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人的宗教)神话态度与胡塞尔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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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 重估东亚人的宗教!神话态度# 这项任务是否有意

义- 第二# 胡塞尔现象学与该任务是否相关- 为了批判性地反思现代化的种种

问题而去证明重新启用传统态度之必要性# 这并非难事' 对于像环境危机这样

的迫切问题做出常识意义上的解释# 就是说明这种尝试之重要性的一个好的例

证' 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胡塞尔明确地把中国, 印度以及

所有的非欧洲文明看作是和哲学及其先验现象学不相干的东西而排除的'

从当今的多元文化趋势来看# 显得有些褊狭和沙文主义的是" 在 ).42 年的

(维也纳演讲) 中# 胡塞尔声称欧洲文明天生就有一种目标 %>;6>A>95S&# 并且

所有非欧洲文明将不得不使其自身欧洲化# 而 (我们欧洲人将永远不会!!!例

如# 将自己印度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海德格尔当时曾认真尝试向中国古代

思想学习# 并试图克服欧洲形而上学传统'

&对有关现代性, 后现代性和文化传

统的争论而言# 海德格尔仍具有影响力# 而胡塞尔之影响则过早衰退' 这一点

很遗憾# 因为我相信他的现象学给对欧洲以外文化传统的批判性重估留下很多

空间' 为了用胡塞尔现象学来反思东亚传统# 我们应该首先考察他的一些具体

主张# 然后再思考东亚的宗教!神话态度' 在此基础上# 我将思考其现象学观

念的重要意义# 从而得出结论# 即这些观念恰恰是我们重估各种文化传统时唯

一的共同理性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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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出人意料地断言" (传统上有效的东西是可以彻底放弃的# 或者其内

容可以哲学的方式来接替# 从而本着哲学理念得以重新成形' 这里# 最突出的

例子就是宗教' 由此# 我要把多神宗教排除在外')

" 他没有多加解释就继续说#

独一性是上帝概念中本质性的东西' 上帝的本体有效性和价值有效性# 是从人

的立场出发作为一种绝对内在纽带而被经验到的' 胡塞尔所谓的人的立场当然

是他自己立场# 即把上帝逻辑化为绝对的逻各斯的承载者'

& 胡塞尔坚信的是#

真正的哲学或科学以及真正的理性主义是同一种东西'

' 因为这种形而上学的一

神论# 他那可能产生丰富成果的生活世界转向# 就不能向非欧洲文化传统求取

思想资源'

胡塞尔认为# 客观!科学的世界奠基于生活世界的明见性' 对他而言# 只

有对主体相关的前科学的在世生活的直观# 才是实际上首要的东西' 这个 (只

有)# 和旧传统一样# 有着轻视意见 %F=b@& 的色彩' 具体的生活世界是科学的

真理世界植根的土壤# 因此他对两者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及其谜题般的存在方式

感到困惑'

( 他并没有去研究这个谜# 而是撤退到生活世界的一般结构!!!这个

结构本身不是相对的# 但所有存在物相对地与之相关联'

) 因此# 他的生活世界

转向导向一种存在论!!!它用来探讨其不变的结构# 即普遍的先天生活世界'

至此# 传统和习俗的丰富主题就被置于一边而由哲学替代' 如果我们再次转向

先验的态度 %即悬置&# 生活世界本身也就转变为单纯的先验现象' (现在可以

表明# 它可以说是具体的先验主观性中的单纯的 0组成部分1# 与此相应# 它

%生活世界& 先天地展示其自身为一般先验之物的普遍先天中的一个 0层

次1')

* 带着这样的看法# 他可以去分析几何学的起源# 而对宗教!神话态度没

多少话可以讲# 后者被放入括号搁置起来' 要是我们盲目地追随其先验主体性

的明见性# 我们就不会从他那里得到多少帮助' 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论题的理

论# 而我们的探讨以多维度进路为前提# 对此而言# 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显得不

合适'

作为胡塞尔的先驱之一的笛卡尔就比较谨慎' 他审慎地将其国家与基督教

世界的道德, 政治以及宗教的规范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因为他不想越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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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方法的界限' 幸运的是# )0 世纪的思想家们并没有承继笛卡尔这种心智

上的禁欲主义# 他们身体力行地将其原理运用到了宽广深远的视域' 在 *波斯

人信札+ 中# 孟德斯鸠正是用笛卡尔的原理来批判道德和宗教传统' 卢梭将笛

卡尔的清楚明白的标准用到道德主体性上并说出了这样的箴言" 如果没有神圣

的存在# 只有恶人才具有理性权利# 好人则是背理的'

" 从这种道德神学出发#

康德的道德哲学有了它的实践理性之公设' 胡塞尔的笛卡尔主义能够有所扩展

吗- 若需尝试# 未必要走孟德斯鸠的路子' 我们可以简单地就其绝对明见性的

不可能原理进行一种悬置# 然后再深入东亚的生活世界'

从 )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屈辱以来# 我们东亚人就开始了对自己的文

化传统的重新诠释' 我们想知道欧洲文明的殖民扩张的秘密以及我们无力应对

来自西方的挑战的原因' 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强国# 而中国渐渐地重新获得其力

量与尊严# 这一事实并不能减少我们对亚洲之历史的批评意见' 无论日本, 中

国和韩国取得怎样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 其原因是我们屈就并成为西方的勤奋

学徒' 进步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变得更加 (欧化)# 虽然其意义并不确切' 甚至#

在我们尽力保存并强化自身传统的某些特定方面的时候# 我们也没多少人会认

为这些方面具有普遍性而足以将世界 (亚洲化)' 大多数亚洲人会同意我的看

法# 即欧洲文明是目前存在的唯一的世界文明' 但是# 当欧洲对这个世界的征

服和文化殖民发展成总体性的时候# 征服者似乎已经失去了勇气' 正如马克

斯.韦伯注意到的# 他们悲叹其生活意义以及作为世界祛魅之后果的自由之丧

失' 而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 欧洲化或西方化# 绝没有一个给大众带来了解放

和物质繁荣的过程'

欧洲化有何用呢- 我们能够反对它并回归美好往昔吗- 可悲的是# 没有那

美好往昔可回归' 鲁迅# 中国革命的先知# 把整个中国传统判作四千年的吃人

史' 在他的短篇小说 *狂人日记+ 里# 主人公喊道" (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

吃人的人') 带着与卡夫卡类似的现实主义# 鲁迅用一个 (完美结局) 来开始这

个故事!!!狂人 (已早愈# 赴某地候补矣') 中国传统有这样一种侵蚀力# 它能

把任何反抗性的批判者卷入其中并 (治愈) 他# 最后将他变成这种体制的温驯

奴仆'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我们才能领会鲁迅的夸张说法# 并理解 '( 世

纪 3( 年代 (文革) 的野蛮无度所产生的新一代吃人者'

和所有革命一样# 中国革命既是旧中国之延续又是对它的极端否定' $$

与一种极权统治的变种相权衡# 儒家的教化在更为实用的意义上倒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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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鲁迅和毛泽东的批判# 它有一种普救论意义上的 %H;?Y>J:@A?:6?9& 合理

性内核# 并且至少与现代性的世界观部分相容' 实际上# 儒家思想是东亚在建

设新工业经济 %-#E:& 过程中所动用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 然而# 对该问题应

该予以分门别类的研究' 儒家思想和现代性之间部分兼容# 意味着它们也可能

有着共同的问题# 在此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我的工作假说 %8=JX?;M5S7=65c

>:?:& 是# 儒家思想在东亚工业化的当下过程中是有助益的# 但它会在将来成为

诸多问题的顽固症结' 因此# 我想考察的是# 我们的宗教!神话态度是否可以

对西方及其共谋者 %儒家传统& 的强势主宰地位加以缓释'

尽管有可能堕为陈词滥调# 我还是要将东亚的宗教!神话情感概括如下"

%)& 对道德上的因果报应的深信/ %'& 关于相互归属和与子孙后代同为一体的

深厚感情# 这是由祖先崇拜产生的' 这些都是和宗教融合的一种日常实践结合

在一起的'

对于业报的信仰弥漫在东亚情感之中' 当然# 不唯独在亚洲# 报应毕竟是

正义根底里的东西' 古希腊就有由于过度造成的不公及其弥补的类似观念' 但

我怀疑这种情感是不是像亚洲那么强烈' (业) %X@JG@& 一词的源头# 可追溯到

*奥义书+' 在印度早期# (业) 发展出比较复杂的含义# 给翻译者造成了困难'

正如卡尔.I%波特 %R@JAI%$=66>J& 所指出# X@JG@的英译 (@96?=;)# 不能准

确地反映其含义' 他说# 在梵文哲学作品中# 以 XJ为词根的词带有当我们听到

(G@X>) 一词时的一系列期待'

" 中文翻译 (业) 更接近原初含义# 因为它有生

产劳作的意思'

& 在中国通常的佛教中# (业) 是一个核心信条# 即人永远不能

逃脱他的恶行所产生的后果' 佛教所论 (业) 的原初状态包含了三世之全部"

过去, 现在和未来# 但经中国接受后# 它就仅仅强调现在的行为和将来的报应

之间的因果联系' 这一转变反映了中国人注重现世的特点' 关于佛教境遇化的

同源存在论以及佛教的轮回说的悖论教义# 已经有不少研究和讨论' 然而# 这

些观念没能触动中国的大众'

通行的中国佛教!!!冯友兰将其区别于在中国的佛教!!!宣扬用无私的努

力去创造一个美好未来' 这样的观念出现在很多箴言当中!!! (乐善好施, 广

结善缘,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今生修来世福报)'

' 简言之# 通行的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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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人是因其所作所为而得到报应的# 所作所为不仅包括言行# 而且包括像

恶念, 贪欲这样的心理' 但是# 异于印度教的一般信徒# 佛教徒不是宿命论的

或决定论的# 并且是和种姓制度格格不入的' 对于转世# 我们没有什么明晰的

观念# 但并不否认它# 毕竟它是我们试图超出境遇化的同源之锁链的理由' 人

们愿意接受大乘佛教的救世论性质# 并乐于接受慈悲的神灵# 比如观音' 但没

有什么会像 (业) 及其相关报应之铁则那样# 深深笼罩着普通亚洲人的情感#

这也许是我们必须抑制自己以免陷入无心之过的唯一情态'

这种有着广泛影响的普遍化行为的意义是什么- 它就是" 在对 (业) 的信

仰中# 我们发现了一种情态 %+6?GGH;M# ,>W?;FA?95X>?6& !!!它可以作为生存分

析的一个课题' 然而# 与其尝试做一种此在分析# 倒不如选择停留于常识的世

界中' 从常识的视角# 我们会发现这种源于 (业) 的情态是与我们有关生态危

机的意识合拍的' 康莫奈 %,@JJS"=GG=;>J& 总结了四条生态学法则"

" %)& 万

事万物息息相关/ %'& 物有所归/ %4& 自然善知/ %*& 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解

释说# 生态系统是通过其动态的自身补偿的诸多属性稳定下来的# 这些属性如

果被过分强调# 就可能导致彻底的崩溃' 他警告说# 生态网络是个放大器# 某

处一个小的波动也可能会发生深远的巨大影响' 无物消失# 在自然当中没有所

谓废弃的东西' 康莫奈认为# 现在的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物质从地球

上提取出来# 并转化为新的形式注入环境当中# 物有所归的原则未被顾及' 其

后果就是# 大量有害物质在其不该在的地方越积越多'

康莫奈通过科学的考察所把握到的# 与我们对 (业) 的信仰有着惊人的相

似' 这有着重要的道德意义' 我们必须从技术的魔咒中醒来' 我们有必要在情

感上适应并专注于我们的情态# 比起现代 (文明人) 的自大与自恋# 这种情态

可以说是与自然的本性更为一致的' 拯救自然# 使之免遭不可修复的破坏# 是

东亚人的道德义务' 为什么我只说亚洲人- 因为我们的经济会破坏环境# 而且

其破坏力在一定程度上远超过西方工业力量所产生的损害' 虽然东亚的欧化在

文化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只是达到浅表的层次# 但对自然的肆意毁坏# 通过工

业化进程的强力推动# 其范围和强度正迅速赶上西方' 进一步说# 我们只是步

西方后尘这一事实# 并不能使我们免受报应的法则!!!相反# 因为相信 (业)#

我们更应为自己接受自毁的生活方式的行为负责' 现代化# 更确切地说# 对世

界的技术统治# 是西方完成的' 迄今为止# 我们的所作所为无法与之比拟' 恢

复对自然的敬畏感# 恰恰是我们能够也应当做的' 我们应当这么做# 以期在我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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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创造平衡# 否则就会置人类未来于险境'

这并不是说保护环境, 生态系统# 只是东亚人的任务# 西方人对于这迫在

眉睫的危机的紧迫感比我们更强烈' 但是# 我们对基因库的延续和持存有着更

浓厚的兴趣' 比起西方人来# 我们的贪欲与享乐一点也不少!!!很可能比他们

更自私自利' 但对我们来说# (自我) 意味着家庭, 宗族或者社团 %在日本&#

而不是个人' 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带来希望的特征' 虽然自私# 但我们厌恶那

种自毁的或助长恶业的观念'

关于报应的宗教情感在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方面不会有什么作用!!!

如果它仅仅是一种个人的 (业) 或者某个家庭的 (业)' 幸好# 佛教还有一种关

于集体的 (业) 的观念# 即由社会和国家造成的 (业)' 和西方伦理学家不相信

集体罪责不同# 佛教徒接受这一观念' 佛教的一个基本教义是这样的# 即一个

人应该否定个人的自我# 并让自己与其他存在者相关联# 最终# 包容一切有生

命的东西' 佛教徒认为个体和社会是不断互动的# 这种看法是他们攻击种姓制

度的武器' 佛教徒对集体报应的信仰# 以及我们在传统上和子孙后代的一体感#

可以恢复我们善于克制的旧习性' 在无意的自贬中被轻视了的我们的宗教!神

话态度# 现在可被视作潜在地具有理性的并且是和东亚以外的道德感相一致的'

如果科学的世界观和普遍的道德感实际上是和我们的前科学的, 宗教!神

话态度相一致的# 我们为什么要刻意重启我们的旧有信仰-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

抛弃旧包袱算了- 原因在于# 科学知识和精致的道德理论并不总是导致理性行

为# 而且我们并不总是认识到对我们而言什么是善的' 当科学和道德被归入诸

如末世论与个体灵魂之救赎这样的犹太!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时# 这些困难令

人感到惶惑'

重启我们的传统是件紧迫的事情# 因为东亚正在错误的方向上急速运动'

日本的经济已经超过美国和德国' 最近日本大幅度降低了其工业污染' 然而#

这一了不起的行为的另一面却是对其他地方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 新工业经济

那几条所谓 (小龙) 的情况如何-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状况告急' 在短时间内它

们对环境的破坏会达到无法修复的程度'

与中国相比# 这几小龙就不算什么了' 中国有着 )' 亿人口# 其经济的年增

长率在 )(�!)'�' 如果这种过热的经济保持其增长率# 不出几十年# 中国就

会变成一个完全成形的消费社会' 那样的话# 其工业废料的规模和分量将会在

几个世纪内就让地球变得不适合人居' 技术文明之所以能成功# 在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至今为止分享它的是西方人# 相对而言数量不多' 一旦中国完全工业化#

复杂的生态链将会超压至崩溃点' 具有残酷的反讽意味的是# 这是成功效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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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结果'

欧洲传统怎能说服我们去自制- 它不仅表面看来缺少自制的民族精神# 而

且仍有大量的强效因素会加剧危险的处境' 个人主义及其必然结果, 关于社会

的工具观, 知识就是力量, 末世论# 这些观念皆没什么好处' 自由, 自律, 道

德义务是个人主义的本质要素' 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认同以及与他者, 与后人的

相互归属感# 环境危机就不会唤起践行自制所需要的道德责任感' 金规则和定

言命令只有在我们移情于生活在遥远未来的人们时起作用'

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末世论尤为不利' 大多数宗教都拥有末世 %>:95@6=;&

观' 中国佛教产生了关于诸没落时期的观念# 在其最后阶段# 未来佛 %弥勒佛&

将会出现并建立千年之国以开启普度众生的新纪元' 这并非迥异于基督教和犹

太教的弥赛亚特性' 在弥勒信仰和伊斯兰的麦海迪 %U@5F?# 即救世主& 运动之

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类似' 但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还有其阴暗面" 其观念当中

有终结以及现世之毁灭, 将要到来的大灾难, 末日审判, 善恶对决# 等等' 在

这一传统中# 并没有给作为神圣 %即生命之源& 的以及作为生命本身的自然留

有余地' 古希腊的作为神性 %6=65>?=;& 的自然 %75S:?:& 观# 或者哲学意义上

的道家关于自然作为原初真理本身的观点# 皆迥异于末世论'

去年# 我们在韩国看到了末世论的最糟糕的表现# 这是个在东亚唯一受到

基督教强烈影响的国家' 有些基督派教会要求其会众为末日审判做准备' 整个

世界都在嘲笑这种骚乱# 但从一个 (真正的) 信徒的角度来看# 这真的很可笑

吗- 如果世界不过是上帝造物之全体# 而上帝并非其中任何部分# 那么关于这

场走向世界之寂灭的骚动就没什么可笑的了'

如果不考虑佛教的宇宙时间观# 万物的确显得是在作回返运动' 佛教对弥

勒普度众生之信仰与宇宙寂灭毫无联系' 如果抛开佛教的时间意识# 我们可能

会落入末日审判的想法之中# 其背后则是对除不远的将来以外的一切冷漠无情'

我们常被告知" 不要杞人忧天# 事情也没那么糟糕' 但我们能这样自得多久呢-

一两个世纪-

这种不良心态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思想习惯的评论" (他们在没有帮

助的情况下就能成功解决实际事务中遇到的一切小困难# 因此他们容易断言#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 一切都不会超出理智的范围之外')

" 在描

述美国式的笛卡尔主义时# 他不经意地给出了一幅关于东亚人的确切图景!!!

我们对于新取得的科学和技术窍门有着孩子般的自信' 我们的西方老师们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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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地注意到这些成就的种种危险!!!正如胡塞尔, 海德格尔, 阿多诺等人所看

到的那样'

我们已经尝到物质上的安逸滋味# 就变得贪得无厌# 把旧习惯忘得一干二

净!!!我们不再知道如何不去扰乱万物' 我们必定竭泽而渔# 为获利而榨干一

切# 这是典型的贱民资本主义和死气沉沉的社会主义的暴发户心态和做法' 只

有日本似乎准备克服这种可憎状态' 我担心# 东亚其他地方开始清醒的那刻为

时已晚' 我们的傲慢和自恋成为深深的亵渎' 康莫奈的 (自然善知) 所意指的

是# 虽然在驾驭自然方面略有小胜# 但就更大方面来说# 我们还是不知道自然

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的科学仍然原始# 因此对保持谦卑而言很有意义' 即使我

们对于自然有全面了解# 尽可能为后人保护自然# 才是明智之道'

我们嘲笑祖先们的泛灵论信仰# 觉得这是来自蒙昧时代的一种迷信# 但他

们可能有着比我们更健全的直觉' 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 即信仰科学万能# 没

有地方比东亚更强# 我觉得它正变成一个来自西方的污染工业和意识形态垃圾

的巨大填埋地' 但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而怨不得别人' 韩国和台湾地区# 带着一

种优越感跟随着西方和日本的步伐# 它们也很快会向南亚的较贫穷的国家倾倒

污染' 当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内在的殖民化延续的时候# 过去的宝贵遗产

就被无情地丢下了' 我们将自己的宗教融合的传统斥责为肤浅的宗教态度' 但

公元 2*3 年从印度到达中国的僧人真谛 %$@J@G@J65@& 说" (在中国有两件幸运

的事# 其一是没有恶魔# 其二是这一国度中没什么异端思想')

" 思想多元是可

能的# 因为中国人通常会容忍不同的宗教和教义' 宗教融合是相信人类的种种

理想之统一和平等的自然结果# 这些理想通过不同侧重点来表明自身# 但根本

上来说# 它们是在一个包含一切的同一者的创造中相互补充的' 陈荣捷恰如其

分地将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和谐共处称颂为一项非凡成就&

" (实际上所有绵延不

绝的宗教崇拜使得宗教融合的传统得以持存# 这就表明宗教融合是中国人之众

望所归')

'

在一个已经目睹过邪恶的宗教狂热和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时代#

这个世界有些需要中国的宗教融合传统' 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是一种一神论的

综合' 多神论的综合是一种语词矛盾# 因此我们不得让融合来替代综合' 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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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尔夸特 %VF=U@JaH@JF&# 一位敏锐而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家# 称颂多神论

是基于绝对真理的多元性质对政治权力进行的划分'

" 东亚的宗教!神话态度会

与这种多神论有关系吗-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回到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上来#

特别是回到胡塞尔的问题上'

对有些人来说# 读到胡塞尔所写的如下段落时一定会觉得尴尬" (从精神方

面说# 英国的自治领 %_=G?;?=;&, 美利坚合众国# 等等# 显然都是属于欧洲#

而爱斯基摩人或集市上围栏中展示的印第安人# 或长期在欧洲流浪的茨冈人#

则不属于欧洲' 很显然# 在这里# 欧洲这个名下所涉及的是精神上的生活, 工

作, 创造的统一体# 这种统一体具有其全部目的, 兴趣, 忧虑, 痛苦# 具有其

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 具有其机构和组织')

& 但是# 同样的读者不会觉得以下

的话有所冒犯或者有侮辱性' 谭嗣同 %)032!)0.0 年&# 维新运动中的一位杰出

的年轻烈士# 他曾写道"

中国数十年来$ 何尝有洋务哉2 //足下所谓洋务$ 第就所见之轮船

已耳$ 电线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 曾未梦见//凡此皆洋务之枝

叶$ 非其根本#

'

胡塞尔和谭嗣同有着一致# 但各自的侧重点有些许差异" 在胡塞尔那里#

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普遍科学 %G@65>:?:H;?Y>J:@A?:& 以及永恒哲学 %75?c

A=:=75?@7>J>;;?:&/ 在谭嗣同# 则是黑格尔式的客观精神' 早慧的儒家正确地看

到# 欧洲的优越性其实并不在于西方人所制造的机械和武器# 而在于其组织方

面的精巧与能力# 以及更高价值体系 %+?66A?95X>?6& 之建制'

胡塞尔并非社会思想家# 但他亦心怀一种普遍历史之观念# 这多少让人联

想到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 欧洲中心的普遍历史观受到像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这样的人类学家的批判' 这种批判近来已成为法国哲学中的一种潮流#

它用以纠正殖民主义将 (他者) 排除在普遍历史之外的罪错' 然而# 还有一个

令人苦恼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这样一种导向对 (他者) 文化特有价值的认

识和尊重的彻底自我批判# 为什么只出现在西方-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我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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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批判自己的传统# 是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以及处理内部的动乱' 一言以蔽

之# 我们批判地检视自身是 (为了赶上西方)# 但我们从未真正向世界敞开'

这里对我们的宗教!神话态度的阐述只是一种例证' 我是受到康莫奈的环

境危机观的激发# 没有它的话# 我不知道 (业) 会不会成为我的重要论题' 我

痛苦地意识到# 我的批判性反思属于西方参照系# 即使我也批判了启蒙和对世

界的技术统治' 在西方人看来# 我们东亚人口头否定的东西# 却在实际行动当

中被肯定' 这也是为什么我怀疑在这样一个多文化的全球民主之中所有神灵,

恶魔和妖怪是否都能同样主张真理的原因' 对于一个为了在宗教仪式上食用而

杀死菩萨的亚诺马莫 %g@;=G@G=& 武士# 列维!斯特劳斯会加以宽恕吗-

唯当我们有一个理性的规程或平台时# 我才会支持多样性文化的多头政治'

这种理性将必定是普遍科学的逻各斯' 这种逻各斯需要由谭嗣同所谓的 (法度

政令之美备) 来加以保护' 中国人# (中央之国) 的人们# 过去曾说# 不可能生

而是中国人# 而只能成为中国人' $$印度人则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不可接

触者 %95@;F@A@:&' 在日本建造 (大东亚共荣圈) 的时候# 除了日本人# 没有人

愿意生活于其中' 东亚传统的 (仁) 就到此为止吧' 就算是无比野蛮和罪恶#

西方人还是发展出了彻底的反思性思想# 因此作为该传统中的最彻底的思想者

之一# 胡塞尔才能够主张所有非欧洲人必须使自己欧洲化'

嘲笑伟大的思想家是轻易的# 我们肯定能找到胡塞尔现象学的缺点和天真

之处' 它并非其所宣称的那样是无预设的' 没有哲学如此' 但和其他理论相比#

胡塞尔的学说相对不受缚于特定的文化与传统' 他没有坚称思想 %_>;X>;& 只

在德国才有可能' 胡塞尔研究前谓述经验的本质结构# 因而他不会陷入分析哲

学的狭窄视野下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后者认为# 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进行

成功的解释# 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对胡塞尔来说# 真理的标准在于直接经

验的明见性# 移情则是其主体间还原的方法# 它可被扩展为一种不同文化间理

解的方法' 总而言之# 我觉得他的现象学是一种可为包括亚诺马莫武士在内的

所有人共享的哲学' 它不是一种内容丰富的哲学# 因为它缺少具体的普遍性'

但它很有资格成为一种一般的哲学# 从而作为一种可以评估不同文化传统的平

台之理性基础' 我想# 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在韩国和日本如此受欢迎并产生影

响的原因' 对其产生认真的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 他的先验现象学与大

乘佛教的唯识宗有很强的相合性' 这个论题当另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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