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与现象学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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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按照藏传佛教的学说进路$ 采用其专业术语$ 讨论

了藏传佛教 !格鲁派和噶举派" 对心 !G?;F" 的阐释# 本文讨论的主

题如下,

)))心及其限定性特征

)))识的类别及其认知能力

)))识的流动及其相续

)))自我在心的结构中的位置和意义

)))关于心的冥想法门

文中包括一些对东方传统与西方现象学 !胡塞尔和英伽登" 的相

互比较# 它们是针对这一主题的两种不同进路, 哲学意义上的冥想和

哲学意义上的科学# 对东西方关于心的学说进行比较分析$ 既可以揭

示两种传统间的交汇$ 又可以说明两者间的差异#

引言!!!四圣谛

对本文所论及问题的最佳概括# 莫过于佛教基本教义中的四圣谛 %C5>f=HJ

-=KA>CJH65:&"



%)& 苦谛# 关于苦 % H;:@6?:W@96=JS& 这一真实法 %6JH>65?;M:&

" 的真理

%0)(% N0'%,#%/$N)"' -,&/

%'& 集谛 %CJH65:65@6@J>:=HJ9>:# 藏文1(' tN/('% %$N)"' -,&/

%4& 灭谛 %CJH65:65@6@J>9>::@6?=;:# 藏文t%&% -,t$N)"' -,&/

%*& 道谛 %CJH65:65@6@J>7@65:# 藏文#,3 %/$N)"' -,&/

从根本上说# 四圣谛指的是" 第一圣谛!!!我们一生都在面临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痛苦 %:HWW>J?;M&/ 第二圣谛!!!这些问题不是不

可避免的# 它们的发生都有其原因/ 第三圣谛!!!因此# 完全终止这些问题并

使其永远不再出现是可能的/ 第四圣谛!!!只要了解了如何消除这些问题产生

的原因# 就可以完全终止它们'

根据第一谛和第二谛# 苦的根本原因就是无明 %A@9X =W@8@J>;>::&' 也就是

说# 如果我们想要对自己所处的整体境遇有所改变# 那么无明 % H;@8@J>c

;>::& !!!要么对真相一无所知# 要么有着不正确的认知!!!就是我们要面对的

最深层的原因# 也正是我们真正需要消除的' 实际上# 第三圣谛所涉及的就是

真正中止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依据此谛# 我们能够消除它们' 然而# 四圣谛并

不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只有那些觉悟了的圣者 %5?M5ASJ>@A?L>F K>?;M:# 藏文

75@M:7@# 梵文@JS@& 才能洞察四谛'

作为前导性的问题# 四圣谛为下列佛教议题提供了讨论的框架"

!!!心及其结构

!!!作为描述经验基本方案的五蕴 %W?Y>@MMJ>M@6>W@96=J:&/

!!!作为问题根源的无明 %H;@8@J>;>::=WJ>@A?6S&# 以及

!!!假 (我) 与关于 (我) 的正见'

作为心的活动 %G>;6@A@96?Y?6S& 的心 %G?;F&

根据佛教的定义# 心 %G?;F# 藏文 :>G:& 是纯净明觉的 %G>J>9A@J?6S@;F

@8@J>;>::# 藏文M:@AJ?M6:@G&'

& 这意味着什么呢- 简短地说# 它指的是经验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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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可用65?;M:或 75>;=G>;@表示# 是指那些可见的存在' 谛 %CJH65:& 就是法 %65?;M:&' 在藏传佛教

中# 四谛中的谛 %CJH65:# 藏文 KF>; 7@& 并没有被视为一般命题 %M>;>J@A7J=7=:?6?=;:& 或真理

%6JH65:&# 而是被视为几种特殊的法 %75>G=;>;@# 藏文95=:&'

该定义主要出现在格鲁派教义中' 识 %9=;:9?=H:;>::# 藏文 :5>:7@& 的定义是清净明知者 %9A>@J

@;F X;=8?;M# 藏文 %0,#S.$'% 4$% -,&'



法 %65?;M:# 藏文 GS=;MK@& 时个体的, 主观的心的活动' 净 %9A@J?6S# 藏文

M:@A& 意味着产生了诸法可认知的表象 %藏文 p95@JK@&' 明觉 %@8@J>;>::# 藏文

J?M& 指的是认知上对净的追寻 %藏文 pnHM7@&' (纯) %G>J># 藏文 6:@G& 暗示

这一心理活动的发生无须一个独立的, 不受影响的, 完整的 (我) 去控制或观

察' 虽然有一个 (我) %#& 存在# 但那不过是基于千变万化之瞬间去经验不断

变化之万法所具有的连续性所做的某种归因罢了'

总的来说# 佛教对心的看法中的某些要素显然可以被西方的研究进路所接

受# 而其他的一些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由于上面的定义不是很清晰# 所以还

须做进一步的阐释'

"

@%心都是个体的' 我所经历的只对我个人而言是独特的' 它取决于我们身

体和心理的视角' 例如# 我观赏某一景象的体验绝不会与你的一样'

K%心的活动总是涉及某一对象 %=Kn>96# 藏文 SHA# 梵文 Y?:@S@境界!!!=Kc

n>96=W9=;:9?=H:;>::&' 我们不是仅仅在看# 在看时# 我们会看到一幅视觉图像/

在思考时# 我们会思考某一想法' 同样地# 心是对万法的不断变化的体验' 我

们心理活动的对象总是在变换着' 这一刻我们在看一面墙# 下一刻我们则在注

视身边的家人' 即便我们在盯着墙看# 我们的注意力也在非常细微地不断变换

着' 我们每一瞬间的经验都有不同的内容# 而且在不断变化# 就像一条流淌的

小河' 这些内容不仅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景象, 声音和思想# 还有不同的情感以

及各种不同层次的兴趣, 关注等等'

9%每个人的心或心的活动都在不间断地相续着 %9=;6?;H?6S# 藏文 :>G:

JMSHF# 梵文:@G6@;@&'

& 佛教解释说# 心的活动不仅在此世的有生之年不间断地

持续着# 而且无始亦无终'

这些说法可能会被绝大多数思想家所接受' 但是接下来要谈论的问题# 对西

方人的思考方式而言# 会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主题# 可能还会极富争议' 根据佛教

的说法# 心没有形式或者说心无色 %W=JG&'

' 它也不能被还原为某种物质性的东

西# 比如说用于描述神经活动的神经系统或电化学过程'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被

./2).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

&

'

这些说明就出现在 NA>b,>JL?; 所做的解释之后# 参见 C5>,>JL?; NJ95?Y>:&fH;F@G>;6@A:=WC?K>6@;

,HFF5?:G&̂>Y>A2" N;@AS:?:=F 65>U?;F @;F Z>@A?6S&"=M;?6?=; C5>=JS# .++-" ^̂N"4S$',4=.$6"0%=&3'

相续 %9=;6?;HHG# 藏文 JMSHF# 梵文 :@G6@;@& 是佛教用来表述身心在时间中的延续性的一个基本

概念'

尽管此处最初使用的词语是MLHM:# 该词在广义上等同于物质 %G@66>J# 藏文 K>G 7=&# 但是这样一种

关于心的概念似乎还是将英伽登在他的存在论研究中所提出的 (识的形式) % W=JG =W9=;:9?=H:;>::&

这一说法排除在外了' 参见Z=G@; #;M@JF>;# +7{J=?:6;?>;?> 8?@6@%"=;6J=Y>J:SVY>J65>Eb?:6>;9>=W

65>T=JAF&# T@J:@8$T-# ).0// 卷 )# 页 30'



英语翻译成 (G?;F) 的这种现象 %75>;=G>;=;&# 根本就不是实体 %>;6?6S&' 相

反# 这个词指代的都是心的活动!!!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心) 这个词

仅仅指示心理活动本身# 就如同看, 想, 触某物或想本身' 即便在入睡时# 也有

细微的心理活动' 此外# (心) 这个词并没有提到心理活动的媒介'

对心 %G?;F# 藏文 :>G:& 之定义的解释

对藏传佛教中关于心的标准定义进行分析# 尤其是从比较的角度进行分析#

是非常有趣的' 在这个定义中# 心是纯净明觉的 %G>J>9A@J?6S@;F @8@J>;>::#

藏文M:@AJ?M6:@G&# 净 %9A@J?6S# 藏文M:@A& 指的是制造一个心的对象的心的活

动' 如果用西方的观点来描述这一心理活动# 我们会说# 我们的心无时无刻不

在创造心的对象' 心的对象包括景象, 声音, 气味, 味道, 触觉或身体的感觉,

梦, 思想, 感情和情感' 定义里的第二个词# 明觉 %@8@J>;>::# 藏文J?M&# 指以

各种方式追逐某一心理对象所展开的心理活动' 体验某物必须通过看, 听, 嗅,

尝, 身体接触, 梦, 想或情感来感受它' 此心理活动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伴随着

理解' 制造一个心理对象并且追逐它# 净和明是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 它们的

发生是同时的而非相继的'

定义里的 (纯) %G>J># 藏文 6:@G& 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它暗示了制造

某物之表象并追逐之是心理活动所需的全部内容' 不仅如此# (纯) %G>J>&

这个字还不仅从必要性上# 而且从存在上排除了有一个具体的, 可寻的心或

媒介 (在这里) 造作景象或执行观看景象的行动'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 我

们的头脑中没有什么具体的, 可寻的 (我) 或者心# 来作为我们心理活动

的主动的观察者或积极的掌控者' 然而# (纯) 并不排除这样一个事实# 即

进行分别和自我控制的心所有法 %G>;6@AW@96=J:& 总是能与我们的思想和感

受相依相伴'

五蕴 %W?Y>@MMJ>M@6>W@96=J:# 藏文 75H;M7=# 梵文 :X@;F5@&

!!!对我们经验的描述

佛教对我们经验的描述并不围绕某一核心要素# 比如主体或个体来进行#

同时也不把我们自身视作某种内在或外在环境的中心# 而是看到其自身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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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 且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构成及其存在方式' 其根本理念是# 我们的经验

是由许多元素组成# 这些元素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我们经验的每一刻都包含了

众多的变量' 对这些变量的一个基本划分框架# 就是将它们分成构成经验的五

种聚合要素# 即五蕴 %藏文 75H;M7=A;M@&' 五蕴通常还可以被称作身心的集合

体' 蕴 %@MMJ>M@6># 藏文 75H;M7=# 梵文:X@;F5@& 的意思是" 许多成分的聚合'

每一蕴都依次由许多元素聚合而成' 每一可变元素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 其持

续的时间长短也各不相同' 五蕴 %藏文 75H;M7=A;M@& 是指"

%)& 色蕴 %65>@MMJ>M@6>=WW=JG:# 藏文 MLHM:XS?75H;M7=# 梵文 JH7@

:X@;F5@&

%'& 受蕴 %65>@MMJ>M@6>=WW>>A?;M:# 藏文6:5=JK@p#75H;M7=# 梵文Y>F@;@

:X@;F5@&

%4& 想蕴 %65>@MMJ>M@6>=WF?:6?;MH?:5?;M# 藏文pFH :5>:XS?75H;M7=# 梵文

:@Gn;@:X@;F5@&

%*& 行蕴 %65>@MMJ>M@6>=W9=G7=:?6?=;@AW@96=J:# 藏文 pFH KS>F XS?75H;M

7=# 梵文:@G:X@J@:X@;F5@&

%2& 识蕴 %65>@MMJ>M@6>=W9=;:9?=H:;>::# 藏文J;@G:5>:XS?75H;M7=# 梵

文Y?n;@;@:X@;F5@&

五蕴涵盖的范围非常宽广# 因为它将无常 %;=;:6@6?9# 藏文 G?J6@M7@# 梵

文@;?6S@& 的万法均包含其中'

" 我们经验的每一刻都包含了来自每一蕴的一种

或多种成分# 而且构成我们经验的每一种可变要素都在某一蕴之中' 对五蕴的

基本解释如下"

%)& 色蕴是指我们经验的每一刻都由一种或多种色法 %W=JG:=W75S:?9@A

75>;=G>;@& 构成' 这些色法总共包括以下 )) 组" %@& 五尘 %W?Y>:>;:=JS=Kc

n>96:&" 色 %:?M56:&, 声, 香, 味, 触 % 75S:?9@A:>;:@6?=;:&/ % K& 五根 %W?Y>

75S:?9@A9=M;?6?Y>:>;:=J:&" 眼, 耳, 鼻, 舌和身/ 还有单独的一组 %9& 只能靠

心才能分辨的一切色法 %W=JG:=W75>;=G>;@&'

%'& 受蕴' 受蕴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经验的每一刻# 不论是否伴随

着感觉或心理认知# 都有某种程度的满足感相伴# 这些感受在极乐到不苦不乐

再到极苦的范围内变换着'

..2).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

无常 %;=;:6@6?9&?G7>JG@;>;675>;=G>;@# 藏文G?J6@M7@# 梵文@;?6S@& 是藏传佛教中针对万法所做

的两重划分中的其中一重' 另一重是恒常 %7>JG@;>;675>;=G>;@# 藏文J6@M7@# 梵文 ;?6S@&'



%4& 想蕴是指# 在我们经验的每一刻# 把某一关注对象的本质特征从不属

于该对象的特征中区分出来# 即将某物从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立刻与所见的其他

事物分别开来'

%*& 行蕴包括了其他四蕴范围之外的所有影响经验的变量' 识蕴将在下文

中再做说明'

根本识 %7J?G@JS9=;:9?=H:;>::>:& 和辅助识

%:HK:?F?@JS@8@J>;>::>:&

!!!认知的手段 %藏文 :5>:7@心法&

心的活动 %G>;6@A@96?Y?6S& 主要有两类" 根本识 %7J?G@JS9=;:9?=H:;>::>:#

藏文J;@G:5>:& 和辅助识 %:HK:?F?@JS@8@J>;>::>:# 藏文 :>G:KSH;M心所&# 也

称作心所有法 %G>;6@AW@96=J:&' 根据唯识宗 %"5?66@G@6J@# 藏文:>G:6:@G 7@&

的教义"

# 还有第三类" 自证知 %J>WA>b?Y>@8@J>;>::反思意识# 藏文 J@;MJ?M&'

所有藏传佛教体系都承认有六种根本识" %)& 眼识 %G?MM?J;@G :5>:&# %'&

耳识 %J;@K@pAJ;@G:5>:&# %4& 鼻识 %:;@p#J;@G:5>:&# %*& 舌识 %A9>pAJ;@G

:5>:&# %2& 身识 %AH:XS?J;@G:5>:&# %3& 意识 %S?F XS?J;@G:5>:&'

识蕴 %藏文J;@G:5>:XS?75H;M7=# 梵文 6$J',', 01,').,& 就是由这六种

根本识组成' 根本识 %藏文J;@G:5>:& 只能分辨诸法的本性或种类 %;M=K=自

性&' 比如# 眼识仅能分辨眼睛所见之物' 在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认知理论

中# 意识被看作一个单一, 完整的要素# 可以认知所有类型的认知对象" 看到

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尝到的, 身体接触到的# 以及心里所想的一切对象' 与

之相反# 佛教的认识论则根据每种识赖以产生的感官 %9=;M;?6?Y>:>;:=J# 藏文

FK@;M7=# 梵文?;FJ?S@根& 来区分六种识'

辅助识 %:HK:?F?@JS@8@J>;>::>:# 藏文:>G:KSH;M& 与根本识一样# 也只

是一些认知的手段' 其中一些所起的作用在于帮助根本识认取 %B)S$' -,&

对象' 另一些则给这种认取附加某种情感要素' 一个辅助识构成的网络协同

根本识每一刻的运作# 并且网络中的每个辅助识都享有与其协同的根本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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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 有四种按照传统依序从 (最高) 到 (最低) 排列着的教理系统# (较高的) 则是指那

些对佛陀教法做出较充分诠释的学说# 它们分别是" %)& 中观派 %藏文 FKH G@7@# 梵文G@F5S@G?c

X@&/ %'& 唯识宗 %藏文:>G:6:@G7@# 梵文9?66@G@6J@&/ %4& 经量部 %藏文GF=:F>7@# 梵文 +@Hc

6J@;6?X@&/ %*& 毗婆沙部 %藏文 KS>KJ@M:GJ@7@# 梵文Y@?K5@:5?X@&'



全相同的五种特性'

"

自证知 %J>WA>b?Y>@8@J>;>::# 藏文J@;MJ?M& 伴随着对某一对象有想以及

无想认知的每一刻' 它只关注并分辨进行认知的其他识" 根本识和辅助识'

自证知并不认知所关注的根本识和辅助识的认知对象# 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就

是使得这种认知可被忆念 %J>9@AA?;M# 藏文 FJ@; 7@# G?;FWHA;>::& ' 作为一种

独立的识# 它被唯识宗所接受' 对应成派 %$J@:@;M?X@# 藏文 65@ApMSHJK@&

而言# 这种功能是由认知活动本身完成的# 并暗含证解 %@77J>5>;:?=;# 藏

文 :5HM:A@J6=M:7@& ' 有效的认知不仅对外可以把握认识对象# 对内还可以

把握其自身' 对一个对象的证解 %藏文 J6=M:7@& 意味着一种关于对象的正

确的, 决定性的认知'

唯识宗与应成派之间的差异# 与现象学中关于认知手段的两种倾向很类似"

胡塞尔的强反思意识 %:6J>::?;MJ>WA>b?Y>9=;:9?=H:;>::& 和英伽登的自我意识,

贯穿体验 %_HJ95A>K>;&' 如果对佛教和现象学所说的心的结构以及我们的经验

进行比较# 就会产生许多问题' 在此# 由于受论文篇幅所限# 我最好只围绕一

个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我或自我!!!是什么- 它如何存在- 为了对此有所说明#

必须先做一些介绍'

对实相的无明 %H;@8@J>;>::=WJ>@A?6S# 藏文 G@J?M7@&

!!!最深的层次

当我们沿着第二圣谛所开启的道路去追问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时# 最终会归

结为无明 %H;@8@J>;>::# 藏文G@J?M7@&' 有两种形式的无明' 其一# 我们对

自己行为的因果无明# 如果我们以破坏性的方式行事# 就会造成麻烦' 这属于

业 %X@JG@# 藏文A@:& 的层面' 在另一个更深的层次上# 我们讨论的是对实相

%J>@A?6S& 的无明# 因为我们习惯性地在认知活动中认为事物以所谓 (自义有)

%?;5>J>;6>b?:6>;9># 藏文J@;MKL5?; 自性& 的方式存在'

& 根据一些佛教徒的

说法# 某一自在之物# 如果它存在# 那么它一定是通过自身力量而天生

%?;;@6>& 存在的' 有时候# 它被当作该事物内部所具有的, 使之成其所是的

.)3).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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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细节描写# 参见 @̂6?Z?;K=95@S*$') $' @$N"+,' D()).$03# +;=8 ?̂=; $HKA?9@6?=;:).0)# 第

)2!'0, *4!/*页'

关于这一术语的详细说明# 参见 @$N"+,' D()).$03 ,') 7."'&3"'&#&%/1,' K(+#$'"&?L&3-,4,+$6"FE

',#/0$0'



某种特性或定义性特征而被谈及' 它会是内在于事物中的某种真实之物# 比

方说一张桌子# 正是从其内部可寻的, 永存的而且是以自力永存的某物# 使

它成为了桌子'

我们对于实相之无明的另一面是对自义有的执取 %MJ@:7?;M&' 也就是说#

事物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一种以具体 (事物) 而存在的表象# 而我们也相信这

就是它们真实存在的方式'

" 我们认为# 事物在我们面前的呈现方式与真实

相应'

藏文 (L5>;)# 常常被译作 (MJ@:7?;M) %执取, 抓取& 或 (9A?;M?;M) %执

着, 黏着&# 需做进一步的阐释' 它所指的 (取) 并非如我们用手取物一般# 它

指的是一种认知方式# 是指执取某一对象' 这种认知习惯是寻常的谬见 %F>AHc

F>F Y?>8&' 根据应成派 %$J@:@;M?X@& 的说法# 对实有 %6JH>>b?:6>;9># 藏文

KF>; 7@JS=F 7@胜义有& 的执取是寻常的谬见# 因为它伴随着一切有情众生

%:>;6?>;6K>?;M:# 藏文:>G:9@;# 梵文 :@66Y@& 有想无想的每一刻# 它也意味着

众生还未获得对实相的究竟理解'

&

藏传佛教声称# 无明 %H;@8@J>;>::# 藏文G@J?M7@& 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问题和烦恼的真实根源和真正原因' 我们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 也不理解那些

事# 我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奇怪想法# 并对它们深信不疑# 然后生活在一个不

可能存在的幻想世界中' 这种无明关乎真实的本质 %65>;@6HJ>=WJ>@A?6S&"

人!!!我们自身和其他人!!!是如何存在的# 我们周围的一切现象是如何存在

的' 关于自身# 我们存在着一种误解# 由于这种误解# 我们设想自己以假 (我)

的方式存在'

'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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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于此# i%,%T?A:=;还解释道" (这一原理是指# 通常的观念和想法根本上都是错误的# 是由无

明 %?M;=J@;9># 藏文G@J?M7@& 控制着的# 为了获得觉悟 %>;A?M56>;G>;6# 藏文 KS@;M95HK&# 人

们必须确定事物真实的存在方式# 然后还要确实按照那种方式去观照它们') %T%R%也强调了这

一点& i%,%T?A:=; @4,'0#,+$'% D()).$03 ?4&3 @$N"+,'# +;=8 ?̂=; $HKA?9@6?=;:# ->8 g=JX# )..0#

第 4.2 页'

有情众生 %:>;6?>;6K>?;M:& 都被称作凡夫 %=JF?;@JSK>?;M:# 藏文:=:=t?:XS>K=&# 直至他们参悟了

自义有 %A@9X =W?;5>J>;6>b?:6>;9>& 的不足或是领悟了法无我 %:>AWA>::;>::=W75>;=G>;@# 藏文 KF@M

G>F 7@& 之前'

佛教关于法的核心教义是" 法并不以它们看上去存在着的方式存在'



正见" 世俗 (我) %9=;Y>;6?=;@A(G>)&

取代假 (我) %W@A:>(G>)&

佛教在假 (我) 和正确理解的 (我) 之间进行了区分' 根据印藏佛教传统#

我们拥有一个 (我) %#或G>&# 这个 (我) 可以被标记到构成我们个体主观经

验的每一刻且无时无刻不在流转相续的五蕴之上'

" 这个 (我) 就是世俗

(我)' 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 (我) 始终在那里# 但我们给它附加了一些东西#

一些特殊的性质# 进而夸大了它' 对某人自我之真实存在 %6JH>>b?:6>;9>& 的求

取是以世俗 (我) 为目标的# 但我们对它的认知方式却是把它当作了假 (我)'

因此# 我们将世俗 (我) 投射到各种不可能的奇怪的存在方式之中# 并认为它

如此存在着# 而这种做法根本无涉真实'

对假 (我) 和世俗 (我) !!!要一步一步来分析' 为了澄清混乱, 驳斥

假 (我) 并正确理解世俗 (我) # 我们需要在构成我们主观经验之全部要素

的五蕴框架下# 对 (我) %#或 G>& 进行仔细分析' 我们会分几步# 从理解

的几个层次上来展开论述' 每个层次会涉及对某些归因于 (我) 的属性进

行辨识并加以反驳' 最终# 这一做法可使我们获得对于 (我) 的正确理解'

佛教拒斥的第一个层次乃是有着三种特性的自我 %:>AW&'

& 第一种特性

是!!!用佛教的术语来说!!!自我是恒常不变的 %7>JG@;>;6或者 :6@6?9# 藏文

J6@M&' 这意味着# (我) 在任何时刻都不会改变# 且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 因此

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第二种特性是# 自我是一完整之物 %M9?M&# 这意味着它

是一体的 %G=;=A?65&# 没有任何暂存之部分# 也没有任何作为其构成的侧面'

在某种意义上# 这意味着自我总是唯一的和相同的' 有人会说# 绝大部分人会

认为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 也许这跟内心某处总有一个完整的真 (我) 存

在着的感觉有关' 第三种特性是# 自我是独立自存的 %:>7@J@6># ?;F>7>;F>;6#

藏文J@;MFK@;M9@; 对应于 =8; 17=8>J17=::>::?;M&# 因此它可与任一蕴相分

离# 简言之# 它可与身心相分离# 进而可以赖其自身而存在# 也可以在死亡后

离开'

.43).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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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里有一种最基本的说法# 即那些重要的传统经典已经对无我 %:>AWA>::;>::# 藏文 KF@MG>F 7@#

梵文 ;@?J@6GS@& 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这里的陈述和讨论方式都依循了,>JL?;的做法# 同前引'

藏传佛教各宗的教义 %藏文MJHK G65@& 都宣称# 没有人是 %)& 恒常不变的 %7>JG@;>;6&# %'& 不

由部分组成的 %7@J6A>::&# %4& 独立自存的 %?;F>7>;F>;6& %J6@MM9?MJ@;MFK@;M9@; MS?M@;ML@M&'



我们可以在现象学中找到此种对自我的理解' 比如# 在英伽登看来# 为自

我保留一个独立的位置# 且这个真实自我!!!他称为个人自我构成的独特性#

不受时间损害是有可能的' 在 *人与价值+ %*,' ,') :,#("& 一书中# 作者

宣称"

在我整个的生命之中$ 无论我的灵魂还是肉体发生了多少改变$ 甚至

是一些深层的多方面的改变$ 无论我对这些改变是多么的清楚明白$ 都丝

毫不能动摇我对自我的感受# //尽管随着斗转星移$ 时间能使一切可能

变成必然$ 然而它对我及自我却不能触及一分, 它冲我席卷而来$ 又匆匆

流走$ 任由我复归平静#

"

(我) 是恒常不变的这一想法导致我们认为可使自身从因果关系中挣脱出

来' 此外# 正因为我们错误地认为自我的存在可与诸蕴分离# 所以我们才会觉

得与自己的身体和感受如此疏离' 比如# 在某种危险的情况下# 我们会试着朝

里缩来保护自己# 就好像我们会消融进另一个层级中一样# 在那里有一个珍贵

的小 (我)# 我们可使之不受任何伤害# 而且也不会受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

响' 不仅如此# 我们还希望可以切断自身与所有事物的联系# 使我们在不受任

何其他事物影响的情况下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变的一

样' 这种愿望就是自我中心或自私自利的基本前提或思想基础'

佛教洞察到# 具备三种特性的这种 (我) 没有涉及任何真实' 在第一个层

次上# 我们能够确信# 我们自身之为 (我) 不是恒常不变的# 也不能与我们的

身心相分离' 但是# 我们仍然会认为# 这一非恒常的 (我) 是一个主宰者或掌

控者!!!它是某个人或某样东西# 通常居于我们的头脑中# 做出决定并控制发

生的一切' 视 (我) 为一掌控者的想法会使人类产生幻觉# 认为自己可以成为

至高无上的存在# 甚至可以掌控自然和万物'

&

在第二个层次上# 我们需要明白# 把 (我) 视为掌控者或主宰者# 这样一

种错误认识没有涉及任何真实' 没有一个这样的 (我) 在里面# 或是身处幕后

体验种种事物或执掌种种事物'

即使我们明白作为一个内在掌控者的 (我) 并不存在# 我们仍然会认为和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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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个 (我) 可以凭一己之力就能被认识到# 并且完全通过其自身# 而无须

同步地看见, 听见, 想到或是知道它所依存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会认为" (我了

解我自己)# 就好像除了知道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亲朋, 我们的财

产等等之外# 我们还能够知道某一自我就是 (我) 一样' 在此# 在这第三个层

次上# 我们要意识到# 这样一种靠其自身就可被认识的 (我) 也没有涉及任何

真实'

唯我 !G>J>1#$ 藏文 ;M@6:@G" )))作为心理标签的世俗 %我&

最后你会问" 如果我们连甚至是最细微层面上的假 (我) 都予以驳斥# 那

么我们还会剩下什么- 回答是" 剩下的是那个作为将主观经验中各种变幻要素

的个体相续性加以整合的手段而存在的 (我)' 在格鲁派中# 它也被称作唯我

%G>J>1## 藏文 ;M@6:@G&' 据应成派的说法!!!藏传佛教中最高深的哲学体系#

(我) %#或 G>& 的存在是一种世俗方便# 乃是依据心理标签建立起来的'

" 心

理标签关系到以下三者" %)& 心的标签 %A@K>A& 或贪求 %?G7=:?6?=;&" (我)

%#或G>&/ %'& 标记的基础" 身心的聚合要素/ %4& 标签所谈及的对象"

世俗 (我)'

这是最有趣也最吸引人的佛教观点之一' 然而# 这一微妙难解的观点会令

人感到相当困惑' 在藏传佛教中# 一个人所谈论的 (我) %#或G>& 的确是存在

着的'

& 但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观点来看# 这个 (我) %#或 G>& 是世俗的 %9=;c

Y>;6?=;@A# 藏文 XH; JFL=K&' 所以# 我们正以世俗的方式在经验着一切" 我们在

看# 在感觉# 等等'

然而# 这一世俗 (我) 并不是一个语言实体 %A?;MH?:6?9>;6?6S&# 它就是

(我) 这个字所意味的# 它的意义就建立在不断变化之要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的

基础上' 这个世俗 (我) 是在否认其为我们头脑中的控制者的情况下的一种抽

象' 问题是# 就好像我们头脑中有一个声音的发出者一样# 也好似真有一个掌

控者在里面' 它向我们显现我们真正是谁# 而且我们也相信它是真的# 但那并

不是它存在的方式'

现在我们来澄清这一点' 根据应成派的观点# 我们运用 (我) 这个词来指

.23).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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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它是假有 %?G7H6>F >b?:6>;6:# 藏文 K6@M:S=F# 梵文 7J@n;@76?:@6&'

佛教否认印度教不同派别对阿特曼 %@6G@;& 的确信# 但是佛教不否认有一个世俗 (我) %G>&' 这

一世俗 (我) %G>& 或 (人) %7>J:=;# 藏文M@;ML@M# 梵文 7HFM@A@补特伽罗& 确实存在着# 尽管

其存在并不是像阿特曼 %@6G@;& 或 (灵魂) %:=HA& 那样'



称每时每刻五蕴经验的某种个体延续性!!!行走, 谈话, 观看以及百种诸行'

这就是 (我) 这一标签的基础' 而且这一标签必须是适当的, 有效的'

"

(我)

这个词指的是世俗 (我)' 但是# 谁或者什么才是 (我) % (#) 或 (G>)& 呢-

它是某种非常模糊的东西# 我们唯一能说的就是当它被充作 (我) 的标签基础

时# 它就是 (我) 这个词所指代的东西' 然而# 如果我们认为# 可以在我们的

身心这一面找到某种特殊的, 单独定义的特征标记# 并能够被正确地标注为

(我)# 那么我们就错了' 看上去好像在我之中有某种可寻的, 使我成为 (我)

的东西!!!某种限定性的特征# 使我成为 (我) 而不是 (你)# 它可以使 (我)

被正确地标示出来' 我们也许能够理解# 这个 (我) 不是一个掌控者# 它无时

无刻不在变化之中# 不是一体的# 也并非与诸蕴相分离# 也无法凭其自身就能

被认识# 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 有某种独特的东西在那里# 使我成为 (我)' 对

格鲁派而言# 那也是一种错觉' 尽管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但在我们自身内部

却没有任何可寻之物使我们成为这个个体'

佛教经典里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是给某人贴上 (国王) %藏文JMS@A7=& 的

标签'

& 此处# 我们会看到在两个佛教派别!!!自续派 %+Y@6@;6J?X@# 藏文 J@;M

MSH 7@& 和应成派 %$J@:@;M?X@# 藏文 65@A0MSHJK@& 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 某

人像个国王一样存在# 是因为依据了 (国王) 这个标签和观念' 如果不存在有

关国王的社会习俗# 那么显然# 没有人可以成为国王' 问题是" 是什么使标签

变得有效- 自续派说# 事物在其自身中有某种可被发现的可限定的内在特征#

可使事物如其所是地被正确标示出来' 那么# 肯定有某种东西在国王自身中使

他成为国王# 所以他才能够正确地被贴上 (国王) 的标签'

应成派不赞成这种说法# 而主张在这个人自身中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可以使

他成为国王的东西' 当然# 就世俗而言# 存在着许多限定性特征' 一个在某种

专制制度下统治一国的人就是国王' 关于国王是什么# 确实有一个限定性特征'

如果没有什么是可定义的# 那么事物的运转将会变得不可能# 不过那也仅仅是

世俗的 %9=;Y>;6?=;@A# 藏文 XH; JFL=K&# 而非终极的 %HA6?G@6># 藏文 F=; F@G

胜义& 实在 %J>@A?6S&' 并没有什么限定性特征像可寻之物一样在对象中实际存

在着# 并凭自身之力就可以使某人成为国王' 因此# 从应成派的观点来看# 想

要用某种在我们自身内使我之成为 (我) 的可寻之物来证明我们的存在# 这也

.3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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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派 %$J@:@;M?X@:& 声称#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约定和规则# 可使我们正确地贴上心理标签# 而无

须有什么可寻之物存在于对象之中'

N%,>JLA?;# 同前引'



是我们的某种愚昧无知和对实相的无明# 尽管这是最微细的一种无明'

上述分析的结论是#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在我们或是其他人自身之中# 是

否有某种可寻之物# 可以使我们成为 (这个) 或是 (那个)- 应成派的回答是#

(我) 不过是 (我) 这个词或观念在诸蕴基础上所指称的对象# 但是在诸蕴

中!!!在身体或是心灵中!!!都不存在任何可寻的作为 (我) 或作为某一限定

性特征的个体标记的东西' 标签的基础, 名称的范围# 与被标示的对象# 以及

被指称的现象# 这些不可能是同样的东西' 它们是不同的# 此非彼# 彼非此'

在i>WWJ>SI=7X?;:看来# 这一点非常有趣# 因为"

如果研究到这里$ 你似乎也理解了如何把这一切拼接起来)))你明白

了标示的基础和被标示的现象何其不同)))而你还没有如坠云雾之中的困

惑感$ 那就意味着你还没有得其门而入#

"

因此# 世俗 (我) 就像一个幻觉# 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在那里4

它看上去很具体# 然而却并不真实# 就此而言# 它确实像一个幻觉' 问题是#

在我们看来# 好像是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在那里# 而且我们也相信那是真实的'

佛教在谈到我们看来是真实无疑的虚妄之见时# 所指出的正是这种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 在大乘佛教 %U@5@S@;@# 藏文65>M95>; MS?95=:& 教义看

来# 每一个体存在者都有某种永恒不灭的东西# 虽然如此# 它并不是恒常的#

也不是静止的' 佛教宣称# 最细微层面的心或心的活动# 与支持生命的最微妙

的能量# 都生生世世永不停歇地延续着# 最终# 这成了贴上世俗 (我) 这一

标签的基石' 在无上瑜伽 %@;H66@J@S=M@& 这一怛特罗 %6@;6J@& 的最高阶段中#

这一最微细层面的心或心的活动被称作 (明光心) %9A>@J1A?M56G?;F# 藏文

p=F M:@A&'

执取实有 %QJ@:7?;MW=J65>6JH>>b?:6>;9># 藏文 KF>; pFL?;

实执& 作为投射假 (我) 之源

根据藏传佛教教义# 没有什么静止不变的东西潜藏在我们的世俗 (我) 之

下# 因为它确实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但是# 即便我们看到了这一事实# 只要我

./3).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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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在执着实有 %藏文 KF>; pFL?;&# 就说明我们并不想去承认它' 对人的实有

的执取# 会把某种程度上的假 (我) 映射到世俗 (我) 之上# 并且还会使我们

相信这一假 (我) 是真实的' 无论是对我们自身的世俗 (我)# 还是对以任何生

命形式存在的任何个体的世俗 (我) !!!人 %藏文G?&, 动物 %藏文 FHF pMJ=&,

鬼神 %藏文S?F8@M:& 等等# 人们都可以这样做'

让我们来看看执着实有之后# 接下来会有什么' 在哲学领域# 它开启了通

往各种类型的实在论学说的大门' 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层面# 如果我们混淆了世

俗 (我) 与假 (我)# 那么我们会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建立在其他人的看法上'

一旦有人不赞成我们正在做的事# 我们就会认为 (我是个糟糕的家伙# 我真是

一点用也没有)' 如果我们根据假 (我) 来思考问题# 我们会用个人情绪来对待

他们的批评# 进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 世俗 (我) 可以说

更客观'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这都是基于世俗 (我) 来

进行的' 两者间显然不同'

不仅如此# 在执着实有的基础上# 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令人烦躁的情绪和

态度' 这些都是心所有法 %G>;6@AW@96=J:&# 当它们产生并与我们的感官或心理

的认知相伴随时# 会让我们失去心灵的平静# 从而失去控制' 它们会使我们自

身或其他人感到不舒服# 有时甚至是很不舒服' 最常见的恼人情绪是三种叫作

烦恼 %@WWA?96?=;:# 藏文 ;S=; G=;M五毒# 梵文 XA> @& 的有毒情绪和态度" 愚痴

%=K:9HJ@A?=;或 ;@?Y>6S# 藏文M6?GHM&, 贪爱 %A=;M?;MF>:?J>或@66@95G>;6# 藏文

pF=F 95@M:& 和嗔恨 %@Y>J:?=; 或 5=:6?A?AS# 藏文 L5>:F@;M&' 愚痴指的是附有破

坏性心理状态的无明' 当我们陷入贪欲中时# 我们会夸大我们所没有的某物或

某人的好处# 进而感到我们非拥有它不可' 嗔恨是一种粗野的心理状态# 它会

夸大某物或某人的坏处# 进而想要伤害它或除掉它'

关于无我 %+>AWA>::;>::# 藏文 KF@MG>F 7@& 的

冥想 %G>F?6?=;&

无我 %+>AWA>::;>::# 藏文 KF@MG>F 7@# 梵文@;@6G@;& 是阐明佛教哲学的四

大核心教义之一'

"

+>;:H A@JM=一词指的是一切现象内在统一性的缺失' 就人

.0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另外三者是" 苦 %65>H;:@6?:W@96=JS;@6HJ>=WG?;F&, 我们所熟知的世界 %65>8=JAF @:8>X;=8

65>G&# 涅?寂静 %?G7>JG@;>;9>@;F 65>7>@9>=W;?JY@;@&'



%7>J:=;:# 藏文M@;ML@M# 梵文 7HFM@A@& 而论# 它意味着上面所讨论的完整, 永

恒, 独立的抑或是自足的人的缺失'

"

佛教想要解决我们的烦恼# 但不是暂时的# 而是想要阻止它们# 使其永不

再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首先以克服对实有的执取为目标# 因为实有是使我

们陷入烦恼的假 (我) 的根由'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围绕无我 %+>AWA>::c

;>::# 藏文 KF@MG>F 7@& 进行禅修 %G>F?6@6?=;# 藏文:M=G 7@# 梵文 K5@Y@;@&'

有两种基本的禅修# 一种叫作止 %9@AG@K?F?;M# 藏文L5?M;@:# 梵文:5@G@65@&#

就是使心清晰稳定地持续集中在某一对象上/ 另一种叫作观 %:7>9?@A?;:?M56# 藏

文A5@MG65=;M# 梵文Y?7@:5S@;@&' 观 %A5@MG65=;M&# 建立在止 %9@AG@K?F?;M&

的基础上# 指的是一种心灵所处的独特的感知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心可以洞

察法性' 禅法的运用是为了解决我们生命中出现的问题!!!如第一圣谛已详细

阐释的那样!!!但要获得并维持关于 (我) 的正见# 光靠冥想还不够'

止是心灵的一种寂静安稳的状态# 而不仅仅是集中精神' 它不只是排除障

碍以保持专注的心灵状态 %藏文6?;M;M>pFL?;# 梵文:@G@F5?&# 还是专注特定所

缘的一境三昧 %J6:>1M9?M&'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心所有法 %:>G:KSH;M& 与之

相伴# 即身心的轻安 %W?6;>::# 7A?@K?A?6S# WA>b?K?A?6S# 藏文:5?; :KS@;M:&' 身心轻

安的感觉是感受方面的心所有法!!!在轻安的状态下# 非常适合去做点什么#

因为注意力可以完全集中在所做的任何事情上' 它是振奋和愉快的# 同时又不

会造成干扰'

心的存在方式

止 %9@AG@K?F?;M& 本身并不具备精妙的识别和伺察 %F7S=F 7@& 的心理要

素'

& 止的实现意味着伺察和轻安已经出现# 它们一同使叫作胜观 %:7>9?@A?;c

:?M56# 藏文A5@MG65=;M& 的心所有法得以产生# 胜观是心灵殊胜卓绝的观照状

态' 胜观中的轻安# 是一种完全适合于去分辨和彻底理解任何事物微妙细节的

感受'

..3).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

&

人们应该注意到# 佛教中的 (位格) %7>J:=;5==F& 观念远比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传统所接受的观

念要宽广# 因为 7>J:=;:是指一切有情众生 %:>;6?>;6K>?;M:# 梵文:>G:9@;&# 而不是仅指人类'

伺察 %:6@6>=W:HK6A>F?:9>J;G>;6# 藏文 F7S=F 7@& 是对某物属性之精微细节的主动了解# 并对全部

细节进行彻底的审查' 虽然它很可能是由言语思维 %Y>JK@A65?;X?;M& 引生的# 但它并不必然包含言

语思维'



在禅修中# 有一点非常重要# 即我们首先要确认在自身的经验中我们是如

何持有各种各样关于我们自身的观点的# 然后还要确认我们需要拒斥哪些观点'

如果我们想要看到我们用来投射自身的幻想并没有指示任何真实之物# 那么#

我们必须要能看到那样的幻想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去了

解它'

佛教中的禅修是从听取正确的解释开始的' 第二步是思考它# 以便我们领悟

它' 我们需要领悟我们听到或读到的东西# 并信服它们的正确性' 接着# 实际的

禅修可使我们已经听到和领悟了的一切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使我们与之融为

一体' 通过不断的反复练习# 禅修将这种领悟能力作为我们的一种有益的习惯建

立起来' 我们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做到通晓禅修的对象'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

为无明在我们所有人中都隐藏得非常之深' 首先# 我们要让自己从基于理论的执

取习惯中解脱出来# 这种执取习惯来自我们学习的某些非佛教的实体观' 其次#

随着禅修的深入# 我们要让自己从自动形成的执取习惯中解脱出来' 接着# 也是

最后# 我们要使我们的心不再制造和投射关于实有的种种表象'

藏传佛教与现象学!!!比较分析纲要

对佛教思想和现象学进行一些比较评述是有意义的' 这样的分析既可以揭

示两者间的共同点# 又可以指出两者间争端之所在' 关于两者间的共同点# 其

中之一就是 (超验的主体性之域) %:75>J>=W6J@;:9>;F>;6@A:HKn>96?Y?6S&# 在现

象学中是由悬搁 %>7=95>& 一词所揭示的' 胡塞尔指出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他

指出# 就每一客观实体和每一事实而言# 它们的内部都有其存在和识别的基

础'

" 这一说法与佛教的观点非常接近' 我们在此仅援引其中一例' 杰出的藏传

佛教大师# 第三世噶玛巴让礒日佩多杰 %C5?JF R@JG@7@Z@;MnH;MZ?M7>_=Jn>&

在 *识, 智分别论+ ;.,0+4, &' 2$0+$'%($0.$'% D"+Q""' L&'0=$&(0'"00,') 74$3&4E

)$,#<$0)&3 %藏文J;@G:5>:S>:5>:pKS>F 7@p#K:6@; K9=F& 中写道"

三界 !世界和万法" 唯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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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作者而言# 外部现象与觉察之识虽然表现不同# 但却有着相同的本

质" 心' %胡塞尔& 生命超验意识中的无尽连续性和缺乏限制# 与 %佛教& 心的

相续流转在关注的重点上很类似' 与佛教观点非常相似的还包括结论 %9=;9AHc

:?=;&# 那是胡塞尔围绕人的先验主体性深思熟虑之后提炼出来的' 他注意到#

哲学家无法充满敬意地信服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并赋予他们意识和理性的说法#

因为这一说法太过幼稚# 他写道"

悬搁 !>7=95>" //使我们理解到$ 这个对我们而言存在着的世界$ 因

其存在和可被判定而成为我们的世界$ 它从某些可证明的先验的完成特征

!6S7?9@A?6S=W@99=G7A?:5G>;6" 中获得存在感)))在某些神秘的思考中可获

得证明$ 而无法被创造#

"

我们可以将其与佛教圣典中的相似说法进行对比"

万法并不存在$ 像物不同于识一样# 它们的表象仅仅是经验自身的识#

无论是小的微尘还是大的形体$ 诸法都是心# 因为并无独立的外物存在$

像梵天这样的创造者并不存在$ 要明白这一点#

&

因为在现象学的先验界与佛教对心的看法之间# 有着极富意味的相似性#

所以# 精确描述胡塞尔所说的先验界# 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佛教所说

的心和识意味着什么'

在这些解答之外# 在这两种传统围绕哲学术语和概念所做的理论阐释中#

也有着若干相同之处' 例如# 应成派 %$J@:@;M?X@& 所列出的作为 %人与物& 存

在模式的 (空) %>G76S&# 可与英伽登所使用的存在论术语 (分析) %@;@AS:?:&

进行对比' 一方面# 我们有着这样的一些存在方式# 例如"

!!!自相有 %;@6HJ@A>b?:6>;9># 藏文J@;MM?G6:5@; ;S?F XS?:MJHK 7@&# 即

>:6@KA?:5>F KS8@S=W?6:=8; 95@J@96>J?:6?9;@6HJ>

!!!自义有 %?;5>J>;6>b?:6>;9># 藏文 J@;MKL5?; MS?:MJHK 7@&# 即 >:6@Kc

A?:5>F ?;5>J>;6AS

!!!自体有 %=Kn>96?Y>>b?:6>;9># 藏文J@;MM?;M=:;@:MJHK 7@&# 即>:6@Kc

.)/).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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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F WJ=G?6:=8; :?F>

!!!真有 %>b?:6>;9>@:?6:=8; J>@A?6S# 藏文S@;MF@M7@JMJHK K@&

!!!胜义有 %HA6?G@6>>b?:6>;9># 藏文 F=; F@G 7@JMJHK 7@&'

"

另一方面# 在L&'+4&6"40/K6"4+."CA$0+"'="&?+."<&4#) 一书中# 也包含了

围绕几对现象学术语所做的谨慎分析# 例如"

!!!自在的实事 %:>AW>b?:6>;6>;6?6S&# 非自在的实事 %;=; :>AW>b?:6>;6>;6?6S&

!!!原生的实事 %7J?G=JF?@A>;6?6S&# 派生的实事 %F>J?Y@6?Y>>;6?6S&

!!!独立的实事 %?;F>7>;F>;6>;6?6S&# 相互依存的实事 %;=6?;F>7>;F>;6

>;6?6S&

!!!绝对的实事 %@K:=AH6>>;6?6S&# 相对的实事 %J>A@6?Y>>;6?6S&'

&

但是# 尽管有许多的一致性# 我们也不能忽略两者间的那些基本的冲突'

一个基本的对立涉及自我 %>M=& 和识 %9=;:9?=H:;>::& 的存有状态 %=;6=A=M?9@A

:6@6H:&'

心的存在方式

饶有兴味的是# 主体# 这一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哲学中如此关键的概念#

居然没有出现在佛教有关心的看法中' 在现象学中# 可以说# 无涉主体的纯意

识是无法想象的'

' 甚至# 似乎我们围绕佛教对心, 识的看法已说明的一切# 都

指向了与现象学主流思想相反的方向' 例如#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 作为意识主

体的纯粹自我 %>M=& 是稳定的, 绝对同一的和必要的'

(

主要的分歧点是什么呢- 根据藏传佛教# 万法随缘而起 %藏文J6>; KSH;M&#

其性皆非自存 %:>AW1>b?:6?;M&# 也就是说# 都是空 %>G76S# 藏文:6=;M7@&' 领

悟空性 %H;F>J:6@;F?;M=W>G76?;>::& 在所有佛教宗派中都非常关键# 因为正确

的领悟空性 %藏文:6=;M7@;S?F& 就是正确领悟实相 %J>@A?6S&' 万法皆在它们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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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心 %>::>;9>G?;F& 中# 然而心却并非真实# 心本是空 %藏文:>G:XS?;M=

K=:6=;M7@&'

" 这一说法将佛教观点与胡塞尔的说法区分开来# 在胡塞尔看来#

纯意识是一种绝对的, 固有的存在# ;HAA@(J>) ?;F?M>6@F >b?:6>;FHG %无须存在

者也可达到存在&'

&

只要现象学家还是真实自我 %:>AW& 的支持者# 他 %或她& 就会反对佛教认

为心是基于无明 %?M;=J@;9># 藏文 G@J?M7@& 而产生的不正见 %@WWA?96>F Y?>8#

藏文A6@K@;S=; G=;M:9@;& 的说法' 这种不正见一般是指身见 %65>Y?>8=W

65>6J@;:?6=JS9=AA>96?=;# 藏文tn?M6:5=MA@#6@K@&# 即把某人自己的身心看作是真

实的 (我) 或 (我的)' 在胡塞尔的哲学思维进路中# 我思 %>M=165?;X?;M& 是

占据主导地位的' 然而# 这引发了许多问题# 尤其是关于他人的我 %65>=65>J

#& 和交互主体性 %?;6>J1:HKn>96?Y?6S& 的问题' 至于哲学家自身# 胡塞尔注意

到先验还原 %6J@;:9>;F>;6@AJ>FH96A=;& 会导致某种特殊的孤独'

' 问题是# 这样

的孤独是否在哲学上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其他人# 胡塞尔在他的超验主义学说

中秉持了始终如一的看法# 他还说了一些令人困惑难解的话" 我们都# 来自于

我# 然而也内在于我 %8>1@AA# WJ=GG># S>6?; G># 6==&'

( 佛教哲学不是以自

我为中心的' 它宣称# 正因为不能辨识心的空性# 人们才会认为有一个自我存

在# 并执取之' 这样做的后果#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对佛教和现象学的观点进行比较# 就会出现许多问题' 对意识该如何考察-

通过内省, 反思还是冥想- 我们是否能够训练和改变我们的意识之流- 对于微

细深层的意识# 我们是否能够言说-

还有一些主题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比如" 两种传统中思想 %65=HM56& 和情

感 %>G=6?=;& 的属性# 识的延续以及死亡与再生的问题'

无疑# 有许多理由使我们有必要考察现象学与佛教哲学之间的联系# 并对

.4/).心" 在藏传佛教中的存在, 结构及活动方式

"

&

'

(

这是一些可见于藏传佛教中的标准说法# 详细说明了关于实相 %J>@A?6S& 的根本观点" %)& 心本空#

心无色等 %C5>G?;Fp:>::>;9>?:>G76S# ?65@:;=W=JG# 9=A=J>69%藏文:>G:XS?;M=K=:6=;M7@J>F

MLHM:F@;F X5@F=MA@:=M:7@S=MG@J>F&' %'& 可使万法显现于心中的乃是明 %NK?A?6SW=J@;S65?;M

6=@77>@J?; 65>G?;F ?:9A@J?6S%AHG?;=:?6S& %藏文M@;MS?; ;@:>G:A@:5@J65HK 7@M:@AK@J>F&'

%4& 不承认空性者# 必执取自我 %#W=;>F=>:;=6J>9=M;?L>65>>G76S>::>;9># =;>9A?;M:6=@:>AW%

藏文 ;M=K=:6=;M7@G@:5>:;@KF@MA@tFL?; MS?S=MJ>F&' %*& 不承认明性者# 必执取他者 %#W

=;>F=>:;=6J>9=M;?L>65>95@J@96>J?:6?9=W9A@J?6S# =;>9A?;M:6==65>J%藏文J@;MKL5?; M:@AK@G@:5>:

;@:ML5@; A@0FL?; MS?S=MJ>F&' 就这样# 基本的二元性 %FH@A?:6?9@66?6HF>& 出现了'

IH::>JA" I)""' I%同前引# 第 )20页'

+

t

8?

#

9?9X@# 同前引# 第 '/2页'

同上# 第 '/'页'



现象学这一西方思想的最高成就做出更好的解读' 在哲学面临全球化趋势的背

景下# 围绕这一领域展开更加严谨的工作# 是未来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希望#

本文作为这一努力的起点而能有所助益'

!译者, 秦瑜"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