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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 珀拉门.格拉迪纳洛夫 %$I>@B; ]?>HE;>?DJ&

一部佛教现象学著作可以是现象主义的 %75B;D@B;>IE:6&# 也可以是现象学

的 %75B;D@B;DIDLE9>I&, 第一种选择源自这样一个基本哲学预设" 我们唯一能够

处理的事物是现象# 通过先验感性的和逻辑的图像# 表象被整理为外部和内部

世界# 正如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所做的那样, 第二种选择向我们敞开了进入本

体之门# 然后排除了一切存在的偶然性# 用它们适当的名称来说就是" 自身展

现的如在性 %+D:BE;5BE6B;&, 这是一条胡塞尔和先验现象学遵循的道路,

在第一种情况中# 我们拥有一个变动不居+ 没有自性 %:J>F5>J>& 相随的世

界 %或至少没有自性被给予我们的认知能力&# 而在后一种情况中# 我们排除了

世界变化的显现并达到绝对必真的本质 %BEHB& 自身显现和自身持存的领域# 此

领域受先验主体性原则的支配, 自明的现象!!!脱离一切感觉材料# 并依据先

验主体性的先天规律才能得以理解!!!在先验现象学构造学说框架中形成多层

视域的诸本体论,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真正的哲学意味在于# 放下容易出问题的

感官# 回到事情本身,

悦家丹提出唯识哲学是佛教现象学 %第 )) 页&, 这个正确的命题自相矛盾地

奠基于两个错误的前提" %)& 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自然主义解释. %&& 唯识哲学不

是一种本体论的观念论形式的论点, 可以共同表明这两个前提的观点是" )我们任

何思想+ 感觉+ 观念+ 记忆# 或任何形式的知识# 无不通过我们感知而来,* %第 )

页&, 对这一观点# 胡塞尔会以莱布尼茨著名的 )超理智* %7?>B6B?E;6BIIB96G@&

做答# 而唯识学的两大权威则会完全反对" )恰恰相反# 没有任何感知中的事物可

以被看作不同于理智的# 因为感知就是纯粹理智# 即唯心 %9E66>K@>6?>&*,

"

书评" 0美国1 悦家丹 %丹/拉斯豪斯&" '佛教现象学" 关于佛教唯识学与 2成唯识论3 的哲学研

究(# 伦敦" 劳特利奇!寇松出版社 &((&年版# 第 3))页,



在证实作者对胡塞尔和唯识学的错误态度之前# 还应将该书作为一个整体

来介绍一下它的框架和主旨,

本书副标题表明这是一部对佛教唯识学和 '成唯识论( 进行哲学研究的著

作# '成唯识论( 是中国的玄奘为世亲 '唯识三十论颂( 所做的注释, 这本书包

括一篇序言+ 五个部分+ 一些附录+ 参考文献和索引, 第一部分是佛教与现象

学# 概述了唯识学基本原理+ 教义的抉择以及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两

个基本方面!!!感知材料 %5RIB& 和意向弧 %E;6B;6ED;>I>?9& 及其意向相关项与

意向活动的两个极 %;DB@>6E9>;H ;DB6E97DIB:&, 第二部分是印度佛教的四种基本

模式# 描述了这四种范式所依据佛教学派和学说的古今演变,

心理模式( 从法 +H5>?@>:' 基本的经验材料' 各种经验的原子, 和五

蕴 +:N>;H5>, 的角度探究我们经验世界的构成*

因果模式( 共同的缘起 +7?>6E6R>K:>@G67>H>,*

宇宙论模式( 三种根本的世界坐标 +6?EH5>6G' 三界,' 包括欲望世界

+N>@>KH5>6G' 欲界,& 物质世界 +?G7>KH5>6G' 色界, 和非物质世界 +>?G7>K

H5>6G' 无色界,*

解脱论模式( +>, 规范的生活 +:EI>' 戒,' + F, 冥想的生活 +:>K

@>H5E' 定,' 以及 +9, 智慧的完满 +7?>̂;>' 慧, !!!作为一种获得理想

的终极解脱 +;E?G7>H5E:B:>K;E?J>;>' 无余涅?, 之善巧方便 +G7>R>,*

添加的间歇章 )部分地阐明了这四种模式$$在佛教中是怎样展开的* %第

)&* 页&# 但事实上# 第七章非常合乎逻辑地处理了成就解脱的两种方式# 这是

前面四章所描述的认知的瑜伽所没有涵盖的, 有两种所谓超认知的 %>:>@7?>̂;>K

6># 无想& 救世神学# 也就是冥想# 或者更确切地说# 即直接干预到潜意识世界

的冥想 %>:>@̂;EK:>@>7>66E# 无想定&# 以及终止想法本身的冥想 % ;E?DH5>K:>K

@>7>66E# 灭尽定&, 在本书第 244 页# 二者都是有与意识无关的+ 作为潜意识

%9E66>JE7?>RGN6>K:>@:N>?>KH5>?@># 心不相应行法& 的倾向,

第八章提出了对四种模式的总结和意见# 首先# 7?>̂;>%般若& 是一种 )实

践知识*# 从基本的方面考虑# )前缀 7?>1 %相当于英语的 7?D1&* 表明 )趋

向* %页 )34&, 梵语前缀 )7?>1* 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 )7?>B1* 和斯拉夫语

的 )7?>1*# 其含义有" 在$$之前+ 古老的+ 根本的, )$?>̂;>* 被译为智慧#

它在知识之前# 是知识的根基和起源, 研究印度知识传统的学者可能不是十分

清楚# 但对于佛学家 %,GHH5DIDLE:6& 来说# 这种理解是必需的!!!要考虑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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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相应行法 %9E66>:>@7?>RGN6>K:>@:N>?>KH5>?@>& 在一切论藏名目中的地位及其

在说一切有部二十二根体系"中慧根 %9DL;E6EJBE;H?ER>& 的角色,

第三部分部涉及了一些传统的主题# 比如业 %N>?@>&+ 定及其与认识论的

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般若作为先验的完善 %6?>;:9B;HB;6>I7B?CB96ED;& 的

意义,

第四部分包括世亲 '唯识三十论颂( 梵文原文和真谛+ 玄奘的两个中文译

本, 对此# 还将每个版本都单独译为英文# 并做了注释和交叉分析,

第五部分的题目是 ) '成唯识论( 和心理哲学之终结问题" 唯识学在中

国* !!!虽然不是哲学而是心理哲学!!!也是副标题所允许的研究# 还附有非

常便利的百法和七十五法列表# 并做了恰当的翻译和比较,

现在让我们提供一些悦家丹误解胡塞尔现象学和唯识宗的具体例证来进行

文本批判, 偏离始于他对将要实施的唯识学与现象学比较之方法论原则的概述,

就在第 ) 页# 我们读到 )我们是由我们如何回应和解释我们的感觉而构造出自

身的*# 胡塞尔现象学和唯识现象学对此都持相反立场" 它们认为我们对感觉的

回应和解释是由我们的先验构造决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 现象学构造与我们对

感觉的自然主义的获得和解释毫无关系, 相反# 据唯识学看来# 即使最简单的

确定性感觉也蕴含了推理行为# 可被界定为一种肯定推理 %>;GJR>J>:>R># 现

量&# 正如陈那所述, 意向性是赋予感觉材料以意义的行为# 因此我们预格式化

的构造图式 %用唯识学的话说就是 )分别*" N>I7>;>& 为感觉提供给我们的材

料赋形,

根据唯识学' 我们精神时刻处在转变和流转 + 7>?E;>@>' 7?>J?66E, 之

中* 在这变动之流 +JÊ;>;>K:>;6>;>' 相续识, 中' 我们倾向于设定两个恒

常之物00 $我% +Q6@>;, 00和 $法% +H5>?@>:' 情感的& 独断的和

$客观% 环境, 00 +同上,*

让我们记住# 我和法被界定为恒常之物 %9D;:6>;6:&, 恒常意味着不变的+

稳固的# 因此是永恒的, 难道悦家丹博士试图让我们相信法是不含糊地断定为

恒常之物, 难道悦家丹博士意识到了 )刹那论* %N:>;EN>KJ>H># 一切事物都是暂

时性的理论& 的实存性- 他显然神河流中不变+ 稳固和永恒的成分吗- 是的#

法被毫如此, 那么悦家丹为何将法界定为我们变动不居的经验之中的恒常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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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他强调我和法的观念都是 )虚假的建构之物 %7>?EN>IK

7E6># 遍计所执性&# 通过我们抑制忧虑以及对变化+ 无常+ 不确定性+ 不稳定

性和死亡 0的观念1 的恐惧的企图# 将我们唤醒 0然后又遗忘这一切1# 让我们

给予自己发明的恒常之物以终极的神圣性和意义*,

因此# 结果是我和法都是遍计所执性# 是我们想象的建构物# 而不是依他

起性# 也显然不是圆成实性 %世亲在 '三自性颂( 中承认的其他两种性质&, 转

向世亲# 我们发现遍计所执性具有一切想象现象的特征# 并不真正指向其背后

的东西# 没有真正的指示物在它们后面# 遍计所执性就像魔术师 %@>R>J>HE;&

的大象# 一旦撤销咒语就会立即消失, 按悦家丹的说法# 我和法是幻觉# 是海

市蜃楼# 是魔幻般被创造的意向对象的幻象# 它就在我们永无止境的欲望的意

向活动之流中,

然而# 当法可以被更深层次地分析时# 世亲将其界定为 )世俗有* %经验

的&# 当其不可能被更深入地分析时# 则是 )胜义有*, 在先验现象学领域# 没

有时间. 专注于诸法真如或实相性质时# 永恒和无常是毫不相干的特征# 也就

是说# 当我们将诸法作为般若三昧 %:>@>H5EK7?>̂;>& 的终极对象时# 这个印度

思想就相当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了, 在第 ) 页的心理哲学研究中# 悦家丹将我

和法界定为遍计所执的现象# 从而使他研究中对其对象进行任何合理的+ 合乎

历史的现象学探究的要求!!!唯识学认识论!!!成为不可能,

在这起始页中还有另一个有问题的界定# 即把法称作 )情感的+ 独断的和

4客观的5 环境*,

情感!!!如果我们着眼于色蕴 %?G7>K:N>;H5>&# 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可以被

断言为 )法* 的东西, 地+ 水+ 火+ 风怎么能是情感的环境呢- 情感只适用

于!!!以及部分地!!!受蕴 % JBH>;>K:N>;H5>& 以及来自行蕴 % :>@:N>?>K

:N>;H5>& 范围内的法, 绝非一切法都是情感的, 因此# 法的初始定义中的第一

个要素是有缺陷的# 因为它太特殊 %>:>H5>?>;># 不共法&# 作为诸法差别 %限

定词& 是无效的,

独断的!!!这个词表明一切法都是被设定的# 而不是作为 )现有的* 而被

预先发现的# 或者用更确切的词来说# 就是 )胜义* %精神& 或 )世俗* %经

验& 的持存# 也就是说# 佛教中终极的现象不能进入这样或那样的 )无想定*

%指让认识内容成为冥想对象的有效而直接的成就&, 每一个独断的意识行为都

需要一个独断的行动者, 并且由于没有 )我* 来担当先验主体性# 我们必须在

法自身中寻找行动者, 这将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两种法!!!设定的法#

充当不在场的先验主体性# 还有被设定的法, 因此# 我们再一次被引向这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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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独断的* 限定也太特殊# 不能涵盖所有类型的法# 或者# 如果它要涵盖#

那么它需要法以外的东西# 即先验主体性# 它是能够承担一切被设定的法的

)有法* %H5>?@E;&,

)客观的* !!!单引号意味着诸法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的. 因此它们是主观

的# 因为没有第三种情况被给予, 但是# 佛教中若没有主体# 它们又怎能是主

观的呢- 主观的意思是添加一些主体或由主体制造出来, 我们排除了虚幻的精

神建构 %遍计所执性& 的自我, 那么# 我们的准主体性 %mG>:EK:GF B̂96EJE6R& 又

是什么呢- 所以# 第三种差别 %JE:B:>;>& 的哲学意蕴是不能成立的, 诸法要么

是无引号的客观的# 要么是主观的, 它们不可能是不在场的主观的, 现在剩余

的问题是不借助任何加了括号的客观性来定义它们, 在这里# 我想补充一句#

客观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性# 实质上的存在, 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客观诸法的

客观知识# 通过这种可能性的怀疑# 悦家丹断绝了为唯识学观念论提供经得起

推敲的现象学解释的最后机会,

悦家丹定义中最后一个要素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因为法不会是

)环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作者的解释方法是通过环境的# 悦家丹领会到没

有任何对象是外在于认识和理解本身的 %L?>5R># 所取. JE:>R># 境. LD9>?>#

尘&, 括号里列出的是三个同义词# 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有些东西是 )能取*

%对象& 却不是 )境* 因为例如把握# 是一种把握的情况# 意向活动的行为本身

和把握者被看作冥想的客观的目标和 )所缘*# 而 )尘* 是一切不共根 %E;K

H?ER>K:7B9ECE9& 对象的意向性视阈而非对象本身. 可以说 )尘* 作为 )根* %感

官& 的所取就像草所在的牧场# 而不是草本身,

基于这样有关佛教认识论本性的错误观念# 作者如何能将胡塞尔现象学方

法运用于唯识学呢- 悦家丹理解的现象学是我们错误观念在 )客观现实* 上的

映射, 然而# 寻找我们的真实身份的企图被这一理论遮蔽了" )我们通过投射于

对象的价值和身份来给予自身以价值和身份,* 这种情况在异常清晰的现象学中

也有# 但胡塞尔并未这样说" )我们能够把握到物理对象是因为我们有关于它们

和我们自身的理论* %同上&,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胡塞尔把发生现象学作为与

现象学方法无关的东西忽视了, 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我们自然态度中一切对象的

存在特征的设定纳入括号中# 让现象自身显现, 因果律属于此在 %T>:BE;& 领

域# 因此要经受现象学还原, 如果我们看到法称 %T5>?@>NE?6E& 的论说# 我们会

发现因果律是被称为自相 %:J>I>N:>;>& 的现象自身开显的适当的能量, 事实上#

因果关系在佛教逻辑中是终极实在的自相, 终极的现象在佛教先验逻辑的情况

中# 是我们的显现的 %现象的& 世界中一切因果能量的来源, 对于胡塞尔#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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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更彻底地发展了现象学方法的形而上学意蕴的马克斯/舍勒# 终极和纯粹

的现象是缺乏因果能量的# 他们是无力的 %并不能在此意义上被解释为现象学

在方法论上的无能为力&,

在重复了已经说过+ 被批判过的关于我和法的 )理论映射* %被解释为外在

的预设或我们理论的外化& 以后# 作者又提出了一个看似平常的命题# )依据佛

教我们从根本上缺失的是 4自我5# 同时我们对于 4事物5 疯狂地寻求和把握是

我们感到这一缺失的标志$$* %第 & 页&, 依佛陀的说法# 对自我持非存在立

场者是虚无主义者 %G995BH>J>HE;:&# 坚持自我永恒的是永恒主义者# 任何佛教

徒都应遵循永恒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的中道, 因此# 这就意味着佛教并不赞成

那种宣称在任何层面的现实中都绝对无我的理论, 而这种无批判性的主张在一

般佛教信众中广为流传# 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则并没有很清楚的存在理由, 唯

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强调佛教让我们免于对事物 )麦当劳化* %@9HD;>IHEZE;L& 的

追求# )像印度教这样的宗教可以使这种疯狂的追求形式化和稳定化*, %第 &

页& 在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中# 这是一个显著的非学术的且政治上不正确的声明[

怎样才能使 )6>?>6E:DN>@>6@>JEH* %认知主体渡过悲伤的尽头& 呢- 它也将被

解读为了发家致富而认识你自己吗-

)映射* %7?D̂B96ED;&# 一个揭示了语义潜在秘密的词来了, )他们对于世界

的蒙昧经验是自己的欲望和焦虑 %巴利文# >:>J># 梵文# >:?>J># 烦恼# 有漏&

的映射 %7?>6EFE@F># 影像&* %同上&, 我已详查数本字典以寻找一个将 7?>6EK

FE@F>作为映射的可能解释, '莫尼尔!威廉姆斯梵英字典( %?-3S=2(3#&4(/&

/($."<$2"8#(*&125/("- ,(A*(=2$#%& 解释为映像+ 相似性或现实世界的影子+ 相反

形式 # 因为这个词的词源表明它是在视觉上依赖于其他东西的图像, 最权威的

哲学术语梵文字典 '正理藏( %L%$%$&8="$& 第 2*4 页是这样解释的"

7?>6EFE@F>;>@1) >;GN>?>->@g

R65QHU+PQ;6>:6G :>H5>?@>:R>

J>:6G;>O7?>6EFE@F>;>@%%%g&

FE@FQ;G?V7>K7?>6E995QRQF5>J>;>@g

R>65Q@QRQJQHEKJBHQ;6E@>6B

#̂JBqJ>?>RD?FE@F>K7?>6EFE@F>KF5QJ>OE6R>H>G g

)7?>6EFE@F>* 在这里被定义为模仿# 或具有与一事物相同的属性 %法& 的

相似性图像, 或者# 按第二个定义所说# 它是一种与原型同构的投影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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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苹果和影像之间的关系 %原型和映像&# 按照吠陀的幻象学说# 是一种自在

%E:J>?>& 与个体灵魂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一次拥有了原型和从属的图像, 在我们的例子中# 我们所经历的现

象世界是真实的# 事实上# 是内在和先验!认知的真实反映图像, 根据这个定

义# 现象世界的性质是影像性的+ 依赖性的, 悦家丹博士在他书中第 & 页就是这

样写的, 然而在第 ) 页# 他是这样为我和法定性的" 构成现象世界的内容# 是幻

觉的虚构 %遍计所执性&,

据世亲所说# 有三种不同性质 %6?E:J>F5>J># 三性 & 的实在!!!想象

%7>?EN>I7E6># 遍计所执性&+ 本体论依赖 %7>?>6>;6?># 依他起性& 和形而上学的

完善 %7>?E;E:7>;;># 圆成实性&, 在连续的两页中# 悦家丹试图定义同一个对

象!!!现象的实在!!!借助于两个被排除在外的特性" 一是想象# 二是本体论

依赖, 这表明他对唯识哲学主要宗旨之性质的观点并非圆成实性的,

得知悦家丹是最优秀的唯识学者之一# 下面这段出现在本书第 * 页的断言

令人惊讶"

当一个人从根本上经验到认知活动和能力 +@GI>KJÊ;>;>' 阿赖耶识,'

觉悟 +即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我曾在或将永在, 就是解脱) 觉悟的结果就是

涅?00

这听起来很像无上瑜伽的口号而不像唯识学原理的证明, 一个人可以在纯粹经

验心理学层面使自己从自我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佛教徒意识形态上强制的人

格解体 %HB7B?:D;>IEZ>6ED;& 并未进展到 )人* 的当下解脱# 这样的例子有许多,

那么自我在心理学!现象学层面的觉悟与它在阿赖耶识 %根本识& 层面的觉悟

有何区别-

我们从佛陀言说中获得了描述心理学层面的无我论 %>;>6@>KJ>H>&# 这绝不

是一个预设或要求自我不存在的辅助定理, 在三部佛经中# 最重要的是 '无我

相经( %Q;>66>KI>NN5>;>K:G66>&# 佛陀明确地说了我不是什么!!!色不是我# 受

等也不是我# 因为如果它们是# 它们就会是永恒的+ 无痛苦的+ 不变的# 或者#

正如 '阿难经( %Q;G?>H5>K:G66>& 所说"

!!!S>@7>; >;E99>@HGNN5>@JE7>?E;>@>KH5>@@>@N>II>;;G 6>@:>@>;GK

7>::E6G@ .B6>@@>@>B:Dh5>@>:@E' B:D@B>66>/ E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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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瑜伽行派 %SDL>9>?E;:& 将佛陀潜在的先验观念论发展为成熟的哲学

体系# 并将自我作为最高的先验实在, 而且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阿赖耶识层面

一个人觉悟的事实就是成佛# 佛是一个人真正的先验自我# 而无我则适用于描

述现象学层面并以否定性的进展来执行趋向于终极真理的觉悟功能,

接下来在同一页中# 进一步对我们的苦恼的投射和再投射行为做出了精神

分析的解释, 我们将我们的不满和幻想投射为外部实在 %:>@:>?># 轮回&, 现象

学不是一种智障者+ 对现实不满者或性焦虑者的自助哲学, 它致力于在精神上

彻底倾听心灵声音的内在生活# 从纯粹先验现象的阶段出发# 进而达到先验主

体性的构成性区域, 至此# 随着他对唯识学中先验主体性之存在的否定性断言#

悦家丹此书的基本意图不可能实现了# 这本书要论证的正是唯识学是佛教现象

学, 通过 )佛教现象学*# 他领会了法的探究, 而且法一直被定义为变化着的遍

计所执性现象# 即服从存在之或然性法则的经验现象, 这提供了停止思考关于

如下声明的论证的理由" )佛教徒现象学家和西方现象学家的亲缘性有时是惊人

的,* 胡塞尔现象学与存在的相对性现象无关, 相反# 它通过各种现象学还原对

它们彻底地排除,

这里已经谈及# 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与悦家丹对唯识学的解释之间是否真

正存在任何 )显著的平行*#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多少是一项无用的任务, 对于一

个传统的现象学家来说# 显而易见的是悦家丹的现象不是胡塞尔的现象, 他的

书明确承诺了佛教现象学使命# 而读者们会发现# 试图寻找一些胡塞尔现象学

方法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有价值的应用是徒劳的, 第 4 页承诺的在第 2 页就被迅速

地否认了,

为解释唯识学不是什么# 悦家丹假设了三种形式的观念论"

/形而上学观念论,

/认识论观念论 %像是主观观念论# 主体被把握为不可还原的实体&

/批判的认识论观念论

这三种观念论范式 )完全不适合唯识学*# 因为唯识学对主体性 %我性& 的

幻象进行了整体解构, 但是在它的第一个阶段# 唯识学遵循着 )与典型的认识

论观念论相似的轨迹*, 对于唯识学来说# 将康德+ 胡塞尔+ 梅洛!庞蒂同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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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样一个非永恒的+ 痛苦的以及变化的主体看作" 4这是我的+ 这是我自身+ 这就是我5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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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认识论观念论* 是 )恰当的*# 因为他们都坚持我们应该从意识的视角追问

实在# 但是他们若将意识视为 )终极实在 %7>?>@>?65>K:>6# 胜义有& 甚至唯一

实在* 则 )大谬不然*, 是的# 这是确切的说法# 康德和胡塞尔被悦家丹开除

了# 因为他们涉嫌将意识视为实在的并宣称其为唯一实在,

如果本书的这一章是软件# 这样的指控将导致一个重大的安全漏洞# 现象

学的和其他 )批判的认识论* 的黑客会借以利用和破坏悦家丹的计划, 康德和

胡塞尔都没有将意识定义为唯一的实在# 唯识学也没有明确否认虚空 %>N>:>&

和二灭 %68D;E?DH5>:& 这样的第一义谛 %7>?>@>?65>K:>66>& 观念# 更不用说真如

%6>65>6>& 和实相 %H5>?@>6>或 F5G6>?65>6>& 了,

作者说唯识学展示出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 这种方法被描述为 )现象学*

%第 . 页&, 我们已经看到# )认识论观念论* 被评价为一种可以放弃的方法论#

是通向唯识学真正方法的绪论# 它将我们引向对先验自我进行整体性解构的前

景, 然而# 这本书的标题却误导性地暗示着经典现象学# 还有大量同样误导性

的说法大意是说 )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是目前工作所遵循的* %第 )) 页&,

诚然# 胡塞尔将其现象学计划界定为先验观念论# 但他自己和康德的先验观念

论不同# 这标志现象主义 %75B;D@B;>IE:@& 和现象学主义 %75B;D@B;DIDLE:@&

之间的根本差异, 康德哲学和佛教哲学是现象主义# 二者的范围都是认识被称

为现象 %法& 的感觉材料的真实性, 据悦家丹所说# 康德与佛教哲学的差别在

于" 唯识学的佛教哲学把一切现象都看作精神的虚构 %@B;6>IC>F?E9>6ED;&# 而非

物自身的显现!!!这与精神的建构 %@B;6>I9D;:6?G96ED;& 大相径庭, 先验观念论

被概述为 )一个关键的认识论问题# 承认知识源自认识# 但没有包含任何关于

实在的本性依赖于或创生于心灵形而上学的主张* %同上&,

然而# 这并不是以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一词断言唯识哲学的充足理由,

对莫里斯/梅洛!庞蒂而言# 他的身体一元论现象学对于阐释无著!世亲的心

灵一元论哲学并无裨益# 尽管一切后来的解释大致都说唯识性 %JÊ;>76E@>6?>6>&

并不是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观念论, 事实上# 唯识性并未如梅洛!庞蒂的现

象学的情况那样# 分配任何构成性角色给色 %?G7># 身体& 和想 %:>@̂;># 知

觉&, 如果我们说唯识学的现象学性在于对 )知识的构成性根源* 的强调# 那么

一切 &( 世纪早期的实证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也都应该被列入现象学哲学家行列

了, )哲学的异化* 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先验现象学之间依然存在# 尽管它们都持

反形而上学的立场,

唯识哲学真的展开了与胡塞尔相似的课题吗- 将唯识学命名为现象学# 必

须找到并证明唯识学存在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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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心理学

*%本质还原

4%本质直观

2%先验主体性

3%先验还原

/%主体间性单子论 %可选的&

直到那时# 哲学的读者才会确信在唯识学哲学中我们有一种原初的现象学

哲学课题# 唯识学就是佛教现象学,

从第二章 )胡塞尔和梅洛!庞蒂* 包含的内容看# 以上标准都没有被探讨

甚至触及, 相反# 我们发现了一个关于先验观念论的 )革命性* 定义"

这种观念论的 $先验% 意义在于它探究的对象是对于经验的先验条

件!!!这里的 $先验% 无非是指一个对象在经验中自身给予的构成性东西*

例如' 眼睛之于看是先验的00 +同上,*

先验现象学的合法对象是本质的 %BEHB6E9& 现象# 胡塞尔称之为纯粹形态学

实体 %aB:B;5BE6B;# 本质&, 如果它们不为先验主体所看到# 就不应被称为本

质, 先验现象学中构成本质的现象都是明见性的# 因为他们是自身显现的本质

%:BIF:6ZBELB;HBa>:5BE6B;&, 自身显现的东西对于认识的主体来说一定是透明的,

现象学的透明性观念没有一个分析!实证的位置, 在现象学还原的第一个阶段#

眼睛作为一个物理意义上的视觉器官也是还原中超越的对象# 和任何外部超越

的对象一样# 要被加上括号, 身体存在或心理上的内在事实并非认识的先验论

的标志, 而且# 超验的 %6?>;:9B;HB;6& 和先验的 %6?>;:9B;HB;6>I& 是两个不同

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 胡塞尔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超越性!!!外部对象的超越性

和内在事实的超越性# 后者是不完全和非本真地被给予我们意识的, 它是一种

颠倒智 %JE7>?E6>K̂;>;>&# 这种 )被歪曲的知识* 把心理!认知的事实变成了超

验的东西,

先验构造不是通过物理的眼睛进行的# 与之相类似的是我们在般若三昧

%冥想的智慧& 中看到的东西也不是由眼睛的作用构成的# 原因很简单# 一切视

觉感官的生理和意向活动在现象学的苦行 %还原# 苦行& 过程之前就已经被取

消了, 引证的另一个权威来自瑜伽# 定 %:>@>7>66E# 现象学本质直观的印度类比

物& 遵循取消一切基于扶尘根 % F>5E;H?ER># 外感官& 功能的心念 %9E66>KJ?6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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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操作模式&# 见 '瑜伽经( %@=5$&":*#$& #%4), 或如龙树 %->L>?̂G;>& 在

他很少被翻译的 '中论( %S:/$.$7-%$.$8$&8$#(8$& 中提出的中道 %@>;L>I>KJ>K

H>&# 彻底的觉醒平息了现象世界 %7?>7>;9D7>:>@># 戏论寂灭&, %参见 '印度

佛教经典( %;$:77-$&E-$#$*(&5#$2*-$.$/$& )3&,

脱离五官感觉来运用 )先验要素* 相当于虚妄分别 % 7?>7>;9E6>KJEN>I7>:#

现象的建构物& 的连续产生# 而瑜伽 %瑜伽行意味着一种瑜伽行为& 的终极目

的是终结意识世界的多样化行为并开始看到这样的现象之所是 %6>65># 如&# 从

定 %:>@>H5E;& 进入充满真理的法云地 %T5>?@>"IDGH& 状态,

胡塞尔经常从根本上反对任何以柏拉图的客观观念论来解释他的先验现象

学的做法, 而在悦家丹著作的明确断言中# 我们发现的恰恰正是这种对胡塞尔

现象学的柏拉图式理解"

通过 $观念论%' 胡塞尔意指了观念& 思想& 情感等区域' 换句话说'

意识经验的总体范围被构造出来并向我们呈现* +同上,*

)观念+ 思想+ 情感等* 的区域与任何其他本体论区域一样# 有两个基本组成部

分!!!此在 %T>:BE;& 和如在 %+D:BE;&, 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包括悬置了此在

要素在内的任何存在# 无论是超越的还是内在的# 并分析剩余的如在要素, 唯

识学要把握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与悬置构成此在的存在者不同# 佛教认

识论会很自然地假定这些构成物是不存在的# 因此它们的空屈服于一种未经反

思的形而上学决定论, 现代佛教认识论进一步宣称# 此在的成分已经被排除#

如同先验主体性一样# 从而下降为乞灵于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空论 %:G;R>J>H>#

虚无主义的& 的极端主义,

玩弄各种术语# 将其恰当的现象学意义付之阙如# 以证明自己是自由的主

人# 这种态度是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 悦家丹指出# )读者会发现现象学

和解构主义的术语在本书中自由地蔓延* %第 )& 页&, 我发现自己同意他关于

)自由蔓延* 的说法# 但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蔓延* 在事实上是如此自由#

以至于术语的使用与胡塞尔原初的语义毫不相干# 而毋宁表达了与胡塞尔相反

的含义和说法[ 需要警醒的是# 现象学术语的使用并不能证明一个体系中的概

念可以根据其他概念来复制# 也并无助益# 因为现象学术语的使用暗示了术语

背后的概念与原初概念并不相符, 作者至少可以同样成功地使用量子力学现象

学 %mG>;6G@K@B95>;E9>I75B;D@B;DIDLR# uM$& 的词汇来表达他关于唯识学的概

念 %事实上是JEN>I7>:" 分别&, 或许# 悦家丹未被告知胡塞尔所使用现象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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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正确含义# 但他完全能够胜任的是说胡塞尔 )对于重写和重构方面实际的

神经官能症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要将其公之于众* %同上&, 悦家丹未能指出胡

塞尔现象学不同于康德 )现象学* 的特质# 并错误采用了一个柏拉图式的框架

来描述# 他如此完美地意识到被称作 )胡塞尔* 的般若心识之流 % 7?>̂;>76E9

@E;H:6?B>@& 的各种变化的特征# 他可以 )背诵出这些特征及其更迭* %同上&,

)胡塞尔不认同自己* %第 )* 页& 的断言并不能取消现象学研究者的这一责任#

即展示胡塞尔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特殊身份# 并坚持这个身份, 悦家丹否认有一

个立足于现象学概念化身份之上的胡塞尔, 这使他所有的进一步 )现象学* 研

究离题万里, 悦家丹没辨认出胡塞尔现象学作为启发式方法的特性!!!它不是

胡塞尔的方法# 而是胡塞尔自己确认的 )启发式关联* %第 )& 页& !!!他声称

)唯识学是一种现象学# 与胡塞尔+ 梅洛!庞蒂等密切相关# 即使不是同一的*

%页 )*&, 胡塞尔并不认同自己# 而唯识学却揭示了他的一些特性,

"

%陈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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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与唯识佛教哲学具体的相似性和 )身份* 的分析# 见 '意向性与阿赖耶识(, 关

于悦家丹佛教现象学的讨论记录可以在这个网站找到" 5667" ''888%5G::B?I%E;CD'>?6E9IB&3%56@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