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塞尔哲学与佛教哲学中的自我与生命
!日" 山口一郎

一!自我与前自我

下面我想借助自我和生命的概念将大乘佛教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加以对

照' 现象学中与自我概念处于最明确对立的非我概念遵从佛教的三个基本原理#

即无常 %d>JMB;MA?95X>?6&, 苦 % >̂?F>;& 和无我 %-?9561#95&' 首要的任务在于

澄清双方立场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

无我意味着# 我们所表象的自我是一个籍诸法 %例如# 被译为世界规律,

准则, 被给予性, 此在的要素# 等等& 的协作的已被构造者# 而本身不是构造

者' 没有看透这一事实的人受缚于那实际上由诸法产生的自我/ 他因此误以为#

存在着他自己的实体性自我# 于是就达到佛教的第二个基本原理# 生命的痛苦'

诸法的共同作用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其所谓的缘起 %7J@6?6S@1:@G67@c

F@&' 缘起这一事实在佛教中将通过八正道!!!首先通过完成禅观

%d>J:>;XH;M:[KH;M& 的全部修习!!!直接被观视到' 这种对缘起的看悖论性地

被表达为" 诸法在其产生时虽然直接被看到# 但既不存在某种被看到的东西#

也不存在看到某种东西的人' 既不存在看诸法产生的主体# 也不存在一个被它

看到的客体'

和
$

哲郎!!!他是著名的日本哲学家和佛教学者!!!认为# 对诸法的观视

与胡塞尔意义上的本质直观所指的是相同的东西 %和
$

哲郎# ).'/# )2*&' 如

果这一点事实上是确切的# 那么它将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论断' 而如果进一

步考察这个论断# 那么随即就会明了# 这一等同是站不住脚的' 哪位现象学家

能断言# 观视到某个事态的本质特征!!!例如# 颜色的本质!!!的人实际上根

本没有观视到任何东西# 更不用说颜色的本质性了# 而且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观



视到这种本质之物的人吗- 先验自我概念无疑是现象学的核心要素# 是现象学

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

二!绝对的时间化与阿赖耶识之流

然而# 胡塞尔也认为" (我们通过还原产生的先验 0绝对1 实际上并非最终

之物# 它是在某种深刻的和完全独特的意义上被构成的东西# 而且它在一种最

终的和真正的绝对中有其根源') %胡塞尔# ).2(# ).0& 这里所说的现象学的真

正绝对乃是绝对的时间化 %O>?6?MH;M&" (绝对就是绝对的时间化# 而将它解释

为作为我的流动着的原始性 %eJ6[GA?95X>?6& 而被我直接发现的绝对者# 这就已

经是时间化了# 已经是这个成为原存在者 %eJ:>?>;F>;& 的绝对的时间化') %胡

塞尔# U:%"## 3# 引自" 黑尔德# ).33# .(& 正是通过时间化的课题性# 我们

可以在现象学与大乘佛教哲学之间发现一个醒目而出人意料的交切点'

我们可以从功能性自我的自我!结构的角度接近胡塞尔的绝对时间化# 因

为 (对原始的当下 %持存着的活的流动& 的结构分析将我们引向自我!结构和

为其奠基的无自我的流动这个固定不变的底层 %e;6>J:95?956&# 这$$将我们引

回到彻底的前自我性的东西 %d=J1#95A?95>&') %胡塞尔# )./4K# 2.0& 彻底的

前自我性的东西为自我结构奠基# 而不是相反' 这种彻底的前自我性的东西与

原真性 %$J?G=JF?@A?6B6& 领域相应# 它被胡塞尔称为 (一个本欲系统 %CJ?>Kc

:S:6>G&) %同上书# 2.*&' 这种彻底的前自我性的东西作为无自我的流动这个

固定不变的底层本身由本欲意向性 %CJ?>K?;6>;6?=;@A?6B6& !!! (它统一地构成作

为持存着的时间化的每一个原始的当下) %同上书# 2.2& !!!决定'

在大乘佛教的瑜伽行学派中# 时间流 %O>?6WAH

,

& 是从意识内容的变化方面

并且以三性说 %_J>?1T>:>;5>?6>; 1̂ >5J>& 为背景来考察的' 这个学派分析一

个现时意识的产生# 例如# 我看见一棵树# 作为在原意识 %eJK>8H::6:>?;& 或无

意识 %e;K>8H::6:>?;& 与现时意识之间以如下方式发生的一种悖谬性的相互作

用' (我看见一棵树) 这个意识通过处于潜在样式中的以前的 (我看见一棵树)

的意识的熟化 %Z>?WH;M& 而在伴有自身意识 %+>AK:6K>8H::6:>?;& 的原意识 %无

意识& 中被现时化/ 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 在这种熟化和现时化的过程中# 现

时的 (我看见一棵树) 的意识作为一个习性之物留下痕迹' 因此# 这种通过熟

化的现时化与这种通过积淀的蕴含被看作同时发生的'

在这里被称作原意识 %无意识& 的东西!!!阿赖耶识!!!也被译为 (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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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JK>8H::6:>?;&" 所有曾经现时化的意识都以潜能性 %$=6>;6?@A?6B6& 的样

式积淀于其中' 这种原意识相当于胡塞尔那里的过去视域 %d>JM@;M>;5>?6:5=J?c

L=;6:& 中的无意识# 它在活的当下的每一个现时的相位中都作为潜能性一同

在场'

如前所述# 活的当下由本欲意向性决定# 亦即以原初的方式 (被动机引发

起来)' 在活的当下中存在着 (最有效的动机$$本能的本欲或已然高级的本欲

%CJ?>K>&') %胡塞尔# )./4@# )/0& 因此# 在胡塞尔那里# 原素性的要素唤起过

去视域中本欲意向性的各种空乏表象/ 但是# 这种唤起 %T>9XH;M& 并不是单方

面所导致的' 在此情况下被唤起的空乏表象还包括# 它被充实以原素性的要素'

胡塞尔这样描述这种关联" (最初的综合!!!它通过$$触发性的联系而得以可

能!!!当然就是唤起者与空乏表象, 被唤起者之间现时地被意识到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处于 0相互回忆1 %@;>?;@;F>JEJ?;;>J?;& 这种本质性的意向相关项

之样式中') %胡塞尔# ).33@# )0(& 胡塞尔最终在 4( 年代将二者之间这种触发

性的!联想的唤起看作 (一种在内容上的原融合 %eJ:95G>ALH;M& $$在印象与

同时性的直接的原滞留 %eJJ>6>;6?=;& 这二者之间的原融合') %胡塞尔# U:%"

4 d#&

另外# 某个意识潜能性在现时意识的变化过程中的熟化在瑜伽行学派中通

过一个比喻被说明# 种子 %潜能性& 在充足的湿度, 相当的温度等条件下发芽#

这些条件被概括在 (内部) %#;;>;& 的概念中 %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某个意

识潜能性的生长或抑制以无意识的方式进行'

在阿赖耶识的功能中# 世界视域的构造功能和作为器官的身体的构造功能

是很重要的' 不仅处于空间性广延中的无机的实在的自然世界具有其原初的,

自然的, 前对象性的!!!人们可能会说!!!原素性的前构造层次# 而且有机的

身体也具有其原初的, 自然的, 前对象性的原素性的前构造层次# 它从原意识

中被前构造起来' 如果这种进行前构造的原意识本身变成反思的客体# 变成对

象化的客体# 那么在客观方面形成世界意识# 在主观方面形成自身意识

%末那识&'

就像胡塞尔理解时间化和瑜伽行学派理解原意识之流那样# 关节点在于"

%)& 在双方那里# 活的当下的当时生成 %在胡塞尔那里& 或意识的现时化

的当时生成 %在瑜伽行派那里& 都从过去与当下相互影响的角度被分析' 在胡

塞尔那里# 这被解释为在本欲意向性的空乏表象 %过去& 与同它进行联想的!

触发的结对的原素性要素 %当下& 之间的相互唤起/ 在瑜伽行派那里# 这被解

释为原意识 %过去& 中潜能性的熟化与现时化的意识 %当下& 之被习性化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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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二者的同时发生'

%'& 这种相互间的唤起在无自我主动性参与的情况下发生' 在瑜伽行学派

中# 潜能之物的熟化过程本身不可能被反思' 原意识的前构造!!!它前构造起

无机的自然世界和有机的身体!!!能在无自身意识参与的情况下起作用' 基于

这种前构造# 像瑜伽行学派这样# 处于睡眠中的身体本身并未消失# 也就是说#

在不再有自身意识的情况下# 身体本身并未消失' 胡塞尔分析本欲意向性的空

乏表象的触发力的促进和抑制现象' 本欲意向性的触发性综合的全部协作也在

无自我!极朝向的情况下起作用' 但是# 这意味着# 某个空乏表象的无意识的,

不可察觉的触发性综合在无自我朝向的情况下却总是对空乏表象的触发力的增

长或中标产生影响' 按双方观点# 这儿被描述的现象在被动性领域内进行'

三!生命分析的方法学

在佛教中# 生命概念由苦和无常标识' 佛陀在最初布道时说" (此外# 你们

僧众啊# 这是苦圣谛'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怨憎会是苦# 爱别

离是苦$$) %弗劳瓦尔纳# ).23# ))& 但是# 对佛教的苦# 既不应作经验性的

理解# 也不应作先验的理解' 它不在于清点我们日常的苦与乐' 它也不在于澄

清苦的先验条件# 因为哲学的明察不可能是事实性地摆脱事实性的苦' 按照佛

教的观点# 苦乃是因为执着于昙花一现的生命而产生的'

但是# 与苦完全一样# 对无常也既不应作经验性的理解也不应作先验的理

解' 将无常与宇宙实存的永恒性相比毫无意义# 因为无常不属于已被构造起来

的时间流# 无论这个时间流是短暂还是无限长' 如果人们从理论上观视变化之

本质性的和必然的合规则性 %Q>:>6LGB

,

?MX>?6&# 那么这也毫无意义# 因为我们

进行旁观的自我只能接受和反思那种已由本欲意向性所前构造者' 无常必须在

对生命的执着方面被直接地观视到' 与诸法的缘起一样# 苦的真谛与生命的无

常也是通过入定的修习而直接地被观视到的'

)%发生现象学中的拆解法

在探讨入定修习的方法论之前# 我想先澄清胡塞尔那里生命的活力 % >̂K>;c

F?MX>?6& 与生活世界的先验还原之间的关系' 在胡塞尔的 *危机+ 书中# 在分

析预先被给予的生活世界时# 胡塞尔阐明了 (向作为一切构造的最终唯一的功

能中心的绝对自我还原) %胡塞尔# ).2*# ).(&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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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 (现在要求# 自我从它的具体的世界现象出发系统地回问# 与此

同时# 学会在其具体性中, 在其诸构造层次和极其盘根错节的有效性奠基的系

统学中认识自己本身# 认识先验本我' 这个自我在悬搁开始时就绝然地被给予

了# 但却是作为 0缄默的具体性1 被给予的') %同上书# ).)&

向绝对本我的还原与向绝对的时间化的还原并不矛盾' 这种 (缄默的具体

性) 恰恰符合处于世界信仰中的 (我在) 的事实性 %f@X6?L?6B6& 的绝然明见性'

%胡塞尔# )./4K# 402& 具体性像世界性 %T>A6A?95X>?6& 一样通过绝对的时间化

而得以可能' 这种关联在文本中被指明" (绝对就是绝对的时间化# 而将它解释

为作为我的伫立着的, 流动着的原始性 %eJ6[GA?95X>?6& 而被我直接发现的绝对

者# 这就已经是时间化了# 已经是这个成为原存在者 %eJ:>?>;F>;& 的绝对的时

间化' 同样# 绝对的单子大全 %U=;@F>;@AA& 或大全单子的原始性仅由时间化构

成') %同上书# 3/(&

向绝对的时间化的先验还原# 最终# 向原始地动机引发它的本欲意向

性!!!它是无自我参与, 无纯粹自我起作用的被动的意向性!!!的还原# 通过

发生现象学上发生性的重构 %Z>X=;:6JHX6?=;& 或拆解 %NKK@H>;& 方法而得以实

行' (作为 0活的当下1# 它 %原印象& 是本原地自身给予性的# 但它只能在意

向的!方法论上把握那种 0使其乌有化1 % ;?956>;F>& 的现在要素 %i>6L6G=c

G>;6&') %库恩# )..0# )((& 借此陈述# 库恩 %Z=AWR[5;& 已将发生性的拆解

方法的 (意向的!方法论的) 意义误解成一种向那种单纯形式的!意向的, 使

活的原印象乌有化的现在要素的还原'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那样# 在原素性的相位内涵与本欲意向性的空乏表象之

间在内容上原始地融合在彻底的前自我之物 %d=J?95A?95>;& 和前存在 %d=J:>?;&

的前构造层次上起作用' 现在要素源于活的当下本身那种原始的, 为这种融合

所决定的伫立状态 %+6>5>;&/ 就像在滞留和本欲意向性那里一样# 它原初并不

显示一种自我主动性的意向特征# 因此# 它似乎是由后者构造起来的' 现在要

素可以说只是一种原始的前构造的痕迹'

就交互主体性的课题性而言# 这种回问构造性起源的发生性方法以 (屏蔽)

来表达" (以此方式# 我屏蔽高层级的动机引发# 并且考察从那儿作为 0他者1

统摄性地被动机引发起来的东西和作为意向的底层!!!而且是有效性层次!!!

进入由我的自我, 我的具体地预先被给予的世界和我的他人所构成的具体性中

的东西') %胡塞尔# )./4K# )43& 屏蔽或拆解也被称之为重构# 但这不应与一

种在形而上学的和思辨的意义上的建构相混淆' 重构并不意味着 (建构# 其有

待解释者已预先被给予) %默尔藤斯# )..3# '40&# 而毋宁说是一种对高级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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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引发层次之功能的抑制# 由此# 隐蔽地起作用的被动的底层得以揭示'

活的当下的隐蔽地起作用的本欲意向性通过滞留的变化被 (内感知) %胡塞

尔# ).33@# )3WW& 直观到' 在此情况下# 直观化过程存在于相互间联想的!触

发性的唤起中# 就像上面所提及的那样' 内感知, 原意识不是对自我主动性的

反思# 这种反思必然导致一种无穷回退# 而是 (对活的流动的意识上的那些相

位, 那些构造性的内容, 内涵的捕捉') %胡塞尔# ).33K# 422&

这种由发生性的回问所开启的被动的前构造领域正是生活世界的先天的领

域# 亦即前反思的, 前语言的生活世界的综合领域# 如果没有对自我主动性的

意向性的还原或抑制# 则不可能达到这个领域'

'%在佛教的禅观实践中对自我主动性的实践性拆解

为了直接观视到生命的无常的真理# 将对具有其自我主动性的自然生命实

行实际!实践的拆解' 通过在一个场所的静坐# 动感和与之密切关联的, 一切

可能的 (我做) 和 (我能) 的自我主动性的意向性停止了' 胡塞尔也以发生的

方法考察动感的抑制状态# 但他当然不准备实行这种作为一种有规律的练习的

实践性抑制'

这种向自己呼吸的彻底还原完全排除一切可能的表象和由表象, 判断等等

构成的联想链条# 完全排除一切沉思, 一切可能的被动的和主动的综合' 在专

注于呼吸时# 虽然被动地被前构造起来的东西持续地触发自我# 但它不可能吸

引自我# 不可能使自我朝向它'

例如# 欧根.赫里格勒 %EHM>; I>JJ?M>A& 认为# 在完全关注呼吸的情况下#

由于一再地使自我的活动性不活动 %-?9561NX6?Y?>J>;&# 不感知任何东西, 不

表象任何东西# 他不再知道他是在呼吸还是被呼吸' 而马丁.布伯 %U@J6?; ,Hc

K>J& 认为" ($$就像一个全身心的人 %M@;L>T>:>;& 的行动# 作为对一切局

部行动的中止# 因而也是对一切$$行动感觉的中止# 它必定与激情 %$@::?=;&

相类似') %布伯# )./*# )0& 胡塞尔强调" (在同感过程中# 我作为自我关注着

他人, 沉浸于其感受中# 一同生活, 一同感受$$在此情况下# 我根本不考虑

我自己# 好像我在反思性地表达我的同感似的') %胡塞尔# )./4K# 2)4& 因此#

这种完全沉浸于他人的和自己的感受的同感是在无自身反思的情况下发生的'

然而# 重要的是# 对高层级的意向性功能的拆解本身并非练习的目的' 毋

宁说# 对这类意向性的拆解是自动发生# 因为由此提出了一项全身心的人应当

专心从事的任务# 而且它变成这个人的最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这种拆解!!!具

体地说# 静坐!!!变成了一种特地被前置的理想的目的或目的本身# 那么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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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变样# 而成为具体地直接克制和否定生命活动的苦行# 完全像对反思进行

反思那样# 陷入一种无穷回退'

在入定状态中# 身心二元论不扮演主角' 这种二元论只有通过对自身实践

的对象化和反思才能产生# 这时自身实践的完全的整体化过程 %Q@;L8>JF>;&

被多半隐蔽地起作用的身体中心化和自我中心化所抑制' 就像布伯说的那样#

在你的整体性中不存在 (任何为了看而必须排除的东西和任何必须遗忘的知识)

%布伯# )./*# )*&' 在你的光照中# 在无身体中心化和自我中心化的完全的整

体化中# 存在着其他一切'

因此# 佛教的入定 %d>J:>;XH;M& 方法几乎不显示理论特征# 例如# 沉思和

分析文本内容这样一种特征' 毋宁说# 它是从实践上实行悬搁# 但它不是目的

本身# 而是创造那种使全身心专注于某种东西得以可能的框架条件 %Z@5G>;K>c

F?;MH;M&' 应当在与这种整体化的关联中重新提出一个重要的, 我!你!关系的

现象学的课题' %山口一郎# )../# 第四章&

最后# 我想简要地概括一下我的论述' 在胡塞尔和大乘佛教哲学那里不仅

可以发现方法上的差异# 而且也可以发现方法上的共同点'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

中止 %悬搁& 判断的方法/ 但是# 应将胡塞尔对被动发生的系统的发生性回问

与一种涉及整个人格的对实事本身的朝向!!!佛教实施这种朝向# 它无视意向

性的其他一切主动性!!!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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