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迪(商羯罗与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
!印" 苏亚#坎塔#马哈拉那

&摘要' !在印度和西方思想中$ 对意识的哲学研究源远流长# 在

一种文化架构中所呈现出来的概念模式和分析也许可以通过参照另一

种文化中的概念模式和分析而得到更好的审视# 在此背景下$ 研究埃

德蒙德3胡塞尔超越论的现象学中的意识观念$ 不仅因为这是对西方

思想脉络中的一个卓越成就的关注而显得重要$ 还有助于对印度哲学

传统)))尤其是阿迪3商羯罗的不二论 !NFY@?6@d>Fm;6@" 传统)))

中的相关问题的鉴赏# 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相信$ 现象学对这两个传

统都有一个可辨识的共同面向#

这篇文章考察了在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和商羯罗的不二论

中)))并特别注重胡塞尔的 %超越论的我& !CJ@;:9>;F>;6@A#" 和商羯

罗的 %明证意识& !T?6;>::"=;:9?=H:;>::$ +mX:5?"@?6@;S@" )))都存

在着一种类似的关于意识的观念之可能性# 在此过程中$ 这篇文章探

讨了印度哲学中的意识概念与现象学的相关性$ 尤其是与作为任何彻

底之知识理论的本质标准之一的纯粹意识概念相关# 更重要的是$ 把

不二论对纯粹意识的理解突显为比较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主要贡献$ 有

利于交叉文化的比较# 虽然指明了他们各自在理解意识之本性的方法

上有着巨大差异$ 本文的探讨最后揭示了商羯罗和胡塞尔的共同论点$

即 %纯粹意识& 从本质上来说对任何认识行为都是基础的' 明见的和

绝对的#

引论

在 (阿迪.商羯罗 %300!/'( 年& 与埃德蒙德.胡塞尔 %)02.!).40 年&)



这个短句中把这两个哲学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连接词 (与) 并不是指可从两个

哲学家之间所获得的任何关系或影响' 任何这类关系对商羯罗的古典印度哲学

来说都明显是不可能的' 因此# 虽然只有当我们论及印度哲学的新近的和当代

的趋势时# 追问现象学运动是否产生了任何影响才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们仍可

希望在商羯罗的不二论中发现某些现象学因素'

" 这篇文章是对吠檀多

%d>Fm;6@& 的意识学说之复杂世界中的现象学因素的一种探究' 在这个背景下#

引用i%-%莫汉蒂 %U=5@;6S& !!!研究印度哲学和现象学之间之关联的先驱之

一!!!的考察结果就是值得做的' 莫汉蒂非常希望# 古代印度诸哲学应该展示

一种高阶的现象学研究# 且相应地评论说"

(遗憾的是# 印度学者们在他们尝试把印度哲学置于西方哲学的视角时# 长

久以来很少注意到这个方面' 因此# 哲学思想的动力被丢掉了' 我们所被给予

的只是两边平行的世界观图表' 然而# 世界观并不是哲学' 哲学是一种活动#

不断前行以获得新的真理' 比较哲学最好是去追溯平行的发展线路# 思想的平

行!引发的动力') %U=5@;6S# 引自" ,?A?G=J?@# )..4# 7%'*.&

在 ). 世纪最后十年和 '( 世纪前四分之一的这段时间里# 吠檀多

%d>Fm;6?9& 哲学遇到了庞大的德国唯心主义体系# 其后又遭遇了英国的唯心主

义立场和美国新黑格尔主义' 人们尝试着回顾吠檀多体系# 比如通过新黑格尔

主义的景象' 做这些尝试的哲学家# 如迦梨驼裟.巴特查里亚 %R@A?F@:,5@66@c

95@JSS@&, i%-%莫汉蒂, 德巴布拉特.辛哈 %_>K@KJ@6@+?;5@&, Z%巴拉苏布拉

曼尼安 %Z%,@A@:HK5J@G@;?@;& 和其他各类哲学家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一种有意

义的对话打开了方便之门' 吠檀多与现象学运动的相遇是最近才发生的' 埃德

蒙德.胡塞尔# 近代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 通过各种哲学动机而得出了他的

超越论的意识观念' 类似的观念也体现在印度哲学传统中# 特别是在数论派

%+

t

mGX5S@& 和吠檀多体系中# 人们可以在此找到类似的东西' 无论如何#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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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羯罗的不二论哲学的核心论点表明# 被叫作 (梵) %(,J@5G@;)& 的普遍意识是终极实在 %65>eAc

6?G@6>Z>@A?6S&' 它是所有知识和经验的核心与基础' 知识是它与内在感官 %@;6@5X@J@;@& 相结合的

结果' 在普遍的意识与个体的自身 %n?Y@& 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它是同一个终极实在# 只是从超越

论的 %$@J@GmJ65?X@& 和从经验的 %dS@Y@5mJ?X@& 层面上看是不同的' 因为普遍意识没有任何显著的

标记# 它是通过所谓的不是$$不是$$ %;>6?$;>6?& 的否定方法而加以描述的' 它被称为 (超

觉) %CHJuS@&# 从人的三种意识状态 %即清醒, 睡梦和深度睡眠& 的视角来说它是 (第四种)' 它

贯穿着所有状态而始终不受这些状态的影响' 在贯穿所有状态时它似乎是意向性的# 但它从本质上

来说却是非意向性的' 当个体自身达至 (超觉) 状态时# 他就被称作 (解脱) %i?Y@; 1GHX6@&# 从

内化状态的苦楚中解放出来' 最后# 商羯罗总结到# 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幻影# 无法描述为是实在

的还是虚幻的 %@;?JY@95@;?S@&'



在此我们发现了笛卡尔哲学对不可置疑性的追寻' 自我 %v6G@;& 或超越论的意

识应该为所有知识和事实上为所有意识行为提供了绝对的基础' 在胡塞尔那里

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和相即的被给予性观念# 一种对 (原初的) 被给予的无情追

问# 以及对回到 (事情本身) 的召唤' 然而# 恰恰是数论派和吠檀多的基本教

义之一# 即意识到自己就是自身!!!给予的 %:Y@7J@Xm @&# 鉴于所有超越之物

都是在与意识的相关中且通过与意识的相关 %真实的或明显的& 而被给予的#

这教义本身就是真正的被给予性原则' 在这些印度传统中# 尤其是在不二论中#

意识是一个现象学上的原初术语' 它是不容置疑地和相即地被给予的# 因为只

有意识才能绝对地被给予' 像胡塞尔一样# 商羯罗把自我 %>M=& 回溯到奠基性

的且不受任何限制的超越论意识的维度'

商羯罗与胡塞尔的密切相似处

毋庸置疑# 胡塞尔是 '(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他的哲学之所

以具有巨大的魅力# 似乎部分是因为它具有各种也可以在印度哲学中找到的

明显相似之处' 胡塞尔哲学与印度哲学之间的这种相似之处# 而且对两者来

说都是核心的方面# 乃是意识的本性' 下面的讨论就是旨在研究胡塞尔哲学

与印度哲学之间的诸相似观念# 如 %)& 意识的本性和构造# 以及 %'& 在

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和商羯罗的意识哲学中# 经验的意识与超越论的意识

之间的区别'

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去理解意识的本性' 多年来# 东方和西方的哲学流派

都曾试图获得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对意识之本性的真正理解# 同时他们的主要

兴趣在于以下相关问题# 如意识是否是 %@& 纯粹的, 自身揭示的和非意向性

的# %K& 是唯有意向性的# 或 %9& 既是自身揭示的# 又是意向性的'

诸哲学家流派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争论这些问题# 随着争论的不断前行# 每

一流派都精练了其论点# 强化了其命题' 为了在此发起前面提及的有关意识之

问题的讨论# 努力强调各个学派之论点的本质和限制就是恰当的'

首先# 胡塞尔的哲学奠基于某些中心论题# 如本质学说, 描述方法, 悬搁,

意向性理论, 生活世界概念和超越论的现象学观念' 胡塞尔把他的现象学叫作

(超越论的现象学)# 因为他对 (超越论的) 使用明显有着康德哲学的寓意' 他

用这个词所指的意思是# 世界中的任何事情以及世界本身# 都是从意识及其意

向性获得它们的意义的' 现象学筹划的目的就是去说明# 所有东西都是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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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构建起来的# 且在此意义上意识被看作是超越论的' 但是意识不仅是意向

性的# 时间性也是它的重要特征之一# 因此构造的过程完全是一个时间过程#

这个过程产生了超越论意识的历史性及其所构造的世界' 我们同样会遇到# 作

为一超越论的自我的我如何与其他共同!构造着的 %9=19=;:6?6H6?;M& 的超越论

的自我共享一个共同世界的问题'

另一方面# 印度哲学传统活生生地见证了对意识之本性的讨论# 标识出了

意识的某些本质特征# 如即时性 %@7@J=X:5@6Y@&, 意识的内在本性 %7J@6S@X:5@6c

Y@& 和无误性 %@K@F5?6@6Y@&' 尽管西方传统# 尤其是笛卡尔传统# 承认了意识

的即时性, 无误性等等# 但是把商羯罗的吠檀多诠释与笛卡尔哲学区别开来的

要点是# (心智) %G?;F& 与 (精神) %:7?J?6& 在笛卡尔的哲学计划中是没有任

何区别的' 但是精神的维度# 如纯粹的主体性或如 (思) %9?6&# 却与胡塞尔现

象学中的超越论自我 %>M=& 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印度哲学中的正理!胜论派 %-SmS@1d@?>:?X@& 体系把意识视为内在地意

向性的' 佛教瑜伽行派 %g=Mm9@J@,HFF5?:G& 否认外在世界# 且对意识中的主

体与客体作了一种看起来类似于胡塞尔的 (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结构) %;=>c

:?:1;=>G@& 的区分' 商羯罗似乎否认了意识的意向性# 并且拒绝任何从逻辑上

来描述意识的企图' 当然# 出于对此概念的共识 %A=X@YS@Y@5mJ@&# 他试图把它

定义为自身发光的或自身显现的 %+Y@S@G17J@Xm @&# 尽管就其真正本性而言它

是难下定义的' 他否认意识之意向性本性的真正理由是因为他把意识的 (对

象!指向性) %=Kn>961F?J>96>F;>::& 看作是 (无明) %@Y?FSm& 的结果' 意识#

就其本性而言# 是 (非意向性的) %@:@;

.

M@&' 因此# 商羯罗不可能从逻辑上把

意识的意向性混淆于意识的内在非意向性或自发光性' 不过他在其 *梵注经+

%,J@5G@+H6J@,5m:S@& 第一节中就非常明确地引入了 (意识) %@:G@F&Y?:@S?&

与 (对象) %SH:G@F&Y?:@S@& 之间的显著区分' 对他而言# 意识和对象就像光明

与黑暗一样正相对立 % @GX@J@# 6J@;:%).32# 7%)&' 根据莫汉蒂的看法# 这种两

极化并非由于意识和对象不能共存的事实# 而恰恰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那种相

反的属性不能彼此混淆这个事实' 然而# 莫汉蒂觉得# 仅仅根据意识和对象具

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并不足以取消意识的 (对象!指向性) %U=5@;6S# )..'#

7%*2&' 唯一的把意识的 (自身发光) 与 (对象!指向性) 结合起来的哲学家

是罗摩奴 %ZmGm;Hn@# )()/ 1))4/N_&# (差别不二论) %d?:?:6mFY@?6@& 哲学

%有限不二元论& 的典型代表' 罗摩奴把这两个特征视为相互依赖的' 对罗摩

奴来说# 只有当意识显示它的对象时# 意识才能把它自身揭示给它的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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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或自我& %QH76@# ).0'&'

至于经验的和超越论的意识之间的区别# 这两个传统之间也存在着某些

不同' 在胡塞尔传统中# 在意识构造了世界的意义上# 意识是超越论的# 而

在印度传统中# 尤其是在不二论 %NFY@?6@d>Fm;6@& 那里# 只要意识把其自

身与世界分离开来或断绝关系# 且在其自身中享有其自由# 意识就是超越论

的' R%"%巴特查里亚 %,5@66@95@JSS@# ).'. &).20# d=A%'# $J>W@9>& 就是这

样从印度的视角来注解意识的超越论维度的' 只有在数论派中# 经验世界被

看作是 (自性) % 7J@XJ?6?& 的产物/ 也是在世界的这种现实性维度中# 数论

派哲学为每一个 (原人) %$HJH:5@& 与它自己的世界和源于对所有 (原人)

之共享经验的那个共同世界之间的关系保留了余地' 在一神论诸流派中# 尤

其是在一种哲学体系!!!即克什米尔希瓦宗 %R@:5G?J @?Y?:G& # 一种改良

了的不二论形式!!!中# 纯粹意识自身就被诠释为时间性的# 或更准确地

说# 被诠释为时间本身'

在此背景下# 现在我将转向对商羯罗和胡塞尔各自哲学中的纯粹意识观念

的比较研究'

胡塞尔的纯粹意识与商羯罗的纯粹意识

胡塞尔现象学主要围绕于对意识之本性的一种特定理解" 意识的意向性'

意向性论点包含两个部分" 首先# 意识有着对象!指向性# 就此而言意识总是

指向一个对象# 不管意向对象事实上是否存在/ 其次# 每一个意识状态都有一

个相关的意义或含义或一个意向相关项' 胡塞尔还把这种纯粹意识说成是超越

论的主体性!!!通过超越论的悬搁 %6J@;:9>;F>;6@A>7=95q& 之操作而获得的奠

基性的和构成性的意识' 胡塞尔把这种纯粹意识看作是世界构成的 %8=JAF 9=;c

:6?6H6?;M&# 因为只有通过意识# 这个世界才能被呈现为有意义的' 只有在此意义

上# 所有与世界相关的意义# 包括 (世界) 这个术语的意义# 都在相应的意识

结构中有着它们的根源' 唯有这个构成性的意识为所有的认知论断提供了最终

的证据# 因此它是绝对的奠基性的意识'

初看之下# 胡塞尔关于一个世界构成的, 明证性的, 绝对奠基性的和纯粹

的意识的论点从精神上说与商羯罗的不二论中的纯粹意识非常相近' 就商羯罗

来说# 为所有认知活动奠定基础且使得所有认知活动得以可能的最基本的原

则, 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意识 %思 (9?6)# 也叫作 (自我" v6G@;)# 或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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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G@;)&' 这种意识在商羯罗那是自身显示的 %+Y@S@G17J@Xj@&# 并且正

是这种光照亮了包括它自身在内的所有对象' 然而# 在其最终阶段# 意识不是

意向性的' 意识的意向性状态# 这个!或!那个!对象!的!存在# 只是起于

意识与无明 %@Y?FSm# 个体的无知& 之失当结合的一种 (叠加的) 属性' 对商

羯罗来说# 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非意向性的# 摆脱了身体与世界的经验束缚#

是单一的而非多数的# 不可被划分为许多心灵状态 %G>;6@A:6@6>:&# 而且也没

有任何朝向世界的意向指向性' 经验上的体验之可能!!!除了意识之外!!!需

要一种 (无知) 或 (限制) 的原则# 这种原则把名称和形式的世界投射到一

个意识上'

从这里的简短讨论中浮现出的是# 商羯罗与胡塞尔都认为" 纯粹意识是奠

基性的, 明证性的和绝对的' 但在这点上还是有着某些不同的# 如对胡塞尔来

说# 这种终极意识同时也是主动的和构成性的' 尽管两者都承认意识是绝对的

和奠基性的# 但与商羯罗不同# 胡塞尔认为# 意识首先构造其自身# 然后构造

了世界' 在胡塞尔看来# 纯粹的或超越论的意识是内在的时间性的# 而且凭借

其内在的时间# 意识把其自身构成为一种流溢' 它从整体上把它构造为一个持

续的自我# 构造为内在行为和时间性实体的联合' 所有这些构造性成就# 包括

过去, 当下和未来的时间维度# 都在 (活生生的当下) !!!对胡塞尔来说# 这

就是绝对的纯粹的意识!!!中有其根源' 商羯罗的纯粹意识则不做任何事情'

它只是显示, 揭示, 阐明或明证/ 作为非意向性的, 非时间性的, 非主动性的

意识# 它是非构成性的' 虽然它仍是世界!表象的基础# 但是它并不在任何意

义上构成世界' 胡塞尔思想中的构成是一种意义的构成# 而不是事情本身的构

成' 莫汉蒂 %).00& 认为# 尽管印度思想是一种关于超越论意识的形而上学和

对内在生活作充沛描述的心理学# 但它却没有产生一种超越论的构成性的现象

学的理由之一就是# 印度理论并没有真正地认可这类关于意义或含义!!!与所

指之物 %J>W>J>;9>& 不同!!!的理论# 而看起来恰恰是这类关于意义或含义的理

论使胡塞尔得出了一种 %首先是意义的& 构成理论' 就事物之构造而言# 既然

一个事物可以被显示为一个意向相关性结构# 我们就必须到佛教中 2例如# 在

佛教的遮遣!理论 %@7=5@165>=JS& 中# 所指之物这个概念在这里遭到质疑3#

以及在各种版本 (语言本体理论) %:75=6@65>=JS& 中!!!在这些理论中# 对

(词语) %8=JF& 之永恒性的信仰引发了对永恒意义的设置!!!中去寻找相似的

学说# 而不是在吠檀多中去寻找' 然而# 印度的意义理论是具有指示作用的

%J>W>J>;6?@A& %U=5@;6S# ).00# 77%'/' 1'/4&'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看# 佛教由于其意义理论而产生了更强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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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意义理论中# 佛教!!!在其所有形式中!!!原初地倾向于否认直接的指示

%J>W>J>;9>&# 并且倾向于不把语言声称去指示的事物看作是一种概念的建构

%Y?X@A7@&' 在一个更为发达的形式中# 意义理论变成 (有差别的) %F?WW>J>;6?c

@A&/ 例如# (人) 这个词语意味着排除了非人之外它所意指的东西# 但又并没

有肯定地表示着所有人' 这样一种意义理论是建基在佛教陈那派的观离理论上

的# 这个理论把 (观离) 从字面上定义为意义之 (区分) 或 (排除)' 词语是

心灵的概念化的产物# 就此而言它们指明了心灵的意象# 而不能直接地与外在

的现实相联系' 因此# 意义指示着 (被意指者) %J>W>J>;F&# 一个指涉行为的手

段# 与所指对象 %J>W>J>;6& !!!指涉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是不同的' 佛教

徒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逻辑概念# 而非内在地居于个体的意象或词语中的一种

永恒实体' 换句话说# 意义蕴含着词语与关于对象的意象之间的关系' 词语不

能直接地与外在对象相联系/ 因此它不能指称对象' 词语具有一种独立于外在

对象的先天的存在'

伴随与这种意义理论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指涉的拒斥# 佛教!!!与印度哲学

相反!!!把意识理解为一种 %意识到的# =W(9=;:9?=H:?;M)& 事件流# 而非物质

的诸形态/ 还认为意识有着它自己的一种形式或行相 %mXmJ@&# 针锋相对于被

普遍接受的下列印度说法# 即意识是无形式或无内容的# 在它看起来具有一个

内容时# 实际上是有一个对象在那里' 考虑到这两种概念上的来源# 佛教可能

会认为# 自我与对象都存在# 但是都是建构性的!!!换句话说# 是在持续的意

识流中构造出来的' 这种对 (不在场) 优于 (在场) 的强调# 使得 (观离) 理

论与德里达及其对 (延异) 的强调更为接近'

商羯罗" 超越论的自我

就这个阶段而言# 商羯罗的明证意识 %+mX:5?; "@?6@;S@# T?6;>::"=;:9?=H:c

;>::& 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超越论自我所表达的东西非常相似' 这种评定通过胡

塞尔自己承认一个类似于自我或意识的明证者!!!或旁观者!!!之可能性这个

事实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为了理解明证者与超越论的自我之间的相似性# 人

们必须一方面牢记明证者的本性与作用# 另一方面牢记超越论自我或我和意识

的意向性的观念' 从词源学上说# 作为 (明证者) 的意识是与作为享有者或承

受者的意识# 以及后者所蕴含的意识被牵涉进行为及其结果中这一含义正相对

照的' 虽然朝外看的意识被牵涉进行为中# 出于向往和厌恶而进行活动#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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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愉悦或承受痛苦# 但明证意识却是一种无兴趣的旁观者# 而非行为的执行

者' 一般而言# 一个人要经历三种不同类型的意识状态!!!清醒, 梦和深度无

梦睡眠' 明证意识不仅见证了个体在其清醒状态中的所作所为# 而且在睡梦状

态以及无梦睡眠状态也同样如此' 意识到无梦睡眠之 (空白) 的意识不可能是

对对象之日常体验的意识' 明证意识!!!不可能进入休眠状态!!!是在那里

(知道) 睡眠状态的'

乔荼波陀 %Q@HF@7mF@&

" 同样把明证意识看作是永恒的 (万能的先知)

%:@JY@FJ?X :@Fm# (@AA:>>J) @A8@S:& % @GX@J@# 6J@;:%)..2# #%)'&' (明证者)

%+mX:5?;& 这个术语表明了# 直接地或即时地感知到的东西# 就是这种私人的和

即时的感知的唯一执行者' 因此# (明证者) 这个术语代表着一个见证者' 它指

涉着现象学中的纯粹观察者!!!不需要中止任何过程而进行观察的观察者!!!

意义上的一个见证者' 它意指着自身 %:>AW& !!!尽管这个自身本身并没有参与

认识活动!!!发挥着一个无兴趣的, 不受牵连的旁观者的作用' 一种现象学的

探索引发了把这种原则复原为任何认识论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要素' 简单地说#

它代表了试图去理解经验及其含意的一种尝试' 对象本身并不是关注的焦点'

相反# 关注的焦点!!!与对象相对!!!是意识# 作为对象之显现的媒介而起作

用' 换句话说# 明证者是统握 %@77J>5>;:?=;&# 是一种形式# 其本身在认知的和

实践的事态中都是直接的, 非!关系的, 非!预设的和非!价值设定的' 没有

这种观念# 任何知识就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 莫汉蒂观察到# 一种非意向性的

意识或见证者或如不二论思想学派中的 (真我) %ClJ?S@&# 并没有在现象学意义

上构造了任何对象' 其他层面的意识与超越论的!构成性的现象学也并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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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荼波陀" *蛙氏奥义颂+ %*U')(1/, 5U4$1,& 的作者# 旨在探索人的各种意识状态# 即清醒, 睡梦

和睡眠# 并得出结论说# (自身) %v6G@;& 相当于叫作 (真我) %ClJ?S@& 的 (第四种) 状态# 明证

意识# 尽管它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最高级的真理是不二的 (真我)# 通向 (Nnj6?YjF@) %梵我如

一&# 因为所有二元之物都是幻象而从不创造任何东西的理论' 作为商羯罗的伟大老师# 乔荼波陀

在不二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专注于一种宗教的或精神的追求# 在此哲学被呈现为去理解经

验之层面的合理尝试' 此外# 乔荼波陀采用 (无触瑜伽) 的方法其目的是人的经验之本性和对真理

之探索# 这种方法在 (VU1 %NeU&) 音变 2根据梵文音变规则# 当 @后跟 H 时# 音变为 =# 于是

@HG变成了=G3 的基础上来运用同源性# 通过四个 (位) %7mF@:& 来显示了自身 %v6G@;& 的基本

状态' 这四种状态是" 周遍 %或醒位# d? Y@&# 清醒状态!!!在此意识向外运动且是意向性的/ 炎

光 %或梦位# C@?n@:@& 睡梦状态!!!在此意识向内运动# 它仍然是意向性的/ 有慧 %熟睡位#

$Jmn;@&# 深度睡眠状态!!!众多意识存在# 是非意向性的# 但是有变成意向性的可能' 除了这三种

状态之外# (自身) 已经表明了 (第四种) 状态被叫作所谓的 (真我), 明证意识' 乔荼波陀使用了

两个层次的真理# 即世俗谛 %YS@Y@5mJ?X@& 和胜义谛 %7@J@GmJ65?X@&' 真我# 就是胜义性# 是唯一

始终存在的实在或真理' 评论家们一些佛教观点经由乔荼波陀而影响了商羯罗'



因此# 它也许可以被叫作一种关于意识的描述的现象学# (在描述心理学与意识

的形而上学之间摇摆不定)'

胡塞尔" 超越论的自我

胡塞尔认为# 超越论的自我是 (纯化了的意识) 或 (超越论的意识)' 它是

通过一种叫作 (悬搁) %>7=95q& 的有意识的反思的方法论活动而实现的' 胡塞

尔 %).4)&)./4# 7%'3& 对 (悬搁) 的描述如下"

通过现象学的悬搁# 我把我的自然人的自我和我的精神生活还原为$$我

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自我, 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自身体验的领域' 客观世界,

为我而存在的世界# 总是已为我存在并将总是会为我而存在的世界!!!我认为#

这个世界以及它的所有对象都是从我自身的我# 从作为超越论自我的我 %这个

自我只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悬搁才能崭露头角& !!!中获得它的 %为我

的& 全部意义及其存在论地位'

(悬搁) 包括彻底停止所有预设# 是一种 (加括号)# 即把所有关于世界的

信仰的认识都置之不理' 胡塞尔设法借助于悬搁的帮助而建立起关于意识的现

象学真理' 事实上# 胡塞尔甚至更进一步声称说# 某一特定的意向行为对应于

各自的对象类型' 莫汉蒂对胡塞尔这方面观点的解释如下"

一方面# 对胡塞尔来说# 在每一在那里的对象类型都相应于某种被给予模

式的意义上# 诸对象类型与意向指向类型是相互关联的' 事实上# 某种类型的

对象所特有的被给予模式# 总是显示了那种类型的对象在现象学上的独特性'

其次# 在那里的每一个特殊的对象都对应于整个系列的事实的和可能的意向行

为!!!这些意向行为恰恰是把那个对象作为它们的意向对象' 胡塞尔的两个具

有代表性的观点就产生于这后一种情况" 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相互关联的观

念# 和对象在行为中的构造的观念' %U=5@;6S# )./'# 7%23&

由此可以得出# 如果我们成功地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和作为世界之一部

分的意识的所有预设置之不理# 那么就会得出对某人自己的!!!不属于这具身

体或这个人的!!!意识的一种体验' 意识因此被经验为 (超越论的我)# 与商羯

罗不二论中的 (明证意识) 非常相似' 如果我们转向尤根.芬克 %EHM>;

f?;X& !!!胡塞尔生命最后几年期间的一个助手和亲密同事!!!的著作# 我们发

现芬克提到了三种类型的自我' 这三种类型的自我# 一种看起来像 +mX:5?"@?6@c

;S@# 即明证意识' 这里最吸引人的因素是# 胡塞尔自己是认可芬克对三种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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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的' 芬克对三种自我的理解曾反映在他对悬搁或超越论的还原的描述中'

芬克认为# 它 ($$不是 0直接1 地抑制住对世界 %直接规定了它的信仰& 的

主题化体验之信仰生活的信仰关联# 而是!!!并且不能被过分强调!!!一个关

于超越论的反思的结构性契机' 0悬搁1 是一种反思的悬搁# 它是基于反思的观

察者!!!这个观察者旁观着对世界以及世界所活生生的表现出来的实际状态的

信仰# 而没有参与进去!!!的立场上对信仰的抑制') %f?;X# ).44&)./(#

7%))2& 芬克的论点是# 在自然的反思状态中# 一个人的自我在自然态度的限制

内反思他自身' 对世界加括号则建立了一个外在于人的统觉的反思的自我' 他

还说# (这个自我蓄意使其自身指向普遍世界统觉以作为其主题' 然而# 与世界

解除关系# 不仅使得一个非世界性的反思的!自身之形成成为可能# $$而且

使得对信仰世界的真实主体!!!接受了世界的超越论的主体性!!!的发现成为

可能) %f?;X# ).44&)./(# 7%))2&' 芬克因此概括了他在胡塞尔的思考中所分

辨出的三种自我" ()%专注于世界的自我 %我# 作为接受整体的人# 连同我的物

质世界生活经验&/ '%超越论的自我# 对这个自我来说# 世界是在普遍统觉流中

被预先给予的# 且这个超越论的自我接受着世界/ 4%施行悬搁的 0旁观者1)

%f?;X# ).44&)./(# 77%))2 1))3&'

因此# 芬克的论文表明了存在着三种胡塞尔的自我# 即 %)& 参与世界的经

验自我# %'& 参与世界之构造且因此不在世界之中的超越论的自我# 和 %4& 作

为 (旁观者) 的超越论的自我# 对这个自我来说# 前两个自我之间的区分仍然

有效' 换句话说# 在两个 (我) !!!经验的 (我) 和超越论的 (我) !!!之间

作出区分是可能的' 前者属于自然秩序# 而后者虽然是同一个自我# 但却是去

除了全部的自然预设的自我' 掌握了这种区分的观察者必须是一个纯粹无兴趣

的观众# 一个 (旁观者)' 这样一种现象学的 (旁观者) !!!不参与进世界!!!

概念也许最接近于不二论的明见者或明证意识, 无兴趣的见证的观念' 最后#

更不需说# 在芬克引入无兴趣的旁观者观念的文章之前言中# 胡塞尔自己承认

他赞同芬克对他的哲学的解释' 胡塞尔写道# (我很高兴可以这样说# 它不包含

任何我不能完全接受为我自己的或公开承认为我自己的信念的命题') %f?;X#

).44&)./(# 7%/*&

然而# 上述分析不该被视为暗示了胡塞尔的无兴趣的 (旁观者) 与不二论

的 (无兴趣的明证) 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不二论的解释认为# 在认知中# 无论

是哪种和无论具有什么对象# 除了认知过程适合于那种认知和那种对象之外#

还必定存在着一个相伴随的明见意识' 对不二论者来说# 明证意识是所有认识

的前提/ 它照亮了所有被认识的东西和认识过程# 因而使知识成为可能' 与不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二论者的无兴趣的明证不同# 胡塞尔的超越论的 (我) 并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它也是一个构成性的自我' 胡塞尔论证说# 这个旁观者是在反思中被揭示出来

的' 然而# 这个旁观者的存在对胡塞尔来说并不是任何认知之发生的一个必要

条件' 尽管如此# 事实仍然是# 胡塞尔所谓的 (无兴趣的旁观者) 非常密切地

捕捉到了不二论的 (明证意识) 概念'

但是可以从胡塞尔与商羯罗各自对意识之本性的研究中观察到# 自身或意

识与自我是不同的# 正如它不同于感觉, 身体和外在对象一样' 西方现象学家

们并没有普遍地对 (自身), (意识) 和 (自我) 这些概念以及它们所指涉的实

体之间进行区分' 在某个阶段# 胡塞尔的确在意识与自我之间作了一种概念上

的区分/ 但他并没有在他的全部现象学中始终一贯地坚持这种区分' 胡塞尔的

现象学# 其发展经历了描述的, 超越论的和自我学的诸阶段# 在其论及 (超越

论的我) 和 (经验的我), (纯粹的自我) 和 (心理学的自我) 时# 意识到了自

身与自我之间的区分' 然而# 因为这种区分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 学者们认

为# 两个 (我) 之间, 两个 (自我) 之间的张力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并没有得

到解决 %+?;5@# )./*# 7%/*&' 对 (我), (自我), (自身) 和 (精神) 这些词

语的使用看起来是模棱两可的# 且因此是混沌的'

胡塞尔的更多关键性的追随者# 如萨特 %+@J6J>& !!!受胡塞尔开创的构想

和方法所启发!!!认为# 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的最后阶段回到笛卡尔的自我上#

虽然他洞察到了纯粹意识之为 (现象学的剩余)# 仅凭它自己就为我们的经验

%外在的和内在的& !!!即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经验和我们对自我的思的经验!!!

的所有方面提供了意义和有效性' 然而# 人们在西方现象学著作中发现的自身,

自我, 意识等的含义的模糊性# 在商羯罗的不二论的现象学中则并不存在' 商

羯罗的不二论非常明确地区分了意识与自我' 在这两个术语中绝对没有任何混

淆之处' 用于意识的术语是 9?6或 9@?6@;S@' 有时 (原人) 这个词也被用来指寓

居于身体中或遍及整个身体的自身或意识' 因为 (N6G@;) !!!翻译为英语的自

身!!!就是意识# (意识) 和 (自身) 或 ("?6) 或 (v6G@;) 就意指着一个相

同的实体' 另一个叫作自我或精神的实体就是内在的感官 %@;6@5 1X@J@;@&' 如

前所述# 内在感官根据它们所发挥的功能以四种不同的方式被指称为意 %G@c

;@:&, 觉知 %KHFF5?&, 自我 %@5@GXmJ@& 和心 %9?66@&' 因为除了意识之外的所

有东西都是质料性的# 不同于意识的内在感官也是质料性的' 带着对意识的反

思或表象 %mK5m:@&# 它进行着思的双重操作# 成为作为意识之对象的第一实

体# 同时起着把所有作为意识之对象的其他实体与意识联系起来的媒介作用'

意识之为意向性的只是由于内在感官的在场和起作用' 当它的运作导致了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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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对象的可疑认知时# 它就被叫作意' 如果它产生了关于一个对象的确定性知

识# 那么它就叫作觉知' 当对 (我) 的感觉由其运作所引起时# 它就被称为自

我' 当它回忆过去的时候# 它就是以心之名进行的' 内在感官的功能性变更被

叫作心念变体 %YJ?66?:&/ 这些心念变体中的每一个在被意识照亮时就叫作 (心

念变体意识) %YJ?66?1nom;@& !!!西方现象学家们所谓的自我的思# 显现和消失

的东西' 胡塞尔的三重公式# >M=9=M?6=9=M?6@6@% (自我思其所思)&# 分别适用

于内在感官, 它的意向性行为!!!怀疑, 理解, 肯定, 否定, 感觉, 意愿等

等!!!以及它的意向对象' 虽然意识既没有结构也不发挥作用# 内在感官却既

有结构又发挥着作用' 因为意识是作为无梦睡眠状态中的对象之不在场的一种

见证而在场的# 所以它是非意向性的/ 然而# 在另外两种状态中它又是意向性

的 %:@G:J?:6@&# 揭示了它所意识到的对象' 因此# 胡塞尔的意向性只有在清醒

和睡梦状态的程度上才类似于商羯罗的意向性' 然而# 商羯罗更进一步说# 就

意识必然见证了所有三种状态而言# 意识在本质上是非意向性的' 因此# 它的

意向性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 在此# 胡塞尔的超越论的自我 %与来来去去的经

验自我不同& !!!任何还原都不能对这个自我加括号# 而且这个自我既是所有

经验的前提# 也是纯粹意识的剩余物!!!似乎更接近于商羯罗的 (明证意识)

%+mX:5?;&'

然而# 与商羯罗相比# 在罗摩奴 %ZmGm;Hn@& 的哲学中"

# 人们可以更清

楚地发现意向性的观念' 对罗摩奴来说# 尽管意识是自身的本质# 但它并不

等同于自身# 毋宁说# 它是自身的一种属性 %_5@JG@K5H6@n;m;@&' 意识总是关

于某物的意识' 没有所谓的意识没有对象# 因为这种情况从未被遇到过' 意识

的对象!指向性行为属于一种体验活动' 内在的意向性是心灵行为的标志' 这

正是胡塞尔的意向性观念或多或少近似于罗摩奴的意识哲学的地方' 尽管意

识对罗摩奴来说是自身发光的# 但它是绝对的意向性的# 而非一种纯粹的意

识或一个超越论的自我'

然而#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 正理!胜论学派 %-SmS@1d@?>:?X@& 很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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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摩奴!!!差别不二论 %有限不二元论& 的创始人!!!来说# 意识是非物质性的 %?GG@6>J?@A&#

并且不同于物质 %n@F@& 与精神 %9>6@;@&' 意识总是一种有限的特性# 并且始终与一个认识者或自

身联系在一起# 这个自身是知识的基础' 就罗摩奴认为意识是自身 %v6G@;& 之本质的意义上#

他与不二论者是一致的/ 但当他声称意识同时也是自身的一种属性时# 他与不二论者是不同的' 作

为一种实体# 意识构成了诸自身和神的本质/ 因此# 它被叫作 (实体性的意识) %:Y@JH7@1K5H6@1

n;m;@&/ 它还是一种属性# 因为它是作为神和诸自身的一种属性而存在的' 当它如此存在时# 它被

叫作 (属性的意识) %F5@JG@1K5H6@1n;m;@&'



其意识学说中描绘了一些现象学的因素' 对正理!胜论学派而言# 意识是无形

式的 %mXmJ@&# 因为它不是一种实体 %FJ@YS@&# 而是一种属性 %MH;@&'

" 无论

它显得具有什么形式 %jXjJ@& 都是从其对象而来的' 例如# 当一个对象是蓝色

时# 意识似乎就是一种关于!!!蓝色!!!的意识' 用另一种方式说# 意识当然

就是关于一个对象的意识# 但如果假设其对象是一块蓝色# 人们却不能说蓝

色!!!的!!!存在内在地构成了那种意识状态' 在这种严格的意义上# 人们也

许会认为# 正理派 %65>-SjS@+95==A& 的确考虑到了意识有着一种内在的对

象!指向的特征 %:YjK5mY?X@Y?:@S@7J@Y@;@6Y@& %U=5@;6S# ).00# 7%'/'&# 于

是# 如此便阐明了可以与胡塞尔的现象学相对照的意识的意向性!!!虽然也要

适当地注意它的许多其他的维度' 然而# 鉴于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专注于去理

解胡塞尔与商羯罗的意识现象学# 所以在此并不适于进一步去反思现象学与正

理!胜论学派之间的关系'

从至此为止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论点"

.如前所述# 不二论中的意识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所盛行的意识概念' 在

不二论传统中# 意识, 心智或自我不存在任何混淆之处'

.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的某个阶段指出了意识与自我之间的区别# 但并没坚

持贯彻到底'

. (意识) % (9?6) 或 (9@?6@;S@)& 这个术语意味着自身发光的光或耀眼的

原则# 而 (心智) 只是 (心脏) %@;6@5 1X@J@;@&# 寓居于身体之中的工具# 用

作认识, 感觉和意愿的手段' 所以这两个术语不是同义词'

.在商羯罗那# 意识自己揭示了诸对象/ 它还可以通过自我或心智来揭示

诸对象'

& 正是根据这个自我或心智# 不二论阐述了意识的意向性' 意向性行为

不能被归于纯粹的自身或意识# 而只能归于意识与超越于意识的自我或 (我)

的联系'

.不二论对纯粹意识与自我!意识 %心智!意识& 之间所作的非常微妙但

又深刻和关键的区分# 可与胡塞尔所认可的纯粹或超越论的自我与执行悬搁的

自我之间的区分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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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正理!胜论学派的看法# 所有经验对象可以或者根据最终真实的九个实体 %FJ@YS@& 中的一种

或根据属于这些实体的各种属性和关系来对它们进行分类' 基于这种分析# 自身 %v6G@;& 只是这

九个真实的实体之中的一个' 知识或意识# 可以恰当地划分为一种完全区别于每一个体自身, 然而

又会偶然属于或内在于自身的属性 %MH;@&'

不二论认为# 任何 (对象)# 无论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都必须落入意识的范围中' 下列经常被

引用的话表达了这种基本立场" (:@JY@GY@:6H n;j6@6@SjYjn;j6@6@SjYj:jX:5?9@?6@;S@:S@Y?:@S@>Y@)'



.意识是不变的和不活跃的/ 但心智却是活跃的和易变的# 并且发挥着日

常生活中有意识相助的认识者, 行为者和享受者的作用' 因此# 意识与心智在

不二论中是本质不同的'

.虽然意识是有感觉能力的# 心智却是无知觉的/ 因此它们在不二论中绝

不可能是同一的' 意识或心 %9?6& 是没有开端的# 并且因为它是无变化的而没

有终结'

.在不二论中# 心智!!!在清醒与睡梦状态中都是活跃的!!!在睡眠中变

成静止的# 因为作为 (无明) %@Y?FSj& 的产物# 以与泥!罐相同的方式消融于

后者之中# 像泥!罐一样丧失了其同一性# 与泥 %泥!罐的质料因& 融合在

一起'

.早期胡塞尔的 *逻辑研究+ %).((& 并不相信绝对的, 纯粹的意识的存

在# 但后期胡塞尔在他的 *观念+ %).)4& 中坦白承认了# 他早期对自我!!!一

个同一的主体!!!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 胡塞尔晚年认为# 存在着一个超越论

的自我# 是意向性意识的 (后盾) 或为其 (负责)' 意识并不是空洞的意识# 而

是自我!赋予的意识' 但是在商羯罗那里# 意识不是自我学的/ (自我) 是意识

的一个世俗对象' 胡塞尔的这种超越论的自我就犹如为内在的可变化的意识提

供保障的自身 % (v6G@;) 或 (,J@5G@;)&'

.对胡塞尔来说# 意识的意向性行为是某种 (指向) 外在于它的 (一个对

象) 的东西' 因此#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的这个观点相当于 (内

在感官) 或可变的意识 %@;6@5X@J@;@&# 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打算做, 处理世界中

的某些对象'

.在胡塞尔对 (纯粹的我) 与 (经验的我) 进行区分的情况中可能产生的

一个问题是" 哪一种意识是意向性的- 纯粹意识# (现象学的剩余) 是意向性的

吗- 或者执行悬搁的自我是意向性的- 在我看来# 胡塞尔肯定地回答了第二个

问题# 因此 (执行悬搁的自我) 更接近于商羯罗不二论中的 (内在感官) 或

(心脏) %@;6@5 1X@J@;@&'

.在区分意识与自我的基础上# 不二论也许会认为# 不仅意向性行为# 而

且胡塞尔提及的客体化, 同一, 充实和构成的能力# 都属于对意识来说是超越

的自我或心智' 基于这些思具有像外在对象及其可认识的性质# 以及被认识的

东西必然是超越于认识者的同样的方式而是可被认识的# 它证实了这种观点'

换句话说# 因为意识注意到这些思时常发生, 在心灵视域内显现和消失# 这些

思就不可能属于意识# 或成为意识的一部分' 例如# 当某人看一个对象时# 被

看的这个对象就是超越于看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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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样# 不二论哲学认为# 呈现给意识的东西无论是什

么都是 (超越于) 意识的# 且因此成为意识的一个对象' 商羯罗把这看作是

(@:G@F) 与 (SH:G@F) %主体与客体& 的区分' 阿隆.古尔维奇 %NJ=; QHJc

8?6:95# ).33& 从胡塞尔著作中所得出的对意识的描述似乎更接近于不二论思

想' 古尔维奇主张# 意识不能被视为现实世界的部分和其他实际存在之中的一

种实存' 因此可以恰当地把意识的特征描述为# 只有在我们专门把它设想为一

个媒介# 即作为所有类型的对象 %包括心理的和人的现实# 如灵魂, 心智, 自

我, 个性, 我们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存在等等& 之构造发生于其中的剧场的程度

上# 意识才是绝对的' 意识是心理学和现象学的一个共同的焦点# 然而就心理

学中的意识是被作为其他实存之中的一种实存而被接受的# 并且是在它对外在

意识材料的依赖中被研究的而言# 是有着区别的'

. (考虑到其 2意识3 纯粹性# 作为存在的一种自足系统 %:>AW19=;6@?;>F

:S:6>G=W,>?;M&# 作为一种关于绝对存在的系统#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刺穿# 而

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离于它# 那么意识可以被看作是人的意识吗-) %IH::>JA#

).)4&).3.# w *.# 7%)24&# 胡塞尔回答说# (人) 是由超越论的意识构造出来

的一种解释, 一种意义' 换句话说# (我是人) 也是一种意义# 进而是一个被构

造的意向相关项' 同样# 对不二论来说# 超越论的意识由于无明或无知而显现

为活生生的存在者

.胡塞尔关于体验的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 %主体极!客体极& 结构可以

与商羯罗的主体!客体 %@:G@F 1SH:G@F& 结构相比较' 商羯罗关于体验的主

体!客体结构表明了# 主体与客体就像白天与黑夜那样是相互对立的' 客体是

被叠加 %NF5Sm:@& 在主体上的' 相反# 在胡塞尔关于体验的意向活动!意向相

关项结构中# 虽然主体极与客体极并不是彼此对立的# 但它们是同一个意识的

两极' 然而# 就商羯罗认为意识既非主体也非客体而言# 胡塞尔的意识观

念!!!在其中主体与客体是两极!!!看起来更接近于商羯罗在这个特定点上的

观念'

.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样# 就意识的绝对性特征不是在与世俗实存的关系

中!!!如与经验自我关联的情况!!!得到揭示的意义而言# 不二论的理解摒弃

了传统的意识观念' 正是在此意义上# 与现象学的态度一样# 不二论的态度可

以说是与传统存在论所预设的所有自然态度正相对立的' 不二论的分析在其对

意识的奠基性的和绝对的特征的理解中# 是从根本上与其他传统体系的一种决

裂' 不二论中的意识不是时间性的# 它并不存在于时间中' 不二论中的意识是

不具有任何内容的!!!但是对胡塞尔来说# 意识是 (内容!充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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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二论中# 构成的观念被置于纯粹显现 %$J@Xm @& 的观念和创造

%:J?:6?& 的观念之间的某个地方# 所以被构成的东西 %在此情况下就是经验世

界& 既不是仅由意识显示出来的一种独立存在的一般性# 也非一种主观的产物'

结论

目前为止我的观察揭示了# 虽然在不二论思想和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

学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这些不同既为进一步的区分也为相似性保留了

余地!!!但商羯罗与胡塞尔在某些其他方面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关联' 然

而# 在作出任何关于商羯罗与胡塞尔之间的共同点的确定性结论之前# 还需要

进一步分析这些观点'

在商羯罗那有着一个胡塞尔所没有的重要维度' 商羯罗对意识的研究不是

出于对 (,J@5G@;) 或 (v6G@;) 进行纯粹理论的或认识论的探索# 其对意识的

研究更多的是出于救赎论的理由' 相反# 胡塞尔感兴趣的恰恰是意识的认识论

领域以及其确定性# 而非救赎论' 对他来说# 超越论的意识是在世俗世界被加

括号后被揭示出来的# 然后它就被如此显示出来# 即它并不处于时间中# 而是

时间性的来源/ 它既是流动的也是固定的# 这点使其更加接近于商羯罗的明证

意识' 构造对商羯罗来说并没有被赋予意识本身# 而是被赋予 (无明)

%@Y?FSm& 或 (摩耶) %GmSm& 的权能/ (覆盖) %@F5Sm:@&# 或摩耶的叠加在此

意义上有其 (障碍) %mY@J@;@& 和 (散乱) %Y?X:5>7@& !!!是构成性的和动态

的# 而且可以解释流转 %:@G:@J@& 及其意义的构造'

然而# 这种观察不是基于胡塞尔自己对商羯罗的不二论的理解# 因为前者

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去研究后者' 胡塞尔与著名的印度学研究者赫尔曼.奥登堡

%I>JG@;; VAF>;K>JM# )02*!).'(& !!!他在哥廷根哲学系的同事!!!的个人关

系# 表明了他们也许曾一起讨论过印度学说 %+95H5G@;;# )..'# 7%'*&' 胡塞

尔对吠檀多的认识也许也可以从他的图书馆中他所收集的书籍中猜测出来# 所

有这些书都是在 )00( 年左右出版的# 包括一些关于 *吠陀经+ %:"),0& 的文

章# 马克斯.穆勒 %U@bU[AA>J& 的印度讲座和保罗.杜森 %$@HA_H>::>;& 的

*吠檀多学说" 对跋达罗衍那 %,@F@J@S@;@& 的 ;梵经注< %,J@5G@+H6J@:& 的

一种翻译+ %2,0;/0+"3 :")H'+," M,=. )"' D4,.3,# ;(+4,B0)"0DH),4H/,',&'

同样可能的是# 胡塞尔是出于他对人类学的广泛兴趣而拥有这些书的!!!例如#

就像他在 *算术哲学+ %;=.(.3,''# )..'# 7%'*& 第十二章中对各个民族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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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进行计数并为其编号的讨论所证实的那样'

而且# 胡塞尔对佛教的研究程度在他自己的这句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我

现在已经阅读了卡尔.尤金.诺伊曼 %R@JAEHM>; ->HG@;;& 用德语对神圣的

佛教著作之主要部分所作的绝大部分翻译) %IH::>JA# ).'2# 引自" +95H5G@;;#

)..'# 7%'2&'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胡塞尔晚年还研究了印度传统中的任何其他著

作' 他对印度思想的印象似乎就是由诺伊曼翻译过来的 *乔达摩语录+ %;(++,-$E

+,1,& 的那部分主要文本所决定的# 他读了这些部分的内容# 并在简要的回顾中

做了评论 %IH::>JA# ).'2&' 舒曼 % +95H5G@;;& 指出# 事实上# 胡塞尔不仅

(一般地把这些文本与佛教等同起来)# 而且 (把佛教与全部印度思想 %以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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