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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以生活为课题的认识不能理解生活的本质' 同样# 对象性认识对此也只是

猜测# 尽管其实生活正是认识的起源' 最近人们越发经常地使用科学和技术的

方法试图思考和探究生活及其起源' 但在我看来# 这种方法不能成功化解这个

谜并因此不能发现生活的起源# 尽管对象性认识甚至源于生活' 这种回返并因

此探究生活的来源的可能性对于认识是行不通的' 因此对于认识# 哪种方式和

方法才能够突破阻碍并由此获得其自身根源-

因此下面我想在现象学和瑜伽行派哲学之间进行一个比较并介绍克服这种

阻碍的方法# 以便获得生活的本质'

一!作为缘起的显现者之显现!!!瑜伽行派中的还原

我想首先明确瑜伽行派的基本立场' 作为印度学者和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

的世亲在 *唯识三十颂+

" 的第一颂中说道" (以各种方式对自我和被给予之物

的赋予# 涉及识的转变' 2由假说我法# 有种种相转# 彼依识所变'3) 瑜伽行派

把识的转变 %识转变Y?n;@;@17@J?;@G@& 作为课题来研究' 相对于识的转变# 作

为我的或对象的显现者只是假象' 因此世亲也写道" (识的这种转变是虚幻的表

"

世亲 %4'(!*((&" *唯识三十颂+ %@4$30$1, :$J',-+$3,+4,+,0$)).$.&/ 德文版" 弗劳瓦尔纳 %fJ@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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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所有由它所表象的东西都不存在# 因此一切都只是识' 2是诸识转变# 分别

所分别# 由此彼皆无# 故一切唯识'3) 被表象者包含一个朴素的存在设定# 因

此这是一种欺骗' 但识转变本身却不能被否认# 因为事实上显现者就在眼前'

识转变是使显现者得以显现并因此使之成为内在的活动' 与之相反# 作为

我的或对象的显现者表现了在意识转变中建立自身的超越'

大乘佛教主张万物皆空 %:H;S@6@&' 但瑜伽行派却没有像中观派那样如此直

接地宣称这一点' 瑜伽行派首先确保显相领域# 确切地说确保内在的领域# 然

后明察到# 显相本身的本性在绝对实相中是空的' (转变) 这一表达就隐含了

(无常) %d>JMB;MA?95X>?6& 的意思' 在佛教义理中# 这种转变被称为通过不同关

联的集合作用而产生的 (缘起)' 被瑜伽行派暂且视为 (存在) 的东西就是缘

起# 因为它是所有存在者从中获得其存在意义的超越的根据'

相反# 作为 (无) 而被否定的东西是由素朴的存在设定所投射的对象世界'

虽然这一存在设定奠基于缘起的超越的根据# 但它却对这一事实置之不理' 因

此我们可以说" 瑜伽行派 %带有一个宗教的目的设定& 实施了现象学的还原'

三性说 %6J@S@5 :Y@K5@Y@5& 根据这个观点被提了出来" 依据态度的不同#

实相表现为虚妄的本性 %遍计所执性" 7@J?X@A7?6@&, 依赖的本性 %依他起性"

7@J@6@;6J@& 和完善的本性 %圆成实性" 7@J?;?:7@;;@&' 遍计所执性是自然的, 日

常的态度# 这种态度天真盲目地相信事物的自在存在# 而依他起性标明了通过

悬置被揭示的显相领域'

虚妄 %遍计所执& 的成就把缘起的一个实事 %显现& 视为一个存在者 %显

现者& 并固守于此' 如果看似存在一个存在者的话# 那么就必定存在此 (看似)

的一个根据' 在这里瑜伽行派考察了内容与对象之间的现象学区别' 对象 %境"

Y?:@S@& 的素朴性存在设定是遍计所执性' 被给予方式是内容# 即显相' 显相域

分两种" 看见的部分 %见分" F@J:@;@1K5@M@& !!!意向活动 %-=>:?:& 和对象

的部分 %相分" ;?G?66@1K5@M@& !!!意向相关项 %-=>G@&' 这是缘起的显相

域' 如果一个对象不存在# 那么相分在何处拥有其起源- 使意识发展到相分和

意识意向性功能 %见分& 所依赖的基本条件被称为 (作为支撑点的条件) %所

缘缘" @A@GK@;@17J@6S@S@&' 但这基本条件又源于何处呢- 关于这个问题# 瑜伽

行派以下面两种方式进行了一个回退"

一方面# 瑜伽行派以意识内容主线并发现其意义构造的历史' 意识内容束

缚在一个沉淀的历史之中' 这一回退导向阿赖耶识 %@A@S@1Y?n;@;@& 的学说'

它由未被认知的综合统一 %阿陀那" @F@;@& 来标识' 阿陀那源于以前意识的习

气 %Y@:@;@& 并以种子 %K?n@& 的形式潜存' 如果我们把所谓思量的意识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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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n;@;@G& 称为自身统觉# 那么阿赖耶识可以被称为自身统觉的背景' 阿

赖耶识的基本特性使我们想起 (统觉的意义成就和成效成就最后所起源的超越

论历史性') %胡塞尔# ).2*# ')'W%& 但阿赖耶识所承载的超越论习气不仅意味

着历史性# 而且也意味着上述 (阿陀那) 概念所指出的身体性' 历史性将在本

文的第二章被阐述# 身体性将在本文的第三章被阐述' 我们可以把这个回退称

为对一个不明视域 %参看胡塞尔# ).2*# )/(& 的揭示'

另一方面产生了如下问题" 如何可能使缘起如其所是地显现- 也就是说#

如何可能使起作用的活动如其所起作用地显现- 鉴于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追问

悬搁的动机# 即追问对活动合乎事实的课题化' 克劳斯.黑尔德 %RA@H:I>AF&

把悬搁的反面称为 (意志决断)# 把导致 (实施与面前的无差异) 的东西称为

(意愿中止)' %黑尔德# ).0(# ..!)()&' 这个问题在三性说中得到了处理' 在

三性说中# 我们追问依他起性如何摆脱遍计所执性# 也就是说# 依他起性本身

如何可以变得明了' 只要依他起性的课题化被有限的意志所贯穿# 如此被课题

化的依他起性就立即落入到遍计所执性' 虽然这是正确的# 但我仍觉得# 黑尔

德的无差异概念还是太过静态# 以致不能弄清向圆成实性的动态转变' 毋宁说#

我们仍需思考海德格尔在其后期思想中所阐述的 (差异结构) 本身' 这个问题

由于涉及生活的不显现的功能# 它将在第四章被讨论'

二!阿赖耶识 %NA@S@Y?n;@;@& 与超越论的历史

中国高僧玄奘在其对 (故一切唯识)

" 的注释中说道" (种子产生现时的意

识# 而现时的意识又通过熏习熏成种子' 这三个因素 %种子# 现时意识# 又是

种子& 的因果关联是同时发生的' 2能熏识等从种生时# 即能为因复熏成种# 三

法展转因果同时'3) %CC4)%)(# @& (种子) 指的是产生作用的能力' 它扎根于

阿赖耶识' 问题是因果同时发生' 作为对此说明# 我们可以提出此根据# 即种

子展示了经验的可能性的超越论条件' 出于此根据# 经验与所属的超越论条件

同时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在康德意义上理解种子的超越论性' 但在我看来# 我

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这个解释的起点' 阿赖耶识一开始就积聚经验' 所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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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和世界的生命# 因此为经验奠基的条件也属于历史' 这里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 与康德的观点截然相反# 超越论条件被认为属于历史'

通过熏习熏成种子的现时意识表达了历史性# 即表达了包含在超越论之中的经

验积聚' 正出于此根据# 相比康德的超越论哲学# 瑜伽行派与胡塞尔的超越论

现象学更为平行' 因为我们在康德那里找不到原意识与现时意识之间的这种相

互作用'

在康德的学说中# 经验概念 %EJW@5JH;M:K>MJ?WW& 是经验性的 %>G7?J?:95&#

因此它不可能是其超越论的条件' 但在唯识理论中# 意识的根据也是意识# 并

且上述因果关系的事态本身具有一个构造世界的超越论功能' 从而我们可以说#

这个事态对应于超越论经验的领域或胡塞尔的超越论生活的领域' 在此情况下#

我觉得相互关系的同时性意味着时间构造的发生# 超越论的时间化源于这一时

间构造的发生'

这里我们应当记得# 胡塞尔的超越论问题是对独立性的自身发现# 并且其

意图在于借助习性对一个 (无限的生活相互关系的整体) %参见胡塞尔 ).2.#

)24& 课题化' 超越论还原意味着把包含在自身结果中的 (超越论主体性) 从其

自身遗忘中摆脱出来' 在此意图下# 胡塞尔在发生的构造分析中把蕴含所有有

效意义的历史揭示为 (超越论的历史)' %参见胡塞尔# )./*# ')*!')3&'

在我看来# 习性种子的或这个意向性蕴含的潜在作用对应于这个超越论的

历史# 同样在阿赖耶识中沉淀的经验积聚也对应于这个超越论的历史' 耿宁

%#:=R>J;& 也把玄奘所说的 (现时的意识又通过熏习熏成种子 2即能为因变熏

成种3) 理解为发生现象学层面上的沉淀# 并对此表达如下"

最深层的意识表现为潜意识# 它以潜在性形式包含了一个被给予的意

识流的历史$ 或更确定切地说$ 包含了所谓种子 !K?n@" 的事实# 正如借用

胡塞尔的话可以说$ 种子是一个被给予的意识流的历史沉淀$ 是影响意识

的未来经验的一个沉淀# !耿宁$ )..'$ '32"

我们按此方法可以说" (种子的潜在能力作为一个沉淀的历史包含在每次被

构造的意向统一之中和其每次被给予方式之中)' %胡塞尔# )./*# '2'& 我觉

得# (阿赖耶) 意味着 (沉淀的历史)'

因此阿赖耶识的开显将我们导向生活的自身发觉" (我们实际上处于无限

的生活联系之普遍统一中# 处于自己和共主体的历史生活之无限性中# 这种生

活如其所是地那样是无限继续生产的# 而又在对现在的地平线, 过去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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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来的地平线之侵入中无限呈现着的有效性之普遍统一') %胡塞尔#

).2. # )24&

三!阿赖耶识 %NA@S@Y?n;@;@& 和现象学的身体学说

)%(不可知) !e;>JX>;;K@JX>?6" 和 (匿名) !N;=;SG?6B6"

(故一切唯识在 *唯识三十颂+ 中) 处理了阿赖耶识的规定并在第 4 颂中讲

道" 阿赖耶识以不可知的方式把握执受和处所' 2不可知执受# 处了常与触'3

这节的任务就是把 (不可知) 的含义解释为 (匿名) 的功能# 这个 (匿名) 的

功能是作为我们的经验世界之超越论条件起作用的' 这里特别把身体性的功能

作为课题# 它是通过动觉的现象学分析得以澄清' 身体性具有一个双重功能"

一方面# 身体作为躯体属于世界/ 另一方面# 身体作为显相的原点显现世界'

但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双重功能/ 虽然双重功能的极点互斥# 然而却同时作

为互属的中介起作用' 原现象作为媒介功能具有身体性# 它构造了自身与世界

之间的一个中间领域# 与此同时它第一次使世界开显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 阿赖耶识也可以被称为与身体性不可分离的识' 那么阿赖耶识

的 (不可知) 的规定具有哪种含义- 关于 (不可知) 的问题是阿赖耶识的实存

证明' 为了下面的讨论# 我们依据在那里给出的事实'

问" 如果除了显露的意识之外也存在原意识的话# 那么原意识只要是意识#

不就必定表明了一个客观方面 %意识相关项的方面& 和一个主观方面 %意向活

动的方面& 吗- !!!回答" 在原意识中肯定存在一个客观的部分和一个主观的

部分' 然而它们是不可知的'

问" 如果它们不可知#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它们事实上是存在的- !!!回

答" 即使处于彻底沉思状态之中# 只要我们活着# 就必定存在一个与身体性不

可分离的意识' %CC4)%)/# 9&

在我看来# 这些回答指向一个独特的超越论方向' 这些回答最终探究这个

问题# 即生命本身和生死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 在此讨论中# 阿赖耶识的不肯

定层面把显露出来的意识预设为客体化的意识' 它把其有意识地理解的事物作

为可信的事物# 并认为不能达到一个非对象性的维度'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观点

与一个自然态度相提并论'

与此相反# 追问不可知的维度朝向这个维度的深层# 这个维度的深层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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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层面得以产生并展现这个可能性的条件' 对此# 只要这个问题回溯到 (所有

客观的意义构造和存在成效之原处) %胡塞尔# ).2*# )('&# 它就可以被称为

(超越论的问题)'

然而瑜伽行派的超越论问题之特性在于# 相比在胡塞尔那里涉及认知主体

性的原处而言# 瑜伽行派更多地探求使这一事实得以可能# 即凭借身体来生活

的事实' 在此观点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瑜伽行派中的超越论问题敢于还

原到身体# 在此我们也完全允许把它称为超越论的身体学'

那么以此方式被揭示出来的身体性与胡塞尔用 (被动原构造) 新概念标示

出来的身体性观点之间有何相互关系- 为了指明这一相互关系# 我们务必进一

步考察作为支撑点的并且与阿赖耶识相关的 (执) 与 (处) 概念'

'%(随因缘势力故变) 和 (动觉)

关于这两个概念# 中国高僧玄奘在其对 (故一切唯识) 的注释中说道"

% 0处1 意味着落脚点$ 即周围世界$ 因为它是所有生命的落脚点#

0执1 有两种$ 即种子的 0执1 和带有感官的躯体的 0执1# 带有标记' 名

称和表象的阿赖耶识之充满可以被理解为 0种子1# 质料的感官和感官的载

体可以被理解为 0带有感官的躯体1# 这两种 0执1 被阿赖耶识所持有$ 就

是说$ 被收入阿赖耶识的本性之中$ 因为它们分享着阿赖耶识的天命# 执

与处是 !阿赖耶识的" 支撑点# *识以了别为行相故# 处$ 谓处所# 即器世

间$ 是诸有情所依处故# 执受有二$ 谓诸种子及有根身# 诸种子者$ 谓诸

相名分别习气# 有根身者$ 谓诸色根及根依处# 此二皆是识所执受$ 摄为

自体$ 同安危故# 执受及处$ 俱是所缘#+&

%依其本性 0随因缘势力1 形成阿赖耶识之时$ 阿赖耶识内在转变为种

子和带有感官的躯体$ 外在转变为周围世界# 阿赖耶识在这种转变上具有

其根据$ 因为通过它们的帮助就产生了阿赖耶识的显现形式 !意识"# 此外

指向其支撑点的异熟识的意识活动也被理解为意识# 这意识活动属于见分#

这里我们必须强调, 0随因缘势力故变1 展现了阿赖耶识的一个独特的特

性# *阿赖耶识因缘力故$ 自体生时$ 内变为种及有根身$ 外变为器# 即以

所变为自所缘$ 行相仗之而得起故# 此中了者$ 谓异熟识于自所缘有了别

用$ 此了别用见分所摄#+& !CC4)%)($ @"

(随因缘势力故变) 不同于 (随分别势力故变)'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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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识的不可知与现象学的身体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么这种对立获得了更大

的意义'

*唯识三十颂+ 的第 )0 颂是关于识包含所有种子的话题' 识的转变在相互

影响下是各个不同的# 一次产生这个表象# 另一次产生那个表象' 表象通过转

变被建立起来# 并由此得以理解' (随因缘势力故变) 最终作为 (随分别势力故

变) 的超越论条件起作用# 因此# (随因缘势力故变) 不可能被 (随分别势力故

变) 所理解' 正出于此根据# 它才被认为不可知# 玄奘对这两种转变说道"

(前一个转变 %随因缘势力& 无论如何都发挥某一作用' 与此相反# 后一个

转变 %随分别势力故变& 只是假装某一对象' 如果异熟识 %阿赖耶识& 发生变

化# 那么它只跟随成熟的因果 %随因缘势力&# 所以由此已转变了的此在因素

%法# 例如色& 必然具有实在的作用' 2有漏识变略有二种" 一随因缘势力故变#

二随分别势力故变' 初必有用# 后但为境' 异熟识变但随因缘# 所变色等必有

实用'3) %CC4)# ))# @&

(实在的作用) 意味着# 阿赖耶识活生生地经验其世界# 而无须拥有对这个

世界的某一表象' 具体来说# 比如当我们在实在的现实中感受疼痛# 随后就事

实上发出 (哎哟) 的疼痛声' 与之相反# 没有经验到疼痛本身# (假装对象) 无

非只是意味着对疼痛的一个表象'

虽然表象在 (随因缘势力故变) 那里不起作用# 但在产生一个自我!意识

之前# 本已与周围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早已起作用了' 这个中介对应于素材因

素的自身构造功能# 因此最后也对应于一个动觉功能# 胡塞尔在感知的发生分

析中描述了这个动觉功能" (必定是动觉首先使我经验到我的身体# 而动觉是无

法设想出来的' 甚至我的身体的共现 %N77JB:>;6@6?=;& !!!它与触碰外物等行

为所产生的, 至少在触觉方面的体现 %$JB:>;6@6?=;& 是一致的!!!也是原初世

界经验的一个因素# 任何时候都从属于世界经验# 它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 也

总是世界经验') %胡塞尔 )./4# 4(*& 通过所谓 (身体的在旁存在) %_@K>?:>?;

F>: >̂?K>:& %胡塞尔 )./4# 4(*# 4)'&# 身体以非对象性方式显现世界同时又遮

蔽这一显现' 先行于对象性设定和构造的所有世界经验都预设了一个 (身体的

在旁存在)' (随因缘势力故变) 和 (身体的在旁存在) 以同样方式和方法起作

用# 因为二者都使隐秘的世界得以显现# 在此我们完全可以谈论动觉和 (随因

缘势力故变) 之间的共同性'

4%执的 (微细) !T?;L?MX>?6" 和 (不显现) !H;:95>?;K@J>" 功能

玄奘的注释以如下方式说明了不可知的原因" (不可知意味着# 因显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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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常微细# 故难认识' 内在持有的对象同样微细# 并且由于外在的周围世界难

以测量# 因此我们称之为不可知' 2不可知者# 谓此行相极微细故# 难可了知'

或此所缘内执受境亦微细# 故外器世间量难测故# 名不可知'3) %CC4)%))# K&

这里必须注意到" 关于不可知要区分 (微细) 与 (量难测) 的特征' 难测

性仍藏匿于视域的背后' 相反# 微细性属于使视域成为视域得以可能的深层维

度' 微细性表现了认识活动纵向扎根于其中的隐秘性' (随分别势力故变) 预设

了世界# 而原间距的事件作为世界的第一次敞开出现在 (随因缘势力故变) 那

里#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超越论的发生'

微细性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 *解深密经+ %;,3).$'$43&=,', 1;(+4,& 之中'

在那里是这样写道" (阿陀那识# 即阿赖耶识# 很深密' 2阿陀那识甚深细'3)

%CC)3%3.'# 9& 这个表达说明了# 所谓阿陀那的功能不仅仅是生理学的本性#

而且具有一个中介的功能' 这个中介虽然自身不显现# 然而却使周围世界得以

显现' 在此意义上# 微细性指明了隐藏在显相视域之下并使世界的显现成为可

能的不显现功能'

四!通向圆成实性的道路" 瑜伽

行派中的纵向 (返回步伐 )

追问差异的结构使我们沉思显现的起源' 在海德格尔看来# 沉思意味着#

思想允许自己进入到经验中# 显现的本质起源本身就是在经验中显现的 %海德

格尔# ).2.@# )42/ 参见新田义弘# )..(# ..!)()&' 在此沉思中# 思想允许自

己进入到至今主宰着的思还尚未思考到的东西之中# 进入到存在与存在者双重

性的遮蔽与去蔽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 我觉得三性说深入到了尚未被思者之中#

就是说# 深入遮蔽与去蔽共属一体之中'

尽管反思性认识朝向缘起# 但只要认识的本质奠基于表象 %对象化&# 通过

认识被把握的实事就会落入遍计所执性' 缘起自身不能显现# 而只能在遍计所

执性中显现' 正因为转变是意识的存在方式# 所以对我们显现的世界无非是已

转变的世界' 因此世亲说" (通过某个表象而表象出来的世界# 构成被表象的本

性' 这是不存在的' 2由彼彼遍计# 遍计种种物# 此遍计所执# 自性无所有'3)

使世界显现得以可能的缘起恰恰隐藏在使世界 %遍计所执的世界& 得以显

现的发生之中' 真理不属于识 %Y?n;@;@# Y?n;@76?& 而是属于智 %n;@;@# 7J@n;@&'

因此在对 *唯识三十颂+ 的评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说法" 我们应当转识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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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4)%23# K&

究竟什么才是真理- 何谓成智- 这属于不可说之事# 属于宗教体验' 我们

必须避免使它蒙上神秘色彩/ 因为我们太容易落入到形而上学的玄想' 但瑜伽

行派的价值恰恰在于" 它通过这个不可言说者的引导而回返到它那里# 并且开

辟了思考这个自身隐蔽者本身的道路'

研究阿赖耶识与所谓思量的末那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为了追问反思之前的

根基' 这项研究要回归到自我的原!分离的发生之中' 阿赖耶识如河流一般处

在持续的流动中' 对此关系# 世亲在 *唯识三十颂+ 的第 2 颂中谈道" (所谓思

量的末那识是依此 %阿赖耶识& 并借助作为依据的阿赖耶识发展而来的# 它的

本性是思量' 2次第二能变# 是识名末那# 依彼转缘彼# 思量为性相'3) 所谓思

量的末那识把阿赖耶识 (作为) 自我并且以此为依据' (作为) 是在这个河流中

的原!间距 %eJ1_?:6@;L& 的产生'

然而这个 (作为) 仍是一个视域现象' 虽然阿赖耶识是视域现象的根据#

但在达到圆成实性的路向上涉及根据的转变' 关于这一点# 第 2 颂中谈道" 它随

之消失在阿罗汉位 %@J5@66HG& 中' 这里暴露出来了一个深渊# 它使我们陷入形

而上学思维的陷阱之中# 因为人类的认识受制于视域' 然而视域却只是一个围

绕在我们周围的开显之物的朝向我们的一面 %海德格尔# ).2.K# 4/&' 形而上

学仍处于显现的范围内而不能追问显现的来源'

只有合乎事实地 (返回步伐) 到这个决不在视域中显现的开启# 才能实现

圆成实性' 然而形而上学思维把不是圆成实性的东西认作圆成实性的东西# 并

由此陷于遍计所执性' 以此方式想要克服形而上学的一个想法无非是从视域思

维中摆脱出来 %自身解脱&' 这一步骤是纵向深入思想本身的思维活动 %新田义

弘# )..(# *.&' 瑜伽行派和现象学在自身深入的思想上是一致的' 世亲在第 ')

颂谈到了这种 (摆脱)" (依他起自性是因缘产生的表象# 相反# 圆成实性是前

一种本性的持续摆脱' 2依他起自性# 分别缘所生# 圆成实于彼# 常远离前

性'3) (前一种) 本性是指遍计所执性' 因此圆成实性意味着# 依他起性从遍计

所执性中不断地摆脱出来# 如同 (返回步伐) 表现为从视域思维中摆脱一样'

(返回步伐) 是关注差异成为差异的途径 %海德格尔# ).2/# 34&' 差异化的发

生决不在视域中显现# 它既拒绝语言同时又要求语言'

遍计所执性与圆成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依他起性指明了一个中介的功

能# 而只有纵向深入差异化发生之中的活动才能遭遇这个中介' 关于这个 (中

介)# 新田义弘说道" (中介是由诸因素所组成# 诸因素借助 0无1 而成为共属

一体' 因为中介具有差异的结构# 在这结构中# 两个差异者互斥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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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结构只是作为运动起作用# 在运动中# 每当使一个差异者遮蔽# 由此就使另

一个差异者开显') %新田义弘# )..)# ).)& 只要依他起性显现为遍计所执性#

那么圆成实性就被遮蔽了'

然而这里存在着蜕化成一个流溢说的形而上学 %EG@;@6?=;:G>6@75S:?X& 的

危险' 这种形而上学把自身隐藏的环节视为先行于差异化功能的前!差异化的

统一/ 并且它把差异者看作从统一中分离出来的这种东西' 在统一与差异问题

上# 世亲切中了这个目标# 同时却没有落入这种流溢说' 他在第 '' 颂中说"

(因此正如无常一样# 圆成实性被认为与依他起性既有别又无别' 只要圆成实性

没被看到# 依他起性也就不能被看到' 2故此与依他# 非异非不异# 如无常等

性# 非不见此彼'3) (此) 是圆成实性# (彼) 是依他起性' 让依他起性如其所

是地显现!!!它就恰好是圆成实性' 所以# 如果没有依他起性也就没有圆成

实性'

因此如果说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无别# 那为什么说它是有别呢- 差异性通

常存在于实事与本质之间的区别中' 但这里隐藏着容易导致巨大误解的一个危

险# 即在其中把圆成实性当作存在者的存在性的危险' 若果然如此# 那么圆成

实性将变为这种形而上学思想# 即把存在性视为存在者的根据'

然而事物 %_?;M& 与本质在这里无别# 有别的是实事 %+@95>& 与本质' 圆

成实性不是静态的普遍性# 而是参与差异化发生的一个动态的智' 差异化是从

中产生出第一性缘起的意识本身之原!功能' 因此世亲说道" (只要这个 %圆成

实性& 没被看到# 那个 %依他起性& 也就不能被看到' 2非不见此彼'3) 圆成

实性是这种原!功能的经验# 即这种经验决不被已产生的意识所揭示' 并且它

也不能在已经展开的视域之中被看到'

视域的超越并不能参与差异化本身' 毋宁说在这里所要求的是一个所谓的

(超越!沉入论的) %6J@;:1F>:1L>;F>;6@A&

" 功能 %武内义范# )./'# 03&# 意识

在这功能中由于其无!根基 %NK 1MJH;F>:& 而战栗' 意识的转变借助视域的 (作

为) 起作用# 而根据的转变 %转依@:J@S@17@J@YJ66?& 通过差异化的 (作为) 得以

进行# 这个差异化的 (作为) 使视域的 (作为) 得以可能# 却对它隐而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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