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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两个组织性论点如下" 第一# 舍勒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改造和变革为

他对质料价值伦理学, 宗教体验, 宗教基础概念以及知识社会学的探究提供了

一个平台!!!我指的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观点# 就像被模糊定义的 (语言分析)

概念为历代英美思想家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一样' 第二# 舍勒的工作在 ).'(

年"之后经历了微妙的转变# 它要求这一现象学平台的重构并由之发展而来# 这

一重构使这个现象学平台服从于思辨形而上学的目的并与其发现相一致' 这一

转变的主要征兆是在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第三版

%).'3 年# 参见QT '# )/& 前言中所宣布的" 背弃有神论' 现象学绝未被他放

弃# 而是也被用来服务于寻求存在的实存基地的思想# 他认为这一存在的基础

一定与其现象学的事实相一致# 无论它会超出这些事实多远' 也许在 (现象学

时期) !!!一个要被谨慎使用的表达!!!所获得的东西并未失去# 但我们是从

一个新的探究平台来看这些成就# 在这个平台上# 现象学及其对象实际上建基

于人类本性和宇宙之上# 并被用以服务于形而上学, 哲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和人

类命运的道德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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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在其思想的中后期有关佛教以及他认为是 (历史上最深刻精神之一)

"

的佛陀的那些独特的, 不懈的沉思阐明了立场上的这一转变' 在中期的一份文

稿中# 舍勒简要说明了一门关于对佛教来说至关重要的痛苦 % 7@?;& 和受苦

%:HWW>J?;M& 的哲学学说的要求'

& 这一学说由痛苦的现象学和生理学开始# 然后

转向感受的现象学和经验心理学# 继而在生理, 历史和道德上说明我们在身体

和精神上与受苦的相遇' 最后# 必定是一门受苦伦理学" 受苦如何被忍受, 征

服, 否定或克服 %QT 3# 3* 132&' 在较早文章中对佛教的分析里# 舍勒的目

标是道德的, 教化的# 但这一分析也形成了一门不偏不倚的受苦现象学# 它深

入到更广的感受一般现象学之中' 为此# 他在 (受苦的意义) %:&3 ;$'' )"0

9"$)"0& 一文中尝试对佛教中的受苦概念作一个本质分析# 并将这个概念与基督

教对受苦之理解的本质结构进行比较'

' 接着# 在 *同情的本质与形式+ 一书有

关佛教的讨论中# 他思考了在救赎现象上佛教对爱和同情的含义与功能的理解'

在这里他宣称# 在佛教中生命与精神是互不分离的' 即使是最纯粹的精神之爱

仍将我们与生命相连# 并阻止他所谓的与一切生命的完全 (同一受苦) %E?;:A>?c

F>;& %QT /# 00 10.&' 这一现象学使我们可以阐明我们自身和他人内在生命

中的情感的本质, 相互自身理解的结构以及使理解能够变得清楚明白或被歪曲

的过程' 所有这些研究都需要仔细地批判分析# 这超出了这篇简要论文的范围'

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舍勒关于感受的跨文化现象学对人类之本质的现象学有何贡

献' 人类之本质的现象学后来被他当作其神学!!!形而上学世界观以及他与历

史之联结的基础'

舍勒的受苦现象学开始于这一追问" 什么概念结构必须先于对痛苦和受苦

的认识而被给予- 另一种表述是" 痛苦和受苦现象建基于什么含义元素# 以至

于只有建基性元素先于它们而被给予时它们才可以被给予- 更一般地说# 如爱,

死亡, 痛苦, 社会实体形成以及生物的组织层次的成长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事

件和过程建基于何种本质统一之中- 舍勒在牺牲现象中发现了这些迥然不同的

现象之统一的可能性, 它们的先天# 在这一现象中 (为了获得具有更大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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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舍勒思想中期对于佛陀与佛教的重要讨论# 可以参见 *舍勒全集+ 第六卷中的 (受苦的意义)

一文, 同一卷中的附录以及 *同情的本质与形式+/ 后期的相关讨论可以参见 *人在宇宙中的地

位+, *哲学世界观+ 中的 (谐调时代中的人) 一文# 以及遗作 *观念论!实在论+ 第五卷中的

(情感的实在性问题) %这些文字都收于 *舍勒全集+ 第九卷&'



东西# 具有较少价值的东西被放弃) %QT 3# *3&' 在经验上我们知道# 动物会

遭受苦痛# 尽管它们并不认为它们的不幸是受苦' 但 (一切受苦# 即使是死亡#

都涉及一个较低价值奉献给一个较高价值/ 没有死亡和痛苦我们就不能渴望爱

和结合# 没有痛苦和死亡我们就不能渴望生命的成长和演进)# 他用一个比喻

说# ($$牺牲# 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先于快乐和痛苦# 这二者只是它的射出和孩

子) %同上&' 在人的感性实存中# 爱和痛苦是分离的# 只是稍有牵连' 不过#

当人们过渡到人格性深度上时# 爱和痛苦就完全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在人的创

造性中!!!在这里一个人试图超越他当下的生命条件# 并感到牺牲是一种成长

方式' 如果不是通过更深的幸福# 我们从哪里获得摆脱苦痛的力量- (克服受苦

是一种更深的幸福的结果# 而非原因) %QT 3# 3*&' 佛教也说我们只能通过更

深的幸福摆脱受苦# 这恰恰是因为# 为了克服受苦我们必定要深入到因着世界

而来的, 人类主体的受苦的核心处# 而非只是深入到作为痛苦的世界的核心处'

当我们牺牲我们的自我渴望时# 我们体验到一种快乐的解放'

在存在论层面上# 痛苦和受苦现象作为有机物结构上一切有机物本性的部

分对整体之从属的必然实存结果而出现# 这一过程不仅在个别有机体上被发现#

也在物种, 共同体甚至整个民族的集体精神上被发现' 使进步得以可能的东西

也根本上需要受苦和死亡' 借助于生理学研究# 舍勒期待他生命后期的零星努

力能创造出机械达尔文主义的替代品#

" 他在追踪那样一些方式# 即对部分的关

切会导致整体之牺牲 %就像突然喝冷水可以片刻地满足对喝水的渴望# 却会导

致有机体的死亡&# 或者整体导致部分的毁灭的方式'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 我们

看到为了更高的善业破坏较低的或消极的善业# 或者破坏两个善业中较低的一

个以让更高的善业出现的努力' 对这一世界之道的道德回应以一种双重的方式

被揭示" 一方面是通过关于其本质结构的, 关于这一筹划!!!所有进步由此需

要牺牲及其后果和受苦!!!的必要性之现象学而被揭示/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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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FS# fJ>?KHJM&U[;95>; '(((&' 在 (受苦的意义) 以及身后出版的论文 (进化" 人类形成

的多种起源与转变) %QT )'# ))/& 中# 舍勒清楚地表达了他关于物种进化的思想' 他在 (受苦的

意义) 这篇发表的文稿中 %第 *(!*) 页& 坚称# 为何痛苦一定在行为路线的选择中起作用# 这一

点是不清楚的' 这强烈地暗示出# 对进化过程的达尔文式的说明作为一种经验事实的说明是不充分

的/ 因此# 将基督教强有力的牺牲范畴作为一种选择模式加以引入则是可取的' 不过# 在这篇文章

中# 他只考虑了这个学说对理性神正论的影响# 但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拒斥在他进一步的主张中却也

显而易见" 牺牲涉及为了较高的价值层级的一个较低价值层级的丧失/ 进化是具有较高价值之生物

通过较低价值的牺牲的生成'



于其扎根于一切存在之中的形而上学推论而被揭示' 舍勒接着检验了教导我们

如何对待受苦的学说史" 在这些学说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联系# 即在对待受苦的

技艺, 一门受苦伦理学与对它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解释之间的联系' 佛教首

先出现在舍勒的分析中' 当舍勒在思考基督教哲学时# 他清楚地看到基督的牺

牲!!!上帝为了有罪的人类牺牲自己!!!与牺牲中的一切受苦的现象基础之间

的联系' 舍勒自己的受苦现象学以及它扎根于一个普遍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重

要的是# 受苦植根于牺牲&# 这也变得清楚起来# 至少乔达摩的 (圣谛) 的第一

条是明见的" 一切皆苦 %)(11.,&'

于是# 舍勒承认佛教的基本存在论真理" 将此在 %_@:>?;& 或人之实存与受

苦等同起来 %QT 3# 20&# 以及它在渴求!抵抗!渴求中的起源" 欲求及其受

挫# 接着是没有克服欲求的怨恨' 在 (受苦的意义) 时期刚开始发展的形而上

学中# 舍勒认为# 这个世界的事物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知识而存在 %QT 3#

3'&/ 正如他在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中所说# 心灵什么

也不形成, 构成或创造' 感性对象和现象学明察的对象是独立于心灵的事实'

因此世界对我们似乎是实在的# 我们似乎与它紧密联系# 但它对我们说的却是

一个谎言# 它是轮回是幻象 %同上&' 未经启蒙 %尚未开悟& 的我们就像一个孩

子# 出于对友爱的需要他会借由想象幻想出同伴# 然后抱怨他们如此无情地对

待他自己' 在启蒙 %开悟& 之后# 六道轮回仍然向我们呈现# 但却已经丧失了

其显见的自主性' 确实# 世界超出了我们直接行动的范围/ 其中# 事物自身显

现为实在的和必然发生的# 并且我们因其形式而受苦也是实在的' 不过这个受

苦不是必然的/ (此在) 既可随着精神的观念化 %?F>@6?=;& 而消失# 即它们成

为纯粹的图像 %,?AF>J&/ (此在) 也可随着对它们的生命抵抗的消失而消失# 而

这种抵抗的消失是借助精神可达至的' 就像图画一样# 它们在它们的 (如在)

中将自身给予接受性心灵' 于是# 整个佛教学说# 其伦理学, 认识论, 存在论

以及精神实践可以被概括为 (只有依法才能破法) %QT 3# 3'&# 即通过精神行

为来克服对满足的欲求# 以及由欲求 %未得到满足& 而引发的受挫' 舍勒欣赏

乔达摩的道德态度" 世界不应为我们的悲惨而被指责# 这是舍勒对叔本华的抗

议/ 而且幸福本身不是反面价值# 而只是当它将我们与我们的欲求紧密联系时

才变成这样' 欲求的成功满足只是将我们与世界更牢固地联系起来# 从而保证

我们最终屈服于痛苦和挫折# 事实上却使它们更为强烈'

在 (受苦的意义) 和 *同情的本质与形式+ 中# 舍勒提到了一个在后期著

作中对于他十分重要的论点# 即乔达摩并未通过直接抗击受苦而 (英雄式地)

寻求对它的克服' 衰老, 疾病或死亡是无法摆脱的# 而像西方典型的那些改善

./).舍勒的现象学佛教与形而上学佛教



性的努力 %如与贫穷和疾病战斗从而缓解它们& 只是控制了这三个现象并使它

们更加 (难以忍受)# 因而是绝不能进入人类问题的核心的" 自我因渴求而居于

主导# 我们所渴求的对象则对我们试图拥有它们而抵抗' 渴求的结果是受苦的

双重加强" 物质世界对人的渴求的抵抗# 以及自我对其渴求受挫的抵抗' 于是#

很清楚# 乔达摩教导说# 克服受苦的关键不只是克服渴求# 还有对进行渴求的

自我之克服' 舍勒在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QT '#

4)2& 中尖锐评论道# 佛教著名的对一切生物怜悯 %慈悲& 的教导所具有的伦常

价值并不是在于生命具有肯定价值# 而是因为对其他人和动物的受苦的关注将

人们从对自身的关注中解放出来' 尤其是# 爱不是向一个更高价值的敞开# 毋

宁说# 就它将心灵从自身解放而言# 与救赎一样它具有一种 (离开自己) 的肯

定价值' 由此# 如怜悯和爱这样的精神功能开始了克服生命冲动和自我的过程'

(以精神的方式并通过聚精会神的精神活动# 不是要消除不幸# 而是要 %通过克

制渴求# 直到让它寂灭& 来断除本能的, 身不由己地可能形成的对不幸的抵抗'

因为 0渴求1 造成了世界及其形态和诸事物之此在自主性的幻象)'

"

%QT 3#

2/& 对佛陀而言# 不幸不是实在的/ 它只是可能的, 抵抗的 (影子)# 这个影子

是事物的一种虚妄不实的自主性# 它会随着自我对事物之抵抗的消失而消失'

尽管舍勒在 (受苦的意义) 中高度赞扬佛陀的明察# 但他仍然提出佛陀的

受苦学说次于基督教的学说# 因为它没有看到受苦如何能被克服# 即不是通过

掏空自我的所有欲求# 而是通过欲求的纯化或提升' 这种纯化并非指一种禁欲

主义或肉体的禁欲# 它们将我们从世俗形式中解放出来并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而毋宁说# (生命的受苦和痛苦越来越使我们的精神之眼逐渐转向中心性的 %精

神的& 生命善业# 转向救赎的善业# 尤其是靠对基督的信仰而在基督的恩典和

拯救中赐给我们的所有那些善业') % QT 3# 3.&

在少数试图分析佛教在舍勒思想中的作用的尝试中# U%弗林斯提出#

& 在

对抵抗体验的出神拥有 %F@:>X:6@6?:95>I@K>; F>:T?F>J:6@;F:>JA>K;?::>:& 和对

世界之抵抗的遭受 %F@:EJA>?F>; F>:T?F>J:6@;F>:F>JT>A6& 的发生过程# 与牺

牲概念之间# 存在着内在关联' 因为舍勒的作为受苦之基础的牺牲现象学与他

后期的形而上学相关联!!!在其中# 世界被视为准有机的生成# 一种存在生成

%+>?;8>JF>;&# 并因此展现了事物的部分与整体中显见的抵抗过程的一种形式

.0).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此句或可译为" 因为渴求 %贪欲& 使世间万法似乎具有了自性'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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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了整体而牺牲&# 即为了较高价值的进步或者较低价值的阻碍或毁灭#

一个较低的价值丧失了' 一切 (生命运动) 都被放在牺牲概念之下# 而且在后

期著作中# 宇宙进程被把握为借由较低功能之牺牲的较高功能的有机生成' 弗

林斯指出# 如果世界 (相关于生命并非是此在相对的, 而是类有机的生成存在

%=JM@;?:GH:@J6?M>:T>JF>:>?;&)# 那么存在作为 (生成) 的那一方面只会在存在

者的部分对整体的 %绝不是完全同一类或具有相同意义的& 抵抗关系中被看到'

(这些关系属于牺牲的本质# 而且它们充斥在器官和有机体, 人和历史, 人类和

神圣化之中') 事实上# 对舍勒而言似乎不证自明的是# 所有深刻的哲学看法#

如佛教# 都给予我们对生命的生理条件之进化的明察'

弗林斯进一步主张# 佛教的这种从受苦中救赎 %解脱& 的学说对舍勒思考

的现象学意义在于# 正是精神在冲动对表象自身的时空事物的抵抗行为之中心

抑制生命的主动性' 佛教学习忍受受苦的实践是世界成为非实在的等价物' 对

象不再在其实存上与以它为目标的渴求相关' 本质现象不是通过方法上对实存

问题加括号然后摆脱掩盖它的偶然性而获得的' 弗林斯指出# 毋宁说现象随着

对生命中心及其抵抗的直观而显现' 这是现象学的观念化过程# 舍勒在 *人在

宇宙中的地位+ 中对其加以阐发# 但却并未提及佛教' 这与舍勒自己的接受性

学说, 被给予者自身被给予的学说有关/ 佛教的观念与舍勒的作为这种接受性

之条件的恭顺和敬畏现象学是同构的' 于是在 ).)3 年的受苦现象学与 ).'/ 年的

欲求或冲动 %_J@;M& 和精神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佛教在这二者上对

舍勒思想都有所影响'

"

因此在后期著作中# 舍勒带着有些不同的目的再次转向佛教' 他首先试图

揭示佛教存在论以及与其伦理学同一的知识理论# 一个与他自己的发现!!!他

自己在形而上学上的工作被他伦理学方面的工作所推动 %QT '# )/& !!!相反

的观念' 其次# 他发现佛教的救赎 %解脱& 技艺是精神与生命生活的分离# 而

佛教认为 (渴求) 这一形式是与对存在之基的思辨观以及对价值及本质领域的

哲学观唯一相适应的' 再次# 他思考了佛教在他所预言的谐调的新时代中的潜

在作用# 而且他并没有反对它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 而是反对它未能利用它使

之可能的对事物本质的明察'

因此# 我的总体论点如下' 在舍勒早期的现象学工作中# 佛教的受苦概念

..).舍勒的现象学佛教与形而上学佛教

"

参见U%+%弗林斯 *生命时间!!!舍勒的时间哲学+ %9$?"@$3"" *,A;=."#"4B07.$#&0&-./&?@$3"#

_=JFJ>956" RAH8>J# '((4&# 第二章# N部分和 ,部分' 在冲动 %_J@;M& 中一切欲求都被包含在潜

在性中# 尽管它们还没有彼此区分'



在其先天奠基秩序上是服务于对佛教与痛苦和受苦的精神遭遇之描述的# 这一

描述次于基督教的描述' 与这一批评有关的是佛教对自我这个概念的抨击以及

对人格性的忽视# 后一概念对舍勒中期的人的现象学非常关键' 于是# 舍勒较

少关注佛教认识论和佛教的精神实践# 而是更关注他认为是佛教世界观的东西

及其与感受现象学的相关性# 并且对如下教义加以评论" (让心境归于寂静# 这

种寂静化解欲求, 个体和受苦# 使之渐渐寂灭') %QT 3# 2*& 十年之后# 在经

历了对有神论的叛离之后# 舍勒再次回到佛教# 这也许是因为他没能解决恶的

问题'

" 现在他对佛教的精神实践!!!它堪比人之精神在作为精神的神性之生成

中所起的道德作用!!!也感兴趣# 尽管他并未完成这一论题' 佛教因其对世界

非实在性之助推而被称颂# 即它将世界从在对意志的抵抗中被给予的此在还原

为作为在其本质结构中如此被给予或如在的世界!!!这一种实践# 舍勒之前将

其描述为哲学的领地#

& 后来又批评它未能使冲动精神化并且未能在世界的更新

中同化它们'

佛教思想中个体人格的缺失并未像之前那样在后期工作中给舍勒带来太多

困扰/ 因为# 如果我是正确的#

' 那么在舍勒自己的形而上学中# 当他在作为精

神的神性的生成中为人类分配了一个角色之后# 人格概念对于舍勒变得没那么

重要了' 无疑的是# 在 ).'4 年之后他不那么常常提起那个对他的伦理学如此核

心的概念' 因此# 他受到了佛教特有的非人格精神修炼的影响# 并将它用到自

己的思想中' 世界不再简单地在上帝之光中以敬畏和恭顺而被看待/ 毋宁说#

对世俗实存之渴求的积极克服被视为一种心灵的准备# 而且并不是为在天国之

快乐中的人格永恒实存# 而是为本质领域的精神占用, 东西方的协调以及作为

精神的上帝之生成而准备' 总之# 对佛教世界观, 认识论以及道德和精神实践

的新的兴趣和分析与舍勒哲学的发展并行不悖# 他从一个冷漠的现象学家和坚

定的基督徒发展为一个忠诚的形而上学家和虔诚的佛教徒' 让我们来检审这一

发展继续进行中的分析'

舍勒后期思想中的一个关键的形而上学范畴是精神范畴# 它之前被简单地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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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舍勒拒绝有神论的根源的讨论# 参见 $%斯佩德 %$>6>J+7@F>J& *舍勒的伦理人格主义+

%;=."#"4B0C+.$=,#7"40&',#$03# ->8g=JX" f=JF5@Ge;?Y>J:?6S$J>::# '(('&'

参见舍勒 *论哲学的本质与哲学认识的道德条件+# *舍勒全集+ %第五卷&'

参见E%凯利 *伦理人格主义和人格的统一+ %(E65?9@A$>J:=;@A?:G@;F 65>e;?6S=W65>$>J:=;)# ?;"

*,A;=."#"4B0C+.$=,#7"40&',#$03# >F%+6>Y>; +95;>9X# Z=F=7?$J>::# '(()&' 也可参见 *人之中的永

恒+ 第二版前言 %).''年& 中舍勒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但这并不代表他最后的态度 %QT 2# ). 1

'*&'



视为人格的现象学基础' 最初于公元 ) 世纪在锡兰的寺庙中以巴利语结集而成

的佛教传统的文本# 当然不包括被明确表达的精神概念' 但我认为# 舍勒的确

正确地发现了成为他自己后期思想之特征的佛教中的精神观念# 在 (受苦的意

义) 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踪迹" 精神对立于冲动# 并因此使人类从动物的 (环境)

中以及从蒙昧之人的俗世 (周遭) 中的解放得以可能' 这一对立和解救在现象

学上似乎是合理的# 即直观上明见的# 并且其过程与佛教的八正道同构# 这体

现在解放的方式上" 为了使追寻者远离世俗自我的规定而制定被启蒙精神的有

意识的规定'

" 不过作为一种存在论教义# 与冲动相对立的精神概念让佛教徒和

舍勒都感到困惑' 精神如何拥有能力和自主性来反对冲动# 或者也可以说# 反

对实在性# 反对世俗领域- 在赫尔曼.黑塞 %I>JG@; I>::>& 的 *悉达多+

%;$)).,4+.,# ).''& 的一个精彩段落中!!!它被写下时舍勒的思想正转向一种

形而上学方向!!!年轻的婆罗门悉达多遇到了乔达摩本人' 他赞扬刚刚听到的

乔达摩的布道# 接着评论道# 最大的谜存在于佛陀自身之中" 精神天赋如何能

突破受苦世界把解脱的希望带给人类呢- 乔达摩回答道" (我年轻的婆罗门弄巧

成拙了" 他的形而上学的好奇将使他偏离了手头的任务# 即从渴望中解放

出来')

&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提出基于冲动 %_J@;M& 和精神 %Q>?:6& 的存在论来

解决这一佛教悖论的办法' 这一后期著作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心理 %7:S95>& 与生

理的同构' 一个生命过程以两种方式显示自身' 就像道家的阴阳概念一样# 在

舍勒这里# 原存在 %eJ:>?;& 被冲动和精神所渗透# 而且二者相互渗透, 相互赠

予 %也许由欲爱 2EJ=:3 为中介&# 它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展开需要来自人的精

神的帮助' 因为宇宙的存在论基础是精神与生命 % >̂K>;& 的对立# 二者都是

共!永恒的# 正是生命使无力的精神所意向的 (未实在化) 现象的 (变成实在)

成为可能' 与在 (受苦的意义) 中的现象学相类似# 受苦在这里也建基于牺牲#

牺牲作为 (不得不发生) %'&' '&' ?$,+& 而发生# 在其中作为原精神的自在存

在 %C'0, 0"& 参与到时空中的生成存在之中# 并在逐渐使世界精神化的过程中

忍受和承受盲目冲动的折磨' 精神# 虽然无力改变# 却与生命力本身一样在宇

.)'.舍勒的现象学佛教与形而上学佛教

"

&

此句或可译为" 制定开悟者的自觉戒律# 目的在于使求道者摆脱轮回主体的支配' !!!译者注

参见赫尔曼.黑塞 *悉达多+# 杨玉功译# 丁君君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 第 4)!4* 页' 特

别是第 4* 页" (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渴求知识的人# 不要陷入论辩的渊薮和言辞的冲突' 辩言毫无意

义# 它们或优美或丑陋# 或聪明或愚蠢# 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或拒绝' 然而你已听过的教义却并非我

的辩言# 它的目标也并非向那些追求知识的人们解释这个世界' 它的目标与众不同" 这就是超拔苦

难而得救# 乔达摩所宣讲的仅此而已') 原文并未提供出处# 这里据文中所述补充之' !!!译者注



宙构造中是原初的' 人们会说# 精神向从生命之进行中借来的效力的这一突破

是一种其自身与俗世大相径庭的赠予# 这提醒着那些陷入欲求及其受挫中的人

类!!!也许令他们诧异!!!他们事实上是精神' 由此# 舍勒将佛教立场融入他

自己的作为受苦的实在性概念中'

舍勒后期的形而上学观念也与佛教存在论重叠# 就像他的早期现象学与其

基督教观点重叠一样' 然而# 这个形而上学也与佛教的存在论相去甚远# 就像

基督教的受苦观点与佛教的相去甚远一样' 舍勒发现# 佛陀从此时此地的实存

遁出而进入非实在的本质的领域 %QT .# **&# 不过他关于精神的想法并非积

极的/ 它只是一个实存的条件# 在这里任何实在之物都不能触及自我# 因为精

神已经通过其非!主动性消除了实在性的根源/ 自我消失了' 舍勒说# 佛教的

涅?思想有关一个非实在的, 虚幻的东西# 就像 *古兰经+ 里的天国或者胡塞

尔的超越论的意识# 若是没有冲动# 精神也就不可能存在' 因为在涅?的被动

静谧中缺乏舍勒所认为的哲学的主要目的' 虽然佛教实践使广阔的本质世界成

为可见的# 但它为自己留下了一个纯粹的 (真如)/ 精神已经通过意志力逃离了

实在性的引诱# 不再被渴求!!!舍勒认为它等同于 (生命欲求) % >̂K>;:6J?>K&

%QT )'# /4& !!!所驱策# 佛教大德切断他与世俗世界的饥渴的联系# 而不是

基于他现在所处的精神化立场参与其中'

舍勒指出# 对叔本华而言# 佛陀是理想的人, 神圣的人/ 但舍勒不是在追

寻佛陀, 温驯的基督徒, (软弱的苦行者) %QT )'# ))*& 作为他想要的普遍人

类' 这个人, 未来的理想人将经受住生命与精神之间的张力!!!作为受苦的生

命 %像佛教中那样&# 而不是作为不幸的受苦 %佛教也坚持这一点& !!!而不会

因此而死' 作为哲学家的 (全人) %NAAG>;:95& 不是将他被解放的心灵转向佛

的心灵的寂静!!!它通过在人们自己的人格中的示范教导我们" 这种从渴求和

世界中的解放以及涅?的最终获得是可能的!!!而是转向对从新的立场被提供

给我们的知识的应用' 舍勒# 这个西方人# 还是决定英勇地抵抗他在自身中感

受到的并认为是上帝的一种基本特性的冲动# 以及对世界进行精神性的重构'

这是他所寻求的道德成长的新形式# 它超越了佛教# 因为它肯定了世俗领域内

的一种革新的根本可能性# 同时接受了忍受 %_HAFH;M&, 无我和去除渴求的佛

教道路' 它同时超越了基督教# 因为作为宇宙的精神和道德成长的中心和手段

的不是独特的人格而是 (全人)' 这再次表明# 弗林斯在为 *舍勒全集+ %第九

卷& 所作的 (编者后记) 是贴切的'

舍勒告诉我们# 他后期对佛教感兴趣的一个根源与他对胡塞尔的 (现象学

还原) 的拒绝密切相关' 舍勒对胡塞尔的 (现象学还原) 的拒绝# 首先是因为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这种 (现象学还原) 疏离了个体和物种!生命的生命过程# 而独独展现空间,

时间的意识流/ 其次是因为它仍停留在现象的偶然时空实存层面上' 在舍勒看

来# 只有当离开冲动# 或人的生命中心# 即产生时空实存的 (世界之抵抗的受

苦) 成为可能时# 我们才能开始把握事物的完满性# 并获得对世界本质结构的

看法' 没有舍勒直到生命尽头还在发展的新的绝对时间之哲学 %弗林斯在这一

上下文中没有用这个术语&# 就不能理解对抵抗的克服与对时空实存的克服的这

种紧密联系' 正如弗林斯指出的# 因为被体验时间本身只通过 (首先投入意识

流和时间意识的个体的和普遍的生命的自身运动能力 %QT .# 42/&) 而可能#

所以意识首先并且通常仍然附着在时空实体上# 而不是附着于本质领域' 只有

当我们克服了我们 (对世界之抵抗的遭受) %EJA>?F>; F>:T?F>J:6@;F:F>JT>A6&

的倾向时# 我们才能克服对产生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中心的屈从# 之后被给予之

物的完满性才先验地自身增长和延伸# 即我们超出周遭而触及在其本质如在中

被给予的对象世界' 现在佛教实践提出的正是这种对冲动以及对被建基于它的

感受和驱动的自身克服# 舍勒在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中为它提供了一个形而

上学的和认识论的基础'

正如舍勒在 (知识的形式与教化) %2$">&43"' )"0<$00"'0(') )$"D$#E

)('%& 一文中所展现的# 借由佛教的自身克服而得以可能的那种对存在的觉悟

和新立场是一切更深刻教育的目标/ 这也是他在 (协调时代中的人) %2"4*"'E

0=. $3<"#+,#+"4)"0F(0%#"$=.0& 这篇文章中所宣布的诸文化之协调 %NH:MA>?95&

的可能性的根源' (文化知识) 的扩展# 即在巨大的世界思想体系中起作用的概

念结构的扩展# 将通过在平衡阶级, 性别# 尤其是诸文化本身之间的张力的过

程中培养人类的凝聚而服务于人类' 这种基于这样一个谋划的知识正因为其冷

静的本性, 天生具有由生物需要而培养出的与特殊性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内部对

抗而能够服务于人的凝聚' 它不是胡塞尔式还原的冷静或冷漠无兴趣' 舍勒在

晚年发现# 现象学需要佛教实践# 而就如他在 *人之中的永恒+ 中所讨论过的

那样# 在其中期对现象学的推动则产生于哲学的希腊和基督教源泉# 产生于最

初由柏拉图所教导的 (对绝对价值和存在的爱) %QT 2# 0.&' 于是# 哲学家瞄

准的不只是一种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理想# 也是一种精神引领# 它在世界中起

作用# 以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统一人类# 然而这种世界观却允许对任何活生生的

人之人格必然的偏爱和文化认同' 作为生活于一种文化周围世界中的人格# 我

们每个人都代表普遍的本性和价值# 它们将渗透在睿智的, 公正的哲学家对

(全人) 的教导和行动中' 在协调的时代# 作为道德行动者的哲学家将把他的全

部本性投身于文明的精神化之中'

.4'.舍勒的现象学佛教与形而上学佛教



在 ).'/ 年# 舍勒就认为这一过程已经起步" (但此外就欧洲来说!!!对于

德国来说# 是自洪堡, 谢林和叔本华时代而开始的!!!近些年来正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 通过难以计数的渠道将古老的东方智慧 %例如古代亚洲的生命技艺和

受苦技艺& 越来越深地吸收到它的精神主体中# 以便这些智慧也许有一天将会

成为它的活生生的财产' 一种真正全世界范围的世界哲学正在生成# 至少存在

这样一种生成发展的基础' 它不仅为历史记录了那些长久以来对我们来说如此

陌生的# 在印度哲学, 佛教, 中国和日本智慧中的关于此在和生命的最高准则#

同时# 它还要客观地检审它们并且将它们塑造成本己思想中的活生生的因素')

%QT .# )2.!)3(&

我在舍勒与佛教的出色的智力交换中看到这一预言的实例' 舍勒自己从基

督教的有神论者和现象学家到一个形而上学的超!欧洲的和普遍的人类预言家

的旅程!!!其一生的根本关注在于推进人类精神工作!!!通过他对来自乔达摩

的赠予的反思而得以可能' 我认为宣布舍勒代表了东方哲学首次实际进入欧洲

哲学并不牵强' 我用 (实际进入) 指的是排除那些未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欧洲

人归附亚洲思想或实践体系的情况# 以及某人用亚洲哲学学说为自己的思想装

饰门面的情况!!!包括叔本华# 或者欧洲的亚洲 %思想& 学研究的情况' 相反#

我们在舍勒这里看到佛教作为他世界观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起作用' 这一点还未

被完全接受# 不过若是忽视舍勒对佛教本质的深刻沉思# 那么# 有关舍勒的受

苦和感受现象学的发展, 他对有神论的叛离, 他对作为他的人类学中心的人格

概念的放宽 %如舍勒的成长着的世界基底的观点呈现出一个缺乏清晰的人格性

因素的实体& 的说明将会在历史和智识上都是不完整的'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

东西方哲学中差异的协调过程的持续却似乎因为东方思想体系深刻的形而上学

本性和我们西方世界深刻的反形而上学和怀疑本性而成问题' 西方哲学似乎转

向了内部# 并变成专业团体的所有物# 而不是向外延伸到人的精神中以及我们

共享的世界上的普遍的东西# 延伸到更广泛的世界观并且更积极地投入一切人

类的本质问题' 这实为憾事4

!译者, 张任之"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