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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

———以“大乘佛教”为中心

何 燕 生

［摘 要］ 作为近代东西文明对话中反映在东亚佛教领域的知识重构，“大乘佛教”概

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东方佛教学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

授木村泰贤的“大乘佛教”观，带有强烈的日本佛教意识，其强调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

义，目的在于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 “合法性”依据。西方哲学家、世界轴心文

明论者雅斯贝尔斯积极吸收当时欧洲和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关注佛教的哲学智慧，主张

“大乘佛教”是佛教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传播，印证了佛教是一个宽容的宗教。雅斯贝尔

斯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全新的 “历史哲学”。

二人的文化背景和学问取向尽管不尽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言说，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比了解佛

教知识在近代东西方是如何被重构、如何回应现代性的。
［关键词］ 文明对话 大乘佛教 木村泰贤 雅斯贝尔斯 ［中图分类号］ B942. 1

“文明”一词虽然最早见于《周易》，历史悠久，然而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文明”，特别是在讨论关

于东西文明对话这类议题时，其实并不是基于《周易》中的“文明”意涵，而是来源于明治维新时期

日本对西语“civilization”的翻译。“文明”，可以说是一个由翻译而被激活、被发现的现代性鲜明的词

语。而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关于“文明”的论述及其知识，比如“文明 VS 野蛮”“西方文明 VS 东方文

明”“四大文明”等，毋庸讳言，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和东亚自身的问题意识。( 参见石川桢浩)

如同“文明”词汇诞生于近代，而且与日本具有密切关联一样，“哲学”“宗教”乃至 “佛教”
“大乘佛教”等概念也是近代由日本学者 “发明”出来的。① 特别是 “大乘佛教”，是近代日本佛教

在面对国内的“废佛毁释”和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处于 “边缘性的焦虑”之中，试图跻身于中心话

语之列而向西方输送日本佛教优越观念的一种产物，带有鲜明的日本立场。我国梁启超、太虚等开明

人士，假道日本，试图从日本佛教的成功经验中寻找中国佛教复兴的出路，引进了包括 “大乘佛教”

论述在内的近代日本大量的佛教知识，以重构 “中国佛教”的宏大叙事。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

篇》，太虚《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中国佛学》等对“大乘佛教”的论述，反映了他们对 “中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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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佛教”一词，据目前能够检索的情况可知，很早出现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

经》《大般涅槃经》《六度集经》等中。但在这些经典里，“佛教”通常指的是“佛陀的言教”，而非本文所

讨论的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宗教的意涵。



教”重构的热望及其“自我认同” ( identify) 的问题意识。

西方佛学界对“大乘佛教”的发现及其评价，很长一段时间一味地停留在 “变质了的佛教”这

样的话语论调之中。然而，在一些传教士的眼里，“大乘佛教”很早就被视为与基督教同源，认为两

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成为西方传教士们了解东亚宗教传播的关键词。比如英国传教士李提

摩太 ( Timothy Richard，1845 － 1919) 在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中特设 “大乘佛教”一章，以介绍

他所了解的中国、朝鲜半岛特别是日本佛教 ( 参见李提摩太) ; 李提摩太还参照铃木大拙的翻译，英

译了反映大乘佛教思想特色的重要论著 《大乘起信论》以及大乘佛教代表性经典 《法华经》。20 世纪

前叶，西方知识界还出现了热衷介绍 “大乘佛教”的学者。比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 Karl
Theodor Jaspers，1883 －1969) 便是其一。雅氏在《大哲学家》 ( Die groen Philosophen) 中设佛陀和龙树

两章，将“大乘佛教”视为东亚佛教的共同特色，予以介绍。雅氏关于佛陀、龙树，特别是关于“大

乘佛教”的理解，同时吸收了 20 世纪初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带有一种“转述式”重构的意义。

因此，作为近代东西文明对话中反映在东亚佛教中的知识重构，“大乘佛教”概念的形成及其演

变，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透过东西学者关于 “大乘佛教”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

面对比了解东亚佛教回应现代性的一些事实。

本文拟具体聚焦两位人物，分别进行对比探讨。一位是东方佛教学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

村泰贤 ( 1881—1930) 。关于木村泰贤，我们拟以 1924 年木村来华参加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前

后的言说为中心，具体探讨“大乘佛教”概念在木村泰贤那里是如何被理解、被演绎，最后又是如

何向中国推广的情况。以往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一般主要集中在对 “大乘佛教”的发明者释宗演

和其弟子铃木大拙的言说上，而对这之后对中国有着直接影响的论述，则很少予以关注。( 参见龚

隽) 另一位是前述西方哲学家、世界轴心文明论者雅斯贝尔斯，笔者将以雅氏 《大哲学家》“佛陀”

为中心，考察雅氏对“大乘佛教”的理解，以此来了解作为东亚佛教重要知识的 “大乘佛教”概念

在西方知识界是如何被重构的具体情况。① 木村泰贤与雅斯贝尔斯二人的文化背景和学问取向虽不尽

相同，但他们生活在相同的时代，他们的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文明对话进程中基于不同路径

和不同问题意识的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

一、木村泰贤的 “大乘佛教”论述

木村泰贤其实是一位印度原始佛教研究专家，主要研究 “小乘佛教”。他在 1930 年逝世之前所

出版的著作，基本上是关于印度原始佛教的内容，而关于 “大乘佛教”的研究，则见于木村泰贤逝

世后由后人整理出版的《木村泰贤全集》第 6 卷所收的《大乘佛教思想论》。其中第 2 篇第 3 章 《三

国佛教の特质》，概述了印度、中国、日本三国的佛教特征，为我们了解木村泰贤的 “大乘佛教”观

提供了线索。

什么是“大乘佛教”的特征? 木村在《大乘の特质》一节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所谓大乘佛教，

其实就是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将佛陀的精神得以发挥的一种思想运动” ( 木村泰贤，1936 年，第 193

页) ;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以“佛说”的形式结集的各类经典，比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华严

经、无量寿经、涅槃经等，便是这种思想运动的结果。那么，这种运动反映在教义上的显著特点是什

么呢? 紧接着，木村对此展开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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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还设有“龙树”章，对龙树“空”观哲学进行了阐述。因限于篇幅，且与本

文的问题意识关系不大，故本文暂不作为考察的对象。



木村首先指出，小乘佛教的特征在于寻求个人层面的解脱，而对他人的解脱，并不视为自己解脱

的必然条件; 与此相对，大乘佛教则主张众生都具成佛的可能性，即 “悉有佛性”，所以大乘佛教以

救度一切众生为己任，以人人皆能成佛为最终目标。( 参见木村泰贤，1936 年，第 194 页) 木村认

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运动，同时又是一种实践哲学，所以一般称其为 “行菩萨道”。所谓 “菩

萨”，梵语“bodhisattva”，意指 “寻求与佛陀同等觉悟的众生”，佛陀在其修行时代也被称为菩萨。

菩萨不限于指出家众，但凡愿意在俗世间行道，去除我欲，利益众生，并将其功德回向给佛位，即便

在家众，也可称为菩萨。这种“求道者”的形象，其实就是菩萨的本来风貌。后来出现的所谓观音、

文殊、普贤等菩萨信仰，其实就是对人格完成的象征性存在的一种表达。所以大乘佛教又称 “菩萨

乘”。这是大乘佛教的首要特征。( 同上，第 194 － 195 页)

其次，木村指出，菩萨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本愿，且以在家为其本意，所以，与小乘佛教

“隐遁”山林，寻求与世隔绝的特征相较，大乘佛教恰恰相反，提倡游历于社会，在社会上从事教化

一切众生的活动，以人人成佛、举世解脱为最高目标，其结果便出现了试图建立理想王国的 “极乐

净土”的信仰思想。小乘以个人解脱为理想，因此不可能出现 “极乐净土”这样的信仰思想。( 同

上，第 195 页)

接下来，木村指出，在对“欲望”“烦恼”的处理方面，小乘佛教一般持消极否定的态度，比如

主张“灭苦”“灭欲”等。大乘佛教则恰恰相反，承认现实生活的价值，承认 “欲望”存在的积极

意义，主张人们对“欲望”的追求，可以升华为寻求 “成佛”，而这种希望成佛的 “欲望”，是一种

对无限生命的追求，不应消极地看待，而应积极地予以肯定，予以阐发，努力从实践中去升华它，变

“烦恼”为“菩提”，转凡成圣。也就是说，大乘佛教既承认 “欲望”在宗教上的意义 ( 即对 “轮

回”观念的肯定) ，同时也不否定其在道德层面的意义，与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的人生观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 同上，第 196 页)

木村同时指出，与小乘佛教相比，大乘佛教在教义上强调 “一心”。所谓 “一心”，即指一种精

神的本原状态; 大乘佛教为了探讨“一心”的意义，形成了极具哲学思辨的一套理论 ( 同上，第 197

页) 。木村在这里对大乘佛教教义的阐述，应该说受到了 《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我们知道，《大乘

起信论》中所讲的“一心”，带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涵，哲学思辨意味浓厚，这也是在教义上

不同于小乘佛教的关键之所在。《大乘起信论》讲 “一心开二门”。所谓 “二门”，即 “真如门”和

“生灭门”，意指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精神存在状态。( 同上) 木村指出，由本原 “一心”的

作用如何而决定是“悟”还是“迷”，是“净土”还是 “地狱”; 破除 “妄心”，“真心”即能显现，

世间便回到本原状态。这种说法，显然来自《大乘起信论》。

木村最后指出，因为大乘佛教是为了针对于原始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一种反动，一种试图回归佛陀

精神本怀、顺应时代需求而兴起的思想运动，所以，在面对时代精神方面，大乘佛教并不固步自封，

而是尽量发挥其思想上的活力和弹性; 大乘佛教被传到亚洲各国后，同样顺应时代要求，发挥着

“契理契机”的特征，从而在教义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就是说，小乘佛教是出家主义，是一种保

守主义思想，与此相比，大乘佛教是通俗的在家主义，且以社会教化为目标，是一种实践思想，因

此，大乘佛教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归佛陀本怀。( 同上，第 198 页)

那么，中国和日本的佛教如何呢? 关于中国佛教的特征，木村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大乘本位主义。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小乘佛教被认为不过是一种权巧方便罢了，而大乘

佛教则被认为代表佛陀本怀的意识变得更加强烈。所以，中国一直以来未曾出现过 “大乘非佛说”。
( 同上，第 199 页) 二、因大乘本位主义而出现的 “判教”思想的盛行。这也是中国佛教特别重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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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研究的具体表现。中国佛教其实可以称为一种学问式的佛教。无论是天台宗的 “五时八教”说，

还是华严宗的“五教十宗”说，它们是中国佛教 “判教”学说的典型代表，是重视学问研究而形成

的结果，它们都与大乘佛教本位主义密切相关。而且它们都有贬低其他经典，以抬高自己学说的共同

特点，主张自己的思想和实践最接近于佛陀的本意。因此，“判教”思想，带有一定的排他性。( 参

见木村泰贤，1936 年，第 200 页) 三、就其功能而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佛教发挥了文化

史上的意义。具体而言，在如下两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即 “戒律”和 “禅观”的发

达。中国的佛教徒们基本都严守戒律，保持禁欲主义生活作风，一些佛教徒深信佛教的真理通过参禅

打坐，专心于禅观，或者游历于山水，远离世俗社会，保持戒律的清净，即可得到把握。木村认为，

这是中国佛教特别重视僧团 ( 僧侣) 的理由之所在。因此，中国佛教形成了以僧团为主体的特征;

佛教的盛衰，甚至由僧侣的数量的多寡而决定。木村总结指出: 中国佛教虽以大乘佛教为本位，但同

时又兼有小乘佛教的特色，这既不同于印度佛教，同时与日本佛教，也迥然有别。( 同上，第 201

页)

关于日本佛教，木村认为日本佛教虽然传自中国佛教，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日本佛教形成了不同

于中国佛教的许多特色。其一，日本佛教更加重视 “实践”，并不像中国佛教那样，强调 “隐遁”和

“学问”。木村认为，这一特色始见于佛教初传日本的飞鸟时代，自飞鸟时代开始，这种重视“实践”

的思想，作为指导整个日本佛教发展的一种基本理念，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其二，进入奈良时

代，日本佛教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并逐渐形成国民化的特色。这一特色，至镰仓时代，开始寻求以个

人的安身立命为最高目标，更加重视每一个人的个体生活。这一时期形成的宗派，一般称为“镰仓新佛

教”，具体包括净土宗、禅宗和日莲宗，它们的教义尽管带有深邃的哲学色彩，但在表达上采取了通俗

易懂的方式，特别注重在平民中从事教化活动，因而很快成为支配国民的一种信仰，受到国民的青睐。

木村认为，镰仓时代，佛教终于从精神层面进入到国民的实际生活之中。( 同上，第 202 页)

总之，木村认为，日本佛教与中国的“学问佛教”特色、山林佛教中的 “隐遁性”相比，更加

重视社会教化活动，更加重视在平民百姓中的教化，直接参与到国民的生活活动之中，因此与印度大

乘佛教运动的真正精神相契合。然而，佛教在其故乡的印度只保留一些遗迹，早已失去其权威地位，

在中国，虽然形式上得到了保留，但对国民的精神生活并未产生直接性的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形

同虚设。与此相比，日本佛教在各个方面仍然与国民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连，相融合。也就是说，与中

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重视生活和实践，最契合大乘佛教的精神; 尽管日本佛教源于中国，带有中国

佛教的特色。( 同上，第 203 页) 木村在该文最后指出，为了更进一步地彰显佛陀的精神，契合时代

众生的根基，需要一种“新大乘运动”，以救时弊。他认为这种“新大乘运动”的方针具体应该包括

以下方面: 一、建立一种个人层面的安身立命与社会的安宁不可分离的思想基础，即落实 “上求菩

提，下化众生”的精神; 二、不把佛教视为寺院和僧侣个人的专属物，让佛教成为民众自己的所有

物，即恢复大乘佛教兴起时期的精神; 三、以 “大乘佛教契合之地”的日本为中心，将大乘佛教推

广至全世界，即“将佛教东渐的历史事实进一步以日本作为出发点，再出发”; 四、精神生活虽以新

大乘佛教运动作为基础，但不能脱离物质生活，“实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双赢”，“世法即佛法”;

五、理想虽在遥远的彼岸，却需要从现实中一步一步地去实现，“视无穷的轮回为无穷的修行”。( 同

上，第 204 － 205 页)

主张大乘佛教是佛陀精神的真正体现，日本是大乘佛教的“契合之地”，以日本佛教为中心，将大

乘佛教传播至全世界，木村的这种观点，显然带有强烈的日本立场。值得留意的是，木村在 1924 年来

华参加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期间，便向中国佛教界推出了这种带有日本立场的大乘佛教观。对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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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在中国期间的讲演活动，当时的《申报》进行了报道，可知其演讲的主题主要围绕大乘佛教。比如

在第一站上海的讲题是《大乘特质》，“对于法相宗之精义，深加阐发”( 木村泰贤，1924 年 a) ; 在北京

讲《佛教与人生》，从文化层面强调佛教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位置，认为佛教是世界宗教，其精神是世

界的，佛教可以“化世界”，强调“佛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参见同上，1924 年 b)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其中的两篇讲演稿。一篇是木村在济南佛学社欢迎会上的讲演，题目是

《现代思想与佛教》，具体围绕“佛教对现代思想有无作用”和 “以佛教眼光观察现代思想作如何批

评”两个问题，阐述了木村的观点。木村指出，现代思想的特征是生活中心主义，“即一切思想皆视

其于吾人生活上有无价值，以为取舍之标准” ( 同上，1924 年 a) ，即现实主义。木村对此予以批判，

提出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使命，认为佛教是为人本主义，而非神本主义: “世间种种宗教多以神为中

心，如耶教谓一切为神所创造，神为特别存在，人不能成神” ( 同上) 。那么，佛教如何呢? 木村指

出说: “佛教则不然，佛教认为，一切唯心所现，人人皆有佛性，佛可由人修成。释迦佛由凡夫修

成; 阿弥陀佛亦由法藏比丘修行而成……佛非特别存在 . 凡夫皆可成佛” ( 同上) 。木村认为，这是

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最大区别。不仅如此，木村特别指出，佛教的基础 “有科学的精神存在”，佛

教的教义“有精确的理论”，这两点与现代思想接近。接着列举佛教的 “空”观、“无常”观和 “无

我”观，进行阐述，认为科学的因果原则与佛教的因果相同。木村同时指出，佛教的人本主义，是

“全体的”，而非“半面的”; 以“欲望”为出发点，重视内在潜修，达到破除 “妄惑”的 “欲望”，

而完成其永久无限伟大的 “欲望”，此即佛教的特征。木村对所谓“佛教非宗教乃哲学科学”的说法

持批判态度，认为“佛教乃通哲学科学之宗教，而非科学或哲学”。木村最后说: “挽救世界文化之

弊者，为佛教之使命; 而宣扬佛教之大义者，则又吾人之使命也。” ( 同上)

木村的这一观点，在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上的演讲报告中也得到了具体的阐发。以 《宗教

的本质以及佛教的解脱主义》为题的讲稿，系统地阐述了木村关于宗教存在的本质以及佛教的解脱

方法论特征的观点。“食欲保存自己生命，性欲保存种族相续，游戏欲使意志有自发活动之地; 若无

此三者，不足以保存生命相续” ( 木村泰贤，1924 年 b) 。木村将宗教存在的根源归于人的 “欲望”，

即来自于人类内心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只要最基本的食欲、性欲和游戏欲三大欲望存在，宗教将永远

伴随人类，不会消亡; 宗教就是在人类的这些 “欲望”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木村指出，希望 “永

生”，是人类一般的愿望; 生命永续，长生不老，是一切宗教的主题。中国道教的诞生，便适应了人

们的这种愿望，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诞生了道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对 “永生”的渴望。佛教

“阿弥陀佛”，意指“无量寿”，反映了印度人对无限自由、生命永恒的向往。所以，“日本人遇有快

乐事，往往高呼万岁”。这个“万岁”，相当于佛教徒念“阿弥陀佛”名号。( 同上)

那么，佛教思想的特质具体何在呢? 木村认为佛教的根本思想在于阐述 “唯心”，“但向自心求

解脱” ( 同上) ，不同于世界各国宗教皆向心外寻求一种人格神为立说之根本。木村具体提到“佛性”

和“烦恼”两个概念。关于“烦恼”，木村用“缘起”论解释其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去断除的方法。

同时指出，大乘佛教既讲 “真空”，又强调 “妙有”。所谓 “妙有”，不同于其他宗教所谓的 “万象

有” ( 一切万象的存在) ，而是通过否定 ( “空”) 之后的一种 “有”。大乘佛教的境界在于认识到世

间万事万物，一草一木，事事无碍，彼此圆融; 达到此境界的称为 “菩萨”。出家者称 “罗汉”，像

僧侣。我们今天看到的观世音菩萨为女子形象，木村对此解释说: “这些菩萨的衣冠，有如西方社会

的女子外出行走时的装饰，说明大乘佛教是 ‘入世’的，并非闭户主义，只图自己修行，自了汉，

而是必须与社会人相接近，共同修行” ( 同上); “释迦牟尼当初抛弃妻女，离家到深山苦修，成道

后，便对社会生起种种活动” ( 同上)。“菩萨”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本怀，现在家居士形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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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的“罗汉”形象，形成对比。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木村在演讲中从宗教存在的本质的角度所阐述的佛教解脱主义，归根结底，其

实是基于他自己所说的“大乘佛教精神”，换言之，是一种用他自己所理解的“大乘佛教精神”来解释佛

教解脱主义的套路。木村总结说: “研习大乘佛教，必须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达到寂静状态，看破一切，除去

执着心，用无执之心去救济世界众生，最后回归到肯定的态度。对于有利于人类社会的事情，都应该尽力

去做，绝不能停止在否定的状态。”( 木村泰贤，1924 年 b) 木村最后感叹道: “可惜今天日本佛教徒都忘

记了这种本怀，贵国 ( 指中国) 能够回归佛陀本怀，用大乘佛教精神做事者亦不多见，一部分出家人沦为

社会的寄生虫，使活生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变为槁木死灰，成为国家的赘疣。所以，今天特别希望我们日中

佛教徒一起努力，将大乘佛法的精神彰显于世，为庄严二十世纪世界，贡献我们的力量。”( 同上)

综上可知，木村在华期间的讲演，始终围绕大乘佛教而展开; 他所介绍的佛教解脱主义，虽来自

于大乘佛教的教义，实则以日本佛教作为其背景，带有浓厚的日本立场。可以认为，木村对在家主义

佛教的赞叹，对出家主义佛教的批判，其目的不外乎强调日本佛教的 “合法性”，替日本佛教的在家

主义倾向提供辩护。木村对现代思想的批评以及基于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对 “宗教”本质的阐述，对

于当时的中国佛教学界，应该说颇富新意。木村对中国佛教的出家主义倾向提出严厉的批评，特别是

将矛头直指那些偏离“大乘佛教精神”的出家人，认为他们其实是社会的一种寄生虫。木村的语言，

充满着辛辣。尽管如此，木村最后还是希望中日佛教徒携起手来，共建二十世纪的庄严世界，“转五

浊恶世为佛国净土” ( 同上) 。

同时还需看到，木村在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上的讲演，内容上迎合了太虚 “人间佛教”的

思想主张。太虚基于大乘佛教理念所提出的 “人间佛教”思想，赢得了当时包括日本佛教在内的世

界佛教徒的认同。其次，木村的讲演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在场的西方宗教人士的问题兴趣，这也是不难

看到的。总之，木村通过庐山的这次演讲，其基于日本立场的 “大乘佛教”观以及崭新的日本佛教

研究方法被巧妙地传到中国，事半功倍，可谓不虚此行。①

二、雅斯贝尔斯对 “大乘佛教”的诠释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家中对佛教思想最为亲近且最为通晓的思想家之一。他

通过由巴利文、梵文、藏文以及中文和日文等的翻译撰成德文的佛经原著和今人的佛学研究成果，对佛

陀和龙树的思想进行研究，阐述其基本特色，试图向西方社会介绍东方的佛教智慧。关于佛陀，他关注

佛陀的宗教人格魅力和思想特色; 关于龙树，他分析龙树富有逻辑思辨的哲学思想。雅氏评价佛教及其

思想特色时，有意识地采用了比较哲学的方法，将佛教与西方哲学相比较，同时也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相比较。雅氏指出，佛教在其传播史上，既没有出现过暴力冲突，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佛教是一个

宽容的宗教。其文字背后隐然可见的是，雅氏对基督教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强烈的排他性和政

治性所持的一种批判态度。通读雅氏关于佛教的论述，不难发现他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的印度和中

国，将问题兴趣从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延伸到东方的佛教哲学，揭示东方富有思辨内涵的哲学思想，

其目的在于建构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全新的历史哲学，问题意识十分鲜明。

在雅氏的眼里，“大乘佛教”是佛陀教义的发展，这与之前西方知识界一味地抬高南传佛教，贬

低北传的“大乘佛教”的做法，明显相左。因此，他对佛陀及其教义的阐述，也是建立在这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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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上述木村泰贤关于大乘佛教的论述，显然不是来自严谨的学术考察的结

果，而是基于其个人的一种宗教偏向。( 参见山折哲雄、末木文美士)



解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我们先来看看雅氏对佛陀及其教义的阐述。
《大哲学家》特设 “佛陀”章，对佛陀的生平传略和教义特征特别是对佛陀教义的 “发展史”

以及佛陀与佛教对“我们有何意义”等问题分别进行阐述，这样的阐述方式，明显带有向西方社会

介绍东方智者佛陀及其佛教智慧的目的。① 我们知道，关于佛陀生平的叙事，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之

间存在着差异，比如南传佛教一般认为佛陀是 29 岁出家，而北传佛教则大多采用 19 岁出家的说法。

从雅氏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时参考南传佛教的文献，比如说佛陀 29 岁出家，有时也吸收北

传佛教研究的成果，比如说佛陀灭度是公元前 480 年等，在材料上似乎表达了一种试图综合南传与北

传关于佛陀生平的不同叙事的不偏不倚的态度。

太子乔达摩目睹老、病、死的现实而感悟肉体的恐怖，对人生产生怀疑，于是抛弃王位的继承，

毅然出家，跑到森林深山修行。六年的苦行，却一无所获，乔达摩意识到苦行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便

放弃苦行。一天，乔达摩在菩提树下打坐，顿然大彻大悟，觉悟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乔达摩开悟

了，被称为佛陀。佛陀后来接受弟子，将自己所悟到的真理传授给弟子们，此即僧团的建立。雅斯贝

尔斯认为，“在佛陀的伟大历史影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以固定方式建立起来的僧伽” ( 雅斯贝尔斯，

上，第 93 页) ，对“僧团”予以高度评价。同时特别提到 “僧团”中的托钵生活和安居活动; 佛陀

以身作则，与弟子们过着同样的游化生活。对佛陀最后一次的游化生活和灭度时的场面，雅氏也引经

据典，予以介绍。

雅氏对佛陀早年出家、修行、成道以及最后涅槃的叙述，可以说基本延用了以往的模式，强调佛

陀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间智者，在内容上并无太多的新意。当然，雅氏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介绍佛陀伟

大的生平的本身，对于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来说，佛陀充满哲学思辨的教义才是他要了解的对象以及希

望向西方社会介绍的内容。因此，接下来雅氏着重讨论了佛陀的言教及其发展情况。

在“教义与禅定”一节中，雅氏首先明确指出佛陀的教义在于洞见“获得解脱的方法”，而这种

“解脱知识”，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知识概念是迥然有别的。依雅氏理解，佛陀的“解脱知识”不是通

过逻辑思维过程和感官直觉证明，而是来源于 “意识的转变”与 “禅定”的体验。因此，雅氏指出:

“佛陀传授的并非知识体系，而是一种解脱之道” ( 同上，第 96 页)。那么，这种解脱之道具体指什么

呢? 雅氏引用佛陀的“八正道” ( 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教义，予

以详细的阐述。雅氏指出，在佛陀看来，逻辑思维与禅定之间是有区别的，“逻辑思维将我们从有限的束缚

中解脱出来，并创造了空间。但只有透过禅定，真理才能得到巩固并形成，才能获得绝对的确定”( 同上，

第 98 页)。但佛陀并不否定逻辑思维，在佛陀那里，逻辑思维与禅定，二者是“互为证明、互相保证的。

两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我们获得真理”。( 同上) 与此同时，雅氏还论及“五戒”和“四无量心”，

即佛陀关于伦理问题的阐述，指出佛陀是“无限的宽容和善，非暴力手段，神秘地吸引兽类并去除其野性

使之趋于平和的力量，对一切众生，不论是人、兽或神，皆以慈悲、友善待之”( 同上，第 99 页)。

以上雅氏关于佛陀基本教义的介绍，应该说抓住了佛陀教义的中心，基本符合传统的理解。接下来

雅斯贝尔斯在“教义的陈述”一章中，继续对佛陀“十二因缘”和“涅槃”的教义进行详细论述。雅

氏首先指出佛陀的教义是作为一种认识而被陈述的，是一般“可以理解的语句与理性的” ( 同上)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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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学界迄今关于雅斯贝尔斯的佛教观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据笔者管见所及，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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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翻译和介绍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及其学说，撰写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不过最近鲜见有新的成果

出现。



“禅定”不同，“其根源原是被提升了的意识状态” ( 雅斯贝尔斯，上，第 99 页) ，是一种 “完全破

除了我执的超现实直观” ( 同上，第 100 页) 。雅氏认为佛陀的这种言教 “不是一种超感官的经验，

而是抽象的知识”，因此，“我们有限意识之理性思维，根本不可能容纳佛陀教义之内涵” ( 同上) ，

只有透过“禅定”，才能觉悟到佛陀的真理。

那么，佛陀又是根据什么而觉悟出这种教义的呢? 雅氏从佛陀 “四圣谛”中发现其原因，从

“苦谛”的言教开始阐述。所谓“苦谛”，是佛陀对一切不幸的一种观察。雅氏指出，佛陀 “苦谛”

的言教，“并不是一种悲观厌世的心态，而是对一切不圆满的苦的深刻认识” ( 同上，第 101 页) ，而

“苦”的产生，在于“无明”，即对事物的迷惑和执着而不明其真相; 而消灭 “无明”的手段是利用

知识，“依靠认识的基本状态本身”去摆脱一切徒劳的欲念。而这其中的关联，即是十二因缘。十二

因缘是一种循环的“因果形式”，是造成 “苦”的轮回规律的一种 “因缘链”。那么，“无明”又是

从何而来呢? 佛陀没有予以说明，用 “沉默”来回应。然而，有趣的是，雅氏认为这一问题 “貌似

基督教的原罪”; “正因为此，世界才变得如此不幸” ( 同上，第 102 页) 。

接下来，雅氏阐述佛陀的“无我”论。自我是什么? 自我的本质又是什么? 这是西方存在主义

哲学的重要命题。雅氏说: “佛陀的回答令人惊讶不已。他否定自我。” ( 同上，第 103 页) 在引用一

些经典言教进行阐述之后，雅氏认为佛陀关于“无我”的教义有些矛盾，并质问道: “是谁得到了解

脱? 谁得到了拯救? 难道不是我，不是自我，亦非单独的个体?” ( 同上，第 104 页) 佛陀虽然没有

直接解答这个问题，但后期佛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没有永久常住的事物，亦无固定不变的处所。

自我之本质或自我乃一瞬息万变的幻影而已，而众生却误以为这便是真实的自我” ( 同上) 。在这种

状态下，既无“有”，也无“空”，“这一境界唯有经由觉悟才会终将在涅槃中获得” ( 同上) 。

关于涅槃，雅氏指出: “佛陀之论涅槃，必假定其有一特殊性质，它所表达的，对我们这些总以

客观标准为是的人来说，显得空洞。但以此方式所表达的一切是极其重要的” ( 同上，第 105 页) 。

因此，他认为佛陀的涅槃之论，是“有违逻辑性思维的悖论” ( 同上) ，并举例予以阐述。雅氏同时

也指出，佛陀的涅槃之论，是一种境界，是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此，他最后指出: 佛教不是形而

上学，是一种解脱之道，“佛陀并不是以宣讲某一知识的教师，而是以解脱道的讲授者的身份出现

的” ( 同上，第 107 页) 。佛陀对诸如“世界是否永恒”、“世界是否有限”或 “成佛是在死之前还是

之后”的问题，拒绝解释。佛陀对从理论上来解决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认为是有害无益的，会成为

一种束缚，不得摆脱，不能找到通往解脱之道，是解脱的障碍，无助于涅槃。所以，佛陀针对这类问

题，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 而沉默在佛陀一生的教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雅氏认为佛陀的这种解脱

之道很早就见于印度医方明中，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经常被讨论到的议题 ( 如柏拉图、斯多葛学派、

斯宾诺莎) ，并不是佛陀的独创。( 参见同上，第 108 － 109 页)

那么，佛陀的独创之处何在呢? 雅氏对此表达了他的看法。在 “对佛陀创新问题的探讨”一节

中，雅氏总结佛陀的创新之处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佛陀极具感染力的人格”。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佛陀是一位真实人物，他用沉

默不语的方式解答了存在与无明究竟是什么的形而上学问题; “借助于这一沉默的力量，释迦牟尼 ( 释

迦族出身的沉默者) 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 同上，第 110 页)。二、放弃王位的继承，用人类完

美、无上的意志，“不是征服世界，塑造世界” ( 同上) ，而是通过征服自己来完成这一人格的; “征服

了我慢，真乃无上喜乐”( 同上)。雅氏指出，佛陀的精神生活“完全摆脱了感官世界、贪生、自我与

我慢的束缚，从而显示出其雍容、静穆、无限温和的态度” ( 同上)。三、“没有奇特的、一成不变的、

独到的个性” ( 同上) ，佛陀与弟子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在雅氏看来，“一个人的人格只有在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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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个人的特性后才能产生巨大影响。对自我的否定，是佛陀真理的一项基本原理。佛陀的基本经

验，不是对历史性自我存在的体验，而是在灭除自我过程中真理的感受” ( 雅斯贝尔斯，上，第 110

页) 。雅氏最后强调说: 佛陀的“这一人格力量，是西方人或中国人的个体意识中所不具备的。” ( 同

上)

第二是平等对待一切人。佛陀的“彻底性在于，他对所有人宣讲佛法” ( 同上，第 111 页) ，从

而感染了来自不同种姓出身的子弟，与佛陀一起过着乞食、出世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实现佛陀的教

义上。在这里，雅氏特别强调指出，佛陀的出现，使 “人类的观念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历史

上变成了现实” ( 同上) 。并且将佛教与人类历史上稍后出现的斯多葛派、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

性宗教相比较，指出佛陀的特点在于“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全体人类，还包括一切有生命者、神与兽，

他所悟得的解脱之道，是为了一切众生的” ( 同上，第 112 页) ，而这是其它宗教所不具有的。

第三是僧团的建立，确保了传道的功能，通过四处游化，来实现传道的目标。与此同时，佛陀还

使用“譬喻、箴言、文学上的创作等一系列方式，通过吸收下来的活灵活现的传说故事，利用这些

形式从而使那些基本思想不再枯燥乏味” ( 同上，第 113 页) 。

在雅氏的笔下，佛陀是一位完成的人格，是一位东方智者的代表; 佛陀并不拒绝关于形而上学问

题的讨论，但他的目的并不在此，在于解脱，而这种解脱同时又是依赖于知识的，因此，佛陀并不否

定知识的意义; 佛陀的言教，是一种解脱之道; 佛陀平等待人，其人格魅力感染着不同种姓出身的人

群，从而使其教义得以推广，使佛教成为人类历史上在观念上首个实现世界性宗教的宗教; 佛陀善巧

方便，善于利用譬喻、箴言、故事等手法，使深奥的教义变得不再枯燥乏味。佛陀就是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一位智者。雅氏对佛陀人格及其言教特色的把握和阐述，应该说是客观而到位的; 与此同时，我

们不难发现，这种佛陀观，其实就当时东西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讲，也是极为普遍的理解，并不是雅

氏的首创。那么，雅氏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这是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其实，在 “佛陀”章的后半

部分，雅氏回答了这一问题。简单说来，雅氏是将佛陀置于 “世界历史”的图版中，从人类宗教

“发展史”的角度，宏观地揭示了东方佛陀的人格魅力及其哲学智慧，以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基督

教中心主义的史观，为他基于“世界历史”愿景的历史哲学的建构，提供素材。

雅氏对“大乘佛教”的阐述，也就是建立在他对佛陀及其佛教的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的。雅氏认

为，大乘佛教一方面使佛教成为一种宗教形式，另一方面使佛教从纯粹的思辨哲学达到了新的鼎盛时

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以下具体进行介绍。

我们知道，佛教在佛陀灭度后，很快出现分裂，所谓大众部和上座部; 之后又分为北传与南传两

大系统。雅氏虽然也承认“小乘佛教更接近原始佛教，更纯正，而大乘佛教似乎落于繁琐的宗教实

际形式之中” ( 同上，第 115 页) ，但他同时强调，大乘佛教 “不再只是满足于大众对宗教的需求，

同时也使纯粹的思辨哲学达到了新的鼎盛时期” ( 同上，第 116 页) 。而且，与小乘佛教坚持严格的

固定戒律、经典，只强调个人的自我解脱，得阿罗汉果相比，大乘佛教 “不断地吸收外面的、新的

一切因素，保持着开放，除关切自我解脱之外，而且普度众生，竭力让众人也得到解脱” ( 同上) 。

而且，他还认为，“大乘发展了佛陀的某些思想，尤其是佛陀出于对这一世界的慈悲，希望诸天、人

类以对各自有效的方式共得到解脱的宏愿，而这些是小乘所忽略的” ( 同上) 。这种观点，与前述木

村泰贤的“大乘佛教”观相比，具有许多相同之处。

在雅氏看来，大乘佛教尽管有这些特点，但认为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这些，而是 “使

佛陀的解脱哲学成为一种宗教” ( 同上)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权威与服从”。雅氏认为，僧团促进了修行者对觉悟的寻求，因而有团体意识，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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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乘佛教，这种意识却不被认真看待，“而是服从了权威，实际上是在服从中生存。他们只是在佛

法僧三宝的名义下寻求慰籍而已” ( 雅斯贝尔斯，上，第 116 页) 。雅氏这里的说法，意思有些模糊，

不知所指。

第二是“失去了对自我力量的信任”。雅氏认为，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后，佛陀被尊为了神明。

佛陀强调，使人能得到解脱的，并不是祈祷、恩宠和牺牲等宗教形式，而是认知活动，即凭借自己的

力量获得解脱。然而，这种信念一旦发生了动摇，他们便想获得佛的帮助。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佛

陀被尊为神之后，“佛教徒的理想便实现了，从而出现了一位全新的、实则是神的世界，尽管在这里

不称呼诸神的名号。原本只想传授佛法的佛陀，却在被抬上众神之上成为至尊” ( 同上，第 118 页) 。

也就是说，早期佛陀的教义还是一种哲学，教导人应当以自己的意志去开发和获得开悟。到大乘佛教

后，则变成了“本来对洞见的信仰，不再是哲学的信仰，而是对佛陀的信仰” ( 同上) ; 不再只是靠

自己的思考，而是要靠“超验的佛陀的帮助，才能起作用” ( 同上) 。佛陀的超然性格被神化了，成

为人们崇拜的偶像。雅氏对此列举佛舍利信仰、寺庙现象的出现予以说明。随着阿弥陀佛信仰、佛陀

的种种化身的信仰的出现，愈演愈烈，“逐渐被扩展成一部充满魔法、奇异壮观的宇宙史，其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是: 诸天、预言家、摩罗以及饿鬼” ( 同上，第 120 页) 。因此，大乘佛教的造神运动，

使佛陀的哲学变成了一个宗教。

第三是吸收各种文化，彻头彻尾的“宽容”。佛陀吸收印度古代文化，从而使他的世界观的形成

得以可能。佛陀对世界的完全超脱，使得他对世界也彻底的宽容，因此，佛教对于凡是遇到的一切文

化、宗教、哲学、生活方式，它都无条件地吸收。与此同时，雅氏还强调佛陀的沉默的重要性，指

出: “佛陀的沉默所得到的回响，不仅是亚洲人对内在生命的自信的沉默，还混合着精彩奇异的宗教

内涵” ( 同上，第 121 页) 。他举西藏古老的法术变成了佛法的例子予以说明，认为这与天主教很相

似，然而，“许多基督教徒很惊异地看到这一切，认为这是魔鬼的杰作，是真正对基督精神的歪曲”
( 同上) 。在正统基督教神学看来，这种鱼龙混杂的信仰现象，完全是一种退化，未能保持原本的纯

洁，因此，往往不予接受，多持批判的态度。雅氏与他们的态度完全相反，把这些视为一种 “宽容”

的具体表现而予以肯定。

第四是“人的角色”的转变。大乘佛教讲人人都能成佛，有成为菩萨的可能，因此不须出家，

在家也能达到修行、成佛的目的。雅氏在书中对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叙述清楚，不过从文字中可以了

解到他想说明的是菩萨思想的形成、居士佛教的出现。

第五是“原始的哲学”仍旧保留下来。佛教虽然看起来似乎是走向了退化的方向，但是雅氏认

为，“在诸天的世界里，各种仪式和祭礼，各种组织与诸宗的形成以及自由的僧伽组织，从这一切中

我们总还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哲学的本源; 最初在佛陀成道时所观照的精神力量，甚至体现在最普通的

佛教徒身上” ( 同上，第 122 页) 。而最为关键的一面，在雅氏看来，是佛教的无暴力的哲学: “佛教

是唯一没有暴力、没有异端迫害、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女巫审判、没有十字军圣战的世界性宗教”
( 同上，第 122 － 123 页) 。他指出，这是由佛教的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佛教在哲学与神学之间，

在理性自由与宗教权威之间，从未分裂; 在佛教之中，哲学本身就是宗教行为，佛教 “知识本身就

是解脱与拯救”的基本原则，而这一直未有改变，“原始的哲学”，仍旧被保留下来。而且，雅氏认

为，佛教的这一“原始的哲学”，发展到大乘佛教特别是龙树，得到了发扬，并且 “传到中国后被保

存下来” ( 同上，下，第 785 页) 。

总之，在雅氏看来，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佛教的传播从总体上来说是在平和有力的情况下

进行的” ( 同上，第 114 页) 。而且还指出: “在佛典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在遥远的亚洲独有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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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而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是从未有过的。这一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形而上学的观念，形成了中国人和

日本人生活的新要素，并且使得西藏、西伯利亚、蒙古这些地区的人，不再是桀骜不驯了” ( 雅斯贝

尔斯，上，第 114 页) 。佛教虽然在印度失传了，但它“以慈悲为怀”，“与人为善”，在亚洲大部分

地区统治了数百年，在印度经过了一千年的发展，而从未发生过一次使用暴力的事件。雅氏指出:

“在整个亚洲，佛教是人类灵魂的解放者，但是每当民族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会抨击它，并将它冷

落于一旁 ( 如在中国或日本) 。” ( 同上，第 115 页) 雅氏指出佛教是和平宗教，应该带有强烈的所指

性，可以想象，基督教等一神教传播史上的各种暴力事件，应该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当时的脑海。

总体说来，雅斯贝尔斯对佛教的理解基本符合事实，一些观点，在佛教研究中也常能看到，应该

说充分吸收了当时西方以及日本佛教研究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些理解模糊的地方，比如大乘佛教

的菩萨道精神。我们知道，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无菩萨道精神，菩萨道精神应

该是大乘佛教最为显著的特色。然而对此，雅斯贝尔斯并没有予以特别的关注，这也是需要指出的。

不过，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并不在于像教科书那样，客观地介绍佛教知识的方方面面，这也并不是哲学

家应该做的事情。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十分明确: 为自己所需，择其所好，为我所用。而且，《大哲学

家》所面向的读者，首先是基督教社会的欧洲人士，这一点也需弄清。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

责怪雅斯贝尔斯的偏向。

三、小结

其实，今天我们使用的作为一种东亚佛教知识的 “大乘佛教”这个概念，最早由日本释宗演

( 1859—1919) 提出，带有鲜明的日本佛教背景和近代性特征。① 19 世纪西欧佛教学界基于对佛教经

典的研究，将佛教分为两大系统，即“北传佛教” ( North ( ern) Buddhism) 系统，和 “南传佛教”
( South 〈ern〉Buddhism) 系统，前者一般指由梵文佛典翻译的汉语佛教和藏语佛教，后者一般指由

巴利语所传的佛教。这是当时西欧学界的一般做法。针对这一做法，释宗演通过基于自己对东亚佛教

特别是对日本佛教的切身观察和理解，在表述上进行了更新，结合大乘佛典上带有价值判断的 “大

乘”和“小乘”的说法，将前者改称为“大乘佛教”，后者改称为 “小乘佛教”。《法华经》 《华严

经》等大乘佛典中常见有“大乘”与“小乘”的概念，历史上中国佛教以及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日本

佛教，一直以来也都惯用这两种概念。然而，历史上，这两个概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一般被用

做指称“教理”和“实践”，是对两种不同修行境界的表述，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释宗演则将此两

种分类概念同时与地理相结合，称 “北传佛教”为 “大乘佛教”，称 “南传佛教”为 “小乘佛教”。

这样一来，所谓“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在释宗演那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已不再仅仅指

称教理、实践和学派，而是变为指称在历史上存在的，且在地理上有着区别的 “佛教”分类概念，

这在内涵上既拓宽了西欧学者所谓 “北传佛教”与 “南传佛教”的分类法，同时也深化了传统 “大

乘”与“小乘”的说法，这应该是释宗演的一种新创造。( 参见马场纪寿)

与此同时，释宗演对“大乘佛教”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受到了来自西欧佛学界的一种话语权的

压力，同时另一方面也与他结合日本佛教对 “南传佛教”的考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历史脉络，

也不容忽视。1893 年，“世界宗教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日本组团参加这次大会，释宗演作为主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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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表演讲，而“大乘佛教”概念，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进一步的宣传和发挥。他们向西方社会

特别是基督教社会强调日本佛教的 “合法性”———作为“大乘佛教”的日本佛教不仅符合佛陀精神，

而且还拥有历史传承。① 1900 年，释宗演的学生铃木大拙英译《大乘起信论》，由美国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铃木大拙后来撰写《大乘佛教概论》 ( 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 ，积极

推荐这一说法，并且将释宗演的“二分法”进一步予以“理论武装”，从学理上积极阐述和发挥 ( 参见

铃木大拙)。“大乘佛教”概念，就这样借助“世界宗教大会”这个历史机遇，作为东亚佛教的一种知

识，获得了“市民权”。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一既带有价值判断，同时又具有历史、地理指称的复合概

念— “大乘佛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诞生出来的。( 参见马场纪寿)

木村泰贤关于“大乘佛教”的论述，无疑继承了释宗演、铃木大拙以来的说法，但其日本立场

更为突出，而且其面对的对象已经转移到中国，并不像当年释宗演、铃木大拙那样，重点放在回应西

方知识界的观点上。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木村泰贤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尽管代表了当时日本佛教知识界的一

种权威，但在日本早期佛教学研究队伍中，与同时期的宇井伯寿 ( 1882—1963) 、和辻哲郎 ( 1889—

1960) 相比，其研究的主观性立场比较突出，这一点也是学界所公认的事实。具体说来，比如关于

《大乘起信论》的讨论，木村持《大乘起信论》印度撰述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木村始终认为

大乘佛教是一种精神主义，不能简单地用文献考据进行说明。因此他从不放弃对传统的、主观的、

“护教式”的佛教研究立场的拥抱。这也许与他同时又身兼日本曹洞宗僧侣身份这一事实有着密切的

关联。木村早年与宇井伯寿、和辻哲郎之间展开了一场颇有影响的关于佛教 “缘起论”的争论。双

方争论的焦点，归根结底，即“主观”与“客观”的对立; 木村坚持主观的护教的传统立场，批评

宇井伯寿、辻哲郎的“客观”立场，认为他们未能理解佛教的精神，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与宇

井伯寿、和辻哲郎的立场形成对立。( 参见山折哲雄)

木村的这一立场，其实在庐山 “世界佛教联合会”期间，被译介到中国，并且遭到过太虚法师

从另一个角度的质疑。木村在刊登于 “世界佛教联合会”召开前夕的 《海潮音》第 5 年第 8 期的

《佛教研究之大方针》一文中明确指出: “客观的研究方法虽然显得公平，然而实际上缺乏内在的统

一，不能得到一种新生之力。与此相比，主观的方法虽不免有独断之弊，然而可以得到内在的统一，

而且还能得出许多新的主张” ( 木村泰贤，1924 年 c) 。太虚撰 《读木村博士佛教研究之大方针书

后》，对木村将佛教研究分为历史研究、教理研究和实践研究三种，不尽满意，认为并不够彻底，应

该在“实践研究”中突出研究者本人的“修己”和“利他”。( 参见太虚)

雅氏关于“大乘佛教”的论述，是他对佛教理解的一部分。他对佛教的理解，如前所述，显然吸收并

综合了当时日本以及欧洲佛教研究的成果②，而当时西方的佛教研究业已开始转向，不再是一味地抬高南

·94·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

①

②

西方对佛教的理解，之前主要是通过梵文和巴利文所记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文献，而对“大乘佛教”，特

别是对东亚中国和日本佛教，知之甚少，更谈不上深入的具体了解。西方对东亚中国、日本和印度同属一个

“佛教”的认识，也应该始于这次大会，而这与日本代表团的出席及其对“大乘佛教”的宣传，不无关系。
( cf. Snodgrass，pp. 172 － 197)

比如舍尔巴茨基 ( Th. Stcherbatsky，1866 － 1942) 的一系列研究，其中特别是《佛教的涅槃概念》 ( 中译书

名: 《大乘佛学》) 一书的成果。( 参见舍尔巴茨基) 而从《大哲学家》中的引文看，舍氏在研究过程中，充

分吸收了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和铃木大拙等人的成果。舍氏在该书中主要对佛陀和龙树进行论述，雅斯贝尔斯

的选题也是佛陀和龙树，因此雅氏在撰写《佛陀》章和《龙树》章时，在材料上很可能参考了舍氏的著作。
雅斯贝尔斯对此做过交代。( 参见雅斯贝尔斯，下，第 783、802 页)



传“小乘佛教”而贬低北传“大乘佛教”，这种学术趋势的转向，也应该影响了雅氏对佛教知识的重构。

雅氏从建构“世界哲学史”角度介绍佛教，他并非关注佛教的宗教层面，而是关注佛教的哲学层

面。雅氏认为佛教与西方人有着相去甚远的距离，比如佛教的修行禅定，是难以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理

解的。他甚至坦言; “我们必须看到对佛教认识的差距……这一差别并不只限于理性层次方面，而是整

个生命观念和思维方式。”( 雅斯贝尔斯，上，第 123 页) 然而，雅氏同时指出: “我们都是人，所要解

决的都是人类生存这一问题。”( 同上) 因此，他呼吁西方人应该尽可能多地去认识佛教，理解佛教。如他

说: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佛典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一般觉悟意识的人而言的，因此也必然能为有一定程度

的正常人所理解。”( 同上) 雅氏从“都是人类”，从“人性”的层面呼吁西方人去认识和理解佛教，这充

分显示了雅氏作为一位哲学家的高度，以及他的哲学本怀———基于“世界历史”愿景的“历史哲学”的

建构。

佛陀远离世俗，与世无争、无斗，一味地寻求生死的解脱，并获得了永恒的归宿。雅斯贝尔斯虽

然承认在西方似乎也有类似耶稣那样，“泰然自若、神秘主义的超越世间以及对灾难的不抵抗” ( 同

上，第 124 页) 的例子，但他同时指出，在佛陀那里，“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因此这是完全不

同于西方的” ( 同上) 。因此，他建议西方社会应该理解东方，并且应该寻找一更好的理解方式，而

这种更好的理解方式，他认为必然是处在“亚洲和西方之间” ( 同上) 。读到这里，雅斯贝尔斯关注

佛教特别是关注大乘佛教、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意图，不宣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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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Historical Thought in Marx'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Yang Haifeng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the essentials of which are presented in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and
Letter from Marx to 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in Marx's theoretical shift from
production logic to capital logic. Unlike Proudhon，who regarded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s natural，Marx
emphasizes the historicity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as well as of those ideas based on this society. It is this
historical thought that lets Marx to realize that production logic in the sense of anthropology is neither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nor helpful in criticizing the theoretical
premises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provides a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al structure，and
ideology in Das Kapital.

Marx's Exami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Zhang Wu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laid down for liberalism the principles of labor and individual ownership.
Marx proves that Locke's labor principle cannot be the justification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n virtu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abor-based private ownership and private ownership that is based on the possession of
other people's labor. According to the shift from the law of commodity ownership to the law of capitalist
possession，Marx reveals the origins and mechanisms of how liberalism was caught up in the illusion of labor
when defending the capitalist ownership of labor. Meanwhile，in his analysis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Marx criticizes the precondition of Locke's self-ownership principle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ality by describ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worker and the labor
force，while highlighting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ality is the product of history，not the
premise of natural law.

The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Knowledge in East Asian“Mahayana Buddhism”
in the Dialogue of Modern Civilizations

He Yanshe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Mahayana Buddhism，”a reflection in the modern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Buddhist knowledge，provides us
with many useful revelations. Kimura Taiken's concept of Mahayana Buddhism，which emphasizes secularism
while criticizing monasticism with a strongly Japanese Buddhist flavor，aims at legitimizing Japanese Buddhist
secularism. Karl Jaspers meanwhile absorbed European and Japanese scholarship on Buddhism，and argued
that Mahayana Buddhism is a part of Buddhism and that its spread in Asia proves that Buddhism as a tolerant
religion. Jaspers endeavoured to construct a brand new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at would transcend Euro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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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ristian centralism. A profil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t knowledge， and its response to
modernity，may aid Kimura Taiken's and Karl Jaspers's projects today.

Hui Shi and the“Inner Chapters”of Zhuangzi

Yang Yo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Zhuangzi and Hui Shi helps us understand Zhuangzi. The“Inner Chapters”are
all related to Hui Shi: in Qiwulun and Xiaoyaoyou，Hui Shi has insight into the concept of qiwu ( 齐物) ，
which inspires Zhuangzi，while his view concerning xiaoyao ( 逍遥) diverges from Zhuangzi's. Meanwhile，
Renjianshi concerns the strategists like Hui Shi，and in Yangshengzhu，Zhuangzi insists on“self-preservation”
as a result of“uselessness，”which derives from the Zhuang-Hui debate in Xiaoyaoyou. Dechongfu's argument
that virtue ( 德) is“to affect but not to be subject to things”contrasts with Hui Shi's“weak virtue”and being
“lost in chasing things”; Dazongshi extends and deepens the discussion of“drumming on the basin and
singing”; and finally，Yingdiwang rejects politics，which is a major reference to Hui Shi. However，Zhuangzi
did not create the Inner Chapters for Hui Shi，as he serves as only one of several mediums for expressing ideas
in Zhuangzi.

Miki Kiyoshi's Fundamental Experience and Public Sphere: A Reception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Liao Qinbin

The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Japan has varied from scholar to scholar，
with the Kyoto School left-wing philosopher Miki Kiyoshi having offered notable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it. Miki interpreted basic concepts of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namely Dasein，Sein，and Existenz，
as actual being，being，and conceptuality—and held that these concepts are reciprocal with extinction，
situation，and hypothesis. Additionally，he linked these concepts with the Vorhabe，Vorsicht，and Vorgriff
contained in the emotions of human care ( Sorge) ，thereby insisting on ta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in-
the-world ( phenomenon) a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anxiety (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tion of
care) and logos. This process of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eads to a dialectic between the various
“fundamental experiences”( Grunderfahrung) in human life and logos or the public sphere，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ki's philosophy.

A Kant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mptiness of Self-love and the Infinite Manifestations of Evil

Lv Chao

In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Kant defines evil as the reversal of the order between
the moral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self-love; however，for many scholars，this definition fails to do justice to
the infinite manifestations of evil in reality. Against this criticism，this article first deduces the a priori
intelligible structure of evil from concrete evil maxims; then explores the exact meaning of this structure in the
real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within the context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finally
reconsiders the empirical expressions of evil by means of its transcendental determination. Thus，starting from
Kant's texts and following the logical sequence of“first from the empirical to the transcendental，then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to the empirical，”it is possible to account rather sufficiently for the infinitely manifold evil
behaviors present in human reality using Kant's single definition of ev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