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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熊十力以识变认识论开出科学的尝试出发,借助康德与胡塞尔的认识论将熊十力意识成物的经验从经验

性转变为先验性,开出建立于语言意义体之上的“科学”,并相应于此语言意义体的在世实存,成就一实存主义的本体认

识论.本文继以熊十力生生不息的本体论收摄这一认识论,将熊十力的“量论”本体论转变为实存主义的生生的本体

论.在此基础上,通过阐明语言意义体是由人于其实存中所传达出的上帝的话语,本文证达实存主义神学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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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熊十力以识变认识论开出科学的尝试

熊十力意图开出“科学”的尝试,是通过他的识变认识论进行的.熊十力认为,事物被认识到,首
先在于人有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创起了境;五识所创起的了境就是如我们感受到的色、声、香、味、
触.但是色、声、香、味、触一刹那就谢灭了,并不能有物象被感知到.所以与五识相应的,是无物、无
对碍的冥证境界.然而凭借意识的作用,物象就被感知到.这是因为,首先,通过意识的忆持,意识可

以缘前念五识的所了境;其次,通过忆持,持留下来的色、声、香、味、触会被意识综合成为个别的物相;
再次,意识会进一步综合起诸个别物相,物象随之就被感知到.

但是能感知到物象还不是科学地认识了物象.科学的认识是要把我们关于物象所感知到的现象

加以知识化地整理,使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必然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所以科学的基本原则是可重

复性原则.但是我们感知中的物象是随着我们诸如或远或近这样的认识情境发生变化的,那么如何

可以确定我们所感知到的是同一的物象呢? 熊十力的答案是:“由过去所经验的许多事物中,抽取其

同而去其异,乃构成一共相.此等共相,在意识上即是一种影像.”〔１〕也就是说意识会在综合而起、生
灭迁流的个别物相中,进一步把诸个别物相的共相抽取出来,抽象为一个相关于这些物相的经验性的

综合特征.作为新熏种,这个特征被摄持在第八阿赖耶识中.继后,此新熏种作为增上缘牵引第六意

识了境,新了别的个别物相就能在与这一综合特征相类似的情况下,被作为与之前所了别物象的同一

９５１

〔１〕 萧萐父 XiaoShafu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新唯识论(删定本)»XiongShiliquanjidiliujuanxinweishilun
(shandingben),(武汉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jiaoyuchubanshe[HubeiEducationPress],２００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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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物象得到再认.〔２〕 非仅如此,我们一般地再认某物,也是凭借摄持在第八阿赖耶识中、作为种

子的某物的经验性的综合特征.以建立作为物象的综合特征的方式,熊十力建立起“概念”,即撇去诸

个别物相的不同细节,只就它们最普遍的共相,施设一“概念”.
虽然凭借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数往知来;但是这种从经验得来的特征性“共相概念”并不是先验的共

相概念,不同的概念之间也不具有先验的必然的关系,而是仅有经验性的偶然的关系.比如就因果关系

而言,我们曾经见到有这样的原因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下一次,同样的原因却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３〕

所以,熊十力的“识变”认识论虽然要“科学”地认识物象,以把握物象间的“概念的”关系,但是因为认识中

的物象总是变化,〔４〕从所认识的物象得来的法则于是也随之变化.因为没有任何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认

识原则,关涉于物象的必然性的真理也就不能被认识所把捉.虽然这正契合熊十力生生不息的真理

论———我们所认识到的物象总是生生变化———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不必然会观察到关

涉于诸物象的同样的现象.熊十力以其识变认识论建立科学认识的努力就此落空.

二、实存主义本体认识论对科学的建立

为建立科学,熊十力在认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对意识作用的描述.意识忆持感觉材料,并且把感

觉材料综合成物相.在诸个别物相的基础上,意识再通过综合地抽象建立起共相概念,以此期待“数
往”能够“知来”.虽然诸物象以及通过综合它们彼此之间常相伴随之关系而被抽象出来的共相“概
念”作为种子被摄藏在第八阿赖耶识中,然而这个“概念”是经验中得来的,不具有超出已有的有限经

验的普遍必然性,因此数往不必然能够知来,我们故此得不到科学认识的对象.但是当“概念”是先验

的,并且具有先于经验的普遍必然性时,这种普遍必然性就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当它被运用于

过去还是被运用于未来.这样一来,先验的概念———比如因果关系———就不能从对以往经验的综合

的抽象中被总结性地得到.
使意识的认识作用具有科学认识的必然有效性,这是已经为康德所达到的.不同于熊十力将概

念建立在对诸个别物相经验性地综合抽象之上,康德的概念不是经验中得来的,而是先于经验的———
人天生就有.康德并且明确区分了知性概念和作为时间与空间的先验感性形式.通过先验感性形式

一个对象被给予我们;通过知性范畴(知性概念),对象就在必然关系中得到思维.这样,属于知性范

畴的因果关系就有必然性.
关涉于作为先验感性形式的空间,首先是几何学.“几何学是综合地却又是先天地规定空间属性

的一门科学”.〔５〕 物体在空间中按照其几何学的关系向我们显现.但是这个几何学的规定是在时间

中向我们展现的.因为,时间作为形式条件为我们在内心中放置这些外感官的表象的方式奠定了基

础.时间因此表现出对于感性直观形式而言的原初的构成性.但是,时间中直观的纯形式只是作为

包含所与杂多的一般直观,从属于意识的本源的统一性.就此而言,作为内感官的时间并不包含对直

０６１

〔２〕

〔３〕

〔４〕

〔５〕

前念五识创起了境,后念意识忆持、综合了境生成个别的物相.此后念意识现行由此熏起新种摄藏于第八阿赖耶识.又此

所熏新种为因,亲生后念种子为果;此后念种子起现行,转变为见、相二分.意识综合此相分及再所忆持、综合而起之相分,由此辗转而

现起作为物象的综合特征的相分.相应于此综合特征相分的现行意识又再为因,复生种子为果.此复生种子为增上缘,牵引意识了

境,由此表现出意识的再认作用．
见萧萐父 XiaoShafu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新唯识论(语体文本)»XiongShiliquanjidisanjuanxinweishilun

(yutiwenben),(武汉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jiaoyuchubanshe[HubeiEducationPress],２００１),３１８．
因为物象在熊十力处表现为物相,所以物象不易地展现自身于诸物相的生生变动之中.但是如果物相是呈现着物象,那么物

象就会向认识展开其静态的恒常结构,物相此时不是物象的代表,而是构成物象的要素．
康德 Kant,«纯粹理性批判»Chuncuilixingpipan [KritikderreinenVernunft],邓晓芒 DengXiaomang译,杨祖陶 Yang

Zutao校,(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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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杂多的联结,因而还不包含任何规定了的直观.使直观获得规定,并就此“规定内感官的,是知性

及其对直观杂多加以联结、即将之纳入一个统觉之下的本源的能力”.〔６〕 所以,只是由于先天地给经

验性的综合奠定基础的知性之纯综合,或者说,只是由于直观杂多对于“我思”这个“一”的必然关系,
直观方才获得规定,并最终有客体作为对象向我们呈现出来.由此,人的表象能力最终归摄于一个主

体的先验统觉.
当第八阿赖耶识摄藏的不再是从经验中抽象得来的共相“概念”,而是摄藏有先验的“概念”,即先

验感性形式与知性范畴,并且,相应于这一形式系统,阿赖耶识因而摄藏有一个具有先天认识能力的

主体,〔７〕那么,不仅对象在先验感性形式中会被给予我们,而且对象间的普遍必然性关系也会通过知

性范畴得到规定,科学的认识由此成为可能.
虽然单纯依靠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我们认识到现象,但是在现象背后的物自身(Dingansich)到

底是怎样,这对于只能认识现象的人而言,完全不能去把握.既然我们认识到的现象并不能达到物的

自在的存在,我们关于存在的一切知识的真实性如何能够不被动摇呢?
在胡塞尔看来,康德主观的先天认识形式并不是自身就有效.这个认识形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

它的认识内容保证了其认识的有效性———现象只是关于某物的现象,主体的意向行为透过现象意指

着自在的本质真理,“无论它是被人还是被非人、被天使还是被上帝判断地把握”.〔８〕 认识能够达到

事物的本质真理(Eidos)这一客观内容,这样的认识被胡塞尔称为本质直观.
通过把依托于康德的先天主观认识形式的认识转变为依托于事物之客观本质的本质直观,胡塞

尔将关于现象的认识转变为关于存在的认识.同时,熊十力对康德的质疑:“如果范畴是纯主观的,即
于客观方面全无依据”,〔９〕也能够通过本质直观得到回答:摄藏在第八阿赖耶识中的、实行本质直观

的认识形式相应于关于事物的本质真理.
胡塞尔以本质直观固然实现了客观真理对认识形式的规定,建立起来了真实有效的科学认识,然

而熊十力的认识之心〔１０〕须能转境,而非被境系缚规定.这是因为本体要显为大化流行就必不会有任

何相的滞塞.纵然一切象皆是因意识忆持前念五识刹刹创起的了境而对之加以综合抽象而起,但是

一旦意识被象系缚,心识由此被境所转,本体创化的生机就将滞痼不显.所以纵然阿赖耶识能够摄藏

本质真理与相应于此本质真理的意向主体之认识形式,从而通过本质直观实现科学的认识,然而为了

显豁本体创化的生机,不被此本质真理境系缚,熊十力的本体认识论就要破解这个境,把此本质真理

境收摄于本体的生生流行中.〔１１〕 那么如何破解并收摄此本质真理境于生生流行的本体呢?

１６１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Ibid．,第１０２页．
就此而言,作为现时六识所依的意界,就不单纯是已转谢过去的六识经验地所形成的意界,而是这一先验自我.就五识别

依五根而言,这一先验自我是第六意识的别依.参世亲菩萨Shiqinpusa,«俱舍论颂疏集注(上)»Jushelunsongshujizhu (shang),圆
晖法师 Yuanhuifashi著疏,智敏上师Zhiminshangshi集注,(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gujichubanshe,２０１４),８２Ｇ８３．

胡塞尔 Husserl,«逻 辑 研 究  第 一 卷»Luojiyanjiudiyijuan [LogischeUntersuchungen,ErsterBand],倪 梁 康 Ni
Liangkang译,(上海Shanghai:上海译文出版社Shanghaiyiwenchubanshe[ShanghaiTranslation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４,１０３．

萧萐父 XiaoShafu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新唯识论(语体文本)»XiongShiliquanjidisanjuanxinweishilun
(yutiwenben),(武汉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jiaoyuchubanshe[HubeiEducationPress],２００１),３１０．

对五识与意识的总称．
变现本质艾多斯(Eidos)的表义名言种子被摄藏在阿赖耶识中;此种子作为增上缘在作意心所的作用下牵引认识心,表现

出对认识心的规定性.作为本质艾多斯的相不同于作为第八阿赖耶识相分的器世间(即作为疏所缘缘的本质境).后者是一个更宽泛

的概念,它并不指向一个超验的理念世界,而是表达出能缘识之间的一种交互性,即缘他身有情识及自身别识所变的境,(见李润生 Li
Runsheng,«唯识三十颂导读»Weishisanshisongdaodu,(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wenhuachubanshe[Religionand
CulturePress],２０１６),１７６,３６３.)但是这个境并不被建立在某一具有本质规定性的语言意义体上.本质艾多斯则表达了相应于类型

论的一个特定的语言意义统一体,如同康德的先验逻辑也表现了一个不同于艾多斯的语言意义统一体.对作为本质艾多斯的境的破

解就是将艾多斯还原为一个具有特定本质的语言意义统一体而将它限制在其真理发生的历史场域中.由这一限制出发,任何企图超

越其真理之历史性而宣示自身为普遍真理的本质主义均可以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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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真理的把握只是限制在对显现在认识中的对象的把握,胡塞尔于是从揭示本质真理转向

揭示作为意义发生之场所的、先验主体的意向性结构.这一意向性结构在体验中呈现出来.作为一

种不可能变化的本质型的原初生成中所是的每一体验,它是一种以本身流动的本原体验位相 (Phase
阶段)为中介的持存(Retention滞留)、和预存(Protention前摄)的连续流.就此连续流而言,持存只

是预存的变样.因而,正如伴随着每一实显的(aktuell现时的)现在都有一个包围着它的边缘阈,这种

边缘阈以一种统一方式进入过去样式,相应地,每一现在体验必然有其在前边缘阈,以及与此在前边

缘阈相对应的在后边缘阈.因而,比如当我们将知觉到某物 A时,A在我们知觉它以前已经在其预存

的变样中被知觉了.因为,对象 A作为被完全规定的本质内容的意识关联体的相关项,是按照绝对固

定的本质法则被确定下来的.就此而言,“意向对象的艾多斯指示着意向作用意识的艾多斯,二者在

本质上互相依属”.〔１２〕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当下所显现的现象,我们如何对这当下显现的现象有所断定? 当我们

去把捉这电光石火之刹那中所显现之现象,这现象已经迁灭了,留在我们遮挽着的手里只是空;或者,
如果我们对这现象起忆持,它只是执持下的朦胧的一团,尚未起任何形相.忆持并不赋予形相.唯有

在意识综合起这迁入往昔的一团中的诸般色、声、香、味、触,方才有形相起于这朦胧的一团,并依稀有

所似.然而说似一物即不中;〔１３〕所似之物只是烟尘往事,昔物不至今,〔１４〕又更如何能穿越至未来、依
之起期待? 那未来的既然未显现,放下期待,方才有最为原初的经验之呈显.在这最为原初的经验

中,对连续着的诸体验的综合消释了,随之消释的是构造中的对象意义,由此,任何存在物皆消释于中

的一方空漠净土呈显出来.
但是,当一个持存性(retentional滞留性)意识把被意识到的新出现之物作为立义内容逮住,现在

随之就转变为持存与预存的界限点,被逮住的新出现之物作为原现前(Urpräsenz)成为被充实的期

待,并持续地更新于一个实显的边缘阈当中.于此,意向着的自我在一个就其本质而言一致的过程的

流逝中,伴随一个统一事件之发生,发生于最为原初的经验中,并在这一最为原初经验的映照下自身

显现为一个艾多斯的统一体.
但是,最为原初的经验并不因为此事件之发生而被自我的意向性转变,相反,它如如地自在,并且

在对自我的观照中,将自我连同其整个的边缘阈作为一存在着的“存在者”收摄于当下的一念———先

验自我只是实存于当下这一念,而意向作用的万千之念就此也收摄于这当下的一念之中.现象学先

验自我之意义给予的有效性,因此只是发生于当下这一念中的有效性.然而,在此一念之中,时间伴

随实事之被给予而向前展开———时间结构只是在这一念之中展开.
正是作为本质直观之意义来源的类型论,即所有可能的含义都服从于范畴结构的一个固定的、在

含义这个总体的理念中先天被预设的意义统一体,或者,当此意义统一体被内在化为在一念之中随着

时间绵延而展开的意向作用时,作为意义发生之场所的先验自我,它的给予着意义而呈现出生活Ｇ世

界的先验语言,在实行着使认识成为有效的认识这一使命.
不仅胡塞尔的类型论或者生活Ｇ世界是一个语言的意义统一体,构成康德认识着的先验自我的先

验逻辑同样是一个语言的意义统一体.尽管这样一个语言的意义统一体总是面临其意义的丧失,认

２６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胡塞尔 Husserl,«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Chuncuixianxiangxuetonglunchuncui
xianxiangxuehexianxiangxuezhexuedeguannian [IdeenzuEinerReinenPhänomenologieundPhä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

ErstesBuch],李幼蒸LiYouzheng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Shangwu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９２,２４９．
见普济Puji,«五灯会元南岳怀让禅师»Wudenghuiyuannanyuehuairangchanshi,苏渊雷 Suyuanlei点校,(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８４),１２６．
见僧肇Sengzhao,«肇论校释物不迁论»Zhaolunjiaoshiwubuqianlun,张春波Zhangchunbo校释,(北京Beijing:中华

书局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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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有效性就此发生动摇.但是在面对一个语言意义体丧失其意义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语言意义

体在它的边界处生成,使意义从丧失处得救拔.这正是我们在康德与胡塞尔那里所经历的:
在康德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所据以得真理的普遍逻辑因为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知识与其对象

的关系),因而在超出其经验的运用时,其所阐述的真理就是不可能的与荒谬的.但是抽掉知识内容

的普遍逻辑并不能防止自身超出经验的运用,因而不可避免地与荒谬相伴随.真理既必与内容相关,
康德因此把只顾及真理之形式的、仿佛像一件进行现实创造的工具一样带来了形而上学幻相的普遍

逻辑转变为关于对象之知识的先验逻辑.
但是在胡塞尔看来,伴随康德先验逻辑的物自身之不可知性,使一切止于现象而若有所知的知识

都失去了其与物之存在的相应,从而变得荒谬了.但是凭借类型论所传达的本质直观,胡塞尔消除了

康德的物自身所带来的怀疑论,并就此实现出他对物的存在的把握.
从形而上学的普遍逻辑到康德先验逻辑的一念之转变,以及从先验逻辑到类型论的一念之转变,

最为原初的经验于空漠之净土为存在者之发生显拓出广漠的土地———一方不为存在者占有,却涵摄

诸存在者的土地.它虽然涵摄但并不执持,惟此之故,存在者发生之场域方才于经验之刹刹迁流中得

以显拓.从而,于这方净土,我们证见到在意义生灭而念念牵引的念念更新之中、根基于不同存在者

之不同世界的生生流转.这就接得上熊十力生生本体的认识论———不仅在语言的意义体上科学的认

识被建立,而且,摄藏在第八阿赖耶识中使认识有效的语言意义体是念念更新、生生流转的.就此,熊
十力识变的认识论被转变为根基于不同存在者之实存的生生流转的本体认识论.

三、熊十力识变本体的转向

熊十力对唯识学的反动,是通过忆持使五识所缘境在意识的作用下延续地留存,由此使如波、空
幻、如水性的五识所缘境,在意识执持下如冰凝结,从而有此执持之下境的实在性.意识进一步综合

忆持所持留的色、声、香、味、触,建立起个别的物相,我们就有对个别的物的原初的印象.进而通过意

识对诸个别物相的综合的抽象,经由层层构筑,我们就得到经验的“概念”之物.
意识执持成物的作用就是被称为“翕”的本体收凝的动势.执着于所成之物沉痼不化,是对本体

创生德性的背反.要显出本体创生的德性,就要能超拔出所成之物,复归感识无息地创起了境的冥证

境.当对意识成物的觉照始终不离感识冥证境,就能获证对生生本体的直觉———呈显本心、性智发用

为量智.〔１５〕

从本体收凝成物的翕,到复而创生显出本体健动的辟,熊十力凭借生生健动的本体要开出科学的

认识论,他的不成功在于没有建立起先验性的语言意义体作为意识成物的依托、使意识的认识获得该

语言意义体引带下的认识的必然有效性.但是熊十力在认识论上所陷入的直接困难是在,熊十力认

为建立科学是依据对物的实测,因此科学的范畴不仅在于主观的一方面,也在于客观的作为物的本相

的一方面.但是在熊十力那里,五识上所呈现的、与境物相似的相,每次都不能与境物的本相完全相

像,原因在于由五识所凭借的官能和五识所了的境,以及二者间的关系,如距离和光线等等说不尽的

关系,都有影响于五识了境时所现的相,而令这个相和境的本相不能等同.〔１６〕

“境的本相”,对动转于经验中、依赖综合感觉材料建立概念的熊十力的意识来讲,是处在经验的无穷

３６１

〔１５〕

〔１６〕

熊十力的“性智”发用为“量智”更有收摄儒家仁体,以良知规范“量智”的价值层面.本文仅涉及这一“发用”的认识论的成

物层面;关于此仁体开展的价值层面的论述,以及神学的本体论与“量论”心学的本体论的区分,笔者会在另文中展开．
见萧萐父 XiaoShafu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新唯识论(语体文本)»XiongShiliquanjidisanjuanxinweishilun

(yutiwenben),(武汉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jiaoyuchubanshe[HubeiEducationPress],２００１),３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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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而不可能被达到的.因为这一悬在意识经验地所成之物之外,但是却被意识空乏地所指向的“境的

本相”超出了五识所呈现的经验界,因而是经验地不可知的.但是这个被指向的“境的本相”作为包含着

诸未充实的可能性的理念世界,可以有其先验的规定性,并在空乏(leer空泛)意向的充实中被直观到.
就熊十力“量论”的识变本体而言,因为意识所缘的境仍然在经验中,所以仍然有体证中成物不

息、即用呈显的“识体”.但是当“境的本相”超出经验界,那就背离“识体”的当下呈显,而有意识之向

外求取,由此安立一悬设.熊十力因此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超验的理念世界与遍在遍满、体证

中即用呈显的“识体”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对熊十力意识作用的充益,作为语言意义体的类型论使意向作用下的科

学认识成为可能.进一步地,构成先验自我的语言意义体既被收摄于当下之一念,就有其当下一念意

义之发生.而在其意义丧失处,则有即于此念的、新的语言意义体之生成.于诸语言意义体的念念流

转中,最终呈露出生生的实存主义之本体.
虽然先验自我是收摄于当下的一念,但是,就第八阿赖耶识而言,如何会受持有先验的语言意义

体? ———先验自我如何会发生于当下这一念?
当此一疑问被追溯到约翰福音:“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上帝)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

是藉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１７〕如

上疑问得以消释:第八阿赖耶识所摄受的先验的语言意义体有其神性的来源.在识体冥冥的觉照当

中,亦有冥冥中上帝意志之发生.因此,一旦人从寂灭离系的觉照中转出,而转向上帝创世的意志,先
验语言意义体的神性根源就会向人显示.〔１８〕 而当人于冥冥中接受这生命之光,〔１９〕上帝创世的大能就

会伴随本性虚寂的人;而意识作用下的人对万物现起之见证,就使人在灭故创新中证见到从无中创世

的、上帝给予圣言之恩典.当这一恩典〔２０〕是临在证会五识现量之虚寂的人,在意义灭寂之边际,人得

以见证生命之光临于虚寂的万物之现起.而万物是现起在历史性地发生、并且生生流转的诸语言意

义体所铺展开来的各自地平线之内.当先验语言意义体的神性根源显示自身于人对生命之光的见

证,〔２１〕实存主义的生生的本体论就度入实存主义神学的本体论.

四、实存主义神学的本体论

证会五识现量,人由此脱开前念中的执着而复归人的虚寂本性.称人的本性是虚寂的,是在于当

４６１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圣经若望福音»Shengjinruowangfuyin [BibleJohn],(天主教小助手(软件)Tianzhujiaoxiaozhushou(ruanjian)),１:

１Ｇ４.本文中的圣经引文依据和合本圣经.但是参照古希腊文本圣经,此处思高本圣经较和合本圣经翻译为全,故本文此处取思高本

圣经的译文.同时,为与中国哲学中的“道”相区别,本文依据思高本,以“圣言”翻译λo
,
γος/Word．

觉照中的语言意义体只是作为属人的流传物而有其意义的发生、住世、异化、灭失.流传物之意义得以发生的神性根源并

不对觉照显现,而仅显示它的属人的在世之意义.但是,流传物之意义既已发生,作为有为的世间法,于其意义之生灭,便有其于觉照

之中的法尔幻化.觉照虽然不离世间法,但实安住于离系之解脱,如如不动.
然而单纯就这属人的流传物而言,当仅注目其语言意义体所呈现的自然律与道德律,而撇去它神性的维度,这个语言意义体之意

义并不会全体显现,自然律与道德律在此显为是彼此分离的.如在康德的理论中,当取消其上帝存有与灵魂不朽而专谈自由意志,这
个自由意志就失去了它意义的终极的圆满,无法实现自然律与道德律的统一.

尽管此种语言意义体涵摄有神性的维度,但这不意味着随缘自在的觉照就要撇去这一维度,失却语言意义体如其所示之意义的全

体显现.觉照是对语言意义体之意义全体的觉照,只是不把对神之信仰的经验执为真实,而是把圣言耶稣作为显示于人的经验中的语

言的意义,安落在俗谛当中．
这一事件使语言意义体作为表义名言种子摄藏于阿赖耶识,并随之牵引意识令其了境,语言意义体就此是意识所成物象的

存在论基础．
«圣经约翰福音»ShengjingYuehanfuyin [Bible,John],(微读圣经(软件)和合本２０１０Weidushengjing(ruanjian)

Heheben２０１０),１４:１０Ｇ１１．
即转出寂灭无执的念念觉照而转向对光的念念执受,并由此行走在光所铺展的道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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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光照临于意义的灭寂中,人虚豁开敞,接受这光,并在人自己的实存中孕育出生命之意义,由此

有生命显发的念念健动.因此在虚寂中见证万物之生成,就是上帝给予、但却是由人在自己的实存中

表达出语言的意义体.就此而言,领会到上帝的给予是寓于人参与其中的真理作为语言意义体的生

成,语言的意义体因此表现出它的神性维度.因此,于此语言意义体的生起,人不是证得缘起性空的

解脱,而是见证上帝从无中的创世.
这一神性维度在康德那里表现为人心中道德法则的神圣性.但是在胡塞尔那里,这一神性维度

则表现于绝对意识(先验自我).绝对意识是人所表达出的人的神性的本质,而上帝(上帝就是圣言)
本身是隐藏在绝对意识背后的奥秘,并在绝对意识中显出他的侧影,发出意义的光照.出于圣言的意

义的光照,上帝的创造向人开敞,这首先由类型论的意义的充实显示出来.
虽然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克服了康德的物自身带来的怀疑论,但是就康德而言,“物自身”的说法

只是承认了人的认识的经验的有限性.因为依靠人的理性,人的认识并不能超出经验界,而只能认识

被给予感官的现象.而上帝的创造是超验的,因此理性并不僭越到超验领域去认识物自身.人虽然

不能认识到物自身,但是这不意味着被人所认识的现象与上帝的创造物是隔绝的.现象被给予人,被
给予人的现象的真理性在于:“现象的各种谓词在与我们的感官的关系上是能够被赋予客体本身

的”.〔２２〕 虽然幻相发生于“把那只是在与感官的关系中、或一般在与主体的关系中属于对象的东西赋

予了孤立的客体”,〔２３〕但是当人限制自己于其所实存的经验界———向感官呈现的现象只是在经验中

才得以被思维———被给予人的真理显示自身于其时间性的发生中:“一般现象、以及一切感官对象都

在时间中,并必然地处于时间的关系之中”.〔２４〕 范畴在此感性的(内感官的)形式条件之下才能应用

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另一方面,感性通过限制知性,同时也使知性实现出来〔２５〕———圣言成了肉

身,〔２６〕世界是藉着他造的.〔２７〕 故此,上帝的创造落于时间中虽然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刺激,但是人并不

因此刺激陷入迷狂;相反,我们意识到,相对于诸现象,对实存着的人而言,奠基于先验逻辑的统觉的

本源的综合统一是更加原初的被给予物———凭借这一原初的被给予物,人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并由此

参与上帝神性的创造.
然而,人的肉体的堕落,使感性的满足成为支配人行为动机的最高的原则,人因此盲从于自然的

因果律,上帝创世之目的性并不为此而显现.只是处于道德上的彻底完善状态的人性,也就是人心中

神圣的道德法则,世界才成为上帝意旨的对象和创世的目的.换句话说,只是为了尘世上的有理性的

存在者,所有的一切才被创造.
人虽然不能自动地符合道德的圣洁法则,但是堕落的人是实存着的自由的存在者,他的自由使他

有能力意识到有一个超越自然律的道德的世界,使他可以不受感性动机的支配.当他凭借自己的理

性转身步入道德的轨道,他不但能够领略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富于美感的合目的的秩序,而且能够

祈望:当他无止息地努力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涉及自然的幸福的一切最终也会被加于他.因为,从作

为最高条件的上帝创世之目的的完善性出发,幸福就是在最高的存在者的意志中的直接结果.因而

５６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康德 Kant,«纯粹理性批判»Chuncuilixingpipan [KritikderreinenVernunft],邓晓芒 DengXiaomang译,杨祖陶 Yang
Zutao校,(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４,４８．

Ibid．,４８．
Ibid．,３７．
Ibid．,１４０,１４５．
«圣经约翰福音»ShengjingYuehanfuyin [Bible,John],(微读圣经(软件)和合本２０１０Weidushengjing(ruanjian)

Heheben２０１０),１:１４．
Ibid．,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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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道德配享性结合在一起的幸福,也会是我们在感官世界中的行为的一个后果.〔２８〕 就此而言,
关切于圣言超验创造物的至高的幸福,就不是人单纯在经验世界所认识到的感性的幸福,而是作为天

上的财富,属于理性的至善理想.而人之所以能够意识到道德律,是出于道德法则的呼召,并从此走

向善的生活方式.因此,实存着的自由的存在者并不是因为其被创造而由其自然依赖性所决定,而是

“由我们作为公民趣向一个伦理国家的呼召(Berufung)〔２９〕所决定”.〔３０〕

与康德不同,在胡塞尔那里人与上帝的结合开端于本质直观.之所以称本质直观开启了人的神

性之维,是因为本质直观是对物的存在的直接的把握,这指示出本质直观所依托的类型论透显着上帝

圣言的意义的光照.但是物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本质直观,自在的真理超验地存在于本质直观之彼岸,
人与上帝的结合尚未圆成,但是人已经行走在与上帝结合的道路上.

在实行现象学悬置之后,胡塞尔对意识物与超验物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不可怀疑的、内在的

真实,后者则是不能够摆脱怀疑的、超验的单纯现象.胡塞尔由此转离对超验物的认识,认为“超验物

的世界是完全依存于意识的,即并非依存于什么在逻辑上可设想的意识,而是依存于实显的意

识”.〔３１〕 胡塞尔就此转向与人的实存相关联的真理:“一切实在的统一体都是‘意义统一体’.意义统

一体预先设定一个给与意义的意识,此意识是绝对自存的,而且不再是通过其它意义给与程序得到

的.实在和世界正好是某些有效的意义统一体的名称,这些‘意义’统一体相关于某种绝对的、纯
粹意识的关联体,后者按其本质赋与这种而不是别种意义,并指明意义的有效性”.〔３２〕 故此,就逻辑

上的本质真理而言,它尚未摆脱荒谬,因为人此时被外在化于真理,从而与真理相隔绝———本质直观

并不是意义的来源,意义的来源外在于人的实存:“无论它是被人还是被非人、被天使还是被上帝判断

地把握”.〔３３〕 当真理完全内在于本质直观,本质直观就转变为给予意义的绝对意识,成为意义发生之

场所———真理内在于人之实存,人从此将荒谬排拒出其生活Ｇ世界.因此,从本质直观到绝对意识在

胡塞尔那里是人与上帝之结合的开端到圆成.
但是这一圆成并不意味着绝对意识就是上帝,使上帝(圣言就是上帝)囿于此绝对意识之内.上

帝并不会因为于此绝对意识发出其意义的光照而丧失其无限性.祂派送意义,同时也自在地自身停

留为奥秘,前者并不取消后者,相反地,前者预备于后者.
从本质直观到绝对意识,人获得意义的有效性,只是在于他放弃了“对世界的一种哲学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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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ngjiexianneidezongjiao[DieReligioninnerhalbderGrenzenderbloßenVernunft],(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Zhongguo
renmindaxuechubanshe[ThePressofRenminUniversityofChina],２００７),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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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xiangxuehexianxiangxuezhexuedeguannian [IdeenzuEinerReinenPhänomenologieundPhä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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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完全接受上帝所给予,从而使意义从“考察世界的自然方式”而来.〔３４〕 绝对意识作为这一考察

的意义生发的场所指示出世界与意识于此考察中彼此完全的通透性,由此呈现给意识的世界就是生

活Ｇ世界———我们大家的世界.就此而言,“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３５〕:上帝的意志“活在所

有的超验主体内,让超验的整全主体性之个别具体的存有得以可能”.〔３６〕

然而,当人被抛入世界,先在于他的、世界的神性意义并不向他显现,世界对他而言只是属人的流

传物.神性的隐匿伴随着人在世实存之意义的虚无:话语所传达被证明为谬误,或者是被限制的特殊

意义而不再有真理的整全性,或者被证明为没有意义.意义之虚无使人疏异于他所生活的世界———
上帝变异为偶像,世界外在地施行着统治.人勉力自己伪装于诸般面具之下,然而在精神的缺席处面

具只是装饰着肉身,人没有盾牌对抗诸般恶的侵袭,从而沉沦于世界嚣嚷之幻影,于此生起种种无明

烦恼.
但是当人在证会五识现量中消去诸般伪装,而升拔于诸般浮华之表时,种种烦恼消散于完全的寂

静与安宁中.人此时是无根的.他虽然并不感到上帝的存在,但是上帝已临在了.上帝常临在于奥

秘之中.在意义发生的那一刻,如击中人的闪电、荒寂中洪亮的清响,上帝的启示向人显现,唤醒祂已

播在人心中神性的种子.人倾听这启示的呼召,他的本真本质在心中觉醒,一条语言开展之路由是现

起在他的脚下.在这呼召中他开始走向与上帝完全的结合.由是在喜乐的绽放中,人开始他在真诚

中的生活道路,充满存在真实感的平安充盈内心.这条语言之道路不仅在他的脚下展开,同时,也向

他的同时代人开放:这是“穿越自我的内在,通往内在的他者,继而通往世界的一条路”.〔３７〕 语言以这

一方式将倾听到祂的人们送往其实存的道路,并使由这语言所奠基的同一的世界经他们实存之践履

展现出来.同时,先前了无生命的流传物经由此语言的诠释,重新焕发出意义的光彩,并作为圣迹构

成下一代人被抛入的存在场景,成为孕育下一代的母体.
对于被抛入者而言,他承袭了先在于他的、作为流传物的属人的世界,并在伪装中表演先在的世

界意义.这一伪装构成了他的非本真的存在———他自身的母体.因为这一先在的世界意义作为属人

的,对于他而言完全不具有神性的意义根源,因而是濒死的.惟当意义存在,人才存在;一旦这意义转

为虚无,生命于他便不存在,神性之光对于他仍隐匿在冥冥之中.为了寻到意义,获得生命,人因此需

要从人性虚寂的维度,向上帝开敞仰望.
虽然圣迹作为属人的流传物对被抛入者并不显现其神性的意义,但却是引他向上帝的接引

者———圣迹母性的爱是他对上帝的呼召的接受性的先导,尽管这一先导对他表现为外在的,比如规章

之于康德,或者康德的先验逻辑之于胡塞尔.但是外在的圣迹等待被转换为他内在的对上帝的呼召

的接受性,比如在康德那里外在的规章经由理性的诠释被奠基于人内心中的道德法则,由此,建立在

被启示的规章之上的历史性的信仰被转变为朝向纯粹的理性宗教的引导性手段.在康德处,由道德

法则展示出的人性原型就是圣子耶稣,在祂里面仿效祂,人就能祈望出于上帝恩典的审判,他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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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终将得补赎.〔３８〕 或者,在胡塞尔处,经由转变先验逻辑到绝对意识,意识与上帝圣言之创造最

终达到彼此的通透.因为被抛入者已经是被拣选者:神性的种子已经播在人的心中,上帝的启示已经

发生在祂的意志中,只是在人那里才绽现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随祂呼召,穿上新人.〔３９〕

所以人在自己的实存中孕育出生命的意义是发生于母爱与父爱的结合中.就此而言,如果说作

为圣迹的流传物展示着永恒的母性的爱,这只是在于,在每一代人那里,流传物都展示了这一母性之

爱的一个侧面.而在每一代人那里绽示的人的神性之维也只是展示了结合于这一代人的永恒神性的

一个侧影,如一幅肖像画所表现的侧面———那肖像所表现的,对人而言,是永恒奥秘对人的显像.人

越是能够多地认识到这些侧面,上帝救恩的历史开展就越是能够被感受得完全,尽管这一对人而言的

完全性是处于它的特定历史的视阈中.就此而言,流传物自身所承载的历史性的神性意义,需要在每

一代人对流传物的诠释中,对这一代人是敞露的,而不是在人对她的诠释之中被遮盖.这种历史中的

神性之隐匿发生于,人在对流传物的诠释中对她所承载的历史的神性意义的无视与单纯拒绝.
母爱与父爱的结合表现着:由上帝给予而开显存在的创造与救恩的大能,当其落实于作为属人流

传物的神性褪失的人世,就有人代际生生的绽示———人在自身实存中孕育语言意义体之生生流转.
这一生生之绽示显示出上帝给予之恩典与人之被抛入的原初罪性(神性于人之褪隐)的交叠.而从人

之被拣选、蒙召到走向与上帝完全的结合,人从祂而来,向祂而去.而人越是切近祂,就越领会到祂创

世与救恩的意志.而上帝之给予之临在于人是念念更新、永无止息的历史之开展.所以当人深切地

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４０〕人的存在就得以植根于意义发生的源头当中,“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

不枯干”.〔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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