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如何看我
)))天台宗和梅洛)庞蒂哲学中的有情与无情

!美" 任博克 $,J==X O?7=JS;%

我看' 我能被看' 为了把这两个看起来无关痛痒的常识性的断言放在一起#

(我), (能被) 和 (看) 这些词的意义必须被梳理出来' 而相当一些远非常识性

的断言将会浮现出来# 这取决于如何完成这个梳理' 即使在精神与物质或有情

%:>;6?>;9>& 与无情 %?;:>;6?>;9>& 的二元论概念被抛弃的地方# 仍有许多理论漏

洞允许看和被看属于曾在此的同一个或同一层次的存在者/ 问题在于哪一种存在

者被断言为这里的 (我)# 以及 (看) 如何被理解' 但我想在此讨论一种在重构对

(看) 的理解时出现的更加奇怪的断言' 这一断言在佛教天台宗的学说# 尤其是荆

溪湛然 %/))!/0' 年& 和四明知礼 %.3(!)('0 年& 发展的学说中被提出来' 并

且这一断言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作品中!!!萌芽于他的早期作品 *知觉现象

学+# 而在他死后出版的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中# 达到成熟!!!是很可辩护的'

这个更奇怪的断言不仅关注 (我) 和 (看) 的状态# 而且关注被看的客体的状态'

我看' 我能被看' 但我必然被看是事实吗- 并且我可以把这个命题反过来吗- 我

可以说被看必然包含了看吗- 一方面# 常识性的唯物主义者说# 当我# 这个有灵

%@;?G@6>& 的存在者# 看或许但不必然地也被看时# 我面前的这个无灵的 %?;@;?c

G@6>& 杯子只是被看而不看' 另一方面# 万物有灵论者或泛神论者可能宣称# 杯

子看同时也被看# 因为杯子嵌有某种心灵或者精神" 杯子的精神# 或者在杯子中

显现的宇宙精神反向看我' 当然# 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者仅仅会说# 我看而杯子被

看# 反之不行' 在此# 我将探讨的天台宗和梅洛!庞蒂的这两个学说的独特性在

于# 在宣称有灵和无灵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同时# 他们仍然宣称有情必然

与无情!!!事实上是有情的无情相关' 我看的杯子看我' 杯子被看' 杯子看' 必

须强调的是# 对于天台宗和梅洛!庞蒂来说# 这些断言与那些说看是中枢神经系

统的副产品并且只能存在于有机有灵存在者中的断言是相容的' 尽管如此# 杯子



在看我' 它如何看呢- 在这一章中# 我试图解答这个断言在这两种思路中意味着

什么# 它们如何不同# 它们的汇合意味着什么'

天台宗的学说建立在两个紧密相关的基础之上# 即三谛说 %C5J>>CJH65&

和开权显实说 %=7>;?;M65>7J=Y?:?=;@A6=J>Y>@A65>J>@A&' 三谛说是传统的龙树

的二谛说的一个扩展' 在龙树的体系中# 二谛即俗谛与真谛' 俗谛包含了日常

语言 %对我, 因, 果, 始, 末等的日常描述# 以及传统佛教对价值与实践的陈

述# 如四圣谛, 八正道# 以及苦, 无常, 无我法印&' 真谛的首要意义是 (空)#

即对任何被接受为俗谛的名相 %6>JG& 的绝对有效性的否定# 它最终也是 (空)

的 (空)# 即对 (空) 本身做了同样的批判/ 最终# 真谛是不可被描述的!!!它

指向了解脱的生活体验 %65>A?Y>F >b7>J?>;9>=WA?K>J@6?=;&# 因此甚至 (空) 也

被降低为仅仅是俗谛'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理论中实际上有三个范畴" %)&

戏论 %7A@?; >JJ=J& %把日常话语中的词汇作为对绝对实在的命名的形而上学理

论/ 对宇宙开端与终结# 如神# 终极实在等的陈述&/ %'& 俗谛 %日常话语和佛

教徒的话语&/ %4& 真谛 %解脱的体验# 对此# 即使 (空) 也无法言说&' 被算

作俗谛的标准是实用性" 凡有益于把握真谛的无论什么都是俗谛!!!即那些能

够作为导向超越自身, 否定自身# 以至达到真谛的手段的陈述' 凡阻碍这个实

用目标的认知断言都落入错误的范畴' 也要注意到# (空) 有两重身份" 作为对

俗谛以名言诠表的真实 %A?6>J@AJ>@A?6S& 的直接否定# 它是对真谛的优先描述/

但就其自身作为一个概念# 它也仅仅是一个俗谛'

这就是印度大乘佛教# 尤其是龙树的作品中的立场' 天台宗# 通过表明不

是二谛而是存在三谛这一论断决定性地改变了这幅图景' 它们是俗 %"=;Y>;6?=;c

@A&# 真 %eA6?G@6>&, 中 %">;6>J& 三谛' 这个重构有两个直接的后果' 第一#

俗谛和真谛之间的层次结构被取消了/ 事实上# 甚至是它们内容间的差别也被

抹去了" 根据天台宗的传统# 权法 %7J=Y?:?=;@A6JH65& 和实法在价值上是等同的

且最终是同一的' 第二# (戏论) 这一龙树真俗二谛观念中隐含的范畴在此完全

被消除了/ 无论什么类型的断言都同是俗谛# 因此它与真谛有同等价值且最终

与真谛或空这个概念及其自我超越是同一的'

天台宗对俗谛的用语是 (假)# 真谛则为 (空)' 我们把这些用语分别重新译

为 (局部一致性) 和 (全局不一致性)# 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天台宗的主张' 权法即

断言某些可感受性 %aH@A?HG&# r具有一定的可辨别的, 一致的同一性' 空 %真&

谛即揭示出这种一致的同一性只是暂时一致的# 它不能在所有语境, 所有观点下

都保持一致' r在非r元素, 非r因, 非r前件# 以及非r语境!!!它们被揭示

为不是外在于r而是构成它的!!!中是可穷尽分析的' 离开非r元素, 非r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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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r前件及非r语境!!!它们在这里呈现# 我们可以说# (作为) %@:& !!!r

时# r是不可被发现的' 这个 (作为) 可以被当作一个简单的表达方式# 用以表

明 (第三真理) !!!中谛# 即r与非r间# 以及作为r的可感受性的同一性和同

一性的消失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 仅仅通过对r自身更加仔细的注意# 这些呈现

于此作为r的非r元素就会被揭示出来" 它们不是从外面被带进来的' 仅当我们

的注意域被任意地收缩以至于排除了考察它的其他相关方法时# r才专门作为r

显现/ 对它的构成元素# 前件和语境的注意揭示出# 这同样的术语r# 也能够读作

非r' 因此二谛的两个看似相对的断言只是同一物的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 成为

可被同一化的就是成为一致的# 成为一致的就是成为局部一致的# 成为局部一致

的就成为全局不一致的' 依此而来# 二谛理论中的第三个范畴# (戏论) 便落出了

这个图景" 所有一致性# 甚至是可选的形而上学断言# 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所

有都是局部一致的&全局不一致的' 一个陈述的真仅在于它与被给予的一些视角的

一致性# 这些视角总是由对关联性视域的任意限制造成的' 当所有的都被考虑到#

r就连一点一致的而非矛盾的同一性都没有了'

此外# 前面的俗谛的实用标准在这里得到了更自由的应用" 所有断言, 陈

述, 主张# 如果被适当地再脉络化 %J>9=;6>b6H@A?L>F&# 它们都能够带来解

脱!!!即导致自身的克服!!!这一意义上# 都是真的' 相反# 如果没有被适当

地脉络化# 没有一个会带来解脱' 俗谛和真谛是同义词这一事实即是中谛所要

表达的' 这也就是说# 这个一致性# r# 是所有其他一致性的中心# 即在独特的

中文意义上是它们的起源, 价值, 意义, 结果, 基础# 它们都汇聚在其周围#

被包容于其中' 所有的实体都是局部一致的, 全局不一致的# 且是所有其他一

致性的中心' r包容了在此显现为r的所有非r的可感受性" 它们是作为它们

的包容范畴的r的例示' r# 就像它本应所是"的那样# 是由它的各个方面所表

达的存在者的大全式样# 它被视作毫无例外地包含了所有非 r的元素' 让我们

说# r就像是一首歌# 所有非 r元素就是使这首歌成其所是的诸多方面或环

节!!!节奏, 韵律, 编排# 甚至是周围的乐境都作为这首歌呈现在这里' 如此

这般的这首 (歌) 作为一个整体# 是作为所有元素中的每一个存在者的一个式

样显现的# 而在这些元素之外# 就没有歌' 但是这种包容者与被包容者之间的

单边关系在这里并不适用/ 每一个元素就其自身而言都是一个中心' 就仿佛#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说这首歌它自己# 如同节奏, 编排, 乐境一样# 在这里作为

韵律显现' 因为它们都处在包容者的位置上# 它们也就都处在被包容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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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r就是成为局部一致的 %r&# 全局上不一致的 %非 r&# 并且是相互包容

的作为 %@:;>::& %r以所有 2作为3 非r的形式表达自身# 所有非r则以 2作

为3 r的形式表达自身&'

天台宗学说的第二个支柱是 (开权显实)' 这是进一步详细阐明局部一致性

与全局不一致性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这两者不仅是同义词而且是不可反转地

相对的, 只有通过它们的对立才能是同一的' 权法是实法的前件, 前提并确实

在特别的意义上是真谛的因# 但只是在对真谛的严格排除这一关系上' 我在别

处建议过# 日常的笑话可以充当理解这种结构的一种有效的模式# 即将权法当

作铺垫# 实法当作包袱# 因而# 当包袱被抖出时# 在分享作为整体的笑话的每

个原子的幽默属性时# 就同时保留了两者的对立和最终的同一' 铺垫是正经的#

而包袱是搞笑的' 包袱的搞笑性依赖于铺垫的正经性# 依赖于这两者的对立和

反差' 然而# 当包袱一被抖出来# 铺垫就反而成为搞笑的了' 我们不说只有包

袱是搞笑的# 而是说这个笑话整体是搞笑的' 这也意味着两者间的原始对立既

被保留也被取消了/ 当包袱被抖出来# 滑稽性和严肃性的意义都发生了改变#

因为它们原来的意义依赖于它们定义上的对立的相互排除的本性' 每一个现在

都是包容另一个的中心' 它们是互相包容的'

我们可以把上文所述如下更公式化地重述一下' 每一个现象客体都是一致

性' 即它是分散的元素的结合点!!!要么是构成它的因素, 它的内部成分# 要

么是它的时间上的前件# 要么是它的概念的语境' 语境与内容在这种观点下是

在同一条船上的# 因为要使这个客体现象性地显现!!!成为一致的或可辨认的,

可分辨的!!!需要多重的因素聚合在一起" 特写与背景, 结构中的元素, 因果

条件' 这里的关键是# 这些因素是异质性的# 并且在现象上以可分辨的方式与

它们要构成的客体相区别'

任何一致性都是一个局部的一致性# 它仅在一个被限定的关联域中保持如

其所是的一致' 即它的可辨性依赖于对一定尺度, 框架或者焦点的方向的调整/

它作为这个确定的物的同一性现象性地依赖于它被看的方式# 或者对其他被视

为与它串联的因素的数目的限制'

任何局部一致性都是全局不一致的' 当所有背景都成为焦点# 所有用途都

得到发挥# 方方面面皆得以呈现# 原本的一致性就消失了'

任何全局不一致的局部一致性包容了所有其他的一致性'

任何包容都是一个相互包容'

在天台宗的判教体系中# 我们在此基础上找到一种被给予所有事实及其否

定的四重解释# 以及所有r与其本己的构成物!!!非r之间亲密的交织性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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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蕴含的逐步展开' 这个解释可以直接地被应用于有情与无情之间的关系上'

如下# 这个解释给予我们对这种关系的四个层次的理解'

)%成为有情将总导致无情, 总从无情中产生, 并总涉及无情' 在这两者之

间存在着一个必然的, 不可逃脱的联系' 但是一个人可以允许这两个相位决定

性地相分离" 有情是非永恒且是条件性的# 因此# 哪里有有情时# 就暗示了在

那里在那时有一个无情' 这仅仅意味着# 给予了有情# 就必然有有情不出现的

别的时间和地点'

'%有情所在之处# 必有无情在焉# 此二者并非截然分离' 每一个有情的例

子在验证后都证明已经被无情渗透其中了' 有情完全地由无情的元素, 因, 语

境组成' 在天台宗的分析中# 语境被证明并非外在于被它们语境化的东西# 尽

管最终它们也不能被阐释为内在于它' 这是通过对出现的客体与它的因, 前件,

元素以及概念上的对立之间的关系的检查而完成' 所有这些必然 (不是) 某种

生起的实体# 并且根据龙树的分析# 这个实体不可能从自生# 从他生# 从自他

共生# 从既非自亦非他生' 有情之所以被视为有情# 在于有情与无情的对立'

那么在有情与无情的交界处是有情还是无情呢- 有情和无情的对立出现在有情

内还是无情内呢- 我们无论回答哪一个都不行# 因为在任意一边# 同样问题都

会被再次摆出' 这导致了对有情和无情事实上意味着什么的重构' 两者是非一

非异的关系' 它们必然是相互包含的, 共现的# 可以还原为彼此的# 并且是从

彼此中产生的' 在此我们从一种必然性联系走向了同时共现甚或是一个特定类

型的同一性/ 就在有情自身中# 有一个无情# 反之亦然' 水波具有湿性# 水波

虽有彼此之殊# 但其湿性则一# 并无二致' 在这个阶段# 可逆性还不是明显的'

当我们聚焦于一个存在的有情的例子时# 我们在此把它视为不可与无情相分离#

或者与之同一' 在这一点上这个无情仍然可能被阐释为一种基底' 尽管不明显#

但这将包含相反的断言# 即无情已经是有情本身了' 一种还原性的读法在这个

层次上还是可能的# 有情只是无情的附带现象# 只是无情的外显性质# 因此有

情完全是由无情组成的# 反之则不然'

4%存在有情是因为存在无情# 反之亦然' 有情和无情是一个单独事实的两个

方面' 而这个事实根基于一个它自己既不是有情也不是无情的整体 %要么是这个

结构自身# 要么是一些超越的第三者&' 这里我们澄明同一性与因果必然性的相互

融合' 一个等腰三角形也是一个等角三角形# 其一呈现时另一个也呈现' 等边性

和等角性都是这个第三者 %三角形& 的诸方面和诸描述方式# 它们应用于这个

%作为& 整体的三角形# 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逻辑必然的关系# 它们仍然是关于这

个三角形的两种不同的判断' 当被给予了层次 )和 ' 中建立起来的不可分离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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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和无情的整体是一个单独的实体' 这个整体既不可被描述为有情也不可被描

述为无情# 而这两者的确都渗透在这个整体中' 有情和无情是超越了这两者的中

道 %U?FFA>T@S& 的两个方面' 这个主张在天台宗中的术语是但中 %C5>Eb9AHc

:?Y>">;6>J&# 这个中超越并且包含了这两个极端# 反之则不然' 可逆性这个概念

在这里加进来是就两个相反的极端而言的# 而不是就极端与中对立的层面上而言

的/ 因为无情与有情独立后是不一致的# 我们不仅能够说无情呈现于有情呈现的

任何地方# 同时也能够说# 有情呈现于无情呈现的任何地方'

*%有情本身就是无情本身' 这是不但中"

%-=;>b9AH:?Y>U>@;&# 并且它指

出了比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的同一性更多的内容' 它指出# 任一方面就其本身

而言已经是两者了# 因此# 这两个极端的任意一个总是既是中也是另一个极端#

反之亦然' 可逆性属于这两个极端# 也属于不同层面之间# 即 (中) 本身与极

端之间' 每一个极端本身就是中# 中即是两个极端' 等角性本身就是等边性#

因为等角性的所有意义都涉及等边性# 言说其一仅仅是表达两者的简便方式'

此外# (这个三角形) 本身就是等角性# 就是等边性# 反之亦然/ 对 (等角) 意

义的思考# 已将这一谓词所指涉的主词即 (这个三角形) 的意义包含在内' 具

体与抽象# 主词与谓词在此都是清楚地可逆的' 每一个术语就其本身而言# 是

毫无例外地描述所有现象的一种方式' 这个现象被聚焦于此# 并且现在在此

(作为) 这个特殊的实体' 在宇宙中# 只有声# 只有色# 只有香# 只有味# 只有

触# 只有心识' 只有有情' 只有无情'

第四个主张就是天台学者们所描述的 (圆教)' 应注意到# 一种可感受性的

遍入 %@AA17>JY@:?=;& !!!比如说# 有情!!!的前提是它的有限性以及它的不入

%;=;7>JY:?=;&# 并且它最终与之同一 %第一层次&' 这是因为它不在任何地方#

而原本是无所不在的' 更清楚地说# 这是因为# 正是因为它不在任何地方# 它

才是一个可感受性" 一个局部的一致性' 仅仅因为它不在任何地方它才可能是

某物或在某个地方' 要成为确定的就是要有界限, 边界' 但是这些使此与非此

分离的边界# 原本是不可能的' 此是由非此构成的# 外面就是里面' 为了彼此

区分# 此与非此必须是共现的' 但它们可以既不真正地共现# 也不真正地可分

辨' 它们可以仅仅 (作为) 另一个而存在' 但是如果分离是真谛# 就不会有

(此) 显现' 所以唯一一致的可能性是由三谛说构想的相入的 %GH6H@A7>JY@c

:?=;& (作为性) %N:;>::&'

..2.树如何看我

"

观空假之外一切都是中# 叫作但中# 是离去空假二边# 但取中道# 于理未圆# 这是别教所说的中观#

若观即空即假即中# 收空假而为中# 叫作不但中# 这是圆教所说的圆融中观' !!!译者注



无情似乎不可能被认为与 (被看的) 是同一物' 在天台宗的观点中# 假定具

有某种性质 %如# 在这个例子中的无情& 的一致性是一种描述事实的方式' 这个

事实按这种方式显现给某个有情的存在者' 实在就其定义而言意味着现象性的实

在# 因为任何假定的非现象性的实在在天台宗中都被认为是另一个如其所是的作

为现象性的原结构的局部的一致性' 某物是无情不仅仅是一个事实" 说某物是无

情的就是说# 它在某个视角被看作是无情的# 即它作为无情是可见的' 这种作为

性结构是对任何优先视角的拒斥# 并且在这一观点下# (原初事实) 仅仅是上帝之

眼的一种被隐藏的形式# 一种优先的看的方式' 对绝对的客观性的拒斥是对无的

视角 %Y?>8WJ=G ;=85>J>& 拒斥的结果' 存在者是显现为 %@77>@J?;M1@:&# 这就

暗示了一个视角/ 而一个视角总是暗示了另一种视角的可能性' 我们明确地描述

为 (被看) 的# 是 r性 %r;>::& 与它的构成性的非 r性 %;=; 1r;>::&, 它的

(超出其自身的) %=H6JH;;?;M=W?6:>AW& %如梅洛!庞蒂所说& 进入它的更多性

%G=J>6=?6?Y?6S& !!!总是存在着有待发现的东西!!!它的组成元素, 前件和语境间

关系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不看意味着 (能被看作不看)' 这就是梅洛!庞蒂的现象

知觉的内在性!!!即将被陈述的知觉的悖论本性的一方面所指向的内容' 因此我

们可以把上述图表加以阐释以应用于看与被看# 如下所示"

)%看总将导致并来自于被看'

'%看总已经被看'

4%看和被看互为因果# 两者都是某个单一原因的分化与表现'

*%看即被看' 被看即看'

在 *知觉现象学+ 和其他一些早期著作中# 梅洛!庞蒂走了在一条理智主

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道路' 这条方法论的路径折射出了一种同时避免观念主义

和物质主义两个极端的平行的存在论洞察' 现象的是实在的# 并且现象知觉的

特征既不是物质的 (物) 的特征# 也不是理智的 (观念) 的特征' 抽象的身体

和抽象的心灵都不属于这里' 心灵和客体 %有情和无情& 都不是预定的# 完全

现成的实体/ 预先确定的东西依靠自身的力量存在于世界# 我们不能认为心灵

是对它们的反映# 也不能说# 心灵根据自身的自主计划将自身的内容投射到这

个世界之上' 毋宁说# 心灵至多是为了表达这个祛模糊性 %F?:@GK?MH@6?=;& 本

身的现象过程的# 表达一种总是在先存在的可能性和唤起的传统的延续!!!即

被称作世界的一个语词' 如梅洛!庞蒂所述# 当我们依据经验或逻辑的标准来

看知觉时它是矛盾的# 而非矛盾性的标准要么派生于观念的纯粹精神领域# 要

么派生于事物的纯粹物质领域' 他如下简明地摆出了他的观点"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被感知的事物本身是悖论的( 他只存在于人们可感知它的范围内# 我

甚至无法在一个瞬间想象对象本身# 正如贝克莱所说$ 如果我尝试想象永

远不能被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某个位置$ 正是我想象它这一事实使我在这

个位置在场# 因此$ 我不能设想一个我不在场的可知觉的位置# 但是尽管

我自身在那些位置上从来没有完全地被给予我( 事物能够为我所看到只是

在他们总是缩进为他们直接被给予的方面这一条件下# 因此知觉存在着内

在性与超越性的悖论# 内在性$ 是因为被感知的对象对于感知者而言不可

能是陌生的( 超越性$ 是因为他总是包含着比实际被给予的更多的内容#

恰当地说$ 知觉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相反的# 因为如果我们反思视角概念$

如果我们在思维中再造知觉的体验$ 我们会发现被感知事物)))即 %某物&

出现的适当证明$ 它同时需要这种在场和不在#

"

这个同时的在场和不在通过其他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带到前文讨论过

的天台宗的 (作为性) 概念上' 如梅洛!庞蒂点出的# (使我们将我们的体验居

中的原因也是阻止我们将我们的体验完全居中的原因')

& 一致性只能作为局部

的一致性, 作为非完全被中心化的一致性而存在' 对它来说# 总有比被直接知

觉到更多的内容# 现象客体 (超出) %=H6JH;& 了我对它的知觉# 但尽管如此#

只有我对它的知觉才使其显现# 我对它的知觉与它的在场是不可分离的' 不仅

如此# 这并不是关于它的两个完全分离的事实# 而是派生于同一个原则/ 超越

性和内在性是彼此必需的' 因为它从未完全被给予 %被知觉者的超越性&# 所以

它能完全地被给予/ 又因为它仅能作为与知觉者不可分离的而被给予 %被知觉

者的内在性&# 所以它从不能完全地被给予' 但这个陈述# 从 (使居中者 %给予

一致性者&) 与 (阻止完全居中者) 来看# 两者的施动者是同一个# 因此两者

%居中与未能完全居中# 作为 r出现又未能完全成为 r& 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

面# 这在天台宗看来# 远非究竟之论/ 它落入了我们已界定为理解任何实质是r

与非r之间关系的四种方式中的第三种' 这个陈述中依然存在着有关 r的两种

不同事实' 这些事实是从一个单一的源头派生出来的# 而不是如同天台宗学说

所拥护的第四种方式那样# 是对单一事实的重述' 但在梅洛!庞蒂的遗著 *可

见的与不可见的+ 中# 他似乎在朝这第四个主张努力'

.)3.树如何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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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在梅洛!庞蒂早期的著作中发现他向第四种看法努力的种子' 这

或许可以揭示他后来朝它接近的方向' 在此# 我们可以思考梅洛!庞蒂对他称

之为 (知觉的匿名性) 之物的描述' 在描述感觉经验中 (主客) 关系时# 对这

一关系的仔细的观察将包含理解如下两个方面的意蕴" 其一是在先者 %65>@

7J?=J& 和在后者 %65>@7=:6>J?=J& 之间的关系# 其二是顺生自然和源生自然"之

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被揭示出形成了相互的交织# 梅洛!庞蒂写道"

感觉者和感性事物并不像两个外部东西那样处于彼此的关系中$ 感觉

并不是感性事物进入到感觉者中# 是我的目光支撑着颜色$ 是我的手的运

动支撑着物体的形状$ 更确切地说$ 我的目光和颜色结合在一起$ 我的手

与坚硬和柔软结合在一起$ 在感觉的主体和感性事物之间的这种交流中$

我们不能说一个起作用$ 另一个接受作用$ 也不能说一个赋予另一个意

义//被感觉到的感性事物对我的身体提出了一个含糊的问题# 我必须找

到这种态度$ 它将向我的身体提供自我确定和成为蓝色的手段( 我必须找

到对这个模糊地表达的问题的回答//我不是在观念中拥有天空的蓝色$

我不在它面前展开能向我揭示其秘密的一种蓝色的观念$ 我陷入其中$ 我

深入这个秘密$ 它 %设想它自己在我之中&$ 我设想自己就是那片天空$ 就

像它那样凝聚' 统一$ 并且开始自为存在$ 我的意识被这种无限的蓝色充

满//关于我的目光感知' 感觉' 支持的天空$ 我的目光扫视它并寓于其

中$ 它作为我的身体的某种生命运动的场所$ 我们能够在天空不是由外在

部分构成的意义上$ 在整体的每一部分都 %能感受& 发生在所有其他部分

的事情$ 并能 %在动力学上认识它们& 的意义上$ 说天空是自为存在//

每一种意识都发生在一个普遍性的环境中$ 并且在我们看来是匿名的# 我

不能在我理解一本书或我决定把我的一生献给数学的意义上说$ 我看见天

空的蓝色//因此$ 如果我想准确地表达这种知觉的体验$ 我就必须说是

人们在我身上感知$ 而不是我在感知# 每一种感觉都包含梦幻或人格解体

的根源$ 就像我们真的生活在梦幻中时$ 我们通过梦幻给予我们的这种惊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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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自然的双重表达# 即作为 ;@6HJ@;@6HJ@;:# 万物之本# 源生者/ 以及作为 ;@6HJ@;@6HJ@6@#

创造者活动的成果# 顺生者' 这是中世纪普遍被接受的神圣自然观# ;@6HJ@;@6HJ@;:是归之于上帝的

无限实在# 由它生产出作为有限模式的 ;@6HJ@;@6HJ@6@# 即自然存在的总和' 因此依照自然的普遍概

念的不确定性# 同时存在着生育原理和这一原理在世的产物' 这里采用了杨大春教授的译法# (顺

生的) 表示作为被动的生成者# 它与 (源生的) 主动的生产者相对应# 参见杨大春 *含混的自然概

念+# 梅洛
"

庞蒂对笛卡尔自然观的批判反思# *自然辩证法研究+ '((* 年第 )) 期' !!!译者注



讶体验到这个根源//通过感觉$ 我在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的行为本身之外

把握我的行为之中产生的一种被给予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我的手' 我的眼

睛' 我的耳朵的生活# 当我体验到一种感觉$ 我总是感到感觉与我的存在

本身$ 与我承担的和我对它起决定性作用的存在无关$ 而是与已经向世界

表态' 已经向世界某些方面开放并与之同时发生的另一个我有关#

"

我们在此发现了主体与客体, 感知者与被感知者的不可分性# 在感知的每

一个单独的动作中# 在未判定性 %H;F>9?F@K?A?6S& 上两者无法分开地运作于彼此

中' 在此# 我们拥有了梅洛!庞蒂后期的 (肉身) 观念的前兆# 即可见者与观

看者的# 被感知者与感知者的相互交织' 在被感知的世界中# 已经有了一个自

我!!!一个比我更是我的自我# 一个总是已经 (与世界相伴) 的自我# 而且在

自我中已有世界' 这感知着我的另一个自我# 这个比我更密切的是我的非我#

把我们带向天台宗的 (一念三千)# 并且在这一念里无法区分施动者和受动者,

看者与被看者, 施为者与受为者的' 如湛然所述" (环境与人在一念之中都在

场# 他们不能被区分为施动者和受动者' 尽管既不存在施动者也不存在受动者#

环境与人仍然清楚地在场 2依正既居一心# 一心岂分能所- 虽无能所# 依正宛

然' % *十不二门+&3')

& 对湛然来说# 所有物质的, 心灵的# 环境的, 人的# 以

及与每个可能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相关的三千大千世界与一念等同# 并表现为这一

念' 对天台宗而言# 这个无保留的 %观点& 暗含着# 我们可以逆转创造者和被创

造者# 主体和客体" 心灵创造物质# 物质创造心灵# 我在扮演宇宙# 宇宙在扮演

我# 我想象自己身处天空之中# 天空想象它自己在我之中/ 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包

容允许我们看到# 我们如何能够宣称在这个同时的三千大千世界中# 任意一点都

可以被选作为中心# 作为统一者# 作为把自己表达为所有他者的东西'

梅洛!庞蒂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个 (自身意识)# 比如说当它应用于 (我) 看

的天空时" (它在我中看它自己') 但在此# 他将这个知觉的我与如下两个方面

相对照# 一方面是认识和理解的我 %(那个理解一本书的我)&# 另一方面是意志

和行动的我 %那个决定把我的一生奉献给数学的我&# 即一个是理解观念和概念

甚或在世界之中作为可被同一化的实体的 (物) 的人# 一个是命令自己执行自

己的计划的人' 在此# 这个含意似乎是# 与纯粹感知领域发生的相反# 我确实

.43.树如何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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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行为的施动者# 使我成为自己的我' 但是在任何植根于知觉的揭示行动

中# 主体与客体的任何基本的纠缠# 如同所有其他揭示活动可以被看到的那样#

它们的可逆性和相互包含性# 即使是在意愿领域也迫使我们超越这个清晰的区

分' 梅洛!庞蒂自己走向了相同的方向' 首先他注意到这个自我的不完全性与

任一实质的不完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感觉是匿名的# 只是因为它是不完全

的' 看的人和触摸的人并不完全是我自己# 因为可见的世界和可触的世界并不

是整个世界')

"

%即因为任何我们知觉到的实质总是内在的更多的!!!也就是说

总有 (更多的出现)& 因为客体不完全是它自己# 我也从不完全是我自己'

但是他进而将知觉与一种非人格的行为联系起来"

我对世界的最初知觉和我对世界的最初把握在我看来应该是先前在某

个人和一般世界之间缔结的一个约定的执行$ 我的历史应该是一部史前史

的继续$ 并且利用其获得的结果$ 我的个人生存应该是一种前个人习惯的

继续# 因此$ 在我下面$ 有另一个主体$ 在我存在之前世界就是为他存在

的$ 他在世界中标出了我的位置# 这个被束缚的或自然的精神$ 就是我的

身体$ 不是作为我个人选择的工具和固定在某个世界上的短暂的身体$ 而

是把一切特殊规定包容在一个总计划中的匿名的 %功能& 系统#

&

在此# 我们对我们所有行动的时间前摄性 %7J>:?6H@6>F;>::& 有一种敏锐的

现象学描述# 这种时间前摄性使每个动作都比它自己设想所要成为的# 以及比

任何意向活动能被确定的更多# 这与天台宗对 *妙法莲华经+ 中对每个人前史

的揭示的解读紧密地相符合' 不仅感知的我比我更是我# 被感知的世界比它之

所是更多/ 认识, 行动, 执行计划的我也不仅仅是我# 它的对象, 世界, 目的

也构成性的更多'

这一推进的丰富成果在同一作品对时间的讨论中变得明显起来' 在这个讨

论中# 主动和被动的二分被全部打通" (不是某种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与被动性

相关联的主动性# 受制于一种意志的自动性# 受制于一种判断的一种知觉# 而

是我们既是主动的# 又是被动的# 因为我们是时间的涌现')

' 在此# 梅洛!庞

蒂超越了将他的交织 %95?@:G& 解读为 (总部分 r部分非 r) 的主张 %等同于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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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第三层次& 的可能性# 到达了一种完全是天台宗的!!! (完全的 r和完

全的非r) %第四层次& 类型的断言' 当梅洛!庞蒂谈论时间本身时我们可以更

明显地发现这一点" (应该把我们关于其它客体的论述用于时间" 之所以在我们

看来时间有方向# 只是因为我们 0是时间1 $$它显示了一个在场的唯一结构

的两个抽象因素# 主体和客体')

"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在其他事物中# (世界是

与主体不可分的# 但却是与作为世界的投射的主体不可分# 而且# 主体是与世

界不可分的# 但却是与作为主体投射的世界不可分')

& 在此# 我们已经差不多

抵达了天台宗所主张的遍中论的 %=G;?9>;6J?9& 交互包容的特征'

'

以一种天台宗的观点来看# 在对有情和无情的关系的理解上# 梅洛!庞蒂

似乎是动摇于第三和第四层次之间' 在他的晚期作品中# 在他的交织的肉身的

概念下# 梅洛!庞蒂决然地走向了第四层次' 这个概念不仅是一种看和被看的

不可分性或者相互交缠性# 也暗示了视角的现实可逆性# 在那里主体和客体可

以相互交换位置# 看者也变成了被看者并且被看者也变成了看者而不损失两者

间一直呈现的区别' 看从未被祛肉身化 %F?:>GK=F?>F&/ 它总是从一个视角出

发# 并且去看意味着被所看的超出/ 它总是看作 %:>>?;M1@:&' 这意味着可被

其他视角, 其他看的方式, 其他看作所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 去看将我放置在

一个可见性的世界中' 这个可见性# 仅因为看就已确立了我自己# 这个作为可

见的, 可从其他视角被看的看者' 那么看就是展示!!!它使某人自己被看!!!

的同义词' 因此# 这个看的动作已经使我被看# 对被看的客体的揭示也就是对

我的被看属性 %:>>;;>::& 的揭示' 这是如下论题的根基!!!即在一定意义上客

体看我" 我在看它时被看' 但是对梅洛!庞蒂而言# 这个看的施动者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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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7."'&3"'&#&%/&?7"4="-+$&'&# 7%*4(' 参见 7%4'2" 为了感知

事物# 我们需要生活于其中'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7."'&3"'&#&%/&?7"4="-+$&'&# 7%*4('

这里必须做出一个关键的调整' 依据天台宗的观点# 简单地说" (在我的主体性之下# 有另一个主

体# 一个前!主体# 它已经属于这个世界) 并不是非常适当的' 这一程式的问题在于我之所以是

(其他) 主体的个性' 这改变了已经从我的主体性表面离开的推定的 (一)# 就像它居于别处一般'

但是我们的观点是这个 (其他主体) 正是 (世界) 本身# 而世界永不可能是唯一同步坐标的世界'

在我的体验的每一个时刻行动, 感觉, 感知, 意欲和思考的匿名主体并不是任何单一的不平等的存

在# 后者带有自身特定的明确的计划# 即对世界的确定的朝向' 正是 (三千)# 所有可能对立的实

质与对实质的表达# 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能够平等地被看作我的事项的行动者# 我的视界的观看者#

我的愿望的意欲者' 梅洛!庞蒂关注含混性与存在的不可分性时# 他的立场是支持这一点的# 但是

他的准存在主义的单一的 (计划) 概念# 或者说对世界的一致的朝向# 调节了我们进入一种单一的

明确的叙述的同一性# 或符合对世界特殊的明确的前理解的一种 (在世之中) 的方式# 抑或在那里

存在的模式的所有关系'



(世界) 的匿名的肉身# 它未判定地游移于主客两极之间# 以至于它们不能完全

被决定性地区分开' 这个断言能够走多远# 那种含混性在此就能保留多远' 那

么# 说 (客体) 是看我的看的施动者# 与说 (我) 是那个看这个客体的施动者

是一样正确的吗- 毕竟# (我) 在最终意义上并不是被看的观看者/ 毋宁说这个

匿名的肉身本身在我之内看' 对梅洛!庞蒂而言# 这种可逆性能走多远呢-

在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中# 梅洛!庞蒂陈述道# 可逆性就是 (终极真

理)' 应当注意的是# 可逆性既不是纯粹的同一性也不是纯粹的差异性' 在 *知

觉现象学+ 中# 关于身体在触摸时尝试触摸自身的反思# 梅洛!庞蒂声称# (两

只手不可能同时处于彼此所触和能触的关系之中' 当我的两只手相互按压时#

问题不在于我可能同时感觉到两种感觉# 就像人们感知两个并列的物体# 而是

在于两只手能在 0能触1 和 0所触1 功能之间转换的一种含混的结构$$在一

种功能到另一种功能的转换中# 我能把所触的手当作随即就能主动触摸的同一

只手')

" 这就是那个将会在梅洛!庞蒂后期作品中生成可逆性论题的考虑# 我

们在此可以看到这个断言中同时嵌有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在这里# 可逆性总是

一个可能性# 而从不是一个已完成的双方的重合' 在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中#

梅洛!庞蒂陈述道# (这在事实上总是即将发生和从未实现的可逆性' 我的左手

总是处于触摸我的右手的边缘# 我的右手触摸着其他事物# 然而我从未实现这

种一致性/ 一致性在实现那一刻就消失了')

& 主体和客体事实上并没有逆转#

但总是可逆的' 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尽管总处于逆转的边缘或能够逆转# 但

从未达到完全同时的自身一致的分裂' 但是这与其说是可逆性论题的一个难点#

毋宁说是它的前提' 确实# 这个分裂对两边的统一是必需的# 因为如果他们曾

完全融合了# 他们将仅仅形成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客体# 一个或者另一个' 主

体与客体, 看者与被看的相互交织既需要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也需要一个不可

还原的差异' 正是这一直存在着的可逆性的可能性才是肉身# 才使它既非主体

也非客体' 因此# 梅洛!庞蒂陈述道# 这个可逆的两方的不一致性与其说是一

个失败或一个存在论上的深渊# 毋宁说是一个在肉身全体中的清除# 它充当不

透明区域的一个枢纽' 这个关键的清除是被我的身体的全部存在和世界的全部

存在所贯穿的' 这被梅洛!庞蒂比喻性地描述为" (两个固体之间的零压力使它

们彼此结合')

' 正是这个交互肉体定义了肉身' 这肉身与其说是自身,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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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自己也是世界, 既非自己亦非世界# 而毋宁说是枢纽, 可逆性与终极真理'

可逆性是天台宗最终的独特主张的试金石' 但是我们必须仍然区分作为真谛

的可逆性# 作为天台宗分析中第三层次的中间物主张的 (但中) %可逆性比两者中

的任何一个都具有更高的根本性&# 以及第四层次的 (不但中) !!!在天台宗的术

语中它意味着看者, 被看者以及看者与被看者之间的可逆性彼此是等同的最终术

语# 彼此可以还原# 彼此都是言说三者的简便方式' 这将要求梅洛!庞蒂同样能

够说 (单单可见的就是真谛)# (单单可见者的看者就是真谛)# 并且 (两者间的

可逆性就是真谛)' 实际上# 梅洛!庞蒂似乎宁愿给予两者间的未判定性!!!即充

当着超越的第三者, 唯一的真谛!!!以最终根本性' 相反# 天台宗的主张是# (可

见的) 就其自身而言# 如果适当的理解的话总意味着 (在可见的与看者间的可逆

性)# 反之亦然' 这断言的试金石必然是# 我们能说客体看我吗- 或者是否只有

(世界), (肉身) 或 (可逆性) 自身可以被有效地描述为看的施动者-

在天台宗尤其是湛然的作品中# 特别是在他的 *金刚?+ 中# 当他论及

(无情的佛性) 时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 湛然告诉我们# 修饰词 (佛) 在 (佛

性) 这个术语中是一个首要地用以指示意识性或有情自身的术语' (性) 意味着

在所有的事件中不可改变地呈现# 它凝然不动# 它既非有意识的也非无意识的#

既非有情也非无情' (佛性) 因此是对对立的术语的有意结合# 它意味着 (亦非

有情亦非无情的有情)"

对象意味着不觉# 佛意味着觉# 一般的有情存在具有不觉之理$ 却缺

乏觉知不觉的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暂时地对二者予以区分$ 使它们觉

知不觉的原因# 一旦他们觉知不觉$ 就不再有不觉# 那么觉知的对象如何

与觉知的施动者相分离呢2 //二者本没有区分$ 但是一般的有情存在认

为它们是分离的# 因此我们向有情存在揭示这一点$ 使它们觉知不觉$ 使

觉与不觉趋同于同一个真如# 因此我们知道没有不觉的觉不成其为佛性

!主体"$ 而没有觉的不觉则不成其为法性 !对象"# 如果觉之中没有不觉$

它又如何能被称之为佛性 !主体" 呢2 因此法性 !对象" 没有佛性 !主

体" 属于小宗$ 但是在大教之中$ 法性 !对象" 正是处于佛性 !主体" 之

中# 2法名不觉# 佛名为觉' 众生虽本有不觉之理# 而未曾有觉不觉智# 故

且分之令觉不觉' 岂觉不觉不觉犹不觉耶# 反谓所觉离能觉耶- $$理本

无殊' 凡谓之离# 故示众生令觉不觉# 故觉不觉自会一如' 故知# 觉无不

觉不名佛性# 不觉无觉法性不成' 觉无不觉佛性宁立# 是则无佛性之法性#

./3.树如何看我



容在小宗# 即法性之佛性# 方曰大教' % *金刚?+&3

"

这里我们已经尽可能地达到了有情与无情的不可分性# 或者说同一性' 湛

然在同一著作中通过考虑天台宗的作为中的交互主体性意涵# 以及在每一个象

征体验中各种解释视角的同时性# 进一步强调了可逆性' 这被用以暗示环境通

过取消自我与事物之间单一的主客关系将也能成佛' 主体尽可能地成为事物的

环境就如同事物是主体的环境一样# 以至于他们相互的目光总是双向展开的'

工作或多或少地与此后经常重复的公式一起展开# (最底层地域的组织及其整个

环境# 都完全处于至圣自身的心中' 佛的正报与依报并不能超出最底层不觉存

在的一念之中 2阿鼻依正全处极圣之自心' ?卢身土不逾下凡之一念' % *金刚

?+&3')

& 这些术语的具体的, 质性的属性需要被注释' 不仅 (世界) 包含 (主

体)# 反之亦然' 就像不存在单独的 (自我)# 也不存在单独的 (世界)' 然而#

每一种表面上单独的主体性和客体性都需要质性彼此不同的可选世界的多样性'

因此# 在这一段中# 湛然表明了最高价值作为底层价值体验的构成环境领域的象

征之间的相互包含# 反之亦然' 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被置于相互的目光和怀抱中#

那里一方不需要提醒完全地吸引另一方' 不觉 %H;>;A?M56G>;6& 是觉的世界的一部

分# 因此是觉悟 %>;A?M56G>;6& 的一部分# 它在遍中论的术语中意味着他们就是觉

悟' 相反地# 觉是不觉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也是不觉' 在同一著作的高潮处# 在

解释 *华严经+ 的主张!!! (心, 众生与佛几乎没有差别) 时# 湛然写道"

在没有例外的每一念中$ 我心以及每一个有情的存在都平等地互融互入

于佛觉的德性' 身体与心灵' 生命存在与环境以及自我与他者之中# 我和所

有其他的有情存在平等地拥有这种性质$ 即佛性# 佛性在所有地方生成' 变

化' 含容//一旦理解了佛性没有例外地遍及各地$ 佛包含自我与他者的因

果特征就变得清楚了$ 同样清楚的是我心具有佛果的德性# 从结果的角度看$

佛眼与佛智来观察我$ 而且只看到佛自身的无始性# 站在原因 !有情存在"

的立场上$ 我们也会看到所有的有情存在都是佛$ 因此只有果佛而无其他#

因而$ 有情存在之外无佛//因此当一佛觉$ 整个法界都是佛的构成环境领

域# 佛亦如此# 有情存在从生开始就处于佛自身的构成环境领域之中$ 他们

引起了苦乐等的差异$ 而每一个人则认为只是他们的身体和环境# 2即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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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彼众生一一刹那# 无不与彼遮那果德身心依正# 自他互融互入齐等' 我及

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 其性遍造遍变遍摄' $$了性遍已则识佛果具自他

之因性# 我心具诸佛之果德' 果上以佛眼佛智观之# 则唯佛无生' 因中若实

慧实眼冥符# 亦全生是佛无别果佛' 故生外无佛' $$故一佛成道法界无非

此佛之依正# 一佛既尔诸佛咸然' 众生自于佛依正中# 而生殊见苦药升沉'

一一皆计为己身土' % *金刚?+&3

"

注意 (生外无佛) 的主张此处再次取决于这个推定的事实" 佛果 %,HFF5@c

5==F& 最初被认为是在我们 (之外) !!!实际上是对我们彻底的否定' 对佛存

在的非经验的断言自身说明了佛是多余的' 我们都是佛# 因为在某个地方# 某

个人会成佛# 这就是把我们看作佛之意' 在佛看来# 我们众生的体性与佛是平

等无二的' 他把目光投向整个宇宙# 但是# 除了他自己# 他自己未来的本质#

他自己的报土外# 他什么也看不见' 佛与其报土是一非二# 众生皆身处其报土

之中' 由于无明之覆障# 我们将觉悟视为对无明的否定' 根据以上对三谛的说

明# 觉悟是无明的固有性质# 因为觉悟外在于无明# 是对它的否定' 这种对无

明的彻底否定# 前提在于无明具有以下特征# 无明之被视为无明# 本身就是无

明的一种表现 %也由于众生之无明缺乏否定的力量&' 因此# 我们都是佛'

& 由

于天台宗主张权实不二# 这个假设是可逆的' 生外无佛# 佛外无生' 佛认为我们

都有佛性# 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我们的所思所行皆是未来成佛之

因' 但是# 成佛这种 (果)# 本身是包含了 (因) 的 (果) %因果不二&' 立足于

成佛的果位# 我们发现自己现在虽是凡夫# 但与佛是一非二/ 通过 (开权显实)

之妙用# 众生由于无明而造作之诸业# 成为感召未来佛果之因 %我们与三世一切

佛乃是一非二&' 因此# 众生之外无佛# 而众生从杂染之中迈向成佛之果'

此处必须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推论# 借此我们不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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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观音经+# 知礼指出"

观音已经实现了恶的法性$ 因而自由自在地处于恶中#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自由而毫不费力地

回应各地的有情存在所经受的苦难# 根本之处在于所有的生命存在和他们的环境都是观音的妙身妙

心# 所有的有情存在在圣人的心和质料中自造苦难( 即使是为求解脱的三业也是观音自身# 正因为

此$ 当刺激出现时回应马上发生# 如果你持续以这种方式思考$ 你如何与观音在一起而不能有利于

万物呢2 2斯是观音证恶法性于恶自在# 方能任运遍赴诸难# 以要言之# 一切依正皆是观音妙身妙

心# 一切众生于圣色心而自为难# 求救三业亦即观音' 是故机成即时而应# 当以此义念念观之# 何

患不同观音利物 % *观音义疏记 %第四卷&+& % *大正藏+# 第 *3卷# .239&3'

最后一个委婉的问题指出了在某一时刻将要被讨论的可逆性和表述的缠绕'



要任何佛# 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即是佛/ 我们的心是佛# 此刻我们自己的心外无

佛# 这一事实是由佛的观点构成的' 我们将要变成的佛与其他诸佛# 无须说#

都与其自身是同一的' 心和佛确实都是精神# 同样地# 心和佛也确实都是佛'

由于这个他者与另一个所谓的他者是同一的# 因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他者来构成#

因为这个他者在我们自身的存在当中是固有的# 就像他者看我们的存在是一样

的' 在这之前没有我们的自我/ 开始我们有内在的肉身# 我们所有的自我实践

%:>AW17J@96?9>& 也都是相互作用的' 湛然的观点是不能使这种内在的身体简化

成任何一方/ 就像他早期在同样的著作中说得那样" (每一粒尘土以及每一处的

每一种精神活动完全都是每一个有情存在以及每一种佛的心性' 毫无疑问# 他

们中的每一个从属于任意一个单独的心灵# 因为万物共同缔造了他们# 一起演

变为他们# 共同分享了解脱变化的相同对象# 而且都分享了解脱变化的相同活

动 2故知一尘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 何独自心之有无耶- 以共造故, 以共变

故# 同化境故# 同化事故' % *金刚?+&3')

" 每一个微小的标记都会出现在每

个解释性世界中# 实际上是每一个世界的 (中心)# 它充分表达了每个世界的本

质' 这包括在每个地方所履行的每个解脱活动的两个方面# 以及佛与迷情众生

关系的两个方面' 我们要了解的佛!心# 不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看世界的那种

佛!心# 而是看我们自己的那种佛!心# 把我们看作佛!心本身# 看我们正在

看着的世界# 也思考着正在思考着我们的佛' 交互主体性的时刻是极其重要的#

永远不会被摒除# 就像 (佛) 这个概念和名称与这样看我们的旁观者一样# 存

在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中'

& 正是我们心中的思想 (佛) 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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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互具) %?;5>J>;9>?; >@95 =65>J& 中他人可被还原为自我中的一个元素# 自我亦可同步地被还原

为他人中的一个元素# 以至于无物可被完全还原为他人/ 人们可能反对的是互具仍然侵蚀着我们与

他人之间忧心忡忡的关系的最基本特征# 而这种关系处于一个具体的交互主体性关系中" 即他人的

不可知性的意义# 尤其是他人看待我们, 客体化我们的不可知性# 他人的态度以及他人如何对待我

们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 它们如此生动而令人信服地被分析过# 例如萨特的 *存在与虚无+ 中

(为他) 一卷所显示的' 然而必须指出这里整个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万法的 (不可得) %H;MJ@:7@K?A?c

6S&# 这意味着它们在其他事物中根本的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 在天台宗中# 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根

本上或实在地为空# 而是说他们并非根本上的空或非空# 而且事实上# 关于他们的任何决定总是从

其底部脱落而走向反面# 甚至是它的二分体的反面及其反面# 等等' 佛看你时你被看见# 这意味着

你一下子以各种可能方式被看见# 以至于他经常以相悖于你喜欢被看见的方式!!!即你自己认为真

实存在的方式而看你# 等等' 当然# 这也表明任何时候当你被他人误解时# 他们是观察你的未知的

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正是看到了你的某些真# 你的某些以前被忽略的方面' 他们关于你的任何

愚蠢的误解都是真谛' 因此你心中的佛就是观察你的观察者 %即依据你自身的立场他完全弄错了#

如同萨特所说# 他将不仅把你客体化为与你的内在的不确定的主体性相对立的你的身体和你的过去#

而且把你客体化为客体性的其他可能形式&' 对我而言# 在使它真正成为交互主体的!!!关系中#

这说明了忧虑和差异, 断裂和异化的外在的和构成的元素'



们通过观想我们被佛体验到去体验这个世界# 我们发现有情自身可以是佛心观

照之对象# 也可以是他人乃至自己的颠倒见中的对象'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所谓 (佛) 是一种自我求证的 (行事性话语)# 通过考虑存在这样一种会看见我

们的存在物# 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佛也会看到我们一样# 从而我们的行为变成

交替符号网络中的象征# 它们确实存在于我们自己的佛中'

"

天台宗的作者们想要采取的可逆性的充分程度可从下面湛然的阐述中看到#

他认为佛观法就像法观佛一样"

问, -法华玄义. 说对象能够观察主体# 尽管很多经文被引用以证

明这一点$ 但是这一原理仍然难以理解# 答, 如果我们只是依循方便的

教义$ 那么这一原理不可理解# 但是从终极教义来看$ 这一原理非常容

易 !与之" 融为一体# 当我们把心灵自身作为对象$ 心灵同时也是正在

观察的主体# 因而主体和对象都是心灵$ 心灵的本质遍及各处# 心灵的

每一种状态都反映了心灵的另一种状态)))这一原理在此处非常清楚#

因此在有关不可想象的对象那一节的开始$ 经文讲道$ %不可想象的对

象自身正是进行观察的主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四个不同而同等正确

的描述, 对象意识到对象' 对象意识到主体' 主体意识到对象' 主体意

识到主体# 只要存在觉知$ 他就超出了描述# 但是觉知应该被描述$ 而

这超出了完全可被觉知理解的内容# 相反地$ 只要存在描述$ 它就超出

了觉知# 但是描述应当成为觉知的对象$ 而这又超出了可被描述完全理

解的内容# 因此这与世上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不同$ 即$ 我们意识到的

是惰性的对象$ 它同样区别于作为观察着的主体)))那种部分的' 狭窄

的心灵观念# 它亦区别于作为观察对象的人为确立的真如# 这些区别既

适用于对象也适用于主体)))这里不存在混淆# 2问" 法华玄文境能照

智# 虽引诚证理亦难明- 答" 顺方便教理不可会' 若从极说于理易融'

以心为境心亦能照能所俱心' 心体俱遍心心相照于理甚明' 故不可思议

.)/.树如何看我

"

知礼在他的注疏中广泛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他的注疏针对的是智 对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中 (是

心作佛# 是心是佛) 的评论' 知礼认为这表明# 佛如万法# 既非修成也非性具# 因此# 同样也可以

说既为修成也为性具# 用天台宗的习惯用语来说是 (修性不二) % *大正藏+# 第 4/ 卷# ''(K&' 事

实上# 佛这一概念的自证的可演示性 %7>JW=JG@6?Y?6S&# 天台宗的本体论论证的实际等项 %7J@MG@6?9

>aH?Y@A>;6&# 皆可以被看作是天台宗强调净土修习的义理基础/ 修习即念诵阿弥陀佛之名# 设想阿

弥陀佛之身境# 借此人们认为在某处存在着 (全视的) %@AA1:>>?;M& (佛)# 他看见我们思考他存

在# 使我们之所是的佛存在'



境初云" 不可思议境即是观' 以是得为四句分别" 境照于境, 境照于

智, 智照于境, 智照于智' 照者方照非说可穷# 照者应说非照可了/ 说

者方说非照可穷# 说者应照非说可了# 是故不同' 世谓顽境以为所照#

又亦不同偏小妄心以为所照# 又亦不同假立真如以为所照# 所照既尔能

照亦然# 不可率尔' % *止观义例 %卷上& + & 3

"

关于这种现象的本体论的重要性# 我们还有另一个证明' 请注意# 说智照

于境# 境照于智# 智照于智# 境照于境# 是同样有效的/ 也就是说# 这些当中

没有一个真正是最后的或恰当的 %全面, 清晰的& 描述 %因此# (照者方照# 非

说可穷)&# 但是天台宗的这种特殊转变不会因此不采纳这四种描述# 相反会采

纳这四种描述' 这要归因于上面概述的三谛说的本体论# 因为无一例外的一致

性是局部一致&全局不一致' 这就证明了全局不一致&局部一致的描述/ 每一种

都适应于不同的解脱论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湛然说不仅经验是无法描述的#

而且描述也是超越经验的/ 这也是为什么天台宗不同于一般的大乘佛教认识论

%大乘佛教认为经验优于描述&' 经验与描述的情况是相同的" 二者都局部一致&

全局不一致# 必然使自身超过对方# 濒临可逆性' 在这一篇章的最后# 湛然又

拒绝了纯粹法, 纯粹佛或者同时拒绝二者的纯粹中间物 %即真如& %+H95;>::&

的观念/ 这是第四层次的立场# 此处每一个和任何一个可逆的术语都是可逆性

自身'

湛然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的意涵# 如下"

问, 形成无灵存在的外物并不同时被赋予心灵# 它如何能在自身中

充盈三德 !解脱' 智慧' 法身" $ 以至于你可以说三德遍及各处2 答,

不仅外物未被同时赋予心灵$ 每个人身体内部的物质也不过如同草'

树' 瓦' 砾一般# 但是如果我们谈论三德的性具$ 那么不仅内心是心灵

的一种变形# 因此关于内心和外物$ 由于心灵既不内在也不外在$ 故而

物质既不内在也不外在# 因此两者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 依循心灵的

纯净$ 佛土也是纯净的( 依循佛土的纯净$ 智慧也是纯净的# 由于心灵

和物质都是纯净的$ 所有的法是纯净的# 因为所有的法是纯净的$ 心灵

和身体都是纯净的# 那么我们如何说只有外物缺乏心灵呢2 2问" 外无

情色不与心俱# 如何复能具足三德# 而云三德遍一切处- 答" 何但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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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心俱' 内身亦如' 草木瓦砾若论具德' 不独向心由心变故# 谓内心

外色心非内外故# 色无内外而内而外# 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随佛土净则

智慧净' 色心净故诸法净# 诸法净故色心净' 何得独云外色非心- % *止

观义例 %卷上&+&3

"

心和物都无所不在!!!不仅两者之间的可逆性和作为中间物的交叉肉

身# 而且每一个极端自身都是无所不在的' 每一个既不在内也不在外/ 每一

个都是整个的法界'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些描述中湛然把心放在优先

的位置' 这样做纯粹是实用主义的原因' 在佛教的实践中# 湛然认为# 我们

是从观自我的心开始的' 当心!!!欺骗性地, 暂时地产生于心灵的意向

性!!!被见到既不在内也不在外时# 这就要认识到佛必然同样是真的' 就实

践而言# 心是优先的/ 本体论上# 主体, 客体# 以及两者的交融之处都同样

具有终极性' 天台宗进路与梅洛!庞蒂对胡塞尔式的本质还原的理解是非常

一致的'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 (还原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义就是完全还原

的不可能性')

& 还原的现象学实践必然注定要把所有的经验变成心/ 事实上#

实践的目的是要证明这种还原的不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 导致重新设定对心

自身的理解# 揭示其与世界不可避免的密切联系# 最终引起 (在世界面前的惊

异)' 就像湛然所说的"

问, 所有的经文都说心物不二# 如果我们观察这一点$ 我们如何确立

我们的观察呢2 答, 心灵和物质是同一实体( 没有前后# 每一个都是整个

法界# 但是在观察的系列中$ 我们必须从内心开始# 一旦内心被纯化$ 这

一纯净的心灵能够遇到所有法$ 而且自然地与他们完美地融合# 而且$ 我

们必须首先理解万法唯心$ 然后才能观察心灵# 如果你能理解所有的法$

你将会发现所有的法都是心灵也都是物质# 你必须理解所有的事物都来自

于心灵自身的分化# 那么法自身何时声明他们自身是同或异呢2 2问" 诸文

皆云色心不二# 若欲观察如何立观- 答" 心色一体无前无后# 皆是法界#

修观次第必先内心' 内心若净# 以此净心历一切法# 任运 合# 又亦先了万

法唯心# 方可观心' 能了诸法则见诸法唯心唯色# 当知一切由心分别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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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曾自谓同异- % *止观义例 %卷上&+&3

"

所有这一切都可归结于湛然日后的追随者!!!四明知礼简洁明确的陈述"

因此$ 我们可以说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有情存在以及诸佛$ 通过

十方和他们的构成环境领域$ 成为观察的对象$ 而且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

一切有情存在以及诸佛$ 通过十方以及他们的构成环境领域$ 成为智

慧)))即进行观察的主体# 对象和智慧是同一实体的两个不同名称# 因此$

主体和对象二而不二# 2是故得云" 三世十方生佛依正为所观境# 三世一方

生佛依正为能观智# 境智名别其体不殊# 是故能所二而不二' % *金光明经

文句记卷第五+&3

&

正是世界, 自我和交互身体的肉身会观自身' 但是即使这种描述在此处也

没有优先权/ 相反# 我们同样可以为发生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间的任何事情的

任何经验说# 众生, 佛是能观者# 任何事情都是所观境' 根据三谛说# 这些术

语中的任何一个都意味着完整和完整的分裂' 知礼进一步解释道# 这个事实即

真谛本身不会免除这种可逆性的纠缠' 真谛并不是凝然不动的观察对象# 而是

相即相入的诸法之一# 既是能观智# 亦是所观境' 可逆性观自身' 可逆性自身

可逆"

实相是中道的原则# 中间和现实的原则的整体是积极的智慧$ 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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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 第 *3卷# *2'@' 在 *金刚?+ 中# 湛然委婉地问道"

当实践者观察心灵时$ 心灵是否是一个对象2 能见与所见之间的异同是什么2 当实践者观

察心灵时$ 心灵是一还是多2 在这个例子中$ 一与多' 心灵与对象之间的异同是什么2 当实践

者观察心灵$ 他是否也在观察身体2 他是否也在观察环境2 当实践者观察心灵$ 他陷入到惑'

业和苦之中# 这是内在其中$ 还是外在的2 是相同的还是差异的2 当实践者观察心灵$ 佛性是

否内在于原本纯净的心灵2 抑或它变得纯净2 当实践者观察心灵$ 心' 佛' 有情存在' 所有因

果' 所有身体与环境' 万法与万相是否相互包含$ 以至于他们都相同2 2问" 行者观心心即境

耶- 能所得名同异如何' 问" 行者观心一耶多耶- 一多心境同异如何' 问" 行者观心为唯观心

亦观身耶- 亦观土耶- 问" 行者观心在惑业苦# 内耶- 外耶- 同耶- 异耶- 问" 行者观心心内

佛性为本净耶- 为始净耶- 问" 行者观心心佛众生因果身土法相融摄一切同耶-3

显然# 这一观点说的是观察心灵 %观心& 同时也是观察身体和环境" 观心即为观世界'

*大正藏+# 第 4.卷 %;)/03&# 此处作者所标卷号页码 %C4/%4)*K& 错误' !!!译者注



智慧进行观察$ 即观察的智慧$ 这就是所谓的实相智慧# 实相自身即是智

慧( 这不是说由于其反思的对象还有其他智慧被如此命名# 2实相者# 中道

理也' 全中实理为能观慧# 名实相慧# 实相即慧也# 非别有慧# 从其所照

得实相名' % *金光明经文句记卷第三+&3

"

这就是为什么天台宗的作者们会主张绝对实体# 不仅整体是绝对实体# 交

互身体的肉身世界自身是绝对实体# 可逆性或未判定性本身是绝对实体# 而且

每一个特定的事物都是绝对实体' 湛然这样写道"

实心与实在的对象相联系# 因此实在的条件 !实缘" 依次生成# 实在

一个接一个地注入另一个实在之中$ 而且自然地进入实在的真理之中# 为

了解释这一点$ 我说, 如果心灵与对象相联系$ 那么对象必然地与心灵相

联系# 当心灵与对象被联系起来$ 这就被称为实缘# 这再次被心灵在下一

时刻实现$ 以至于精神事件毫无间断地接续发生# 这些精神事件之间的联

系被称为 %实在一个接一个地注入另一个实在之中&# 这也意味着心灵注入

对象$ 对象注入对象$ 对象注入心灵# 每一个心灵$ 每一个对象$ 每一种

思想都注入到所有他者之中# 2实心系实境# 实缘次第生# 实实迭相注# 自

然入实理' 释曰" 心若系境# 境必系心' 心境相系名为实缘' 复由后心心

心相续# 心心相系名迭相注' 即是心注于境境注于境' 境注于心# 心心境

境念念相注如是次第刹那无间' % *止观义例 %卷上&+&3

&

依据天台宗的观点来回看梅洛!庞蒂# 我们发现在他的可逆性命题中有某

种回避' 在 *眼与心+ 对画家体验的著名描述中# 梅洛!庞蒂想要说" (他和可

见物之间的角色必然可以转换'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画家说过事物在看他们'

就像安德烈.马尔尚 %N;FJ>U@J95@;F& 在克利 %RA>>& 之后所说" 0在森林

中# 我很多次都感觉到不是我在看森林' 有几天我感到树在看我# 在对我说

话$$我在那儿# 听着$$我想画家必须被宇宙所渗透# 而不想渗透宇宙'1)

'

梅洛!庞蒂赞成地引用了马尔尚的评论# 他将其作为可逆性命题的一个实例"

似乎至少在画家的特殊体验中# 在这里画家好像自然地成为现象学家# 他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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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由是表明了关于此等现象上的实在# 一个更大的事实# 尽管它无法通达普通

体验' 但是马尔尚的表述好像表明这种关系的一方面具有优先性!!! (被宇宙

所渗透# 而不想渗透宇宙) !!!这绊住了可逆性的完整意义# 更倾向于承认世

界一方的终极性# 这对于被动的画家来说就是能动的施动者' 梅洛!庞蒂自己

的评论取消了这种片面性# 但是仅仅回归到中间物# 观者和被观者 %:>>J@;F

:>>;&, 消极和积极的未判定性" (存在物确实存在吸气和吐气# 行动和热情#

这可以略加辨别# 但是不可能辨别出能见与被见, 能画与被画')

" 这只能让我

们如此理解" 谁在画可能是未判定的# 交互身体的# 或者是匿名的# 但是画的

内容还是客体# 而不是画家的肉身' 有人可能认为画家的化身会出现在所画的

树中# 但是这与树所见到的明确清晰的身体大不相同# 画家的身体就站在那儿'

物性和可见性确实存在于马尔尚所渗透和观察的人物中/ 但是依然是一种抽象

的可见# 而不是拿着画笔站在那儿的身体的完全肯定# 就像我们在天台宗读物

中所预料的那样' 因此# 梅洛!庞蒂认为 (颜色能看见自身# 表面 %:HJW@9>&

能触摸自身) 是谬论# 取而代之的是 (这个悖论" 由触觉和视觉乃至一个感觉

原型 %>b>G7A@J& 填满的一组颜色和画面# 这给予他谁填满它, 谁感觉到它所需

的条件# 以使他领会与自己相似的一切外物# 它因此陷入事物的组织当中# 它

把它完全描画成自身# 包含它# 随着同样的变化# 它与这些事物交流# 它密切

关注没有重叠的同一性# 没有矛盾的不同# 以及构成与生俱来的秘密的内在和

外在的分歧')

& 这段文字相当晦涩# 但是似乎再一次授予 (触觉, 视觉和事物

组织) 的一种终极性!!!即作为 (一种元素) 的交互身体的肉身本身# 就像梅

洛!庞蒂在别处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开放的整体# 而不是授予这个肉身的

每一个个别元素' 我们仍然沉溺于第三层次!!!中间物的一中论# 而不是第四

层次的遍中论# 这对于 (世界看自己)# (我看世界)# 或者 (世界看我) 同样

可以理解# 更重要的是# 不仅仅 (世界)# 而且 (树也看我)' 对于树来说# 在

天台宗的解读中# 世界简直就是这棵树# 目前还是肉身的整个可逆性也是这棵

树!!!在树之外没有其他事物# 没有抽象的单个 (肉身)' 梅洛!庞蒂想要避免

世界作为主体, 世界作为客体以及观自身和思考自身的含义# 因为他已经表明

这些术语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 他想用更好的术语!!!肉身, 可逆性和交叉来

代替它们!!!这让我们可以不用这些有问题的概念了' 天台宗的立场是所有的

概念都有问题# 只不过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 有的问题多些# 有的问题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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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一个总是问题多的或少的# 因此# 它能绝对地肯定个体知觉的对象,

个体知觉, 个体知觉者, 个别主体, 个别客体, 事物, 自我与世界的价值# 以

及内在纠缠的肉身 %既不是又是& 的价值'

从天台宗的立场看某棵树将表明# 当我看见树时# 我的看揭示了不仅我对

于这个可见世界的预在# 不仅我可见, 我被感知这一事实/ 不仅仅看见与被看

是相互缠绕的' 而且# 看树尤其与这树的被看相互缠绕' 这不会比我自身看树

更明显可知或完全可理解/ 这招来一种模糊的方式# 树以此直觉到我的身体#

如同我所想象的一棵树可能直觉到的任何一点温暖和阴影' 位置的可逆性将我

置于另一面# 通常仅仅是在一个匿名的瞬间裂口# 在梅洛!庞蒂描述为 (当我

们确实努力只生活在感觉层面上时# 我们被还原所至的几乎昏迷的状态)# %我&

成为树因为树遇到了这一他者即我的身体的陌生存在' 这里天台宗是梅洛!庞

蒂的主张!!! (我总是与我的身体在同一面)

"

!!!的例外' 看见树就是成为

树# 因为成为与看都不是完全的' 看树从树这一面揭示了我自身的视图# 世界

之肉中具体的空白作为树站在那里' 对于树可能看我的不确定的理解严格地与

我自身对于树的不确定理解相关# 即我自身不可完成的对树的看/ 而且事实上#

它也与我对自身的不确定的, 未完成的理解相关' 这意味着看树是把我置于树

的位置# 它同时召唤对我的身体# 对这棵树# 对众多树# 以及对肉身本身的无

尽系列的其他具体视图!!!也就是天台宗所说的 (三千)' 区别在于天台宗的

看!!!它借由定义是看作# 不仅揭示了普遍的可视性# 而且是任何可能的视作

%Y?:?KA>1@:& 的扩大传播# 即在我的看中我如何在任何其他可能视角上是可见

的' 我的可视性不仅暴露于全体# 而且暴露于全体与每一个个体# 而这些个体

尽管从不可分# 却也永不可能进入一个以一种方式描述的完全同步坐标的一

%=;>;>::& 中# 即使是以一种艺术缠绕的方式作为一种各式各样的肉身' 与这个

中的不完全性相一致# 所有存在的中在各处展开# 而不仅仅是在对肉身的一贯

的理论理解中/ 对每一个汇聚的中而言# 我都是一个不同的外围' 我自身的多

样性被我看的世界的多样性所揭示# 我总是被看的视角的多样性' 不仅仅是肉

身看我# 正如我看的不仅仅是肉身' 我特别地看这棵树# 这棵树特别地看我'

树就是肉身# 对天台宗的遍中论而言# 在这棵树之外没有肉身'

然而# 梅洛!庞蒂手稿的编辑们表明他已经插入了一个似乎表明他在颜色

能否看见自身等问题上存在着踌躇的段落" (人们可以说我们感知到事物本身#

.//.树如何看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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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是能够思考自身的世界!!!或者世界处于我们肉身的中心')

" 这里# 在

可逆性论点的全部意蕴的勇敢断言与各种描述层面间的二级可逆性之间# 我们

发现梅洛!庞蒂似乎向天台宗的立场靠拢!!!人们乐于认为这是他关于此一问

题的最后定论# 它表现出接受这种悖谬性的强烈倾向' 但是对天台宗的思想家

而言# 世界在我们之中思考自身仍是未达一间之论/ 这仍然太过于一中论# 它

赋予一种描述优于其他的特权' 多样性不仅与看有关# 而且与言说有关# 它召

唤既作为一切未完成的体验又作为一切未完成的描述的所有存在' 每一个事物

在我之中思考世界# 每一个事物在我之中思考事物# 每一思考使每一事物的存

在居于事物和思考之中# 每一思考使每一思考的存在居于思考和事物之中# 等

等' 我看' 我言说' 我被看' 我被说' 世界看我' 世界言说我' 世界上的每一

事物不仅看我# 而且言说我' 桌上的灯看我' 桌上的灯言说我'

!译者, 王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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