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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佛教瑜伽行派的教义中#

" 阿赖耶识 %AI>R>JÊdA;>& %简称阿赖耶& 学说

显得格外独特和复杂, 瑜伽行派或唯识学派 %SDLA9A?>D?\ÊdA;>JAH>:95DDI& 形

成发展于公元 *2( 年到 2(( 年# 并激励着印度和中国的其他追随者直到 . 世纪,

这个学派提出了一种主观观念论 %:GF B̂96EJBEHB>IE:@& 形式# 部分地回应了在公

元 & 世纪由龙树 %-ALA?̂G;>& 所开创的哲学运动# 这种哲学既否认经验世界的

实在性# 又否认自我的实在性, 瑜伽行派则试图建立心识的自我实在性# 以便

克服龙树教义所产生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

阿赖耶识 % )藏识* 0 ):6D?B5DG:B9D;:9EDG:;B::*1& 学说是瑜伽行派形而上

学的核心要义# 但是它似乎无法用一种清晰明确的概念来解释, 有时# 阿赖耶

识只被视为诸种心识元素之一# 这些元素或多或少具有平等地位, 有时# 阿赖

耶识似乎又具有主宰和根本的作用# 它有别于任何其他特定的心识元素# 并宣

称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地位# 即相当于普通经验时空世界的特殊来源, 那些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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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赖耶识比拟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

%一种自我中心的和特定的现象# 尽管它拥

有一般的共享结构& 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一种基本的和普遍的特殊现象# 它

是任何特定自我的基础& 的论述者# 都或此或彼地反映了这种起伏的面貌,

鉴于这种情况# 在本文中# 我希望略加比较佛教观念论中的 )阿赖耶识*

和胡塞尔观念论中的 )河流* %CIG &̀# 也称之为内时间意识结构, 我将特别指出

胡塞尔意识概念中的一个相位 %75>:B&# 在此相位范围内# 它能够阐明阿赖耶

识学说暴露出的某些理论问题, 我们将认识到# 在某种程度上# 河流和阿赖耶

识之间的相似性来源于两种哲学共同表现出来的意图# 即把自我体验的时空领

域之特殊性建基在某种原初意识之中,

本文将采取如下进程" 首先# 我将概述瑜伽行派体系的要点# 其中着重强

调阿赖耶识学说及其运作方式, 其次# 我将讨论胡塞尔的河流概念并初步与阿

赖耶识进行比较, 最后一节# 则致力于扩展到形而上学意涵的比较# 以求到达

其最高点. 但愿可以获得某些进入阿赖耶识学说内在问题的额外洞见,

一!阿赖耶识学说

借助于西方哲学术语# 佛教瑜伽行派思想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观

念论, 它的主要提倡者是 4 世纪后期的无著 %Q:>;

/

L>& 和世亲 %\>:GF>;H5G&#

他们从早期的 %对我们而言是匿名的& 佛经 %+j6?>:& 中获得灵感# 尤其是从

'解深密经( %<$.

/

7-(2(#.=A$2$ <F*#$& 和 '楞伽经( %T$2

/

8!)$*!#$ <F*#$& 中,

瑜伽行派主张唯有心识才是真实的, 因此# 外部的客观世界和 )内部的* % )E;K

6B?;>I*& 自我世界都是非实存的, 这两种类型的实在性都是心识转变的结果,

在此# 因我们的兴趣所在只涉及描述心识如何运行# 故而瑜伽行派所提出的支

持其观念论的诸种论证将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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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6Q%+E;>?E# '印度思想的结构( %P5B+6?G96G?BDC#;HE>; P5DGL56&# 伊利诺斯州# 斯普林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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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i?E>G 7̀DG?I5 i6GHBHG :R:6}@B\Êd>76E@A6?>& 中写道" )术语 4阿赖耶识5 包含有 4$$我们今

天称之为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全部领域5 $$* %巴黎" YEF?>E?EBQ;9EB;;BOD;D?i"5>@7ED;#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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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述始于八种心识的设定,

" 心识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是为了解释其不

同的功能# 借此心识功能在表面上 )施设* % )9?B>6B:*& 了一种实存时空世界和

内部自我世界的幻相, 这八种心识是" 五种外部官能 %视觉+ 听觉等& 算作第

一至第五识. 一种内部的官能中枢 %第六识&. )思量* % )@E;H*& 或恒审的心

识称为末那识 %@>;DKJÊdA;>& %第七识&. 以及阿赖耶识 %第八识&# 也称之为

藏识或宅识 %:6D?B5DG:BD?5D@B9D;:9EDG:;B::&+ 执持识或阿陀那识 %?B9B76>9IB

D?>77?D7?E>6E;L9D;:9EDG:;B::&+ 种子识 %:BBH 9D;:9EDG:;B::&, 然而# 就生成运动

而言# 按照其重要性的顺序# 第八识是第一的# 从心识真实存在的统一性到时

空世界中表面存在的多样性# 当然也包括许多经验心识# 都是其生成的, 它被

称为心识的第一能变# 来源于可以被描述为 )纯粹的* % )7G?B*& 或真实的心识

状态. 因此# 它是其他心识能变得以运行的基础或条件# 这些心识能变发生在

思量功能 %第二能变& 和六种官能 %第三能变& 中,

那么# 何谓阿赖耶识# 第八种心识呢- 无著在 '摄大乘论( %S$-!%!2$"$.

/

5#$-$& 中概述其性质如下" )一切染污的活动 %法& $$以果性摄藏它$$它

自己以因性 %5B6GF5>J>;>& 摄藏这些法 %H5>?@>:&,*

&

%译案" )一切有生杂染

品法于此摄藏为果性故# 又即此识于彼摄藏为因性故# 是故说名为阿赖耶识,*

'摄大乘论/所知依分(& 于是# 阿赖耶识就有两方面的特征!!!它以种子的形

式 )摄* % )?B9BEJB:*& 和 )藏* % ):6D?B:*& 活动与知觉亦即法 %H5>?@>:& 的

果# 并且基于这些种子进一步把活动与知觉归因于它, 简而言之# 阿赖耶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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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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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第 0&节# 铃木大拙 %T%P%+GZGNE& 译# %伦敦" UDG6IBHLBcXBL>; $>GIY6H# ).*& 年# 第 ).(

页&, 关于末那识 %@>;>:&# 参见无著 '摄大乘论( %M>5ARA;>:>@

/

L?>5>&# 第一章# 第 2. 节#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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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 参见世亲 '唯识三十颂(# 第五节# +,#$# 第 **4页 %+,"$# 第 *0* 页&,

无著" '摄大乘论(# 第一章# 第 * 节# 第 )* 页, 也参见 '解深密经( %+>@

/

H5E;E?@D9>;>+j6?>&#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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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H5>?@>:&

" 的能缘与所缘 %9>G:BH FR>;H 9>G:B:&,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 阿赖耶识的这种双重特征解答了一个困扰着任何观念

论的问题" 如果既没有持续的时空客体也没有持续的主观自我的实存# 那么如

何才能解释我们的体验之规律性+ 一致性和连续性- 瑜伽行派主张体验的这些

特性来自于阿赖耶识中种子的因果力# 种子有规律的 )熏习* % )7B?CG@B*& 其

他心识 %如佛经原典中所表达的那样&# 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辗转往复生起相

同的现行 %例如" 表面上持存的树+ 鸟等&,

& 由于阿赖耶识涵摄了思量识

%@>;DJÊdA;>& 的果 %作用&# 此思量识把我自己虚假安立为一个持续的实体#

从而作为一个持续主体的我自己的我的体验就有规律地出现了, 反过来# 这种

虚假的信念又是阿赖耶识种子作用于思量识的因, 这种辗转相互作用影响着阿

赖耶识和末那识执持这种信念于持续的自我之中# 并且此信念的执持还导致了

作为其客体的自我之 )真实* % )?B>I*& 实存的假立, 同样的方式# 在持续时空

世界中的持续物理客体的体验之连续性和一致性# 也来源于阿赖耶识和其余七

种心识之间的相互缘起 %@G6G>I9>G:>6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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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著" '摄大乘论(# 第一章# 第 )4!)2 节# 第 *&!** 页, 然而# 在许多文献中# 印度术语 H5>?@>

的意思是 HG6R%职分&# 佛教观念论者经常使用这个术语来指意识活动# 即兼有意识活动的过程和

结果, %译案" )H5>?@>* 一词# 中文音译为 )达摩*# 或意译为 )法*+ )正法*# 徐梵澄解释此词

道" )以入世道论之# 古有 4王法5 %?A >̂H5>?@>&# 为君王之法# 即君王之职责也, 世俗所谓王法#

则 4民法5 %7?>̂AH5>?@>& 耳# 即人群之法律, 国家及地区有其职事+ 责任# 谓之约法+ 宪法等#

则可入于 HB:

=

>H5>?@>一类, 家庭中男女之责任# 父子兄弟之分# 有不逾者# 则家法 %NGI>H5>?@>&

也, 婆罗门有其祭祀等事# 刹帝利有其战争等事# 职责所在# 则 4族姓法5 % Â6EH5>?@>& 也, 战场

中有武士之德# 不杀降# 不戮手不执兵器之人# 如是者# 双方共守# 则战争法 %RGHH5>H5>?@>& 也,

印度故说人生之所求者# 四端耳, 一教法 %H5>?@>&. 二财利 %>?65>&. 三情欲 % NA@>&. 四解脱

%@DN:

/

>&. 谓之人生之四谛# 则所云教法者# 伦理耳, 维耶索尝云" 4举臂为君说# 而无人我闻, 人

若以正法# 得财利欲情# 则君等何由# 而不遵正法-5 则正法者# 寻常正当律则耳, $$但就出世

道论之# 4达摩5 义为趋于来世或彼土之轨道# 无论其为净土为天堂# 则不但 '韦陀( 之祀事# 即

各宗教之所修为者皆归之# 又不徒为保持社会人群而已# 而有望于灵魂之得救, 所谓佛法者# 亦归

入此类,* 引自 '薄伽梵歌论( )释辞* 中 )达摩 T5>?@>* 条# 参见室利/阿罗频多# '薄伽梵歌

论(# 徐梵澄译#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34(页,&

参见 '楞伽经(# 第六章# 第 0& 节# 第 ).* 页# 以及第 0* 节# 第 ).2 页, 也可参见无著 '摄大乘

论(# 第一章# 第 20!2. 节# 第 0(!0) 页, 铃木大拙在其 '楞伽经研究( % +6GHEB:E; 65BY>;

/

NAJ>6A?>+j6?>& %伦敦" UDG6IBHLBcXBL>; $>GIY6H# ).*( 年# 第 .. 页& 中# 描述阿赖耶识 )熏习*

% )7B?CG@E;L*& 的特征如下" )$$当活动完成之时# 留下一种能量# 它有能力去复活旧的印象和获

得新的印象$$通过这种 4熏习5 $$我们拥有一种与一切实践结果相对反的世界*, 也参见列维

'唯识论体系研究资料(# 第 )(页,

阿赖耶识也适用于报应和轮回的问题, 因此# 阿赖耶识为解决不同 )生命* % )IEJB:*& 的每个个体

精神之间的道德一致性提供了基础# 也为体验的不同瞬间之间的经验一致性提供了基础, 参见无著

'摄大乘论(# 第一章# 第 2.节# 编号 &# 第 0)页,



到目前为止# 瑜伽学派的基本观念论立场和阿赖耶识学说似乎具有良好的

一致性, 然而# 若更深入的研究# 某些难题就会出现, 首先# 阿赖耶识的本性

是什么- 为了与所遵守的佛祖的无我 %;DK:DGI& 学说相一致# 瑜伽行派不能将

阿赖耶识视为一个拥有恒转种子的持续的类似灵魂的 %:DGIIENB& )集装箱*, 其

次# 他们无意于宣称阿赖耶识在结构上与这些种子是等同的, 后者的解释将导

致一种由非阿赖耶心识 %;D;K>I>R>9D;:9EDG:;B::& 所产生的种子而引起的相续染

污# 从而致使无法成就涅? %;E?JA;

/

>&# 而涅?是经由止息如此染污来界定的纯

粹心识状态,

"

无著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仅仅表明" )这些种子实质上与阿赖耶识既不相

异又不等同,*

&

%译案" )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法种子# 为别异住# 为无别异,

非彼种子有别实物, 于此中住亦非不异, 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 有能生彼功能

差别# 名一切种子识,* '摄大乘论/所知依分(& 但是这种主张仅仅是以一种模

糊不清和似是而非的方式来重申前述看法" 种子之所以不能相异于阿赖耶识#

是因为阿赖耶识是一种潜存于所有与其不同的刹那灭种子中的恒常基础, 其次#

种子之所以不能等同于阿赖耶识# 是因为心识无法摆脱这些染污的种子, 但是

如果阿赖耶识不能用这些方式来描述# 那么它又如何才能被描述呢-

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难题涉及有关阿赖耶识的数量谓词!!!它是 )一* 还是

)多*- 佛经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有某些迹象可以寻觅, 对此有两种主

要解释" 第一# 阿赖耶识是 )一*# 而它的 )形体化* %@>6B?E>IEZB:&# 在许多方

面被经验地并且错误地视为单个心识# 犹如个体自我中心的人一样, 第二# 阿

赖耶识是 )多*# 即每个个体的人都有一个构成这个个体的八种心识之一的阿赖

耶识, 我们认为# 后者的解释强调了瑜伽行派学说的心理学描述方面# 而前者

则着重于瑜伽行派学说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方面,

'

//3&/)一*和)多*"佛教瑜伽行派与胡塞尔

"

&

'

在大多数的佛教文献中# 涅? %;E?JA;

/

>& 是这样一个术语# 它指的是人类实存的终点# 一种具有统

一性的真实实在的获得, 在此状态下# 什么是真实的获得还有解释的余地# 例如" 它可能指一种活

动的完全止息抑或最纯粹活动的达成,

无著" '摄大乘论(# 第一章# 第 )3 节# 第 *4 页,

参见查特杰 %Q:5DN XG@>?"5>66B?̂BB& '瑜伽行派的观念论( %P5BSDLA9A?>#HB>IE:@& %瓦拉纳西"

,5>?L>J>,5>:5>;# ).3&年&# )$$阿赖耶识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假设必须被视为 4一5 或 4多5. 两

种情况都无法避免困难, 这表明若非如此它就不是终极原则,* %第 )*&!)** 页& 查特杰指出# 阿

赖耶识可能从未到达一种纯粹状态# 因此它必须以绝对 %QF:DIG6B& 作为基础# )它先前就涵摄着自

我分裂的种子# 以这种隐性的二元性形式$$在它自身与其内容之间,* %第 ))/ 页& 查特杰他自己

倾向于对瑜伽行派作一种黑格尔式诠解# 如此以致阿赖耶识的无基身份与绝对 %真实实在& 是不可

能对等的,



中国的玄奘采纳了心理学的观点# 他是生活于 / 世纪的瑜伽行派的追随者

和解释者, 在对世亲 '唯识三十颂( %?-(#*%N3#"3"& 的评注本 '成唯识论(

%B-C325 R3(&"-(- /:2& 中# 玄奘评注道"

" ) 4心识5 一词通常表示一切有情各自

拥有八种心识,* %译按" )识言说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 '成唯识论( 卷七&

也包括阿赖耶识,

& 这种解释对唯识学说的任何一元论倾向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

元论者有时似乎假设了某种单一的最终实在, 对玄奘而言# 他认为即便每个人

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拥有* 真如 %6>65AL>6>6A&# 就像许多佛教徒描述达到涅

? %;E?JA;

/

>& 的绝对实在状态一样# 如此一种单一的最终实在甚至也不能是 )真

如*, 一个人唯有依靠推论真如是 )一* 和真如在每个个体 %如此消解了任何个体

性& 中相同# 才能达到一种基于玄奘对阿赖耶识的解释之上的一元论, 然而# 这

可能表明# 如果一个人考虑到佛教混淆矛盾法则的旨趣# 凭借主张真如既不是

)一* %因为每个人都能拥有它& 也不是 )多* %因为它是唯一的最终实在&# 那么

一元论的立场就可能是切实可行的, 于是# 当玄奘把阿赖耶识和真如二者归因于

个体之人时# 他就可能被解读为仅仅探讨了它们的实在性这一共同方面,

阿赖耶识数量的另一种解释可以避免与瑜伽行派一元论的可能性冲突# 即

通过主张阿赖耶识是 )一*# 不过它将自己分化成了多个自我中心# 像大海中的

波浪一样浮沉, 并且# 如同大海中的波浪# 诸个个体自我中心既不完全与阿赖

耶识相异# 也不完全与阿赖耶识相同, 按照这种形而上学所强调的观点# 与上

述的心理学解释相比# 阿赖耶识获得了一种更为根本的作用, 此时阿赖耶识对

诸个个体自我中心有着基础功能# 并且因此# 阿赖耶识对大多数个体人类主体

所经历的世界经验的一致性有着共同的基础作用# 特别是对由末那识!!!一种

实质上与持续的自我主体共存的实体世界!!!所产生的连续但又 %对佛教徒而

言& 虚幻的信念有着共同的基础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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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玄奘本人的注解# '成唯识论( %\ÊdA76E@A6?>6A:EHH5E& 是以大乘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之一世亲

的 '唯识三十颂( 为主线# 由玄奘以护法学说为主糅译印度十大论师 %亲胜+ 火辨+ 难陀+ 德慧+

安慧+ 净月+ 护法+ 胜友+ 胜子+ 智月& 的注解而成, !!!译注

陈荣捷在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 中将 '成唯识论( 译为 )P?B>6E:BD; 65B_:6>FIE:5@B;6DC65B

TD96?E;BDC"D;:9EDG:;B::Ko;IR*# 第 *.&页,

参见史玛德 %+@>?6& '印度哲学中的学说和争论( %TD96?E;B>;H Q?LG@B;6E; #;HE>; $5EID:D75R& %第

20 页&" 阿赖耶识 )$$不属于所有构成的个体# 不能被视作为任何个体独有的一种实体之名,* 与

此对照# 达斯古普塔 %+G?B;H?>;>65 T>:LG76>& 解释说# 世亲认为阿赖耶识只是一种作为所有个体体

验主体之基础的假立状态. 就此而论# 阿赖耶识是一元的, % '印度观念论( %Q27($2 Q73$/(".&# 剑

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3&年& 然而# 查特杰则认为# 若将阿赖耶识解释为一元的# 只有在统一性

被解读为 )归属于不同序列的瞬间 %@D@B;6:& 之间获得和谐# 如同单一序列的瞬间之间一样$$

时间的相续 %6B@7D?>I:G99B::ED;& 之统一* 时# 才能得以保持, % '瑜伽行派的观念论(# 第 )*&页&



在某种程度上# 阿赖耶识的这种解释与瑜伽行派学说中三种实在性是一致

的" 实在性是 )一* %一元论&# 不过可以显现为圆成的+ 依他起的和遍计所执

的 %7>?E;E:7>;;># 7>?>6>;6?># D?7>?EN>I7E6>&,

" 圆成的实在性是最终实在或 )真

如* %6>65>6A&, 因而# 圆成状态的阿赖耶识就是完全圆满清净的纯粹心识,

& 这

种圆成状态大概就是一个实存的个体之人想要达到的涅? %;E?JA;

/

>&# 涅?就是

)回归* % )?B6G?;*& 到 )一*# 就是阿赖耶识表面波动的止息, 然而# 依他起性

的阿赖耶识是一种相续染污的 %通过思量和诸种官能& 和相状缘起的 %>77B>?K

>;9BK9>G:E;L& 心识# 它 )缘起* % )9>G:B:*& 心识的完全非真实的遍计所执性#

如同生活在一种满载客体的世界中的经验主体一样, 在此遍计所执状态中# 思

量和诸种官能# 连同主体和世界都具有实在性!!!当然# 其实是把非实在性错

误地看作实在性而已,

阿赖耶识的统一性观点中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终极统一的阿赖耶识

何以可能被分化成许多相异但又 )同时生成的* % )9D;9G??B;6*& 心识或自我主

体,

' 如果心识是一条永恒流动的单一河流# 按照这种瑜伽行派的主张# 它能够

为那些构成个体自我心识的法系 %H5>?@E9:B?EB:& 之多样性提供基础吗- 阿赖耶

识作为 )一*# 它似乎本应该产生同时存在的诸个自我主体# 这些自我主体相同

并且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情况明显并非如此# 对许多自我主体而言# 他们所拥

/.3&/)一*和)多*"佛教瑜伽行派与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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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解深密经( %+>@

/

H5E;E?@D9>;>&# 第六章# 第 *!3 节# 第 )00!)0. 页. 无著 '摄大乘论(#

第二章# 第 )节# 第 0/页. 世亲 '唯识三十颂(# 第 &(!&) 节# +,#$# 第 **3 页 %+,"$# 第 *.*

页&. 玄奘 '成唯识论(# +,"$# 第 *.* 页. 可对照 Q%X%渥德尔 %Q%X%a>?HB?& '印度佛教(# 第

)) 章# 尤其是第 4*(+ 4*0!4*. 页, %译案" 中译本参见 Q%X%渥德尔 '印度佛教史!!!大乘与密

教( %下&# '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第 ** 册# 蓝吉富主编# 王世安译# 华宇出版社 ).00 年版# 第

)(.!))( 页,&

参见查特杰 '瑜伽行派的观念论( %第 )&4页&" )当阿赖耶识开始运行时# 不存在绝对 %QF:DIG6B&#

因为阿赖耶识自身就是绝对的染污,* 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 圆成实性作为绝对则是阿赖耶识的净

化, 这种解释和我的解释之差异可能仅仅是术语不同而已, 可对照塞纳瑞 %U>@>N>;6Q%+E;>?E& '印

度思想的结构(# 第 .0页# 以及 '楞伽经( %Y>;

/

NAJ>6A?>&# 第二章# 第 )0 节# 第 22 页, 铃木大拙

在 '楞伽经( 的引言中表明" )如来藏 % 0P>65AL>6>11 ]>?F5>& 来自于阿赖耶识的心理学观

点$$* %第 *.!4)页&, 然而# 铃木却主张 '楞伽经( 和瑜伽行派之间在这一点上有其区别" )然

而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不同于 '楞伽经( 中的阿赖耶识$$前者认为阿赖耶识就是清净本身并无染

污在其中# 反之# 在 '楞伽经( 中$$却构成清净和染污之因,* %同上& 铃木没有注意到# 对于瑜

伽行派而言# 阿赖耶识经由其种子在依他起性中是染污的# 从而持续产生更多的虚妄之法 %H5>?K

@>:&, 与前述相对照# 达斯古普塔 %T>:LG76>& 则看到了阿赖耶识和纯粹意识之间的全然区别" )我

们有纯粹意识称之为唯识 %JÊd>76E@A6?>& 作为这种阿赖耶识的基础# 它远离一切经验# 它是超越的

和纯粹的意识$$即使这种阿赖耶识是强加给它的$$* % '印度观念论( %Q27($2 Q73$/(".&# 第

)).!)&( 页&

查特杰探讨了这个问题# 但是发现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 % '瑜伽行派的观念论(# 第 )*)页&



有的 %虚幻& 特性# 他们所表现的 %虚幻& 活动# 诸如此类# 仅是表面看来为

独一无二而已, 我自己作为一系列刹那灭之法 %H5>?@>:&# 与你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阿赖耶识的统一性必须被解释为能够说明在其 )波浪*

% )8>JB:*& 中的分离,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来看阿赖耶识的刹那灭性 %@D@B;6>?E;B::&, 作为纯粹流

动的心识# 阿赖耶识无疑难以描述, 当我们说它流动的那一刹那# 我们正倾向

于用一种实体图像来看不断变化的某些事物, 然而# 这恰恰不是纯粹心识的性

质, 领会纯粹心识作为 )一*# 我们可能再次想象某物是恒常的并且不可定性,

但是# 阿赖耶识当然不是任何实质性意义上的实体# 既不是一种作为变化的根

本基体# 也不是一种带有准!神性 %mG>:EKHEJE;B& 的不变实体, 然而# 永恒变

化和恒常随转两者似乎都是阿赖耶识的特性 %虽然它们看似不兼容# 没有一种

基本的实体理论&, 但非实体的心识在其性决定 % HB6B?@E;>6ED;:& 和恒随转

%E@@G6>FIRE;HB6B?@E;BH& 中都能不断变化吗- 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想要把阿赖耶识

解释成纯粹实在性的缘由, 我们想说# 阿赖耶识既是刹那灭的又是统一的# 既然

作为统一的阿赖耶识能为自我主体的多样性提供基础# 就此意义而言# 在依他起

性中# 它还包含了一切能够产生如此 )染污* % )HBCEIBH*& 心识的可能种子,

还有一个由上述争论而产生的相关难题# 即阿赖耶识的貌似时间的 0恒随

转1 %:BB@E;LIR6B@7D?>I&

" 特性# 特别是它涉及阿赖耶识与其种子之间的关系

问题, 当瑜伽行派使用带有波浪的河流或海洋的图像来描述阿赖耶识的性质时#

这种特性表现得最为强烈, 例如# 世亲在 '唯识三十颂( %?#(.

/

"

=

(8$& 中说" 阿

赖耶识 )恒转如瀑流$$*

& 如此图像巧妙地强调了阿赖耶识的恒续实存和非实

体特性, 像一条河流或瀑流一样# 它连续不断地流动# 或许更准确地说# 存在

一种连续流 %非某些事物在连续不断地流动&, 并且像河流一样# 它经历着连续

的变化或转变 %可回想起赫拉克利特之流'

&, 从某种角度来看# 如此转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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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BB@E;LIR6B@7D?>I* 就字面意思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名词相对应# 在此姑且译为 )貌似时

间 0恒随转1 的*# 因为后文作者引证 )恒转如瀑流*# 并且本段文字的意思都是在讲种子恒随阿赖

耶识长时一类相续而转# 虽然前文已使用 )恒随转 %E@@G6>FIRE;HB6B?@E;BH&* 这个词# 但这里的

)貌似时间* 根据作者之意或许亦可理解为 )恒随转*# 故而暂时采用以上译名, !!!译注

世亲" '唯识三十颂(# 第 4 节# +,#$# 第 **4 页 %+,"$# 第 *0( 页&, 可对照 '解深密经(# 第五

章# 第 4节# 第 )02页# 以及第六节# 第 )03页. '楞伽经(# 第六章# 第 0) 节# 第 ).(页,

胡塞尔也提到 )所有体验都在流逝# 意识是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式的河流*, 参见 '胡塞尔全

集(# 第 )( 卷"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qG?$5s;D@B;DIDLEBHB:E;;B?B; qBE6FB8G

:

6:BE;:&# 编者" 鲁道

夫/波姆 %U%,DB5@&# 海牙" 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 ).33 年版# 第 *4. 页 %译案" 中译本参

见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倪梁康译#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440 页&



视为阿赖耶识河流 %AI>R>K:6?B>@& )运行* % )9>??EBH*& 刹那种子的变换之结

果, 但是# 如前所述# 阿赖耶识与其种子之间明确相等是不存在的!!!阿赖耶

识不是刹那的# 只因为每个种子是刹那的# 而在每个 )它的* % )E6:*& 刹那正

产生新的种子和被新的种子所产生, 从另一视角来看# 阿赖耶识的变化能够依

据它的流动性质来解释" 流动从来不会相同# 更何况无论如何它都随之而流,

但是# 如前所述# 阿赖耶识不能与种子完全分开. 因此它的可变性与其种子的

刹那性也不能完全分开,

抛开对阿赖耶识的循环辩证意象这种描述#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考虑这个难

题# 即我称之为阿赖耶识的 )貌似时间的 0恒随转1* %:BB@E;LIR6B@7D?>I& 特

性, 对阿赖耶识的 )流动* % )CID8E;L*& 图像的肤浅理解# 可能导致人们用所熟

悉的西方形而上学去解释这种图像# 如果不是将阿赖耶识等同于时间 %6E@B& 的

话# 就是赋予阿赖耶识一种相似性的时间, 对西方人而言# 变化 %95>;LB& 意味

着持续 %HG?>6ED;&# 转而意味着一种测量这种持续的时间长度, 但对瑜伽行派而

言# 时间就像客体一样是非真实的# 而客体是在这种时间之内自始至终变化的

表面持存 %>77>?B;6IR:GF:E:6:&, 任何经验的时间概念+ 钟表时间概念+ 宇宙以

及其形体运动的时间 %制定的年+ 月+ 日# 等等&# 都被一种构造的思量识

%末那识& 所排斥, 因而# 阿赖耶识不能被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时间的 %6B@K

7D?>I&. 也不能被称之为永恒的 %B6B?;>I&# 如果永恒意味着穿越时间的无尽持

续, 如果阿赖耶识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时间的 %6B@7D?>I&# 那么这种特征的本

性必须用一种更加原初意义上的时间或时间性 %6E@B>;H

E

D?6B@7D?>IE6R& 来

阐明,

目前# 如果没有矛盾的话# 我提出的刹那灭的多样性和恒随转的统一性之

间的明显张力# 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倘若我们引入一种外国的时间视角来

看待瑜伽行派思想中相同的文字, 这个视角即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发现的绝对意

识的时间, 现在# 我们将略述这种时间概念的相关特点,

二!胡塞尔的作为河流的时间学说

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理论的要义产生于他的 ).(2 年讲稿" '内时间意识现

/)/&/)一*和)多*"佛教瑜伽行派与胡塞尔



象学( %?=R$#7"*-3I-32=.32=/=5%=>Q2*3#2$/?(.3&B=2"A(=:"23""&,

" 在这些讲稿

中# 胡塞尔从体验观点出发来切入时间的讨论, 时间不是一种排除体验主体的

科学的客观课题, 体验时间是我们主观内在的活的体验 %_?IBF;E::" 感觉+ 思

维+ 意志& 之时间# 而不是客观时间# 即那种遵循推定的自然法则的物理宇宙

主体的时间, 然而# 体验时间不能等同于可以称之为所谓事实的心理时间# 例

如" 一个人对持续时间的主观 )测量* %@B>:G?B@B;6&# )感觉这个小时比上个

小时过得更快*, 胡塞尔关于时间的更彻底的立场所提出的观点可以应用于瑜伽

行派哲学# 尽管其拒绝把时间当作流逝瞬间的客观尺度,

对胡塞尔而言# 内时间是自我构造其自身的最根本意识, 在此层面# 内时

间在其自身的意识流之中觉知它自己# 从而生成它自己和一切时间的体验, 胡

塞尔称此意识为 )河流* % )CIG *̀&# 借以强调其原初性, 这种内时间意识兼具

多相位的和综合的统一性!!! )多* 且 )一*, 前者的特征涉及河流的多个相位

的构成# 例如" 现在瞬间的意识# 刚刚逝去的过去瞬间的意识 %称为 )滞留*&#

将来瞬间的意识 %称为 )前摄*&,

& 然而# 这些不同的相位不包括一系列事实

上间断的瞬间# 因为所有相位在根本上就是相互接续的, 内时间意识具有一种

综合统一性# 它源自于每个相位在现在 %-D8& 意识中发生 )共!时* % )>IIK>6K

D;9B*& 的事实, 这种共!时是在一种活的当下 %>IEJE;L7?B:B;6& 中出现的# 胡

塞尔将这种活的当下区别于现在点 %-D8K7DE;6& 的当下,

上述段落中费力而简短的讨论说明了描述一种现象的艰难# 这种现象在某

种意义上既是又不是时间的 %6B@7D?>I&,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 内时间意识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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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全集(# 第三卷"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册& %#HBB; ZG BE;B??BE;B;

$5sB;D@B;DIDLEBG;H 75s;D@B;DIDLE:95B; $5EID:D75EB# ,D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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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a%比梅尔 %a%,EB@BI&# 海

牙" 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 ).2(年版# 第 )..页, %译案" 中译本参见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和

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一卷# 第一册# '纯粹现象学通论(# 李幼蒸译# 商务印书馆 )..3 年版# 第

&(3 页,&



的绝对特性 )还缺少名称* % );>@B:>?BI>9NE;L*&#

" 即使我们经常用各种术语

来谈论它# 这些术语通常用于描述已经形成的体验流而非正在形成中的河流,

我们认为# 瑜伽行派通过使用隐喻描述 %@B6>75D?E9>IHB:9?E76ED;:& 避免了这种

描述难题# 隐喻描述没有使用特定的时间术语 %6B@7D?>I6B?@E;DIDLR&# 而是暗示

了某些非序列类型的时间性 %例如" 阿赖耶识就好比大海与众波抑或河流与波

纹&,

& 胡塞尔自然避免了这样的构想# 但是尽管如此# 他试图去描述河流" 例

如# 它不是一种客体+ 一种程序# 或任何一种变更的或持存的东西, 河流不是

居于 %E;& 时间 %6E@B& 之中# 它自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的 %6B@7D?>I&,

'

既然河流不是居于时间中# 那么它就被说成是 )共时* % )>IIK>6KD;9B*&# 一个常

常遭受误解的短语# 它天生就使用 )时间* % )6E@B*& 来谈论, 此外# 胡塞尔还

把河流和绝对意识等同看待,

( 由于河流和绝对意识的这种等同# 河流不能被认

为是一种独立于意识的形而上学原则!!!河流是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意识,

因此# 从一些难以理解但又重要的情况来看# 河流与瑜伽行派观点中作为绝对

实在性或圆成实在性的纯粹心识是可以对勘的,

)共!时* % )>IIK>6KD;9B*& 概念是以 )活的当下* % )IEJE;L7?B:B;6*& 概念

为基础的# 一个在胡塞尔后期时间哲学中极为复杂的概念,

) 就我们的目的而

言# 活的当下可以被描述为绝对意识 %也称之为超越论主体性& 自我分化的活

动焦点# 既包含着一个无分别的起点# 又包含着流动的内时间流 %当下意识#

滞留# 前摄& 的分化, 河流作为共!时是活的当下# 一种分化型 )瞬间*

% )@D@B;6:*& 的统一综合,

河流这个概念对我们解释阿赖耶识是关键性的# 阿赖耶识既是统一的又是

刹那灭的# 既是无分别的又是可区别的, 下一节我将回到这种解释# 但是现在

我想要在河流的构成特性和阿赖耶识的 )缘起* % )9>G:>I*& 特性之间画几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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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附录 3# 第 ))* 页 %英译本# 第 )2&!)2* 页&, %译按" 中译本参见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倪梁康译#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32!)33页&

同上书# 第 /2+ ))&页 %英译本# 第 )((页和第 )2(!)2) 页&, %译按" 中译本# 同上书# 第 )&)!

)&& 和第 )3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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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出版社 ).33年版,



勘线 %7>?>IIBI:&, 第一# 按照胡塞尔对自我构造的现象学探讨# 我们可以区分

)自我* 与 )构造* 的两层意思" %)& 作为时间的和历史的存在之经验自我

%心理学自我& 的构造 %65B9D;:6E6G6ED; DC>; B@7E?E9>IBLD&, %&& 作为绝对意识

的超越论自我的构造 %65B9D;:6E6G6ED; DC65B6?>;:9B;HB;6>IBLD&, 第一类型从属于

第二类型# 正如瑜伽行派的世俗自我面貌从属于阿赖耶识一样, 此外# 超越论

自我的构造是河流的自身构造,

" 虽然瑜伽行派没有与之对勘的自身构造概念#

但至少他们的绝对 %QF:DIG6B& 是独立于其存在的# 是一个类似于胡塞尔的自身

构造看法的概念,

第二# 因为胡塞尔的河流不是简单的一种非个人 %;D;7B?:D;>I& 的体验流.

它是个人的# 总是某人的自我,

& 这个自我或超越论主体性 %不能与经验自我相

混淆& 充当着其过去的仓库# 就此意义而言# 自我既 )拥有* % )5>:*& 其活的

体验# 又保持这些体验在其 )无意识* %)G;9D;:9EDG:*& 内 %体验仓库及其内容

不再抑制滞留的变更& 的滞留之变更中, 自我也 )拥有* 将来作为其前摄视域#

作为其可能性视域, 在此意义上# 自我被称为 )单子* % )@D;>H*&# 通过依照

一种时间性构造体验的存在来构造自身# 自我显示着它自己的具体化# 这可以

展开为来自当下的两种趋势,

' 并且它经历的这些体验同时成为了活的当下, 乍

看之下# 超越论自我由此视角来看可能表现为一种实质性的实体# 完全不像瑜

伽行派的阿赖耶识, 但是# 就胡塞尔而言# 超越论自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

实体!!!它的 )具体化* % )9D;9?B6B;B::*& 是在活的当下的闪动点 %CI>:57DE;6&

内得以界定的# 从而不需要具有任何一种特有的实质性实体特征, 再者# 瑜伽

行派使用比喻竭力维持如下描述# 即详细描述非实质性 %;D;:GF:6>;6E>I& 的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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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识如何影响非实在 %;D;?B>IE6EB:& 以及如何被非实在所影响" 阿赖耶识含藏种

子# 种子熏习阿赖耶识# 诸如此类,

" 然而# 就胡塞尔和瑜伽行派双方而言# 有

关一种具有貌似 )实质性* % ):GF:6>;6E>I*& 特征的但根本上是非实质的存在

%FBE;L&# 仍然有困难,

第三# 最后# 有关作为单子的绝对意识# 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操作描述还

包含了发生 %LB;B:E:& 因素, 在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之后

%7D:6KEHB>:& 的著作中# 胡塞尔频繁地陈述有一种 )发生* % )LB;B:E:*& 或 )历

史* % )5E:6D?R*& 的意义 %:B;:B0+E;;1

&

&,

' 意义是构造意识的相关物# 它是

体验的对象, 就意义而言# 有一种意义!发生即表明了一个 )返回指向*

% )7DE;6E;LF>9N*& 或者涉及某些更加原始的东西# 因而某些东西要 )先行于*

% )7?ED?*& 研究之中的意义, 这种先行因素就是原始的构成那种意义的意向行为

或意向活动,

( 换句话说# 没有意识对象能够脱离在先的体验, 另一方面# 胡塞

尔将判断的发生描述为 )其意向性动机引发的基础* % )E6:E;6B;6ED;>I@D6EJ>6ED;>I

CDG;H>6ED;:*&,

) 作为基础的发生概念表明了目前研究的意义点需返回到原初

的对当前意义起着基础作用的某物, 就构造一切的当前意义而言# 这个基础必

定存在于自我结构之中# 因而它是当前意义及其构造行为的必要条件, 单子的

发生结构这种特性可以回想起阿赖耶识中必然存在的独特种子# 以便形成一种

独特的心识模式与
E

或 %>;H

E

D?& 可能显现的对象, 种子 )熏习* % ) 7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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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赖耶识含藏种子# 种子熏习阿赖耶识,* 这种说法有偏颇# 阿赖耶识之所以称为藏识# 是因为其

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 这些种子都有生起诸法的 )功能*# 因此阿赖耶识也称之为 )种子识*, 而

)熏习* %7B?CG@B& 为一种功能# 即现行能生新种子 %熏生& 或使原有种子增长 %熏长&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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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缘种子# 前七识缘各自的境# 各识的见分留能缘的习气于阿赖耶识中. 相分熏是熏所缘种子# 各

识的相分即熏成所缘的种子于阿赖耶识中, 因此# 作者说 )种子熏习阿赖耶识* 似有不妥# 因为种

子虽然依阿赖耶识而有# 但其只是阿赖耶识的相分而非见分, 参见 '成唯识论校释(# 玄奘译# 韩

廷杰校释# 中华书局 )..0年版# 第 )(2!)*& 页, 并参考罗时宪 '唯识方隅(# '罗时宪著作全集(

%第三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第 //!0(页,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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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意义& 这个词的含义可以参见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修订版&#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第 420!42. 页, !!!译注

'胡塞尔全集(# 第十七卷" '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 %[D?@>IBG;H 6?>;:ZB;HB;6>IBYDLEN&# 编者"

$%江森 %$%W>;::B;&# 海牙" 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 )./4 年版# 哈勒" M%尼迈耶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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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 ).3.年版# 第 &(页,

同上,

同上书# 第 &&3页 %英译本# 第 &)0页&,



CG@B*& 阿赖耶识# 并且经由这种熏习作用# 阿赖耶识缘起某些现象, 于是#

就其缘起性 %9>G:>I95>?>96B?& 而言# 阿赖耶识可比之于作为意义!构造基础

的发生,

但是# 作为基础的发生不仅仅是当前意义的条件# 它也是 )动机引发的*

% )@D6EJ>6ED;>I*& %如前面引证中所提到的那样&# 就此意义而言# 它为新的+ 构

建意义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动力或刺激, )动机引发* 这个术语授予了发生更深刻

的意义# 因为它意味着发生不仅是构造当前意义的必要前提之基础# 而且还是

构造当前意义之中的情感因素之基础,

因此# 这种动机引发的面相可以对勘于瑜伽行派所强调的阿赖耶识与种

子之间的相互缘起, 过去活动的种子 )流入* 阿赖耶识# 熏习它# 从而

)引发* % )@D6EJ>6B* & 阿赖耶识缘起更多以过去活动为条件的活动, 阿赖耶

识和发生理论两者都能对经验自我及其时空世界的体验的一致性做出解释,

内时间意识授予了经验自我和超越论自我的时间实存 %6B@7D?>IB̀E:6B;9B&

以形式条件# 与此同时发生概念解释了活的体验的质料方面和具体方面的决

定因素, 与此相似# 作为纯粹流动的阿赖耶识概念为经验自我和时空世界的

%表面& 存在提供了形式基础# 并且也解释了在这个世界中具体的+ 一致的

体验的起源,

三!最终比较和结论

在这一点上# 作为对瑜伽行派阿赖耶识的一种解释# 我们能够表明胡塞尔

的内时间学说的解释性价值, 因为对胡塞尔来说# 超越论意识不在经验时间

)之内* % )E;*&# 它自身不是经验的# 它的具体物也不在经验的发生结构之中,

这些结构不但解释了经验时间的来源# 而且也解释了一种具体经验自我的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 胡塞尔学说可以对勘阿赖耶识学说# 阿赖耶识是一种 )真实*

% )?B>I*& 世界的心识缘起和可分化的经验自我主体的缘起# 这些经验自我主体

在时空范围内体验他们自己为实存的,

然而# 迄今为止# 我们还只提及河流和阿赖耶识之间的浅层对勘, 对类似

胡塞尔超越论意识的阿赖耶识来说# 瑜伽行派学说没有特别地引入一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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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时间 %mG>:EK6B@7D?>I&

" 特征的概念,

& 于是# 就这一点而言# 胡塞尔的分

析可能有助于理解和扩展阿赖耶识学说# 尤其是对第一节末尾所提出的问题的

澄清和解决, 阿赖耶识无疑不在经验时间 )之内* % )E;*& !!!实在不能具有非

真实的经验时间性 %B@7E?E9>I6B@7D?>IE6R& 特征, 但是# 如前所述# 阿赖耶识的

描述具有一种类时 %6E@BIENB& 特征, 这种特征可以被理解为某种类似于胡塞尔

的内时间意识吗- 通过这样的比较# 我们可能发现至少一些 %虽然不是所有&

阿赖耶识特征的歧义性将被厘清,

对于阿赖耶识是 )一* 还是 )多* 的问题# 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的解释是

最中肯的, 如果我们把河流认为是胡塞尔的超越论意识之自我构造的核心# 那

么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单一的无分别的起点# 它是超越论意识所构造的一切意义

差异化的基础, 胡塞尔是如何考虑从一种无分别的同一性 %即流动& 到可分化

的多样性这种运动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澄清了河流的性质# 从某种程度上讲#

澄清一个 )无名称* % );D;>@B:*& 的存在是可能的, 河流具有双重实在性# 虽

然类似于一种无分别的同一性, 胡塞尔凭借把河流称为 )活的当下* % )IEJE;L

7?B:B;6*& 以试图去捕获其性质, 这种活的当下兼具静定 %:6>;HE;L& 和流动

%:6?B>@E;L& 两种特征. 胡塞尔在 ).*& 年的未完成手稿中写道"

原初层面的意识是一条溪流' 它静定 +:6>;H:, 和流动 +:6?B>@:,' 即

以一种持续不变的形式流动' 然而' 以便00在流动中以一种双重的当下

构造它自己( 各自分别的世间感知的当下和与此感知同时发生地刚刚过去

的以及恰好到来的知觉之滞留和前摄的当下*

'

///&/)一*和)多*"佛教瑜伽行派与胡塞尔

"

&

'

胡塞尔认为 )拟!时间* 之物 )没有延伸出自身之外而受到超越的和 4客观的5 的释义# 没有做出

任何有关 4客观时间5 的陈述# 而是对它进行内在的释义# 即如此简单地看待它# 就像它自身所

是# 并且构成特有的质料# 这质料作为立义内容乃是时间释义的基础,* %译案" 参见胡塞尔 '内时

间意识现象学(# 倪梁康译#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32!)33 页,&

稻田龟男 %XB;;B65 X%#;>H>& 在论文中讨论了在佛教学说中运用时间性 %6B@7D?>IE6R& %不是时间

06E@B1& 概念的可行性# )时间和时间性!!!一种佛教的方法* % )PE@B>;H PB@7D?>IE6R!Q,GHH5E:6

Q77?D>95*&# '东西方哲学( %I-(/="='-%1$"*$27 43"*& 第 &4卷第 &期# )./4年 4月# 第 )/)!)/.页,

他尽管没有特别直接针对瑜伽行派佛学# 但其探讨提供了一种与胡塞尔不同的有关时间性的看法,

尚未发表的胡塞尔手稿M+ "/

!

%).*&&# 第 4 页# 西德# 科隆# 埃德蒙德/胡塞尔档案馆, 参见

黑尔德# 前言# 第 )(页和第 *(页" ) 4现在5 %-D8& 作为一种在场的剩余形式和 4现在5 作为一

种他者之间的变化时间点$$* 就是黑尔德对兼有静定 %:6>;HE;L& 和流动 %:6?B>@E;L& 的当下之特

征描述, 参见胡塞尔 '经验与判断(# 附录
!

# 第 43/!430 页 %英译本# 第 *03 页&. 尚未发表的胡

塞尔手稿M+ "*

$

%).*)&# 第 &.!*) 页# 以及 M+ ,

$

. %).*)&# 第 *3!*/ 页# 西德# 科隆#

埃德蒙德/胡塞尔档案馆,



超越论意识本就具有一种双重构造的实在性, 在其同一性中作为活的当

下# 并把它自己分化成静定和流动的双重特征, 这样一种差异化 % HECCB?B;6EK

>6ED;& 是一切更多差异化的基础# 在意识体验的原初时间性层面和经验时间

性层面# 以及被建立的 )客观* 时间性层面 %经验自我及其体验& # 都是如

此, 因而# 它的同一性是同时的 )一* 和 )多* , 如果这样一种特征描述被

允许# 那么一种体验的构造世界的本体论来源就浮现出来了# 以此可以克服

关于阿赖耶识的 )一* 和 )多* 问题所形成的难题, 当超越论意识的时间

性这种特征被运用于阿赖耶识时# 我们能够继续维持佛教所强调的单一的理

性无法解释的存在 %,BE;L& 的来源# 与此同时给予多样性的来源之性质以

具体分析,

因此# 阿赖耶识能被视为活的当下# 它不是一种经验流# 而是作为一切

当下的经验自我及其施设的同时在场的经验世界的来源而存在, 活的当下的

流动 %:6?B@E;L& 特性足以反省流动的 %CID8E;L& 阿赖耶识的性质, 静定

%:6>;HE;L& 的特性强调了阿赖耶识的统一性和非时间性 %>6B@7D?>IE6R& %或

者如胡塞尔的表达" 拟!超时间性 0 mG>:EK6?>;:6B@7D?>IE6R1 & , 它也可以考虑

为一切差异化的统一性# 这些差异缘于阿赖耶识的流动# 例如# 所有经验的

自我主体似乎本就体验着相同的 % )非真实的* & 经验世界这样的事实, 通

过使用活的当下的辩证特性# 从而我们能够说明阿赖耶识作为 )一个*

%D;B& 实在# 根据其性质从根本上可以分化成一种时间模式的多样性, 从这

种原初的差异化# 接着进入经验自我主体的多样性这样的更高层次的差异

化# 全都分享着相同的本体论根源# 然而并不是所有都分享着相同的经验体

验或法相 % H5>?@E9& 特征, 唯有在更高层次差异化的整个范围内的某些方

面 %按照胡塞尔# 即起源内容& # 阿赖耶识中的每个 )波* 才能辗转反复,

因此# 就其依他起性方面讲# 阿赖耶识是 )多* . 就其圆成实性方面讲# 阿

赖耶识是 )一* ,

综述言之" 活的当下兼具静定和流动, 就静定而言# 它是 )一* %65B

o;B& !!!现在 %65B-D8& !!!经由这个 )一* 流出一切分化了的活的体验及

其内容 %时空世界中的我的体验和作为实存的经验主体的我自身的体验# 等

等&, 就流动而言# 它是 )多* %65BM>;R&# 它自己自我分化进入一种时间性的

多相位河流而发生共!时# 从而充当了经验时空内多重体验的来源, 虽然胡塞

尔没有将超越论意识的构造与一种存在之中的所有存在者 %在一种形而上学意

义上& 的完整构造相等同# 但是利用他的分析来说明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则可

以与一种形而上学的主张相结合!!!阿赖耶识在其圆成实性状态下作为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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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G:;B::& 是一切其他实体的存在 %真实和非真实& 之源,

" 这种比较的成就#

虽然没有完全将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整合进入现象学的架构之中# 然而却能够

补充关于阿赖耶识的讨论以及或许排除某些内在解释的困难,

%陈群志!译&

/./&/)一*和)多*"佛教瑜伽行派与胡塞尔

"

此处将 )阿赖耶识* %AI>R>JÊdA;>& 与 )真如* %P5G:;B::& 等而视之# 不妥, 作者似乎想表达 )圆

成实性* 即 )真如*# 阿赖耶识就是基于此而具有一切之源的形而上学本体性质, 这是对唯识学思

想的误解# 而将唯识学系统与如来藏系统混同为一了, 实际上# 在唯识学系统中# )阿赖耶识* 只

是流转还灭之缘生缘灭的联系者# 非常一之主宰# 并不具有形而上学式的最终根源之意义, !!!译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