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在中的不性

)))现象学与佛教净土宗

!日" 林克树

现象学哲学一再将人的此在原初的局限性与孱弱的状态 % 5?;WBAA?M>,>c

:95@WW>;5>?6& 课题化' 虽然胡塞尔曾宣称超越论主体"的不灭# 但基于他对 (最

终的, 真正的绝对) %###&)# )0'& 的研究# 后来的现象学家首先认识到# 原!

我本质上是 (孱弱的)

&

' 这意味着其本己的 (此) 之自我是无力的' 海德格尔

将这一无力标示为此在中的 (不性) %-?956?MX>?6&' 就此而言# 从现象学中能够

看出一种拒绝 (自身绝对化) 的态度' 相似地# 佛教也与这样一些态度对立'

本文意图通过借用欧洲现象学成果来澄清# 佛教思想的核心在于一种自身否定

% (绝对自我) 在现象学中也有一种微妙的含义& 的自身思义' 这应参照 (净土

学) 来说明'

一!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发现

现象学于胡塞尔是超越论自我的一种自身思义' 对此的动机为何- 胡塞尔

说" (动机很明显" 我觉察到# 所有对世界的意见与知识都$$ 2来自3 我本己

的经验') %d#### *)3&

' 这一觉察后来将被胡塞尔用于观察人格巨变的可能性'

"

&

'

(但死亡是跟世界的分离$$如果自我流的中止是不可想象的# 那死亡就意味着世界之外的延续')

*胡塞尔全集+ %以下引用只标注卷数与页码&# 第 )4卷# 第 4.. 页' 亦参见扎哈维 %)..*# //&'

参见黑尔德 %).33# )32&'

方括号中的表达为编者所加'



也许甚至将会显明$ 整个现象学态度及属于它的悬搁有能力实现一种

完全的人格转变# !d#$ )*("

"

现象学的自身思义及其要承担的责任# 于胡塞尔意味着一种从其原被动性

%eJ7@::?Y?6B6& 研究中通过他对自我生活的深刻洞见得出的知识' 胡塞尔在早期就

已谈及存在者!!!在时间中被构造之物!!!与生活之间的存在论差异' 譬如# 他

在 (观念#) 中指出# 自我生活于诸行为中# 但不能被还原为它们' 他写道" (这

一生活不是指一条内容流中任何 0内容1 的存在') %###&)# ')*&

& 所以# 进行着

的生活既不能成为内感知的对象# 也不能在确定的回忆中成为谓语的主词' 进行

着的生活不是 (过程) %r# /*&# 而毋宁是 (绝对主体性) %r# /2&' 就此而言#

生活 (不是为自我的# 它本身就是自我) %#d# '2'&' 然而恰是这一在本来意义上

决不能成为意向对象的生活# 把自我召向现象学的自身思义' 试图阐发 (活的当

下) 的晚期胡塞尔的 (彻底化还原)# 就是对此的回答' 这一还原至少不改变这一

事实# 即生活不能成为自我的对立面' 以克劳斯.黑尔德的话说"

自我以一种先于任何被动性的方式不介入其自身的先于时间的永久之

%此&$ //如果自我没有对自身最微弱的支配权作为匿名存留的事实$ 那

么自我之 %介入& 这一事实的独特性$ 即每一以任何方式起作用的 %做&

!CH;" 就被剥夺# !黑尔德$ ).33$ )3'"

因此我必须独自 (承受) 我本己的生活' (彻底化还原)

' 的结果由此得以

显示" 我是我完全无力的本己之 (此)' 因此我不能占有本己的生活' (我的生

活) 这一惯语已经不是本真的# 因为生活虽然在最本真的意义上是 (自身)# 但

一定程度上也是绝不能消融于我的经验关联中的 (他者)'

海德格尔把我对自身没有 (支配权) 这一事实标示为 (被抛)' 他说" (此

在被抛地存在# 而非由他自己带入其 0此1 之中')

(

(自身之为自身# 不得不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

(

参见中译本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 商务印书馆 '(() 年版# 第 )/* 页'

译文有改动' !!!译者注

参见中译本 *纯粹现象学通论+# 李幼蒸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年版# 第 )3) 页' 译文有改

动' !!!译注

参见黑尔德 %).33# 33&'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下引仅标页码&# *海德格尔全集+# 第 ) 部# 第 ' 卷# 第 4// 页' !!!

原注 2参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3 %下引以方括号标示中译本的相应页码&# 陈嘉映, 王庆节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年版# 第 4'2 页' 译文有改动# 下引译文均有改动' !!!译者注&



为其自身奠定基础/ 自身却绝不能掌控这一基础# 而是不得不生存着接受这一

基础存在') %4//& 24'23 (所以基础存在意味着# 绝不掌控最本己的存在)

%同上& 2同上3' 如果我要完全承担我本己的生活# 那我必须接受基础存在' 但

这不意味着# 我作为自因 %9@H:@:H?& 将我自身带入 (此) 中' 相反# 接受基

础存在是此在向其被抛的此的一个反思性的回溯' 这里论及的是一种自身规定#

它通过一种 (由一个不 %-?956& 而被规定的存在的基础存在) 而得以实行' 这

个不 %-?956& 正是人们将此在刻画为 (不) 由其自身带入它的此的存在时所已

经认识到的' 海德格尔把由不规定的存在的存在特性称为上述的 (不性)' 自身

规定由此意味着# 接受在本己此在中被揭示的不性'

对于海德格尔# 这个反思性运动通过一个要求, 一个 (呼唤) 而发生'

自身 (被唤向其自身) %434& 24)43' (召唤是唤上前来的唤回# 前# 就是"

进入一种可能性# 生存着忍受其自身所是的被抛的存在者/ 回# 就是" 进入一

种被抛性# 以把被抛性理解为不得不接纳到生存中来的不的基础') %40(&

24'03 还有" (领会召唤就是指" 愿有良知') %40'& 244(3 对于海德格尔#

这一领会基于 (操心) 的存在结构" (此在是托付于其自身的可能存在)

%).)& 2)303' 虽然我由此能够得出 (享乐, 拈轻怕重这些自行提供的可能

性) %2(/& 2*4*3# 但是这同一存在结构同样也使 (向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

自身抛投) %4.4& 244.3 得以可能' 当然# (愿有良知) 不是任意的行为#

而可以说是一同被唤回到本己的不之基础' 所以我接纳已作为 (负荷) %)/.&

2)2/3 被我前反思地意识到的被抛性' 这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就是 (个别化)

%'*.& 2')/3'

良知将我作为 (有罪的) 来召唤' 但 (罪) 本真所指为何- 海德格尔在其

分析中宣称# 道德意义上的罪来自他所描述的原初的 (不性)' 从中得出# (这

一 0有罪的1 显露为 0我是1 的谓词) %4/4& 24''3' (罪责存在并不产生于某

种负罪# 而是相反" 负罪 0基于1 某种原初的罪责存在才成为可能) %4//&

24'23' 以此方式# (我是) 之意识通过个别化而转变为对作为本己如在的原初

罪责存在的承认' 对这一在胡塞尔的原被动性思想中也得到共鸣的本己如在的

承认# 使我们转向一种人之体验的维度# 这一维度虽然被剥夺了人格支配权#

却本质上规定此在' 已经指明这一维度并将之课题化# 这在我看来是胡塞尔与

海德格尔现象学的一大功绩'

.//).此在中的不性



二!佛教的自身否定之路与唯识的原初洞见

佛教自始就已正视此在的被抛性' 它的基本课题是人的苦# 它首先在生,

老, 病, 死中遭遇我们' 这来自上论的人的原初规定性# 即人是无力的' 然而

佛教并非悲天悯人# 而是指出一条摆脱痛苦之道# 此道是通过对人之局限性的

接受# 也即通过自决而为我们开辟出来的' 释迦牟尼佛以其清醒的思考解释了#

为什么人的规定性被视为苦' 这一思考方式与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有一种有趣

的亲缘关系' 苦的原因被理解为缺乏对 (缘起) %-4,+$+/,0,3(+-,),&

"

# 即 (有

待之发生) %@K5B;M?M>Q>:95>5>;& 的洞见# 也即对所有行为都有道德上的后果

这一知识的洞见' 通过 (觉悟) %Y?n;@;@& 这一来自印度哲学而被翻译成 (意

识) 的概念# 佛陀掌握了一种概念工具# 他借此能够分析自然经验的本质前提'

他把意识在自然经验中的作用方式刻画为 (行蕴) %0,301,4,.& 与 (无明)

%,6$)/,&

&

' 这可以说是自身遗忘和无知# 超越论生命在其中 (总是远离自己而

向着世界) 生活 %芬克# ).00# '3&' 人们也可以将这一作用方式称为 (存在

化) 的趋势# 这正是晚期胡塞尔尝试以 (彻底化还原)

' 克服的东西' 由于这一

趋势# 我把被存在化的存在者!!!如纯粹自我等!!!视为真正的自身' 因此根

据 (有待之发生) %缘起&# 人之痛苦的原因就是对一种物质自我的幻觉和对其

不性的无知 %无明&'

释迦牟尼佛死后出现了各种致力于学术研究的 (阿毗达摩佛教) %NK5?F5@Jc

G@1,HFF5?:GH:& 学派'

(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说一切有部 %+@JY@:6?Y@F?; 1

+95HA>&# 基于释迦牟尼佛对物质自我的否定而发展出一种理论# 其与欧洲现代

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类似" 一个人由五大元素组成# 即材料, 感觉, 表象, 意

志与意识' 除了永远瞬息变幻的实在的 (元素综合体) 外# 没有物质自我'

) 虽

然 (五元素) 说来自释迦牟尼佛本人# 但这里与他的解释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

于说一切有部# 缘起被理解为导致心理!物理综合体之变化的实在因果性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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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由此处于释迦牟尼佛思考中的自身思义的态度就丧失了' 这一态度还是被

唯识学再造出来# 唯识学基于 0('/,+, 或 (空) 的观点建立了一种新的意识理

论'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学派以此方式与其说接近经验批判主义毋宁说更接近

现象学'

"

世亲 %d@:HK@;F5H# 9%4'(!*((&

&

*唯识三十颂+ %@4$30$1,1,4$1,& 有云"

为自我与诸对象有不同的语言表达被做出$ 然而所有皆涉及识之变换#

变换有三, )%异熟 !行为的自身时间化"$ '%思量 !将自身给予为自我意

识的思想" 和 4%了别境识 !对象之表象"# 包含一切因 !影响体验的 %种

子&' 潜能" 的阿赖耶识归于异熟名下# *由假说我法$ 有种种相转# 彼依

识所变$ 此能变为三# 谓异熟思量$ 及了别境识# 初阿赖耶识$ 异熟一

切种#+

'

以胡塞尔时间学说的概念来说# 缘起可以称为构造时间的意识, (内意识)

%r# )'3& 或 (原意识) %r# )).&' 作为实行的生活是自己 (原意识到) 自身

的' 在此原意识中尚无意向性结构# 或者说尚无意向活动方面与意向相关项方

面之分' 只有 (意识变换)# 即原印象向滞留的过渡# 才为意向性之游戏做好准

备# 由此 (思想) 与 (对象表象) 得以可能' 根据唯识宗 %意识学说&# 以此

方式存在着八种意识" 五种感官行为, 理智, 自我意识与构造着的识' 然而阿

赖耶识 %@A@S@Y?n;@;@& 如何能容纳 (因)# 或者说体验之潜能呢- 在此再次参考

胡塞尔的时间学说# 这一问题就清楚了'

在我感知过某物这一回忆中# 我不仅回忆被感知的事件# 而且回忆我已在

感知行为中经历此事件这一事实' 对感知行为的 (内意识) 在此被当下化' 这

一内意识是指# 行为在原印象连同滞留与前摄之连续统中被给予' 由此内意识

的内容便是 (构造着时间的意识的 0现象1) %r# ))/&' 另外# 内意识通过滞

留构造意识流的统一体# 滞留留住原印象# 同时也是过去的时间客体的滞留之

滞留' 这一 (滞留之滞留) 的连续性被胡塞尔命名为 (纵意向性) %r# 0)&'

阿赖耶识保存种子 %因&# 这据我看来# 无异于构造时间的意识以其 (纵意向

性) 保持 (全体生活之流的统一性) %r# 20&' 由纵意向性保持的意识流的统

../).此在中的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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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不能混淆于 (由各种部分实在地构成) %r#r&)# 43.& 的总体' 后者是指

所谓从被回忆的时间点到现在的生活进程' 这种能离开自我而持存的体验流#

也正是说一切有部所考虑的' 然而前者是 (构造时间的意识的现象) 的 (前!

同时) %d=J1OHMA>?95& %r# /0& 的连续性# 就此而言这里无始无终# 因为人

们只能针对某个在时间中被构造出来的东西谈论始与终' 在 (全体生活流) 中#

所有相位都与现在起作用的意识 (前!同时)# 以至对当下化中过去行为的内意

识能够再次有效' 内意识由此构造一种被感觉为痛苦或欢乐的新体验# 激发一

种新行为' 因或者说体验之潜能以此方式实现自身' 唯识宗称这一实现为 (作

意) %:@GHF9@;6&'

"

早期佛教的 (无我) %@;@6G@;& 学说# 或者说否定物质自我的 (无我)

%#95A=:?MX>?6& 观点在唯识宗中意味着# 缘起或者说实行中的无意识生活的作用

绝不显露为 (某物) 或意向相关项之变体' 所以自身不是存在化之物' 虽然如

此# 从这一观点中还是派生出一种自决# 谓词 (有罪的) 在此自决中被归入

我!是' 因为最终起作用的意识只能与全体生活流前!同时# 所以每一新的行

为都被 (全体业) %Q>:@G6X@JG@&

& 规定或染色' 这一事实隐藏于日常之中# 人

在其中 (远离自身而向着世界) 生活' 最终我不知真相" 我现在在做什么' 当

我通过自身思义意识到我原初的无知时# 我就不能再幼稚地自负于我的行为'

现在我必须将此在中的不性作为我的如在不可撤销的成分' 只要这一自决意味

着# 此在接受一种在其基础上发现的 (不)# 那它就是一种自身否定'

三!净土宗

净土宗通过所谓 *观经+ %5&'+"3-#,+$&'01;(+4,&

' 由善导 %+5@; 16@=#

3)4!30) 年&

( 传至亲鸾 %+5?;J@;# ))/4!)'3' 年&

)

' 这一段将要说明净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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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思想# 将借此表明# (净土) 信仰奠基于对不性的意识' (净土) 一词来

自 (佛土) %N())., 110"+4,&# 即佛陀教义统治的领域的观念' 原始佛教只承认

释迦牟尼佛# 大乘却接受无数佛陀' 因此相应地就有无数佛土' 上述 *唯识三

十颂+ 作者世亲就是以阿弥陀佛 %NG?65@K@1,HFF5@:& 的皈依者著称的' 在中

国与日本# 人们谈论的 (净土) 主要也是指这一流派' 人们据表面观察可能会

说# 净土宗背离了真正的教义# 因为当人们崇拜虚构的阿弥陀佛# 向往其 (本

原誓愿) %VJ?M?;BJ>:Q>A[KF>&

"

# 即支承着一个彼岸慰藉的对一切生者的救赎

时# 净土宗就丧失了其自身思义的态度' 然而这样一种理解远未触及净土观点

的核心' 用大峰显 %NX?J@VG?;>& 的话说# 它表现为" 得到考虑的不只是做出

并实现救赎一切生者这一誓愿的阿弥陀佛# 还有 (本原誓愿就在面前)' (当无

主体的本原誓愿的形式与内容被给予时# 这一本原誓愿就被称为阿弥陀佛')

%大峰# )..4# ).W& 本原誓愿是一种 (慈悲) %X@JH;@& 的表现# 慈悲是摧毁主

体界限的博大的同情' 因此这一绝对对自身存在着的东西而言不是积极的# 而

是一种涉及一切生者的自身否定运动' (慈悲) 这一中文符号的意义便由此可以

理解# 它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指 (不)# 另一个是指 (心)' 可是心在此不

作 (精神) 或 (思想) !!! (心) 这一符号通常所有的意义!!!理解# 而是理

解为被否定的 (自私的思想)' 用广濑杲 %C@X@:5?I?J=:>& 的话说# 慈悲就是

(不之大心)# 也即否定一切自私思想的心 %广濑# ).0'# )32&' 于是慈悲就能

以一种自身否定的自身思义而被直接感觉到'

善导将 *观经+ 分为五部分 %善导# ).'3# '2)&' 现在应该讨论前两部分#

即导论部分与主体部分' 导论部分讲述所谓 (王舍城的悲剧) %CJ@M\F?>F>:Z@c

n@MJ?5@&'

& 悉多女王被自己的儿子阿世王投进了监狱# 她向释迦牟尼佛抱怨她

的不幸# 并愿求真正的幸福' 释迦牟尼佛在神秘的境遇下立于其眼前' 然而她

的愿望伴随着这一认识# 即世上所有幸福都能转变为大悲大厌' 所以他愿求的

幸福不能是欢乐之变体' 此在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已为悉多开启# (直至终了)'

就此而言# 这里涉及此在最本己的能!在' 为实现她的愿望# 佛陀向她指示了

引导人往生阿弥陀佛之净土的三种德行" 一是观察日常道德# 二是遵从佛法#

三是深入领会大乘真理'

*观经+ 的主体部分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中# 佛陀以 )4 种方式解释了

对净土的观照' 通过荣格 %"%Q%iH;M& %).*4& 的文章# 这一点在欧洲已广为人

.)0).此在中的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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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 4*(W%# 参见稻垣 %#;@M@X?& %)..2# 4)/WW%&'



知' 第二部分中# 佛陀指明了新的不同方式# 借此一个人能够参照其能力投身

于三种德行之中'

通过对佛教中的本质之物的沉思而获取灵悟的人# 将主体部分的首要主旨

把握为 *观经+ 的核心# 并将三德行的学说视为入门' 然而在沉思中展开的冥

想世界越是神妙# 人们就越是清晰感觉到在净土宗中这样一个世界与原本罪恶

的自然之间的距离' 谁相信他能以迷醉的沉思进入净世# 谁就是幼稚的' 我们

阅读 *观经+ 时# 与悉多一起被抛回到起点# 回到对 (真正的) 幸福的愿望'

余者皆为文饰' 所以在解释 )4 种沉思方式后# 释迦牟尼佛又说到这一愿望"

如有一生者$ 愿降生于那片国土$ 且唤醒三种心$ 那么他就会降生于

那里# 这三种心是什么呢2 一是真诚之心$ 二是深信之心$ 三是将本己美

德用于往生彼土之愿之心# *若有众生$ 愿生彼国"者$ 发三种心$ 即便往

生# 何等为三2 一者$ 至诚心( 二者$ 深心( 三者$ 回向发愿心#+

&

除这三类外# 还有新方式可以实现这一愿望' 这些方式符合生活方式三种

水平的差别# 在这三种水平中又区分出三个类别' 最高类别, 最高水平的人是

圣人' 最低类别, 最低水平的人是绝对的 (恶人)' 当然必须注意# 法然 %I=c

;>;# ))44!)')' 年&

' 与亲鸾明确强调# 阿弥陀佛首要誓愿之所涉首先就瞄准

这一 (恶) %善导# ).'3# '/(W%&' 此外在这一 (恶) 中涉及的就不是一个抽象

的人的类型# 而正是我本己的罪业' 如果我把 (圣人) 当作一个理想且我静思

自身# 那么我本己行为的卑微就显露无遗' 我若想有一颗诚心# 就必须承认#

为往生净土之愿而运用本己美德的圣人之生活# 于我是不可能的' 这意味着对

上述第三种心的抛弃' 然而一个人习惯于相信# 他即使不是一个 (善人)# 也不

至于多坏' 这里就存在着他对中等水平生活的希望# 在这个水平上# 一个人即

使作为一个勤奋的市民而生活# 也总是抱有对宗教实践的渴望' 他在此想道#

这一生活方式通过世务而强加给他# 尽管他原本应该且想要如圣人般生活' 由

此在他之中有件确定之事看似现成# 即他也有实现圣化之路的能力' 可是# 如

果对圣人生活的放弃实际上出于真正的诚心# 那这一确定之事就必须被拒绝'

从中得出了净土宗一个重要思想" 拒绝 (菩提心) %K=F5?9?66A?&# 即拒绝寻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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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净土宗奠基人# 亲鸾之师'



悟之心 %见下&'

那么在这一自身否定中扮演决定性角色的 (诚心) 是什么呢- 善导的理

解是"

这表明$ 一切生者通过其形体' 口头与精神活动建立的领会与实践$

必须绝对无误地以真正' 本真的心做出# 我们不应表面上拯救智慧' 美德

与勤勉的假象而内地里却具有谬误# !善导$ ).'3$ '/(W%"

善导可以说站到了康德意义上的 (善良意志) 的立场上' 善良意志有一种

自信" 我能做# 因为我该做' 不过若要执行我的意志# 我必须当即倾听良知之

声" (你的行动确实出自真诚吗- 你的行动曾是不纯的吗-) 我越认真地接受良

知# 我的自信就越深刻地被动摇# 以致最终粉碎' 于是亲鸾改变了对善导那段

话的解释" (这表明# 一切生者通过其形体, 口头与精神活动建立的领会与实

践# 必须绝对无误地接受由佛陀以其真正, 本真的心做出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

表面上拯救智慧, 美德与勤勉的假象# 因为我们内地里就具有谬误')

" 以此方

式# 亲鸾那里的诚心就成为对极恶的意识' 并非我 (以真正, 本真之心) 行动#

而是此心是出自我的菩萨作法 %,=F5?:@66Y@_5@JG@X@J@&

&

'

依据曾我量深 %ZS=n?; +=M@&# (诚心) 的意义只有经过亲鸾对善导观点的

改动才得以清楚# 并与 (深心) 一致 %曾我# ).40# )0'W%&' (深心) 于善导一

定程度上不在于# 本己行动来自真理' 善导如是道"

!深心中" 有两方面# 首先是深切而坚定地相信$ 你 !_H" 是业力之

恶 !X@JJ;?:95>; ,\:>;" 的愚蠢存在者$ 此恶自过去的无数劫 !X@A7@:" !时

代" 就已在生死的世界中开始$ 一再沉没$ 一再迁移$ 而自身从未获得解

放的条件# 其次是深切而坚定地相信$ 阿弥陀佛四十八誓愿包罗一切生者$

而且当你既不怀疑又不尝试理解由誓愿力量所承担的东西时$ 你就将往生

!净土"# !善导$ ).'3$ '/)"

这两方面相互归属' 本己罪业之黑暗越是深沉# 反衬黑暗并使之可感的光

亮就越是清明' 所以极恶之知的光源不在一种反思的目光# 或者说人的知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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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誓愿实现之前# 阿弥陀佛的名字'



正如现象学所声明# 本己此在之基础是一种在反思回溯中总已在先被给予的实

际性' 只有反思在 (光亮) 中毁灭自身# 人才被照亮'

然而在连对本己善良意志的信心都被打破后# 我能做什么呢- 在 *观经+

中佛陀为最低水平的最低类人指出一条道路" 念佛# 即呼唤阿弥陀佛之名' 这

不能跟某种 (咒) 相混淆' 念佛既非咒语也非乞求' 尤其在亲鸾那里# 它虽是

一种要求# 却非人对佛的# 而完全相反是佛对人的要求'

" 昙鸾 %*/3!2*' 年&

将阿弥陀佛本原誓愿的力量比作 (阿修罗的竖琴# 尽管他不弹# 从中却响起音

乐)'

& 可以把念佛比喻为人在其中共鸣的一种体验' 所以净土宗那里的自身否

定也不是出自自身力量的行动# 而是发生于一种原被动性中# 在此被动性中我

任佛陀作为# 而只接纳本己的生活'

最后我们必须再考察一下净土宗中对 (菩提心) 的拒绝' 法然最清楚地表

达了这一立场' 因此他受到当时建立的佛教的猛烈抨击'

' 通过对菩提心的拒

绝# 对 (什么是真正的佛教) 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彻底发生改变# 例如# 人

们长期以来都把 (万法唯心) %P$10.&10.&11J&10.$'& %自身之自然!纯净

之心& 当作大乘佛教的基本学说' 尽管一个生者之心的基础本来如明镜一般澄

澈# 却因业而显得浑浊# 这种浑浊引起了各种盲目的心绪' 一般而言# 佛学修

行在于# 祛除心的模糊' 然而亲鸾对 *观经+ 中 (诚心) 的理解表明# 我心之

混浊不能祛除# 因为它来自极恶' 于是在亲鸾那里# (不离盲目心绪而证成涅

?) 就成为重要主题' *真信与念佛颂+ 有云"

我们$ 五大杂染之罪恶时代的众生$

应该委我们以如来的真理之言#

当一个欢乐的思想一瞬间产生$

不离盲目的心绪$ 而涅?证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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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鸾说道" (我们清楚认识到# 念佛不是像以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圣人或蠢人那样一种实践' 所以它

被称为一种不运用自身道德的实践) %亲鸾 )./)# '.)&# 见上田 %).04# )43&' 还有" (呼唤无碍之

光的如来之名# 是大实践' 这一实践源自佛陀大悲悯之誓愿) %亲鸾 )./)# '3.&# 见上田 %).04#

/)&'

亲鸾 %)./)# '.4&# 见上田 %).04# )*'&' 昙鸾是一位中国净土宗大师# 在日本净土真宗中与龙

树, 世亲, 道绰, 善导, 源信及法然一起被誉为 (七大高僧)' 阿修罗在印度神话中是天国家族的

仇敌# 但在佛教故事中他被说成是释迦牟尼佛的保护神'

另见明惠 %US=>& %)./)# **WW%&'

亲鸾 %)./)# '..&# 上田 %).04# )3)&'



当一个蒙昧' 混沌的愚蠢存在者唤起信仰$

他清楚地知道$ 生死便是这般的涅?#

"

那么涅? %-?JY@;@?& 于亲鸾虽不是通过灭除业力的混浊而达及的彼岸目

标# 却也绝非这样乐观的看法# 即心的基础纯粹出于自然' 小川一乘 %#95?n=

VM@8@& 以如下方式来解释上引最后一段"

尽管生死便是这般的涅?这一事实是不刊之真理# 但我们只需通过对如来

本原誓愿的祈祷# 因此也是通过那种真理的效用# 就能清楚认识到# 生活于盲

目情绪中的蒙昧, 混沌的愚蠢存在者正是本己此在的一个事实' %小川# )..)#

)22W%&

正如阴影不能自己变成光明# 盲目的情绪不会消失# 因为极恶是一种罪业#

作为本真谓词属于我!是' 然而以首要誓愿的祈祷# 自我意识转变为置自身于

佛陀慈悲中的意识' 于是生死显现为生活的部分# 这无比丰富的生活我从不能

完全占有' 因此对于亲鸾# 真信只要是这种呼唤# 它便是至高无上者'

四!情感与身体性

在善导深心的第一方面# 无数劫之业被假设为本己的事情' 但这是一个独

断的假设吗- 如果我们把我们过去的行动当下化为一个心理!物理事件# 那么

深信之急迫就绝不能存在' 然而正如于唯识学之探讨中所声明# 行动将自己时

间化# 过去的行为被感觉为经历过的' 这就是胡塞尔意义上的 (内意识)' 它是

一类感觉" (每一体验都是 0被感觉到的1) %r# )'3&' 但它不是那种被意向性

赋灵与对象化的感觉# 而是那种创立意向性活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 (观念##)

中被称为 (感察) %EG7W?;F;?:&'

& 它也包括了 ( 0感官情感1, 快乐与痛苦的感

觉, 流遍并充盈整个身体的愉悦, 通常的身体失调的不适# 如此等等') %#d#

)2'& 就此而言# 感察是一种身体性的处身感觉 %,>W?;F>;&' 这一处身情态

%,>W?;FA?95X>?6& 得到海德格尔更深层次的说明# 尽管他几乎就没有将身体性纳

入考虑之中' 现象学至少已经指出# (情感) 不是单纯的心理状态# 而是人生存

.20).此在中的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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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胡塞尔为与 EG7W?;FH;M区分而生造的一个词' EG7W?;F;?:与 EG7W?;FH;M同源# 字面意思相近#

但实质意义却迥异# 是指对体验的前意向性的觉察' 故此中译配合着也生造 (感察) 一词以对

应' !!!译者注



着现身的方式# 所以情感有能力开显存在'

情感开显存在的能力说明了# 为什么日本 (净土真宗) 的俗人 % @̂?>;& 被

称为 (妙好人)# 这种人已达到自身思义的深度# 对于哲学家们来说这一自身思

义处于他们猜度的来世# 尽管他们"文盲到通常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著名妙

好人浅原才市 %N:@5@J@+@?95?& 曾于工作间隙作大量偈子 %Q>:B;M>&# 表达宗

教情感"

残酷与欢乐$

二者即是一$

南无阿弥陀佛#

&

残酷是对本己无根基的罪业的情感# 罪业无他# 便是我!是的特有谓词'

但意想不到的是# 正是在这一对不性的意识中# 阿弥陀佛的同情才被感受到#

恰如才市在其另一偈子中所言" (看这阴影# 正因光明# 才能看见阴影') %浅

原# ).00# 3'& 从这里产生出欢乐之情' 才市以此方式遭遇到深信那两方面的

思想之核心'

另一方面# 亲鸾颇有意味地将全面开显本己罪业的处身情态与身体性联系

起来理解' *叹异抄+ %@,''$1;.&& 有云"

如果我深思从长达五劫的思量中产生的阿弥陀佛之誓愿$ 那么很清楚$

这誓愿只对亲鸾而言是完整的# 那么$ 我的心该如何充满对本原誓愿的谢

意4 阿弥陀佛在此誓愿中救度我$ 尽管我的本原誓愿就是施我以众业的

此在#

'

引文中的 (此在) 一词是日语表达 (3$) 的翻译' 它原本是指 (身体)#

尽管它还有派生的意义# 比如 (自身)' 武内义范 %g=:5?;=J?C@X>H95?& 摘取上

述引文中的 (3$)# 并从中推演出 (作为业之集束的身体) %武内# ).0/#

)(0&' 在此以身体所意味的是# 一种 (过去行动的积累# 这些行动作为主体的

现时决定之潜能发生作用) %武内# ).0/# )(.&' 欧洲现象学曾说明过这样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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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好人)' !!!译者注

浅原 %).00# 第一部# )2*&' (南无阿弥陀佛) 是对阿弥陀佛之名的称呼# 字面上是指自己信任阿

弥陀佛'

金子 %R@;9X=& %).4)# /*&# 英译" 广田 %I?J=6@& %).0'# )'0&'



体之存在意义吗-

身体在胡塞尔那里首先被理解为 (直接自发为我的纯粹自我的意志而动的

唯一客体) %#d# )2) W%&' 然而这一客体并不因此而超绝于其他对象' 此 (超

绝) 是通过那 (感察) 而被给予的# 关于后者胡塞尔说道" (触觉感察不是手作

为物质性的东西的状态# 而就是手本身$$) %#d# )2(& 感察通过对 (定位)

的经验开显身体的 (效果特性) %T?JXH;M:>?M>;:95@W6>;& %#d# )*3&' 所以比如

当我举起一个物体# 我不仅能感觉到物体的重量# 而且也能感觉到手上的沉重'

因此# 一个身体经验不仅暗示# 我能自由移动我的器官# 而且暗示# 我的实践

能力是有限制的' 就此而言# 身体经验距离对那种被施加的业的感觉并没有那

么遥远# 业在每一行动中都如重力一般影响着我的自由意志'

然而在胡塞尔那里# 身体性不被刻画为过去行动的积累' 在这方面# 梅

洛!庞蒂的身体概念富有成果' 它指出如下事实" (我们的身体似乎承载着两个

不同层面# 习惯的身体层面与现时的身体层面') 后者通过我支配对象这一当时

的经验得到把握# 而前者则如一个被固定于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压抑中的过去那

样# 只幸存 (于一种存在样式与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中)' 虽然习惯的身体以此方

式被把握为 (典型形式) %梅洛!庞蒂# ).33# )(/W%&# 但正如在所谓 (幻肢)

%$5@;6=GMA?>F>J;& 中所澄清的那样# 它也是一个 (可感的) 身体' 尽管它是通

过现时的身体对世界的介入而被赢得# 但它要求一个已丧失其现时身体的一些

部分的病人如早先一样地介入世界' 正如梅洛!庞蒂的中肯说法# 在此症候中

显现出 (一种过去# 这过去保持为我们本真的当下# 与我们没有距离# 似乎永

远隐藏于我们的眼睛后面# 而不是在我们眼前展开自身') %梅洛!庞蒂# ).33#

)(0& 因此# 习惯的身体就是固定的过去之行动的积累# 这些行动自然而然地影

响我的现时的行动' 就此而言# 梅洛!庞蒂那里的身体概念与 (作为业之集束

的身体) 相近'

毫无疑问# 梅洛!庞蒂 (保持为我们的本真当下的过去) 所指的是一个人

格中的过去' 然而在佛教中意味着是自无数劫以来的业' 人们对此已引出许多

复杂的讨论# 因为宣称物质的无我 %@;@6G@;& 的佛教拒斥灵魂转变' 如果人们

在 (身体) 一词下意谓形体的个体# 那么像 (负载自无数劫以来的业的身体)

这一概念就是矛盾的' 然而赫尔曼.施米茨 %I>JG@;; +95G?6L& 曾指出# 有这

样的身体性# 它不仅能锻造独一个体的私人特质# 而且能锻造文化, 时代, 种

族, 民族的共同风格' 他称这些形式为 (身体的气质)' 为给这一理论奠基# 他

参考了阿尔弗雷德.韦伯 %NAWJ>F T>K>J& 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民族实体没有

改变的情况下# 歌德时代的德国人会转变为俾斯麦时代或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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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茨说"

那样一种气候滋养着人们的态度' 风格' 冲动' 倾向与特有的创造力$

并由此使他们为侵略与野心做好准备$ 他们通过侵略与野心而介入行动与

苦难的历史# !施米茨$ ).0.$ 4'."

如果我们借用这一身体气质的概念# 那也有可能说明# 一种 (全体业)

%Q>:@G6X@JG@& 同时也是 (共同业) %OH:@GG>;X@JG@&' 尽管如此# 佛教的身体

概念与施米茨的并不完全一致# 因为人类的行动与苦难在佛教中并不只是被身

体性规定# 而且相反# 通过它们的持续影响# 也导致了身体性的重新调整' 这

一点如何能更准确地得到说明- 这个问题必须保持开放' 这里只需指出# 欧洲

现象学至今为止的成果能够为理解净土宗中的自身否定着的自身思义的难题做

出贡献' 仍可期待# 这一方向得到进一步研究# 这一有益的端倪得到开发# 以

促进文化之间的以及对宗教领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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