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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希玄道元 %)'((!)'24 年& 不仅被视为最伟大的禅宗大师之一# 而且被

视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如果人们专心致志于其经文# 那么许多人首先会对常

常 (在理论上) 出现的语言措辞感到惊异# 在一位 (禅宗佛教徒) 那里# 人

们通常并不期待这样的语言措辞' 在欧洲人看来# 禅宗恰恰是在主张放弃一切

有理智的思想活动且彻底切断语言的维度' 在道元那里# 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因为# 毋宁说恰恰相反# 为了同样在语言中修习 %yK>;& 现实性的自身实现#

他把语言表述一直使用到最远的界限' 按这种方式# 他试图让语言 %+7J@95>&

和言说 %+7J>95>;& 自身觉醒' 更切近地看# 这种对语言的使用可以在总体上

导致一种对研究哲学中的语言性和语言惯用法的深化了的反思'

" 然而# 道元

干脆就没有在文本中说明对语言的另一种使用# 而更多是在其文本语言运用的

层面上进行了另一种使用' 因此# 正如能够练习佛教意义上的觉悟活动 %EJc

8@95>;& 一样# 这些文本具有自己的形式' 这涉及觉醒活动的练习' 属于这些

文本的这个特征的是一个特殊的阅读方式' 尚未熟练的读者在第一次阅读之后

倒不如说是迷惘的# 并且多半并不确切地知道这在文本中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

当文本多次被阅读过并且展开其本己的效果的形式之后# 它们才开始与读者结

合在一起'

当然# 在欧洲# 哲学文本与语言和语言化 %d>J:7J@95A?95H;M& 绞缠在一起#

"

关于道元对其语言使用的指明可以参见其 *山水经+ %;,'0($1/Y& 篇章中的第 )' 章和第 )4 章# 道

元在那里明确而尖锐地批评了对语言和言说的简单的拒绝# 并且略述了另一种与语言与言说的更

为深入的关联'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甚至在此在语言范围内的各式各样的路径都得到了阐发#

这些路径不仅仅局限于命题逻辑的单一形式'

" 存在着不同的现象# 通过这些现

象欧洲思想家反复被引到语言表述可能性的界限上# 在这件事上# 时间难题确实

总是展示了一个特殊的挑战' 为了只列举几个重要的近代思想家# 他们已经深入

研究了对时间的追问# 在康德, 黑格尔, 柏格森, 胡塞尔,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

蒂那里# 出现了语言的入口 %OHM@;M&# 这些入口恰恰由于疑难必须反复重新得到

审视# 时间现象在更确切的仔细考虑的时候已经持有这些疑难' 时间现象在上述

思想家那里越多地被当作研究哲学的中心# 传统流传的入口得越多地被放弃' 在

上述哲学家那里# 与时间难题成为课题同时# 一个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主要关切

的批评发展成了思想 (永恒的东西)' 为了考虑到时间性维度和语言性维度# 超越

传统把握地继续这条批评思想可能性之条件的路线# 看来同特别富有成果的佛教

思想家有一场辩论# 因为在那儿时间现象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中心课题' 佛教

思想家在这期间被视为 (哲学家)# 然而# 对许多既非欧洲哲学家又非日本哲学家

来说# 这是自身显明的' 道元在 '( 世纪初期才被发现是 (哲学家)# 因而其思想

在一个新的效果史的范围内已经展开了# 并且仍旧在展开'

下面的文字划分为四个步骤" 首先# 我想展示这个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

道元在现代日本哲学中成了一位 (哲学家)' 这个新阐释也可能被视为一个交互

文化上被定位的研究哲学的典范# 在这种研究哲学中# 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的

思想家通过哲学的和系统化的视角而重新得到了解释' 其次# 我想指明易逝性

的 (基本经验) 和由此产生的苦难' 它们在佛教中成了每一个行动和思想的出

发点' 再次# 一条时间阐释的路线在佛教中应该得到清楚的解释# 它在道元那

里达到了其顶峰' 这种阐释指向这样一个假设# 即佛教的时间哲学在所谓 (刹

那论) %NHM>;KA?9X:65>=J?>& 中找到了其中心# 在这件事上# 刹那在那里仅仅被

理解为逐点的东西' 与此相反# 我想以佛教思想家为出发点阐发一种特别不同

的思想# 这种思想将时间展示为一个由将来, 当下和过去组成的较高阶段的且

错综复杂的一同游戏 %OH:@GG>;:7?>A&' 最后# 应该为了研究哲学而从整体上追

问这个时间思想的变化意义' 在这里# 方法论上的可能性应该得到略述# 在其

中佛教的东西和欧洲的东西相互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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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交互文化语境中的哲学篇章语用学) %$5?A=:=75?:95>C>b67J@MG@6?X ?G?;6>JXHA6HJ>AA>; R=;6>b6&

这章# 载埃尔贝菲尔德 *佛教中的时间现象学+ %7.V'&3"'&#&%$")"4X"$+$3 D()).$03(0&# 斯图加

特# '((* 年'



一!作为 (哲学家) 的道元

道元撰写了很多宗教宣传小册子# 而且他的思想被编成了格言集'

" 在道元圆

寂后不久就出现了对其著作的首次评注# 但是# 在接下来的*((年# 其著作几乎就

没有受到重视' 只是在 )0世纪才再度开始一个对其思想的深化研究# 由此产生了

禅宗佛教的所谓曹洞宗僧侣的不同评注'

& 道元的著作当时在曹洞宗之外几乎是不

出名的# 并且在江户时代 %)3((!)030年& 的一般精神生活中并未受到关注'

正是和
$

哲郎 %)00.!).3( 年&

' 在 ).'3 年从曹洞宗的文脉中分离出了道

元的文本和教义# 并且首次以文化史的视角把它们看作哲学文本' 在日本# 自

明治时代以来# 对西方哲学的接受不仅使日本人熟悉了西方文化的文本# 而且

也引起了对自己传统的重新审视' 在和
$

开始著文论述道元的时候# 他已经撰

写了尼采的著作 %).)4 年& 和基尔凯戈尔的著作 %).)2 年&# 他开启了道元哲

学的效果史# 这个效果史从那时起已经使其思想成为现代日本哲学讨论中的一

个富有成果的讨论对象' 但是# 从那时起# 道元不仅在哲学语境中被接受# 而

且在宗教史, 日本语言学和社会史中起着某种重要的作用'

在其文章的序言中# 和
$

首先想在这样一个事实面前为自己辩护# 即他在撰

文论述道元时并不是禅宗僧侣# 而且没有对佛教觉醒活动的特殊经验' 他意识到#

他因其文章与道元开始了一个新的交往" (我并未断言# 我的阐释是唯一 2可能

的3 阐释# 因为涉及对道元那里的自在真理的理解我可能没有自信心' 但是# 也

许至少可以说# 一条新的阐释路径被开启了' 通过 2我的阐释3 道元不仅是一个

确定的佛教流派中的人物# 而且他也由于这个流派而获得了完整的人性的意义'

我斗胆说这些自负的话# 因为我知道道元在 2曹洞3 宗中被毁了')

(

和
$

的文章引发了许多关于道元的研究# 这些研究不再只是定位在禅宗佛

教教义的范围内' 因此# 甚至在一个 (道元!研究) 的意义上# 其开端被看作

是对道元的现代考察的出发点' 其他哲学家受到和
$

的激励# 也开始专心研究

.*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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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道元主要著作的概述# 参见金 *永平道元" 神秘主义的实在论者+ %2&%"' 5$%"'%*/0+$=,#!",#$0+&

和这本著作的补遗'

关于评注的发展史# 参见补遗'

和
$

在 ).'( 年撰写了 *沙门道元+ %;.,3&' 2Y%"'& 文本并在 ).'3 年发表了它' 现收录于 *和
$

哲郎丛书+ %<,+0(J$@"+0(4YS"'0.Z&# 第 *卷# 第 )23!'*3页'

(被毁了) 意指" 其教义还只是以表面形式被传承下来' *和
$

哲郎丛书+ %<,+0(J$@"+0(4YS"'0.Z&# 第

*卷# 第 )3(页'



道元# 或者至少注意到了他'

田边元 %)002!).3'年& 首次明确承认" 道元是独立的哲学家' 在 ).4.年出

版的论文 *正法眼藏的哲学私观+

" 中# 他写道" (由于我指明# 在我们祖先中出

现了一个像道元这样的人# 我想增强涉及其推理能力的日本人的共同自信心# 同

时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 在一个 2过去3 时代写下的 *正法眼藏+ 的内容# 具有

一种与当下相关的意义# 并且对此可能有助于消解我们今天担负的哲学使命')

&

田边对此也做了如下辩护# 即他与日本不同宗教流派没有关系# 并且现在

想从哲学上阐释 *正法眼藏+' (作为局外人# 我以哲学的立场为出发点陈述我

自己对 *正法眼藏+ 的阐释# 对 2曹洞3 宗神圣经文的阐释# 这可能对有些人

来说是一个不允许的渎神' 然而# 对此我深信不疑# 如果我不仅敬重道元是日

本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 而且把他看作一位唯一的杰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家#

并且看作日本哲学的早期先例# 那么对此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损于道元# 毋宁

说# 这是一个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崇拜他的根据')

'

应该首先让在本文第三部分以下的细化了的对在道元(及其前辈那里的时间

现象的阐释变得清楚的是# 道元的开端为一个当下的研究哲学准备好了重要的

建议' 为了能够以系统化的视角如此富有成果地提出哲学问题# 道元的思想在

某些方面通过这个进程而被去语境化了' 在我探讨狭义上的时间阐释之前# 在

佛或道元那里的易逝性的基本经验应得到陈述# 因为它构成佛教中展开时间现

象的中心背景'

二!在佛陀和道元那里作为基本经验的 (易逝性)

佛道 %T>M& 的开始溯源于一个 (决定性的事件) 或者一个 (决定性的经

验)

)

' 在其父亲宫殿中的一种无忧无虑的和奢华的生活之后# 乔达摩启程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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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眼藏的哲学私观+ %;.YNY%"'SY'&+"+0(%,1( 0.$1,'&# 现收录于 *田边元丛书+ %@,',N"W,J$3"

S"'0.Z&# 第 2卷# 第 **2!*.*页'

*田边元丛书+ %@,',N"W,J$3"S"'0.Z&# 第 2卷# 第 **2页'

同上书# 第 **2页'

我已经在我的著作 *佛教中的时间现象学+ %7.V'&3"'&#&%$")"4X"$+$3D()).$03(0& 中详细地阐发

了总体关联' 对道元时间!思想的如下简短阐释在那儿得到全面展开'

参见瓦尔登菲尔茨 *曙光中的秩序+ %K4)'('% $3 XQ$"#$=.+&# 第 )22 页及以下几页' 这个阐释以那

些在佛教传统中已是高度有效的经文为出发点' 无论这些讲述是否与 (历史真相) 相符# 人们在此

应该既不断言它# 又不将它作为疑难问题加以讨论' 这些经文对佛教徒后来的自身解释是重要的#

为了标出一个许多欧洲开端的差别# 在此这应该用作出发点'



郊# 出游了四次' 在他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位老者, 一位患者, 一位死者# 并

且最后他遇到了一位苦行僧' 以前#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所有人基本上都会

被老, 疾病, 死赶上# 这就是说# 人的生命完全是易逝的和有限的# 这个决定

性经验彻底震惊了他# 以至于为了寻找一条摆脱人之实存的痛苦境遇的道路#

他离开了父亲的宫殿' 通过他的决定性体验成为所有其他行动和思想的原动力

的这个基本经验# 是一个越过所有尘世关联的虚妄 %-?956?MX>?6& 和易逝性的极

度悲伤# 如果这些尘世的关联首先显现为幸福的# 那么它们自身一定会消逝'

佛的上述基本经验以极端的方式在第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一切都是痛苦

2苦 %FH5X5@&3 !!!中出现了' 这个基本经验和由此产生的基本情绪是佛教中

每一个进一步的言语和反思的出发点' 这个真理表示这一明察# 即每一个受生,

老, 死和轮回的生命循环束缚的生物# 已经以其实存的原初方式受苦# 即使它

不知道这事# 因为在轮回的循环中并且通过时间的作用# 没有任何会预示着持

续的和现实的幸福之不变的东西和最后的东西' 以这个基本经验为出发点# 在

佛教范围内的世界展开了自身' 这个情绪%EJMJ?WW>;5>?6& 通过世界中的包罗万象

的痛苦导致在佛教世界展开范围内的所有其他思想概念'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烦' 悲' 痛' 哀和绝望是苦( 与

不心爱者结合是苦( 与心爱者分别是苦( 求而不得是苦( 简言之$ 执着五

蕴就是苦#

"

如果在高贵的真理中谈到真理# 那么这个词与一个观念的认识形式无关#

与一个陈述的正确性无关# 或者与一个超越本质的实存无关# 而是与这个公开

的事实有关# 即一切都屈从于时间# 并因此在本质上是易逝的' 因此# 易逝性

的日常经验就是谈论真理的出发点# 此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引入一个超越的层

面' 佛的基本经验始终是完全内在世界的# 并且既不与一位神有关# 也不与一

个逻各斯有关# 这位神或这个逻各斯是一个最后的不变的和消除痛苦的庇

护所'

道元完全是在佛的传统中强调# 易逝性和变化不定 %无常 G@nh& 的内心深

处的觉察状态# 是能够追随其明察这是什么的先决条件' 没有变化不定的内心

深处的觉察状态的基本情绪# 世界的现象在其意义上就不展开自身'

.3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三界智尊者" *佛的圣言+ %2,0<&4+)"0D()).,&# 第 )/页'



为了获得 *佛道+ 的决心$ 人们必须在心灵深处让世界的易逝性升起

来#

" 在这里并不涉及到某个偶然的默念方法# 重要的不是在我们头脑中创

造实际上根本不实存的某物# 就真的现实性而言$ 离散地放在我们眼前的

这些事态是主导性的# 对此我们不必等待作为证据的来自神圣经文的定句

和原理$ 它们在世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 早上生$ 晚上死$ 我们昨天见过

的一个人$ 今天没有了)))这些是我们用自己眼睛看到和用自己的耳朵听

到的事实# 这是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关于别人的东西# 把它运用到你自己身

上$ 并且考虑这样的事态# 即使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段七年或八年的生活时

间$ 但我们迟早要死$ 因为我们恰恰得死去#

&

我首次从 *明察易逝性+ 中顿悟了道的精神 *//+#

'

为了到达佛所指引的道# 道元在文中第一段描述了先决条件' 这个

(让升起来) 或者 (对易逝性的思考) 是明确的# 它构成真正开始这条道

的一个现实的 (决心) '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不仅仅涉及来自佛教神圣经文

的某个 (默念方法) 或某些确定的 (教义) # 通过它们我们想出一幅现实

性的图像' 毋宁说# 在佛教中# 每个反思和思想上的努力的出发点是# 任

何时候在我们经验活动中完全敞开地被给予我们的东西' 周围的人死去#

变老# 并且生病了' 毋庸置疑# 这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并且可以考虑

成出发点' 只是由此出发按照佛教哲学展开自身的是# 按其存在方式没有

实体化和形而上学的冥想的现实性' 在一定程度上# 反思无前提地从易逝

性的基本经验中开始'

最重要的事情是力求摆脱自己自我# 但是在我 *能够+ 考虑这颗心之

前$ 我得考虑易逝性# 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场梦# 光和阴影迅速交织地转变

着# 我们日常生活很容易逐渐消失# 时间不等人 *//+

(

不同于在欧洲近代哲学中# 在那儿 (自我) 在某些哲学家那里成了思想的

./4).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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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5?& 这个汉日文字意指" 思, 深思, 思考, 思维, 思想, 怀念, 思念, 渴望# %佛教& 主动

的意识'

永平道元" *正法眼藏随闻记!!!真佛道的传授+ %;.YNY%"'SYX($3&'1$%T'+"4Q"$0('%"' S(3 Q,.4"'

D()).,Q"%&# 第 0/页' 译文稍有变动'

同上书# 第 )'.页'

同上书# 第 )(*页'



论证基础# 在佛教哲学中每个自我!实体作为显象 %+95>?;& 必须被看清' 但这

只能以完全的彻底性 %Z@F?X@A?6B6& 出现# 如果明察易逝性是够彻底的# 并因此

明察人的和尘世的诸关联之时间状态是够彻底的' 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 在佛

教中研究哲学的开始与时间现象深深地联系起来'

三!佛教中的时间与思想!!!龙树, 僧肇, 法藏, 道元

通常人们在研究中以此为出发点# 即在佛教中# 时间思想的中心开端是瞬

间!理论# 这种理论溯源于更古老的印度的源头'

" 与此相比# 我想维护这个命

题# 即道元的时间!思想不可能通过这个理论被推断出来的' 毋宁说# 在其思

.04).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如下阐释还不包括关于在说一切有部信徒和经量部信徒之间对瞬间的阐释的分歧' 因为所谓的刹那

%X:@;@& !论从 2世纪起才在文字上得到独立论述!!!在世亲的 *阿毗达摩俱舍论+ %FN.$).,43,1&E

0,& 和无著的 *阿毗达摩集论+ %FN.$).,43,0,3(==,/,& 中!!!并且而后首先通过玄奘 %3((!33*&

在中国的翻译才为他所熟悉' 对此# 主要参见冯.罗施帕特 *佛教徒的瞬间学说!!!对直到世亲的

这个学术的起源和早期阶段的一个概观+ %@."D()).$0+2&=+4$'"&?*&3"'+,4$'"00%F;(46"/&?+."K4$E

%$'0,') C,4#/7.,0"&?+.$02&=+4$'"(-+&:,0(N,').(&'

分歧涉及这个问题# 是否一个法 %F5@JG@& 的实存只持续了不多的几个 (瞬间) %刹那&# 正如

(说一切有部) %:Y@JY@:6?Y@F?;:& 和 (上座部) %65>J@Y@F?;:& 意指的那样# 还是只持续了一个唯一的

片刻 %刹那&# 这与 (经量部) %:@H6J@;6?X@:& 的表象相符' 按照 (经量部) %:@H6J@;6?X@:& 的观点#

一个事件只延续一个瞬间之久并且过去了# 它一出现# 就即刻获得了此在 2个人的存在 %@6G@A@Kc

5@&3' 其破灭是自发的 2客尘的 %@X@:G?X@&3# 并且不需要任何附加的原因' 作为一个无 2非有

%@K5@Y@&3 破灭不需要得到阐述# 并且在这里不是需要一个原因的结果' 事物自动消逝# 无非因为

这是其本己本性' 然而# (说一切有部) %:Y@JY@:6?Y@F?;:& 和 (上座部) %65>J@Y@F?;:& 以此为出发

点# 即一个事件持续了三个, 四个或者甚至于更多的瞬间之久' 对所有精神的事件来说# (上座部)

%65>J@Y@F?;:& 确定了在产生, 延续和瓦解这三个瞬间里面的确切的现前' 按照 (说一切有部)

%:Y@JY@:6?Y@F?;:& 的表象# 每个不独立的个别事件都经历四个 (瞬间) 或四相# 即 )z诞生或产生#

'%此在# 4%衰退和 *%毁灭 %灭@;?6S@6@, 毁灭Y?;@:@&' 康策" *佛教思想" 印度佛教哲学的三个阶

段+ %D()).$0+$0=."02"'1"'[24"$7.,0"' N()).$0+$0=."47.$#&0&-.$"$' I')$"'&# 第 )00 页及下页' 同样#

参见 *阿毗达摩俱舍论+ %FN.$).,43,1&0,& 文中的一小段# 载 *佛教哲学+ %2$"7.$#&0&-.$")"0

D()).$03(0&# 弗劳瓦尔纳编# 第 )(*页及以下几页' 对时间难题的一个哲学上的贯穿在这里仅仅开

始被给予# 在此两个立场同样在论据方面太多地以外部的表面现象为根据# 例如# 同样试图测量一

个瞬间的长度# 诚然# 由此# 有趣的联系能够一直延伸到现代心理学# 参见康策 *佛教思想+

%D()).$0+$0=."02"'1"'&# 第 ).(页及下页'

甚至# 今天# (瞬间) 理论还在佛教的论证和讨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基准点# 在这件事上# 传统

解释的差别多半未被包括在内' 人们常常发现一个对 (瞬间性) 的毫无顾虑的指明# 而后通过其直

接经验一种 (痛苦的消灭) 受到期待' 在我阐释佛教中的时间所顾及的这些文本中# 时间现象在本

质上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刻地被经验到'



想中一条佛教时间思想的效果史的路线达到顶点# 这条路线从龙树"开始经过僧

肇&和法藏'通向道元' 这条路线在西方文献中几乎尚未受到关注# 虽然四位思

想家全都提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首先在形而上学批判的范围内各自自为地对当

下哲学问题的提法具有一个很高的启发价值' 由于只能对这条路线给予一个最

初的印象# 为了而后更详细地表象在道元那里的时间阐释的两个重要议题# 我

首先想概述在龙树, 僧肇和法藏那里的时间阐释的基本思想'

)%龙树% 时间的无实体性(

在佛教时间现象学中# 哲学上重要的第一步以彻底的方式接受与所有 (形

而上学) 问题相对的佛的拒绝的态度' 佛以及龙树借此脱离了印度思想的一个

传统# 就这个传统来说本质和实体一直起着某种重要的作用'

) 在龙树那里一个

重要的探讨成果是" 时间不是某物# 只要人们在一个可分的独立之物的意义上

把 (某物) 理解成物质的实体' 由此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 在这一前兆下# 追

..4).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

&

'

(

)

龙树的一部基础经文已经用德译本出版了" 韦伯!布罗萨默尔和巴克 *空的哲学" 龙树的中

论!!!带 有 评 注 引 论 的 佛 教 基 础 经 文 的 翻 译 + % 2$"7.$#&0&-.$" )"49""4"%MH%H4J(',0

*Z#,3,)./,3,1, 1 5H4$1H%\N"40"+S('% )"0 N()).$0+$0=."' D,0$0+"A+"0 3$+ 1&33"'+$"4"')"4

C$'?].4('%& ' 就对龙树思想的一个一般定位而言# 在此从大量文献中只列举三个文本" 洛伦茨

*龙树 %约 )'(!'((& 和中观+ %MH%H4J(', %=,%)'( 1'((& (') ),0*,)./,3,1,& # 载于" 同

上书# *印度思想家+ %I')$0=."2"'1"4& # 第 2.!)(' 页/ 施利特 *龙树和中观宗+ %MH%H4J(',

(') *,)./,3,1, 1;=.(#"& # 载于" 同上书# *佛教入门+ %D()).$03(0S(4C$'?].4('%& # 第

)((!))( 页/ 施利特 *佯谬化和去佯谬化" 龙树的语言观+ %7,4,)&A$"4('%"' (') C'+-,4,)&AE

$"4('%"'" 2$";-4,=.0$=.+)"0MH%H4J(',& # 载于" 同上书# *语言化!去语言化" 欧洲和佛教思

想中语言哲学地位的研究+ %:"40-4,=.#$=.('% 1C'+0-4,=.#$=.('%%T'+"40(=.('%"' S(3 -.$#&0&-.$0=.E

"' ;+"##"'Q"4+)"4;-4,=."$3"(4&-V$0=."' (') N()).$0+$0=."' 2"'1"'& # 第 ''3!'23 页' 图克的及

其富有启发性的论文 *比较哲学和学识哲学" 西方对龙树的阐释+ %L&3-,4,+$6"-.$#&0&-./,')

+."-.$#&0&-./&?0=.&#,40.$-" &' +."<"0+"4' $'+"4-4"+,+$&' &?MH%H4J(',& # 在与追问比较哲学的方

法论策略的关联中# 给予关于对龙树哲学的西方讨论的一个定位'

关于僧肇在佛教中的地位# 参见埃尔贝菲尔德&莱博尔德&奥伯特 *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开端" 翻译

和阐释之间的僧肇!吉藏!法藏+ %2"'1,'0V+S"S(4N()).$0+"0=."' 7.$#&0&-.$"$' L.$',%;"'% X.,&1

P$S,'% 1>,S,'% SQ$0=."' \N"40"+S('% (') I'+"4-4"+,+$&'&# 第 )4!.(页'

关于法藏及其思想的不同视角# 参见奥伯特 *意义释义与时间性" 华严宗的诠释学研究+ %;$'')"(E

+('% (') X"$+#$=.1"$+%X(4W"43"'"(+$1)"0W(,/,' 1D()).$03(0&/ 埃尔贝菲尔德等人 *思想开端+

%2"'1,'0V+S"&# 同上书# 第 )))!)2)页'

我的阐释是根据龙树主要作品第 ). 章' 参见韦伯 1布罗萨默尔和巴克 *空的哲学" 龙树的中论+

%2$"7.$#&0&-.$")"49""4"%MH%H4J(',0*Z#,3,)./,3,1, 15H4$1H&# 第 /) 页及以下几页'

参见 *印度哲学中的时间概念+ %S(3D"%4$??)"4X"$+$' )"4$')$0=."' 7.$#&0&-.$"&/ 普拉萨德 *印度

哲学中的时间+ %@$3"$' I')$,' 7.$#&0&-./&/ 巴尔斯勒弗 *印度哲学中的时间研究+ %F;+()/&?

@$3"$' I')$,' 7.$#&0&-./&'



问时间的一个 (定义) 不再可能# 因为一个 (定义) 在一个划界的意义上以总

是可分的存在者为前提' (时间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追问 (本质) 的意义上在

上述前提下变得毫无意义'

更彻底的成果是" 时间不存在' 它之所以不存在# 是因为它既不是独立之

物# 又不是在别的某物上的 (某物)' 既非自身存在 %+>AK:6:>?;& 应归于它# 又

非在某物上的存在状态 %+>?>;F:>?;& 应归于它' 它在陈述存在的意义上绝对不

是 (范畴) 可把握的' 因此# 在这个层面上甚至追问其 (可测性) 也变得毫无

意义' 因为 (可测定的) 只是 (某物)# 它保持孤立并且作为独立的数值是可把

握的' 但是# 如何能够谈论以这个彻底性不存在的某物'

这个成果可能导致在疑问方式自身中的一个目光转向' 只要人们试图问明在

一个可分的独立之物的意义上的时间现象# 就出现不可克服的矛盾# 正如在欧洲

哲学中特别是在芝诺那里显示出来的那样' 然而# 如果人们彻底摆脱这个把时间

确定为一个 (可分的独立之物) 的视角# 那么就可能出现新的视向和语言上的可

能性# 即把时间现象课题化为 (维度) 或 (视域)' 以这个新的问题视角时间现象

可能 (非!客体化地), (非!主体化地) 和 (非!形而上学地) 展开'

'%僧肇% 不断的当下"

在此方向中的第一步导致对 (当下) 作为关于一切存在的不断的维度的追

问# 但是# 这个不断的维度自身不是这一切存在的任何东西' 当下作为不断的

当下 (让存在) %AB

,

6:>?;&# 并且没有它什么都不存在' 因为# 海德格尔说#

当下让存在的东西在场' 但是# 正是作为这个让在场 %N;8>:>;A@::>;& !!!该

注意到" 当下自己不是在场 %N;8>:>;5>?6& !!!当下决不可以被把握为 (某

物)# 尽管它决不可缺# 因为没有它就没有在场 %N;8>:>;&' 因而# 在此出现了

两个不同的当下概念" 就一个当下概念而言# 它是作为维度的当下# 这个维度

总是让在场/ 就另一个当下概念而言# 它是作为这个或那个现在的具体确定的

当下' 两者难以彼此分开' 作为维度的当下总是一个具体确定的现在# 并因此

总是已经包含作为不同当下的许多现在'

僧肇的分析指明# 在作为运动和变化的时间中# 完全静止作为每一个法

%F5@JG@& 的当下能够被实现' 照这么说# 运动和静止以及对此甚至时间和时间

的消失 %d>J:958?;F>;& 总是同时进行' 时间的消失只能在时间中作为时间的持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这是根据僧肇 *肇论物不迁论+ %<( N( 8$,' #(' )"0X.,&#('& 的一个部分所做的阐释' 对此可以

参见埃尔贝菲尔德 *佛教中的时间现象学+ %7.V'&3"'&#&%$")"4X"$+$3D()).$03(0& 中的译文'



续流逝 %fA?>

,

>;& 被实现' 因此# 甚至这个实现自己无非正是时间的持续流逝'

在这种思想那里# 我们的语言有不起作用的危险' 如果我们谈论 (当下)

%F>JQ>M>;8@J6&# 那么它已经通过确定的冠词和名词化的形式被表达为一个恰

恰不可能是它的独立的存在者' 看来时间现象在此逼出了语言的另一个用法#

如果人们愿意把它作为 (维度) 或 (视域) 提出来讨论# 而非作为 (事物) 或

(某物) 提出来讨论' 因此# 为了把它这样从事实本身提出来讨论# 语言自身把

我们带到当下的 (当下性) 之中# 这是可能的- 但是# 而后当下只是单纯的

(当下)- 或者# 毋宁说# 它作为一个维度的意义上的完满的 (当下) 甚至不包

括所有其他时间- 在此# 一个当下的方式呈现出来# 它在自身中是有多级细微

差别的' 僧肇在其分析中只涉及双重含义上的当下并且涉及过去的东西 %d>Jc

M@;M>;>:&' 在这里将来没有充分地参与进来' 所有时间 %将来, 当下和过去&

的一个全面的关系性的思想而后在法藏那里得到了阐发'

4%法藏% 十个时间的关系性"

在法藏看来# 首先# 众多时间可以区分成九个时间# 在这件事上# 过去,

当下和将来各自在三个时间中显得有区别" 将来的将来, 将来的当下, 将来的

过去, 当下的将来, 当下的当下, 当下的过去, 过去的将来, 过去的当下, 过

去的过去' 进一步的细微区分只是重复相同的东西' 然而# 这九个时间不是独

立的# 而是每一个时间只是在向其他时间的有关的传递中才被给予为每一个这

个时间' 它们每次作为同其他时间的关系是它们自身'

不同时间的有关的成一状态 %#;>?;::>?;& 作为在这一个 (思想瞬间) 的意义

上的第十个时间出现# 在其中时间每次作为时间重新出现' 这个作为时间的时间

的重新出现可以作为时间思想自己进行# 如此以至于作为我的思想# 时间自己把

自身思想成时间' 在这里# 每个实体变成时间的思想的实现# 但是# 它只是通过

对时间自身自己的每个在此和现在已完成的分析才变得显而易见# 但是# 不可能

每次把这 (持守) 为时间的定义或时间的最后规定' (第十个时间) 作为一个当下

化或一个表象瞬间使所有其他时间联合成一个在自身中结构相关的 (排列活动)

%Z>?5>;&' 因此# 所有时间都各自被包含在总是确定的 (排列) %Z>?5H;M& 中的

各自第十个时间中' 一个可能的法%F5@JG@& 的每一个时间总是以一个相关的方式

.)*).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

如下用作根据的文本书名是 *十世章+ %;.$0.$S.,'%&' 同样# 就对总体关联的阐释# 参见奥伯特

*意义释义与时间性" 华严宗的诠释学研究+ %;$'')"(+('% (') X"$+#$=.1"$+%X(4W"43"'"(+$1)"0W(,/E

,' 1D()).$03(0&'



包含所有时间' 这需要明了# 并且任何时候都需要实现' 如果我在每一个时间中

也总是相关地进行所有其他时间# 那么我任何时间都是如此的' 我之所以放弃个

别的, 不独立的时间# 是因为我自己完全成了时间并因此不再在时间中存在# 由

于我真的在一个时间中实现了所有时间' 然而# 正如已讲过的那样# 这任何时候

都可以实现# 并且更确切地说# 在不停的修习 %yKH;M& 中可以实现# 这个修习自

己始终只是作为时间进行' 如果我认为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一次拥有且确定时间#

那么我重又处于时间之中# 并且不是作为完整的时间' 时间的和时间思想的这个

进行特征是确切的# 这个进行特征在道元那里获得一个具体的现象学的转变# 但

这个转变也是诗一般的' 道元找到了图像和情境# 通过这些图像和情境法藏的冥

想思想得到生动的描写' 与在法藏那里的思想相比# 是否在道元那里的思想伸展

得 (更远)# 这是一个需要全面讨论的关联'

*%道元% 事件般的经过 !d>JA@HW>;" 和活的当下

道元在 *有时+ 篇中已经浓缩地讨论了其时间思想# 这个文本一般算作日

本文献中最难的文献' 这个文本的标题已经避开了一个单义的翻译# 因为没有

语境它就允许不同的释义' 两个汉语符号有时的组合在古汉语中是绝对平常的'

吕登伯格和施坦格的汉德词典在有时 %S=H :5?&

" 这个记录下面写下 (有时)

%LH8>?A>;& 这个德语单词# 诚然# 这只是不确切地展示了含义' 为了更明白地

理解通过有时 %S=H :5?& 谈到了什么# 来自古汉语的文中的一处应该得到考虑'

在 *周礼+ 中# 一位大概生于公元前 4 世纪或 * 世纪的礼俗代表人物流传了如

下的措辞"

就天而言$ 有一个确定的时间 !有时" *例如季节+$ 为了 *让+ 生长$

并且有一个确定的时间 !有时"$ 为了 *让+ 灭亡# 就草木而言$ 有一个确

定的时间 !有时"$ 为了生长$ 并且有一个确定的时间 !有时"$ 为了死亡#

&

人们可以依据文中的这一处用 (有一个时间相位或时期) 更按字面地和解

释地翻译有时 %S=H :5?&# 在这个时间相位或时期出现了确定的东西' 在引文

中# 一个确定的时间相位与一个就内容而言确定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时间以这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这是两个符号的汉语语音# 而有时 %H 1n?& 是一个确定的日语发音方式'

这段话原文应该是" (天有时以生# 有时以杀/ 草木有时以生# 有时以死') 参见 *十三经译注+ 之

*周礼译注+# 杨天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第 3((!3()页' !!!译者注'



个词的用法不是抽象的数值# 而是毋宁说是一个内容受束缚的事件' 这个暂时

从经典汉语著作引出的翻译和释义# 在 (有一个时间相位或时期) 的意义上#

第一眼就显著偏离 *有时+ 这个书名的通常翻译# 正如我们在西方语言中的不

同翻译中发现它的那样# 如" *实存!时间+ %西岛&# *存在时间+ %亚伯&瓦德

尔&# *存在!时间+ %海涅&# *活的时间+ %赖特&# *存在 P时间+ %

$

村&'

一个其中包括用 (有时) %LH8>?A>;& 来翻译的, 正如在这一翻译中出现的也能

够用 (存在!时间) 来复述的, 并因此成为一个在哲学上高度承载了的词# 为

什么这个词与在道元那里的一个新的词的用法有关联# 然而# 为了如此讨论时

间现象# 考虑不同的含义层面# 道元甚至也完全接受了古老的使用' 在文本自

身中 *有时+ 按如下方式被释义"

上述在)一个)时间 !OH 1>?;>J1O>?6" 意味着, 时间 !时 n?' 时 6=c

X?" *始终+ 已经是 *一个确定的+ 被给予的东西 !有 H"$ 所有被给予的

东西 !有 H" 有 *确定的+ 时间 !时 n?' 时 6=X?"#

中心思想已经用这句话得到了陈述# 这句话在 *有时+ 篇中同样循着诗一

般的引论起初就有' 道元分开有 %H& 与时 %n?& 这两个符号# 并且借此让两个

符号首先接受一个抽象的含义# 它们在传统的组合的使用中不具有这个抽象的

含义' 我们首先更确切地说明一下每个个别符号的含义范围" e# 汉语有

%S=H&' 吕登伯格和施坦格指出这个古汉语的如下含义" (有 %5@K>;&# 有, 存

在 %Y=J5@;F>; :>?;&# 存在 %>:M?K6&/ %哲学& 存在 %F@:+>?;&/ %佛教& 此在

%F@:F@:>?;& %手迹& 有 %K5@Y@&') 小川概述地给予了如下基本含义 %读SH 或

H&" 古老的形象含义大概是" 一只手递交吃的肉' 于是# 由此得出了这个含义

(有) %5@K>;& 或 ( %某物& 存在, %>:M?K6>68@:& 有 %5@K>;&)' 此外# 还列举

了 )4 个含义系"

"

跟 (无物存在) 相反的 (某物存在) %>:M?K6>68@:&# 有

%5@K>;&# 出现, 发生 %Y=JX=GG>;&# 实存 %>b?:?6?>J>;&/

&

被给予的东西

%Q>M>K>;>:&# 实存 %Eb?:6>;L&/

'

占有, 具有 % K>:?6L>;&# 在库存中有 %?;

d=JJ@65@K>;&/

(

保护 % K>:95[6L>;&# 变得熟悉的 %Y>J6J@H68>JF>;&/

)

保管

%@HWK>8@5J>;&/

*

被保管的东西 %NHWK>8@5J6>:&/

+

财产, 财富 %ZF?956HG&/

-

变得富有的 %J>?95 8>JF>;&/

.

一个国名或人名的定语词 %>?; ,>?W[M>8=J6W[J

@̂;F>:1 H;F U>;:95>;;@G>;&/

/

土地, 国家 % @̂;F&# 界限 %QJ>;L>&/

012

也

%@H95&# 此外 %?G 8>?6>J>;&/

013

或者 %=F>J&/

014

朋友 %fJ>H;F&# 成为朋友,

结交 %@;WJ>H;F>;&'

.4*).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可以概述地说# 这个符号意指的是具体被给予之物# 这也完全与形象相符#

这个形象是这个符号的基础' 因此# (存在) %F@:+>?;& 这个翻译就古文而言是

成问题的# 因为它以其带有定冠词的动词 (存在) %:>?;& 的名词化的形式# 从

被给予之物的具体进行引走得太远了'

时 %n?&# 时 %6=X?&# 汉语" 时' 吕登伯格和施坦格指出这个古汉语的如下

含义" (时间 %O>?6&/ 季, 季节 %i@5J>:L>?6&# 一季度 %d?>J6>An@5J&/ 两小时

%_=77>A:6H;F>&# 小时 % +6H;F>&/ 期限, 限期 %fJ?:6&/ 恰当的时间 %J?956?M>

O>?6&# 时机 %Q>A>M>;5>?6&# 合乎时代的 %L>?6M>GB

,

&/ 目前的, 现在的, 当前

的 %n>6L?M&# 当时, 现在 % F>JL>?6&# 早的, 成熟的 %L>?6?M&# 有时候, 偶尔

%d=; O>?6LH O>?6&/ 渐渐地 %越来越多& 2G?6F>JO>?6%?GG>JG>5J&3/ 目前,

现在 %LHJO>?6&# 在$$期间, 当$$时 %8B5J>;F&# 当$$时候 %@A:&/ 当

时, 那时 %F@G@A:&/ 永久的, 永久性的, 不断的 %:6@;F?;M&# 始终, 总是 %?Gc

G>J&/ 天气 %T>66>J&)'

小川的日语绘画词典概述地给予如下基本词义 %读n?或6=X?&" 这个符号由

两个组成部分组成# 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意思是一个 (太阳) %+=;;>& 或 (白天)

%C@M&' 因此在这个符号中涉及白天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本质上也可以在太阳下

被觉察到' 按照作为这个符号之基础的表象# 时间有一个作为确定的时间相位

的具体的过程形式' 就这个符号来说四个含义系得到了标明"

"

一年的四季#

进入 )' 个小时的一天的开始# 使时间过程具有一种结构的某物# 时间的过程#

那时候# 当时, 那时# 代, 世代# 时期, 时代# 适当的时候# 重要的时期# 一

个时代的过程# 时期, 阶段# 时机# 恰当的时期/

&

目前, 现在# 正是此刻#

有几次, 有时, 不时# 在一个时机/

'

等待一个时机/

(

这里的这个 % F?>:>:

5?>J&# 是 %n@&'

可以概述地说# 这个符号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标明一个抽象的和外部测量的

时间# 而是总是表示一个确定的, 就内容而言被充盈的时间' 毋宁说# 与涉及

一个质上具有一种结构的时间相比# 它更少地涉及一个量的时间# 前者总是与

具体进行的某物有关联' 在这个地方# 仍然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符号甚至能够

接受 (这个这时) 这个含义# 诚然# 这甚至重又述及人们在时间下面理解了具

体地和质上确定之物'

在 (时间 %n?# 6=X?& 2总是3 已经是 2一个确定的3 被给予之物 %H&# 所

有被给予之物 %H& 有 2确定的3 时间 %n?# 6=X?&) 这句话中# 有一个涉及阅读

时间 %n?& 符号的不确定性' 一次它可以日语地读6=X?# 一次可以汉日地读n?' 如

果读6=X?# 那么它在日语中被理解成名词# 并因此在其词类上被确定了' 然而#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如果读n?# 那么汉语的含义视域听起来更强烈# 而且这个符号始终是不确定地涉

及其词类' 在这个地方# 出于如下根据我想为读n?辩护" 在组合中被阅读的是H

1n?# 而非H 16=X?' 由于道元在这个地方进一步确定了 (上述有时) %Hn?&# 经

常述及不读6=X?# 而是读n?' 假设我们必须更坚定地或者唯独从汉语的语境解释

这个地方# 那么人们可以把H 和n?释义为被动形式而含有主动意思的动词"

# 诚

然# 这不可能用德语复述# 而且人们必须按照一种毋宁说是暴力的方式来谈论

(他的) %:>?;>;& 和 (到时) %L>?6>;&' 于是# 以这个很危险的新造词语# 这句

话内容是" (到时 %O>?6>;& 始终已经是一个确定的他的 %+>?;>;&# 并且每一个

他的 %+>?;>;& 始终有一个 2确定的3 到时 %O>?6>;&)' 现在# 这个翻译并不想

被称作 (正确的)# 但它特别清楚地解释了# 一种语言的语法界限!!!尤其在每

一个翻译中!!!是如何将思想引向阐释的特定轨道的'

首先# 正如含义分析已表明的那样# 时间这个古老的汉日词总是涉及具体

之物# 这一事态在道元那里成了思想时间和存在之物的一个新的开端' 时间不

可能与具体之物分开' 道元提议# 彻底在具体被给予之物的视域中思想时间#

并且在时间的视域中思想所有被给予之物' 因此# 这并不涉及这个问题# 是否

时间是独立的# 例如# 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毋宁说# 问

题是# 时间如何每次作为确定的时间存在' 时间始终只是作为这时和现在具体

被给予之物进行' 因此# 在被给予之物的视域中没有在时间之外的立场# 并且

在时间视域中只有确定的被给予之物' 这个出发点得到这个结论# 即客体化时

间并且使之作为独立实体达到概念的每个尝试都一定会失败' 因此# 如果人们

想发现时间的踪迹# 那么这只能越过返回绝对确定的时间发生' 因为时间作为

一个确定的被给予之物越确定和越具体# 它确切地作为这个确定的时间越一般#

因为所有总是确定的时间存在'

这个最具体的同时也是最抽象的时间含义在文本的过程中首先通过如下的

句子得到解释"

有时具有事件般的经过 !d>JA@HW>;" !XShJS@XH" 的权能 !d>JG\M>;"

.2*).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

古希腊语, 梵语, 古日语等等的被动形式而含有主动意思的动词经常标明进行# 这些进行不是单义

主动的或被动的# 例如# (生长)' 通过这个语法的推移# 首先在时间现象学的范围内在 (客观) 时

间和 (主观) 时间之间的区分能够得到一个新的澄清' 也许# 时间现象以原则性的方式恰恰用这个

区分难以展开/ 参见埃尔贝菲尔德# (古汉语的一个哲学语法视角) %N:7>X6>>?;>J75?A=:=75?:95>;

QJ@GG@6?X F>:NA695?;>:?:95>;&# 载蒂尔曼.博尔舍 %编者& *思想形式和生活形式+ %_>;XW=JG>;!

>̂K>;W=JG>;&'



!功德 XHF=XH"#

这句话进一步确定了有时 %Hn?& 的进行特征' 日语单词功德, 恩德 %XHc

F=XH& 通常被看作是梵文单词功德, 属性 %MH;@& 的翻译# 其意思等同于 (基

本性质)' 在此它被译成了 (权能) %d>JG\M>;&' 两个翻译都有这个难题# 即思

想通过翻译可能与实体!偶有性!范式 %+HK:6@;L1NXL?F>;:1+95>G@& 联系起

来# 然而它在此必须被拒绝' 毋宁说# 应该接受的是# 每一个有时 %Hn?& 并因

此甚至有时 %Hn?& 一般全都指明自身是 (事件般的经过) %XShJS@XH&' 在这个

措辞中的第一个汉语符号 %XSh& 在此译成 (事件般的)# 它已经在上面得到了

进一步的讨论' 它有在一个织物中的经纱的基本含义' 第二个符号 %JS@XH& 有

如下含义" 星星的循环# 年历/ 历史/ 贯穿# 延续 % F@H>J;&/ 经历, 经过

%FHJ95G@95>;&# 穿过, 经历 % 5?;FHJ95M>5>;&# 沿着# 顺序, 次序# 相继, 连

续# 延续, 继续 %W=J6A@HW>;&' 今天# 这个符号在日本文字中被用作历史 %历

史" J:X?:5?&' 基本含义是" (从一个地方跑向另一个地方# 并且在这里每次短暂

地停住') 这个符号组合并不新# 并且在其他汉语文本中也能找到' 吕登伯格和

施坦格指出这个组合的如下含义" (简历# 过去/ 体验活动# 经验活动# 经验#

诸体验') 没有一个翻译确切地适合于这一情况# 在这件事上# 在此被提议的翻

译的 (简历) 恰好是最近出现的'

" 阿贝&瓦德尔的翻译 (依次的通过) !!!用

德语人们会说" (有次序的过程) !!!强调 (排成一列)# 由此经过的运动与

(相位般的) 运动相比更少地得到表达' 西岛&克罗斯的翻译 (在通过一系列瞬

间) 和赖特的翻译 (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在发生) 包含 (瞬间) %G=G>;6& 这

个附加# 这个附加在汉语符号上没有根据' 翻译的中心放在 (瞬间) 上面之所

以也是成问题的# 是因为在直接紧接着的思想中看来不同时间的关联形式得到

了表达' (流动), (经过, 通过) 和 (持续, 延续) 这些翻译作为一字翻译似

乎把事态简单化了' 米夏埃尔.冯.布吕克同样给予了一大串说明的翻译"

"

(一个整体过程的合经验的连续性)/

&

(法) %F5@JG@& !过程/

'

(流逝

的过程)/

(

(时间上网状化的显现的内部交叉)/

)

(在每一个时间中任何瞬

间的显示和要素)/

*

(在这时!和!现在 %I?>J1H;F 1i>6L6& 中的经验的持续

不断的流动中的时间样式的相互贯穿)' 他概述地描述了这个词的如下特征"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其他迄今为止的翻译是" (在通过一系列瞬间) %西岛&克罗斯&# (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地在发生)

%赖特&# (流动) %韦尔奇&棚桥&# (经过, 通过) %海涅/ 金/ 横?&# (持续, 延续) %

$

村&#

(依次的通过) %阿贝&瓦德尔&'



因此$ 事件般的过程 !XShJS@XH" 包括个体的全部历史' 自然)社会

史' 个体事件的互为条件和对以前的东西的回忆$ 以及甚至包括作为现在

状况投射到将来之中的所有将来的可能的东西# 这些条件为基本前提 !这

些基本前提由每个个体历史得出并且有条件地起作用" 的相互配合和追求

!唯意志论地说$ 这个追求标出各自自由的活动余地" 所标明# 这两个因素

的相互配合使具体情况成为可能$ 并且也包含这些具体情况# 因为正如它

们存在的那样$ 它们是如此正好这时与现在只得这样清楚的# 正如每个瞬

间存在的那样$ 它是如此完整的$ 它不缺少某物# 因为它包含不同视角和

境况的所有调色板$ 这些视角和境况同时开启$ 并且在相互共鸣中无阻碍

地网状地通过三个时间样式 !过去' 当下' 将来" 发出回声# 为了复述在

每个瞬间中显现的这些维度的完整性$ 过去' 当下和将来只是暂时的

概念#

"

我想借助于文本更详细地证实这个绝对正确的大面积的阐释' XShJS@XH这个

词语的翻译和含义在这周围是如此重要的# 因为文本的中心位置只是通过这个

语词才能进入# 并且获得一个确定的阐释方向' 在这个地方对法藏经文的回顾

可能给予我们一个进一步的帮助' 在与 (九个时间) 的关联中出现了一个词#

这个词非常接近于道元所使用的这个词' 在中心位置法藏在那里写道"

*但是+ 另一方面$ 这九个时间相位联合形成一个当下化或一个表象瞬

间$ 并且 *与此同时+ 这九个时间相位 *形成+ *一个+ 排成一列# 如果

*它们+ 完全按照这个方式)))有细微差别地和结合在一起地))) *被+ 探

讨$ 那么它们是十个时间相位#

法藏在此为了九个时间的关联而使用历然 %A?J@;& %日语 J>X?L>;& 这个措

辞' 其意思等同于 (一个接一个地排队)' 在古经文中出现的因果历然S?;MMH=

A?J@; %日语" ?;M@J>X?L>;& 这个措辞让事态变得更清楚' 在此# 这个排成一列

被释义为一个相互依赖地出现的东西' 因此# 次序不是任意的# 毋宁说# 每个

时间通过其在次序中的位置各自生产所有其他在次序中的位置' 在法藏那里#

./*).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

布吕克# (同一性和时间流!!!佛教的现实性构想) %#F>;6?B6H;F O>?6WAH

,

!,HFF5?:6?95>T?JXA?95c

X>?6:X=;:6JHX6?=;>;&# 载施魏德勒 %编者& *轮回和文化遗产+ %<$")"4%"N(4+(') 1(#+(4"##"0C4N"&# 第

'(. 页及以下几页'



正是这些新的时间# 它们各自通过其位置也产生所有其他位置' 然而# 在道元

那里# 事态被设想得不一样# 这在如下的句子中得到表达"

这就是说" 从今天向明天事件般地经过# 从今天到昨天事件般地经过# 从

昨天向今天事件般地经过# 从今天到今天事件般地经过# 从明天到明天事件般

地经过'

有别于在法藏那里# 在那里这些个别时间与位置或地点一样早地被看见#

它们跳跃式地穿过一个 (在$$中间) 一同被传递# 在道元看来# 这些时间的

有关传递相互间并非跳跃式的出现# 而是通过各自事件般的经过出现' 这意味

着# 在一个具体事件中每次都有一个从今天向明天, 从今天到昨天, 从昨天向

今天, 从今天到今天和从明天到明天的时间过程' 过程的方向性在日语中通过

($$S=J?$$>) 和 ($$S=J?$$;?) 被明白地标明了# 它被译成 (从$$

向$$)和 (从$$到$$)' 在此# 同样指明自身的是# 在不同时间之间的

(事件般的经过) 与个别的 (片刻) 无关# 而是表达在每个个别时间内部和在全

部过程内部的一个动态' 因为在每个个别时间内部同时进行全部的事件般的

经过'

此外# 在这个地方重要的是# (诸时间点) 未被命名# 而是每个时间与

(天) 这个时间单位建立了联系# 天也作为汉语符号被包含在每个被加引号的时

间词中' (明天) %@:5?6@&, (今天) %XSh& 和 (昨天) %X?;h& 在日语中也不标

明时间# 而是标明时间单位' 借此被引起的是# 道元在此把这些时间理解为有

机的整体# 这些有机的整体作为各自的时间构形交织地经过' 道元可以通过这

个选词赋予其思想一个更高度的具体化# 这个更高度的具体化通过法藏使用的

(将来) %G?J@?&, (当下) %M>;L@?& 和 (过去) %X@X=& 这些语词未被如此达

到' 对这些过程的划分偏离了在法藏那里对时间的划分# 法藏枚举了九个时间

视角' 道元在 *有时+ 中仅仅枚举了五个时间过程# 但是对此没有给予本己的

论证' 如果人们想进一步制作一览表# 那么可以添加在如下方括号中伫立的东

西' (到) %LH& 和 (向) %;@95& 的细微区别在枚举中应该被忽略' 为了完整

化可以附加地尝试进行一个与在法藏那里的九个时间的对比# 虽然进行这个比

较并非毫无困难# 但是还是应该嵌入这个一览表# 如此以至于区别更清楚显露

出来"

从今天向明天!!!当下的将来

从今天向昨天! 当下的过去

从昨天向今天! 过去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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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天向今天+ 将来的过去

从今天向今天! 当下的当下&当下的将来

从明天向明天! 将来的当下&将来的将来

*从昨天向昨天+ 过去的当下&过去的过去

*从明天向昨天+ 将来的过去

*从昨天向明天+ 过去的将来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以一个时间位置关系为出发点导致不同的组合作为以

时间过程关系为出发点'

" 在此并没有出现像在法藏那里出现的那种单一和明白

的系统化可能性' 甚至通过这个对比而变得清楚的一点在于# 从今天向今天和

从明天向明天的过程不是单义的# 而是允许受到两种释义" 一方面# 在此意义

上# (今天) %I>H6>& 在自身本身中事件般地经过# 然而# 例如# 这并不现实地

与法藏的 (当下的当下) 相符/ 但是# 另一方面# 这个措辞也可以如此阐释地

被立义# 以至于过程从一个今天向一个紧接着的今天进行' 如果这个释义不切

合实际# 那么从这些时间过程关系就不可能产生 (将来的将来) 和 (过去的过

去) 这些要素' 引人注目的是# 道元仅仅列举了一个与今天无关的时间过程#

即 (从明天向明天)' 从这些 (缺少的) 时间过程中# 只有一个时间过程与今天

有关# 即 (从明天向今天)'

但是# 道元却在一篇经文中给予我们一个指明# 这个指明涉及对这些缺少

的时间过程的恰好被提出的追问# 这篇经文几乎与 *有时+ 篇同时出现的' 在

*正法眼藏+ 的 *传衣+ %_>;p:& 篇 %袈裟的流传& 中写道"

佛和祖师的真正流传的传统袈裟没有无规则性地从佛到佛真实地被流

传下了# 在此$ 它涉及以前的佛和后来的佛' 从前的佛和新的佛的袈裟#

形成道&教义$ 形成佛&诸佛# 在过去的形成中' 在当下的形成中 *和+ 在

将来的形成中$ 从过去真实地流传到当下之中' 从当下真实地流传到将来

之中' 从当下真实地流传到过去之中' 从过去真实地流传到过去之中' 从

当下真实地流传到当下之中' 从将来真实地流传到将来之中' 从将来真实

地流传到当下之中 *和+ 从将来真实地流传到过去之中$ 是通过诸佛的唯

..*).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

对这两个开端首先与奥古斯丁和后期胡塞尔的时间思想进行辨析# 这是值得一做的' 正是后期胡塞

尔竭力争取一门更高阶段的时间现象学# 而后这门更高阶段的时间现象学才在对 (活的当下) 的探

讨中达到高潮'



一的佛的真实的流传#

"

因此# 如果我们对照这两个枚举# 那么就得出如下结果"

从今天向明天!!!从当下到将来之中

从今天向昨天! 从当下到过去之中

从昨天向今天! 从过去到当下之中

*从明天向今天+ 从将来到当下之中

从今天向今天 从当下到当下之中

从明天向明天! 从将来到将来之中

*从昨天向昨天+ 从过去到过去之中

*从明天向昨天+ 从将来到过去之中

*从昨天向明天+ *从过去到将来之中+

这表明# 只是还 (缺少) 一个过程!!!从过去到将来!!!# 然而# 我们可

以有意义地并且通过我们的猜想已经验到的证实补上这个过程' 借此# 道元重

又更近地靠近法藏' 然而# 道元在此也忠于其一个时间过程关系的思想# 其入

口清楚地脱离了法藏的入口' 由于道元在这个地方使用 (过去), (当下) 和

(将来) 这些法藏也使用的更抽象的语词# 虽然来自 *有时+ 的上述引文中的时

间过程关系的具体化被放弃了# 然而# 对我们来说# 它在这个地方更清楚地有

别于法藏'

然而# 问题仍然是# 是否在道元那里也存在像 (第十个时间) 这样的东西#

这个时间把所有时间有区别地缚在一起' 另一方面# 至少一篇接近时间的经文

可能给予我们一个最初的指明' 在 *正法眼藏+ 的 *行佛威仪+ 篇中可找到如

下措辞"

*如果我们+ 让一个表象瞬间事件般地经过$ 并且在这里不等待分离的

.(2).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同样# 参见西岛和克罗斯的翻译 *大师道元的正法眼藏+ %*,0+"42&%"'B0;.&N&%"'S&&# 第 ) 卷# 第

)23页' 何燕生先生将这段经文译为" (佛祖正传之袈裟# 是即佛佛正传而不滥' 是先佛后佛之袈裟

也# 是古佛新佛之袈裟者也' 化道# 化佛# 化过去# 化现在# 化将来者# 则 %依其& 由过去正传于

现在# 由现在正传于未来# 由现在正传于过去# 由过去正传于过去# 由现在正传于现在# 由未来正

传于未来# 由未来正传于现在# 由未来正传于过去# 唯佛与佛之正传也') 参见 2日3 道元 *正法

眼藏+# 何燕生译注# 宗教文化出版社 '((4年版# 第 './ 页' !!!译者注



时间$ 那么这是一个无用的误解#

"

在此被译成 (表象瞬间) 的这个符号组合# 与在法藏那里 (第十个时间)

的标记是同一的' 即使这一段不是单义的# 人们也会说# 在每个 (表象瞬间)

整体每次 (事件般地经过)# 并因此在每个表象瞬间分离能够被实现' 然而# 道

元并未把这一个 (表象瞬间) 构思成一个 (第十个时间)# 后者在维度上有别于

其他时间' 毋宁说# 他强调 (事件般的过程) 自己是具体的进行# 通过这个具

体的进行这些时间被缚在一起' 因为时间不仅在 (思想) 中被缚在一起# 这是

法藏建议的# 而且也通过在自然中的事件般的过程被缚在一起' 道元在此试图

借助于一个 (事件时间) 打破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对立# 这个事件时间不但

基于自我而且基于自然的进程' 在这方面# 自我和自然是不可分的# 因为两者

只是作为 (事件般的过程) 存在'

在时间过程关系那里的开端中变得很清楚的是# 这些时间 (交织地) 经过#

并且在自身中且相互指明一个动态的进行特征# 不同于在法藏那里# 更确切地

说# 法藏眼前有一个静态的关系系统' 这些时间进行相互到达# 并且恰恰借此

确切地成了它们作为个别时间过程存在的东西' 因此# 每个个别的时间在自身

中有一个高度活跃的结构# 这个结构并不固定在一个点上# 而是作为每个当下

的现在中的事件般的经过# 完全是作为每个这个过程' 道元试图用 (事件般的

经过) 这个措辞更具体地把握的东西# 是在每个个别的时间中包含所有时间'

但是# 他依照其对有时 %Hn?& 的立义未把时间理解成一个抽象物# 而是理解成

一个事态# 这个事态总是作为一个具体被给予之物进行' 因此# 一个被给予之

物!!!无论它是一个自我还是一棵树!!!是一个关联的 (时间般的过程)' 树作

为事件般的过程# 任何时候都有所有时间' 每个被给予之物都有一个各自的时

间视域# 这个时间视域作为事件般的经过指明自身# 在这件事上# 这些 (过去

的), (当下的) 和 (将来的) 时间相位在每个瞬间都完全交织地经过# 如此以

至于被给予之物在每个瞬间都有所有时间相位的生动性'

.)2).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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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参见西岛和克罗斯的翻译 *大师道元的正法眼藏+ %*,0+"42&%"'B0;.&N&%"'S&&# 第 ' 卷# 第

4*页' 何燕生先生将这段经文译为" ( %如此& 经历一念# 则尚不得期解脱之期# 即胡乱错解') 参

见 2日3 道元 *正法眼藏+# 何燕生译注# 宗教文化出版社 '((4 年版# 第 3* 页' !!!译者注



四!道元之后的研究哲学的现行视角

与时间过程相比# 道元更坚定地把对时间的阐释束缚在每一个现实性方式

的各自具体的存在进行上' 因为每一个存在进行!!!无论它是一棵树, 春季,

自我还是一个思想!!!总只是作为具体的时间构形指明自身# 道元从每一个方

式到现实地存在展开作为基本构形的有时 % Hn?& % +>?; 1O>?6& 这个词' 这个

词把两个层面相互联系起来" 一方面# 被给予的是关于 (现实存在) 一般的

显现活动 %EJ:95>?;>;& 的最一般的标志/ 另一方面# 确切被给予的是这个总

只是作为完全具体的进行# 即作为一个完全确定的有时 %Hn?&' 另一个中心要

点是# 通过道元的开端出现了一种打破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对立的可能性'

(事件般的过程) 这个词不仅与一个自我的经验有关# 而且完全一样地与诸自

然事件有关' 由于我自己作为自我是 (事件般的过程)# 我贯穿我自己的时态

的奠基具有到所有其他 (事件般的过程) 的入口# 这时在我 (事件般的过程)

中所有其他 (事件般的过程) 也一同经过' 客观的和主观的时间经验如此被

一个 (被动形式而含有主动意义的事件时间) 包围着# 诚然# 它只是作为完

全具体的事件般的过程这时和现在是可通达的# 因为对此甚至每一个言说

%+7J>95>;& 已经是一个 (事件般的过程)# 完全就像阅读本文一样' 因此时间

现象的展开自己成了一个 (对时间的训练) %E?;[KH;M&' 因而# (被动形式而

含有主动意义的事件时间) 在一个进行的活的当下的意义上# 始终只是作为

(时间的事件)# 这个活的当下既不能单一地确定为主观的# 又不能单一地确

定为客观的'

自康德以来展开的形而上学批判通过这个时间释义获得了一个肯定的转变'

问题不再只是在于# 明察到时间的实体特征是语言的构想# 而是# 毋宁说# 重

要的是贯彻时间是一个并非奠基于实体思想的现象' 从欧洲视角# 人们可能把

这理解成一个完全在时态上被奠基的研究哲学' 从亚里士多德视角# 在此涉及

他已经称之为 (作为存在者的存在) %+>?;>;F>@A:+>?;>;F>:& 的东西# 诚然#

不是在一门 (形而上学) 的意义上# 也不是在一门 (基础本体论) %fH;F@G>;c

6@A=;6=A=M?>& 的意义上# 而是!!!在此我想这样命名它!!!在一门 (转变的现象

学) 的意义上' 毕竟# 由于时间现象得到考虑# 各自的时间经验也变化自身和

转变自身' 于是# 哲学和现象学的工作不再是在一门实体化的科学的范围内根

据一般的结构确定现象和事态# 而是毋宁说是一个对现象的进行方式的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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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H;M&# 我自己在这个修习 %yKH;M& 中并且作为这个修习与这些现象是分

不开的# 但是# 由此我自己也不可能最后达及和确定这些现象' 正因为这个理

由它不再行得通' 这意味着# 研究哲学原则上已经在时态上奠基于方法论的层

面' 在这个 (第一哲学) 的层面上不再涉及被消除时间的结构# 而是毋宁说涉

及意义结构和存在结构的时态的生发' 它不涉及对现实性的确定# 而是涉及作

为各自时间构形的现实性的进行' 进行和结构毫无阻碍地贯穿自身# 并且在其

关联中不时重新得到实现和训练' 因此# 一门 (转变的现象学) 走到一门 (描

述的) 和 (解释学的现象学) 旁边# 在其中其本己进行的时间性也构造性地到

达了' 以这门 (转变的现象学) 的行为方式!!!按照佛教的明察!!!对现象的

分析中心不是一个客体化行为# 而是自己是一个我的全部感知和实存以及!!!

这样人们可以超出佛教补充!!!历史的转变' 这个转变与我的生活 %A>K>;& 方

式有关联' 而后# 为了如此实现一个有历史创造性的思想# 以一种确然的与艺

术的平行性#

" 推动现象学意味着发现, 构形和实现现实性进行# 而不只是客体

化现实性进行'

于是# 时间之思想和历史的!状态是同一个' 这就是说# 重要的是使我在

思想上修习 %>?;[K>;& 我的时间状态# 并且只是作为这个修习 %yKH;M& 自己#

我可以不时地实现作为历史的时间的经验' 因此我的时间思想同时是我时间经

验的转变' 依据道元和海德格尔# 这意味着# 我对此同样也实现了世界的生发'

在此意义上# 我的 (时间经验) 不仅始终是一个个体的经验# 而且自己能够接

受一个世界特征是一个确定的时间构形' 由于我!!!在转变我自己!!!闯入我

的时间 %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 经验# 因此我的时间经验能够更多显现为

(世界历史的) 东西' 按照这个方式# 自身视域和世界视域反复重新联系起来#

如此以至于历史的运动始终是无法忆及的# 并且不受一个最后目标的束缚' 由

于时间作为历史从未让自己客体化# 历史也从未 (终结)# 因为这只是一个对时

间的外部考察# 这个外部考察不充分地注意到其本己的时间状态' 毋宁说# 重

要的是# 反复重新地, 训练 %>?;[K>;& 其时间地返回作为历史的时间事件'

&

.42).道元的时间现象学作为当下哲学研究之源

"

&

梅洛!庞蒂类似地阐释了现象学" (现象学的世界不是对一个先行存在的阐释# 而是存在的基础/

哲学不是对一个先行真理的反映# 而是它与艺术相似是真理的实现') *感知现象学+

%7.V'&3"'&#&%$")"4<,.4'".3('%&# 柏林# ).33年# 第 )/页'

(在这样的存在!时间中# 一方面# 每一步都是在不可逆的时间顺序中的一个继续/ 另一方面# 它

也是回到时间的起源之中') 大桥# (历史!时间和诸历史范畴!!!来自禅宗大师道元的时间学说)

%Q>:95?956>1O>?6H;F Q>:95?956:X@6>M=J?>; 1@H:F>JO>?6A>5J>Y=GO>; 1U>?:6>J_=M>;&# 载于" 同上

书# *黑格尔逻辑学的时间性分析+ %X"$+#$=.1"$+0,',#/0")"4W"%"#0=."' 9&%$1&# 第 '*/页'



因此# 佛教的 (修习) %yKH;M& 动机和海德格尔的 (历史) 动机在一个研究哲

学的彻底的时间化的意义上联系起来'

!译者, 肖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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