 因此# 不就可以说这种将伟大死亡当作历史上华丽篇章的文明

同样也深深扎根于死亡了吗- 这不是与海德格尔的预计背道而驰了么-

以上并非唯一使得我们对欧洲历史感到惊讶# 更使我们惊讶的是这些死

亡事件不是他杀就是某种自杀这个事实' 对于东方人而言# 自然死亡才是理

想的' 人生于自然又回归自然' 落叶归根# 回到母亲般的土地是东方人的理

想' 死的方式必须没有痛楚' 释迦牟尼佛活了 0( 岁之后安然回归自然' 非

自然死亡的人在东方没有资格成为圣人' 西方的精神传统在这一点上与东方

是不同的' 这里牵引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西方一个被他杀的人可以是最理

想的人'

还牵引出另一个问题' 苏格拉底之死或者耶稣之死在西方精神史上到底意

味着什么- 苏格拉底之死所意味的既不仅仅是生命的终结# 也不是回到佛教意

义上的空' 苏格拉底面对死亡# 证明灵魂不死' 并且他死得毫无畏惧# 好像即

将要去另一个极乐世界' 他认为灵魂如同永恒的理念一样也是永恒的' 如果灵

魂是永恒的# 那么它就不会随着死亡逐渐消失' 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想象着精神

的王国在等待着他的灵魂' 死亡在这里并不像在佛陀那里意味着回到空' 死对

于苏格拉底来说就是人们永恒生命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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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耶稣基督那里# 死亡也不是意味着回到空' 耶稣乃上帝之子' 作为

上帝之子# 耶稣本质上是不死的' 耶稣十字架受难是为人赎罪' 不过他复活了#

而且会再次回来并带来上帝之国' 这类死并不能意含死亡真正所意味的东西'

耶稣之死为的是证明永生!!!这个证明比苏格拉底之死 2的证明3 更具决定性'

凭借耶稣之死# 不单人类罪恶得到救赎# 还有灵魂不死# 这些都得到了许诺'

耶稣复活之后升到永恒的天堂' 人们可以通过他而升到永恒的天堂' 换句话说#

人们被许诺了永生# 还有上帝新王国的到来' 耶稣之死比苏格拉底之死许诺了

多得多的东西'

如果情况竟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作如下思考" 这两种死作为欧洲传统的华

丽篇章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死' 它们表面上是死# 但是事实上是对永生的证明'

通过这两种死# 永恒性被带入欧洲世界'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考虑死亡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撤回先前对海德格尔

认为在西方传统存在论中没有死亡概念所提出的质疑' 海德格尔的观点终究正

确地把握了西方的精神传统# 因为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些死都是对永恒性的证明'

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 这些死都不是有限存在者的死'

三

现在我想紧接着讨论佛教'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很难甚至不可能对佛教

给出一个全面细致的解说' 对佛教泛泛而谈比对基督教泛泛而谈要困难得多'

原因在于佛教没有一本单独的 *圣经+# 而是有许许多多的经典' 佛经是人们在

释迦牟尼佛逝世几百年之后以他的名义写就的' 这些文本没有经过系统的编排

就传入中国# 并且对这些文本还有不可胜数的注疏得以写就' 加上有些佛经是

在中国写成的# 而且一旦在中国完成# 就几乎不可能将其与印度的原典区分开

来' 这样一来# 所有的佛经都被视为释迦牟尼佛自己的教义'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僧侣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无数的文本中搜寻出一个佛陀的真正的教义'

鸠摩罗什 %42(!*(. 年& 在其中发现了一个范本# 并由此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他在长安致力于大乘佛经翻译# 与此同时在 2 世纪初开创了此后源远流长的中

国佛教研究'

铃木大拙博士将禅宗佛教介绍给西方' 他认为禅宗是大乘佛教里最杰出的

学派' 他的著作在西方甚至在日本本土教导一种学习禅宗的途径' 在西方人还

未到访日本之前# 他们先入为主地以为日本文化完全是受禅宗影响的' 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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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出乎意料地发现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并非随处可见' 日本文化的核心是不

是禅宗# 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 禅宗未必代表大乘佛教' 甚至在日本的佛教里#

禅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而且铃木大拙介绍给西方的只是禅宗的一支# 临

济宗 %Z?;L@?O>;&

"

'

尽管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佛教# 但我还是想试着描画一下佛教的特征# 就像

海德格尔试图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形而上学的特征那样'

佛教可以说是从死亡或者说是从有限方面来把握存在者' 比如说让我们细

想一下四谛说的教义' 如下"

)%苦谛 %痛苦实存的谛实&

'%集谛 %痛苦实存有其因由的谛实&

4%灭谛 %因由可消除的谛实&

*%道谛 %消除痛苦因由有八种修行方法的谛实&

我们从第一个苦谛讲起# 这是从 (苦) 这个方面来理解人类' 这意味着人

是经受着生, 老, 病, 死四种苦的主体# 其中死是苦中之最' 佛陀自己强调死

之苦' 人是有死的# 所以人的实存就是受苦' 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 在这里人

类实存是从死亡或有限性方面得到理解的'

至于第二集谛# 佛陀谈苦的缘起' 即是依恋或渴爱实存' 苦缘起于人对所

渴爱之物的依恋' 为消除痛苦# 必得追随八种修行方法'

释迦牟尼佛从死亡方面把握人类实存' 如何消除死亡之苦- 佛陀没有从灵

魂不朽或者从苏格拉底, 耶稣意义上的永生中看见解答' 佛陀视这些教义为教

条' 这些在佛陀看来除了是逃避人类实存的绝对有限性之外一无是处' 人内心

深处对实存的依恋是恐惧死亡的最关键原因' 人想通过摆脱死亡之苦# 即通过

挣脱对人本己实存的依恋来获得自由和纯粹性' 我们知道许多关于释迦牟尼佛

进入涅?之时# 换句话说# 即在佛陀死亡之时的画像' 在这些图画中# 他的许

多弟子# 民众和动物围绕着他' 不只是人# 连动物都为佛陀之死而悲痛' 然而

临死的佛陀却在安详之中' 甚至能察觉到还有一丝微笑挂在他的唇角' 佛陀的

微笑不仅仅意味着他已经做了必须做的一切之后的满足' 他自己的教义即是对

死亡的解脱# 现在这一解脱正安详地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也许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 (存在者) %K>?;M:& 概念决定了西方的存在论#

但是在佛教中情况绝非如此' 在佛教中 (空) %:H;S@& 被认为比 (有) %K>c

.)4.海德格尔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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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我的 *重新发现传统的美与宗教+ %东京# ).3/ 年& 一书# 尤其是 (对铃木与和迁的日本文化

观的批判研究) 一文# 其中我详细指出了铃木大拙对日本文化某些方面分析的不足'



?;M:& 更重要' 这不是因为佛陀更喜欢将 (空) 作为理论研究的主题# 而是因为

他从死亡方面来把握人的实存' 人类实存乃是被交给空或者无 %;=65?;M;>::=J

;=;K>?;M& 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日本从西方引进哲学及科学' 铃木大拙的莫逆之交

西田几多郎 %)0/(!).*2 年& 尽管研究欧洲哲学# 但是建立了他自己的类似佛

教的哲学' 西田系将一种 (绝对辩证) 的哲学加以系统化# 而且深受黑格尔

(绝对精神) 哲学的影响' 但是在西田的哲学中绝对之物不是存在# 而是空或者

无# 一如佛教思想' 存在者# 只要是存在者# 就必定是被规定的/ 因为它们是

不自由的' 佛教要求真正的绝对和真正的自由必定是空'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西田是在逻辑的框架内处理 (空)# 一如黑格尔所为#

而空的思想在佛教里是与存在论问题相关的# 存在论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死亡的

问题' 人是有死的/ 因此人的存在的本质就是空或者无'

死亡是追问人之存在的核心点' 在佛教的所有学派看来# 只有通过死亡才

能自始至终地理解人' )4 世纪最伟大的禅宗大师道元曾引龙树的话说道" (无常

性即是菩提心')

" 他这里的意思是说# 菩提心是以洞悉人之存在的有限性为基

础的' 正是对存在有限性的自觉才使人摆脱对名誉, 金钱和性的依恋' 简言之#

道元的意思是说# 意识不到无常就无法通达佛教' 他由这一思想出发发展了一

套独一无二的时间理论'

谓 %有时& 者$ 即 %时& 即是 %有& 也$ %有& 皆是 %时& 也# 丈六

金身是 %时& 也$ 以是 %时& 故$ 即有 %时& 之庄严光明# *须于今之十

二时中学习#+ 三头八臂是 %时& 也$ 以是 %时& 故$ 今之十二时中$ 须

为一如# 十二时之长远短促虽未曾度量$ 然谓十二时# 以去来之方迹明故$

人不疑着之( 虽不疑着$ 然非知之# 众生从本疑着于不知之每物每事$ 以

不 !得 " 一定故$ 疑着之前程$ 未必符合今之疑着# 唯疑着且是

%时& 也#

&

在道元看来# 人以及存在者通常都是时间性的存在者' 时间本身从存在

%有& 到不存在 %无& 进行变化' 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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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时间也就没有存在者# 包括人的存在' 既然如此# 那么当前的时间自身就是

绝对的' 存在者可以是在一个确切的时间里的佛陀# 或者另一个确切的时间里

的 (阿修罗)# 或者每一个确切的时间里的其他某物' 每一个在每一种显现中都

是绝对的存在' 每一个存在有其绝对的当前'

一个人曾翻山越岭# 现在他住在一个舒服的家里' 他认为他居住在家里的

这个时间是现在# 而他翻山越岭的那个时间是过去' 但是不对# 他翻山越岭的

时间是绝对的当前# 而现在他住在家里的时间也是绝对的当前' 每一个时间自

身都是独立的# 也就是绝对的当前'

对于道元而言# 所有存在者都在绝对的当前之中# 绝对当前是存在者的基

础# 而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觉悟 %>;A?M56G>;6&' 这样人就可以从变化中解放出

来' 人相信不变# 却永远生存于变化的时间之中# 人不可能从这两者中获得永

恒之证明' 相反# 人将自己抛入当下# 并承担起当下的整个实存# 就会找到永

恒的证明' 花谢# 这时又是一个绝对的当前' 当人舒展眉梢# 惊奇地睁开双眼#

2他所看到的3 这时是一个绝对的当前' 当他愁眉紧锁# 也没有惊奇地睁开双

眼# 2他所看到的3 那时也有一个绝对的当前' 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实存着' 这就

是道元对于存在与时间的观点所在'

这里还有一段道元的话" (生死之中有佛# 则无生死' 又云" 生死之中无

佛# 则不迷生死$$但解生死即涅?# 无生死可厌# 无涅?可愿' 是时始有脱

离生死之分')

"

有限的存在者 %人& 如其所是地进入涅?' 人们不应依恋有限的生命#

因为这种依恋是从这样的信念中衍生出来的" 即认为有限的生命应该加以持

守' 与此同时# 人们不应否定有限的生命# 因为这种否定是随所有对有限生

命的消极依恋而产生的' 厌恶生命或者渴爱涅?都不能将人引向开悟' 道元

不相信灵魂不死' 佛教求佛不离 (生死) ' 自由内在于 (生死) # 即内在于

有限的生命'

在日本历史上# 道元并不是唯一的以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为基础进行思考的

思想家' 真言宗的开创者空海 %//*!042 年& 与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 %/3'!

0'' 年&# 皆从认识到无常# 即从人之存在的及宇宙的有限性和空性出发开始他

们的思考' 同样如此的还有道元的两位同时代人" 净土宗的开创者法然

%))44!)')' 年& 与净土真宗的开创者亲鸾 %))/4!)'3' 年&' 但是他们的具体

方法与道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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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限的' 举世污浊# 人应该摆脱开这个短暂污浊的人类世界# 应该寻

求进入永恒和纯净之土' 然而只要我们活在当世# 我们就不能进入永恒净土'

人可以在死后进入阿弥陀佛的净土' 人可以凭诵念 (南无阿弥陀佛) 的美德进

入净土' 这个关于净土的思想随后在亲鸾的信义 %W@?65& 中得到发展' 在亲鸾

的信义中# 净土不是死后找见的# 而是在现实世界中通过人对阿弥陀佛的信仰

而找见的'

看来在佛教的不同派别之间看待死亡的方式的确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出

发点是一致的# 即对死亡或有限性的自觉' 这不仅在佛教# 而且在日本的全部

文化和艺术中也是一样的' 日本的戏剧可以说都是关于死亡的戏剧' 比如说#

在能剧"的世界中死亡常常作为英雄出现, 歌舞伎&剧中时常展示人想死得富有

意义# 不论为何而死'

四

总而言之# 在我看来# 海德格尔在两种路径上给全世界提出一个新的哲学

问题' 一方面# 追问新精神状况的基础问题# 在这种精神状况下虚无主义潜伏

在这个尽管成功地使全世界一元化的欧洲科学文明之中' 但是这一文明尚缺一

个精神的基础' 通过将欧洲科学文明暴露在全面的批判中# 海德格尔也许是第

一个提供了欧洲原则与非欧洲原则之间对话和对抗平台的西方思想家'

海德格尔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 通过对西方传统存在论的有限性概念

或死亡概念的批判# 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哲学问题' 在这一点上# 他可以说是

在死亡中看到存在者之宿命的先知' 他不仅是洞悉死亡宿命的先知# 也是一

位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厉批评者' 自笛卡尔以来# 现代哲学就没有处理过死亡

的问题# 而死亡的问题事实上早在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哲学里就得到了

考察'

历史由此在西方被视为进步和发展' 但是对于日本人而言# 历史并不必然

意味着进步和发展# 毋宁意味着 (衰退)' 比如孔子就认为历史自上古圣王的统

治以来是不断衰退的过程' 佛教也认为历史是从 (正法) 年代到 (末法) 年代

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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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人应该怎样思考死亡# 什么是 (人向死而在) 的宿命# 这些在一个无

神的世界也许是全世界人都要问的问题' 这些问题应该在东西方思想家们持续

的对话中得到处理# 并且通过对话有可能找到答案所在' 马丁.海德格尔正是

开启了这样一个对话新纪元的伟大哲学家'

!译者, 许鹏"

附论# 梅原猛 $海德格尔与佛教% 文章评论
!美" 琼#斯坦博 $i=@; +6@GK@HM5%

梅原猛教授这篇妙趣横生且发人深省的论文的核心问题在于" 人能否在没

有任何神的情况下生存'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致使他进而比较东西方看待死亡的

态度' 我将就该论文的三个主题作一番评论" %)& 神之处所/ %'& 死亡的意义/

%4& 海德格尔与东方的大体联系'

梅原猛教授问道" 海德格尔对神之处所的讨论是否仅适用于基督教# 或

者说#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这个处所是否也是一个恰当的处所' 根据海德格

尔对他所谓的存在!神!逻辑学 %存在论与神学作为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西

方思想之结构& 的整体批判# 很难看出他为何要在旧的, 基督教的神之处所

那里寻找新神之处所' 该处所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形而上学之神的处所# 形而

上学之神即是在其面前 (人既不能祈祷也不能献祭# 既不能出于敬畏而跪拜

也不能歌舞) 的自因 %9@H:@:H?& ' 这种作为最高存在者, 作为所有存在者

之共同根据的神这个形而上学概念# 正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 总的说来# 我

想问一问梅原猛教授" 何以声称旧神曾彰显自身之处所便是新神之处所' 梅

原猛教授的意思是不是说" 只有一个可能的神之 (处所) # 且当 2旧3 神死

去或者说被我们杀死时# 而这个处所!!!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仍在那里

却未被占据, 空空如也# 直到可能有一个新神来占据这个处所- 用这种方式

将神与其 (处所) 割裂开# 这是可能的吗- 其次# 这个空空如也的处所到

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如何能够保持自身作为处所# 直到一个新神出现呢-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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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如果新神只是简单地接替并填补旧神之处所# 那么新神在何种意义上确

为名副其实的新神呢-

根据梅原猛教授接下来的讨论# 我现在明白" (神之处所) 这一措辞意味着

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其实存及有限性所依据的意义核心' 换句话说# 梅原猛在寻

找某种使人对自身的理解不同于且更甚于 (他自己的行为的总和) %萨特& 这一

理解的东西' 如梅原猛教授所言# 在缺乏此种意义核心的情况下# 人的行为正

变得越来越荒谬' 他的担忧正是尼采所担忧的' 尼采指出过# 虚无主义这个所

有宾客中最可怕的宾客正立于我们门前' 我倒想问# 为了提供出这样一个意义

核心或 (神之处所)# 佛教将不得不经过何种转化'

此外我还想问# 在何种意义上佛教会承认某种神# 尤其是基督教意义上的

神这个词'

在对死亡意义的讨论中# 梅原猛教授指出了非欧洲人可能怀有的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兴许可以合并成一个" 一种从有限的人类 2存在者3 入手的存在论

是不是为海德格尔所独有- 因为如果海德格尔的论点是正确的# 即西方存在论

全然关切存在者# 从而阻碍了从存在层面对死亡做出严肃关切的话# 那么他自

己将是第一位从根本的人类有限性入手的西方思想家' 尽管柏拉图在 *斐多篇+

中说# 哲学是为受死和死亡 %W=JFS?;M@;F W=JF>@65& 所做的准备# 但苏格拉底

和基督也承认# 死亡是对永生的保证' 无论如何# 人们还可以补充说# 海德格

尔对人类有限性的关切从属于对存在的关切# 他主要谈论的是对存在的遗忘#

而不是对死亡的遗忘'

仅能够强烈认同梅原猛教授的只有如下这一说法# 即从人类有限性出发的

存在论对于东方人是耳熟能详的# 对佛教徒尤其如此' 佛教不仅反对一种关于

物的存在论# 而且反对任何与最重要的有限性问题无关的纯理论思辨' 对佛教

而言# 有限性这个问题扩展至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 %@AAA?Y?;MK>?;M:&# 而不仅

限于人'

继而就出现了一个对于西方人而言无法回避的问题" 既然佛教如此关切有

限性# 且佛陀之死的意义并不在于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灵魂不死或基督意义上的

永生# 那么# 佛陀之死的意义是 %?:& 什么呢- 西方人的思维在这里会用一个

(非此即彼) %>?65>J1=J& 来设问# 2死亡3 要么是某种意义上生命的延续# 要

么就是毁灭' 梅原猛教授的措辞非常谨慎' 他指出# 佛陀之死 (具有重大意

义)# (他自己的教义即是对死亡的解脱# 现在这一解脱正安详地发生在他自己

身上)' 还有# (我们知道许多关于释迦牟尼佛进入涅? %;?JYjk@& 之时# 换句

话说# 即在佛陀死亡之时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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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可能这样来回答这个 (非此即彼) 的问题" 永生 % jY@6@& 是一个

极端# 断灭 %H995>F@& 是另一个极端' 此二者永恒主义与虚无主义之极端都是

要加以避免的' 换句话说# 佛陀之死的意义既不在于永生# 也不在于毁灭# 而

且以这种方式提问是徒劳的# 甚至是破坏性的' 佛教徒可能会说# 西方人对有

限生命之永恒延续的渴求无异于是对实存的渴爱 %6J

.

:

.

;

.

j&# 这种渴爱会导致在生

死轮回 %:@G:jJ@& 中的一再重生' 佛教徒也许会说# 对于西方人的这个 (非此

即彼) 没有概念式的回答# 而只是直接体验或者开悟的事情' 可是# 我想知道#

梅原猛教授是否愿意详细阐述其 (佛教求佛不离 0生死1) 的说法# 换句话说#

详细阐述一番释迦牟尼佛对生死轮回 %:@G:jJ@& 与涅? %;?JYjk@& 二者之不可

分割性的理解'

最后# 我想提一提海德格尔思想与东方思想之间某些共同的以及某些兴许

相斥的要素' 我有言在先# 每每发现共同要素的同时# 我都会为这些共同要素

的内部差异所触动# 而且可能会 2因此3 过分强调差异问题' 可能任一如海

德格尔这般接近东方的西方思想家都会是令人诧异的' 梅原猛教授提到# 对东

方而言# 无或空 % l;S@# 并非与永恒主义相对的虚无主义& 相较于存在者远

为重要' 这一点在海德格尔那里同样适用# 他并非全然专注存在者# 并且他甚

至将无看作是存在之面纱' 从某种意义上说# 如果某人不是在关切存在者# 那

么他所关切的就是一个非存在者的 (某种东西)# 不是一个物件# 而是无!物

%;=165?;M&' 海德格尔的存在和佛教的空 % l;S@& 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皆非

特定的或规定的某物/ 它们也并非仅仅是 (虚无的)# 而且它们不能直接得以表

述' 诚然# 存在在其中给出自身的那种历史性和诸阶段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而

言是绝对核心的# 但是这种历史性和诸阶段在佛教的无那里则完全缺乏' 海德

格尔后期的术语 (居有) %EJ>?M;?:& 也许比存在这个术语更接近佛教' 在 *时

间与存在+ 讲演中# 海德格尔尝试性地指出# 存在也许是 (居有) %EJ>?M;?:&

的一种方式而非 (居有) %EJ>?M;?:& 是存在的一种方式' 试想# 有人也许会说#

形而上学终结于技术之统治# 而座架 %Q>:6>AA& 作为形而上学之完成# 在此之

后# (居有) %EJ>?M;?:& !!!作为对人和存在互属的居有!!!也许会使得居有的

这一人与存在之关系本身成为中心# 那么对作为存在之遗忘的形而上学史的关

切就实现了其关键意义' 如此说来# 西方就在一个重要方面与东方的确是相

近的'

海德格尔耐久 %持久忍耐" NH:6J@M& 的想法酷似道元的 (持久用功)# (用

功的最高形式)# 即在轮回中不懈努力# 自宗教真谛第一刹那之闪现# 经由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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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持之考验# 终至开悟和涅? %-?JYmk@&'

" 这两个相关的想法都暗示着必须

处理时间问题'

泰然任之或Q>A@::>;5>?6是海德格尔与东方共享这一姿态的最后一个例子#

而这个例子将直接引发海德格尔与东方的差异问题' 大体而言# 让事物是其所

是, 让存在 %A>66?;MK>& 的整体观念与泰然任之 %Q>A@::>;5>?6& 在海德格尔的

思想中始终四处可见' 这相当于东方观念中的无滞与无执' 但海德格尔对泰然

任之 %Q>A@::>;5>?6& 的思考# %至少部分地& 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诸如艾克哈特

大师相仿# 主要与意志相关' 这与海德格尔将西方形而上学从整体上解释为在

求意志的意志中 %?; 65>8?AA6=8?AA& 达至顶点有关系' 在我看来# 佛教更关切

与理性相关的泰然任之 %Q>A@::>;5>?6& !!!我这里所指的是任何一种有区别的

理智或理性# 并不仅仅就是连海德格尔也反对的表象性思维 %d=J:6>AA>;&' 这就

引向了最后一个评论# 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海德格尔与佛教之间根本的或许甚至

无法消解的差异所在'

无论海德格尔多么反对表象性及计算性思维# 他仍然在语言中寻求存在的

意义' 在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 的最后# 他问道" (是否西方的

语言本身仅仅是形而上学的# 并且因此之故最终为存在!神!逻辑学所烙印了#

或者# 是否这些语言允诺出道说的另一些可能性# 同时也即道说着的不道说的

另一些可能性!!!这些问题# 必定还是悬而未决的')

& 我不愿将海德格尔同语

言的关系过分简单化# 但是在我看来# 如果一个佛教徒的的确确论及 (存在)

的话# 那么他决不会说 (语言是存在的家)' 举例而言# 公案 %Xh@;& 的作用难

道不正是通过摆出逻辑上不能回答的问题来突破语言的吗- 既然师徒之间的对

话是在毫无形而上学烙印的语言中进行的# 那么想来他们就旨在永恒超越语言

的某物# 或悟 %:@6=J?&' 悟 %:@6=J?& 这一要素是海德格尔所缺乏的' 事实上#

我怀疑在海德格尔那里甚至在普罗提诺式或艾克哈特式的西方形态那里# 是否

有任何这类 (经验) 的明证'

最后对海德格尔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做一评论# 我想对梅原猛教授的如下建

议提出质疑" 即佛教的 (苦) %:HWW>J?;M& 概念可能相当于海德格尔的 (畏)

%N;M:6& 概念' 尽管苦和畏 %N;M:6& 都与无以及在世存在者的根本有限性相关#

.0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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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海德格尔的畏 %N;M:6& 是此在现身情态的一种基本样式# 并且畏 %N;M:6&

在此在所有的茫然失所 %H;9@;;?;>::& 中向此在彰显出世界之为世界' 我在佛

教中则未能看到任何如此这般对苦本身之彰显特征的强调# 2之所以如此3 主要

是因为苦为所有活生生的存在者所共有# 而并非为人所独有' 苦同畏 %N;M:6&

一样# 并非一种相对较独特的实证经验# 而是感性存在者的普遍境况' 我时常

禁不住更要在存在论之不安的意义上# 即在生命自身永不终结而总一再开始的

无穷无尽 2之中3 所固有的存在论之不安的意义上# 而不是在疼痛的意义上来

理解苦这一佛教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 苦就意指着终结生死轮回的绝对不可能

性# 这一状况可能类似于黑格尔的 (坏无限)' 那么# 脱离苦的途径就在于认识

到梅原猛教授所提到的四真谛说'

也许有人会说# 认识到四真谛是脱离苦的必要条件# 而畏 %N;M:6& 则是此

在疏离日常性与 (常人) 从而变得本己的独特而别具一格的可能性'

!译者, 许鹏"

..4.海德格尔与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