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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最重要的日本思想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在其后期著作中，常言及佛教传统，以显示他的思想立场。

事实上，他所引用的佛典与佛教思想，凸显了他本人思想的颇有趣味的发展。西田一贯执着于建构系统的非二元论哲

学，为此他作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根基性范畴频繁变更。在其最初著作《善的研究》2（1911 年）中，西田哲学是基

于“纯粹经验” 3概念来系统化的 4。西田后来对该概念的严重缺陷深怀不满 5，据费希特，柏拉图及黑格尔的学术概

念，不断改用绝对意志（1917），场所（1925），辩证法的一般者（1933）等，并使用了行为的直观（1937），绝对矛

盾的自己同一（1939）等他独创的术语。1937 年以后，西田开始用佛教概念来体现非二元论。最后的两个范畴──

平常底（1939）与逆对应（1945）是与佛教传统相关的。可以认为，西田独创的概念易于其他所有哲学，与其说是佛

教哲学 6，不如说是以此来体现其独创的非二元论的。

虽然西田在著作中上百次使用“佛教”一词，但实际摘引或参照者并不多。竹村牧男指出西田参照的佛教资料如

下：禅，亲鸾（1173-1263），以及《大乘起信论》，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通过这一名单可见西田佛教知识之深厚

远远超出了其著作中所体现者。西田通过母亲接触到净土真宗，通过他本人坐禅而了解了禅。西田所引用的佛典如

下：《金刚经》7，《大乘起信论》8，《无门关》9，《临济录》10，道元的《正法眼藏》11，《叹异抄》12。看西田如何使用

《叹异抄》可知他有多么熟悉，关于其他文本，仅引用了济义玄（810/15-866/7）的“阿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

卧” 13与道元 （1200-1253）的“呈现自己，即忘却自己” 14等为人熟知的词句。根据西田的日记与书简等可知，

他的学术性或半学术性佛教知识较多来源于他生涯挚友铃木大拙（1870-1966）。大拙对《华严经》15等若干经典加了

注释。关于西田对天台宗与华严宗的思想体系，仅限于引用“一念三千”，“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若干处。

并且关于《般若经》中的哲学体系的说明，仅使用了铃木大拙所说的“即非的逻辑”。由此产生了若干疑问。西田为

何对佛教文本选择性地引用？ 西田对佛典采用了怎样的解释学方法？在本论文中，对西田使用的佛教概念进行解

说。由于他使用的“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即非的逻辑”等表达方式，很难说是重要的说明概念，并且语言

较粗，在此关注平常底这一想法。因此，在此不是对《金刚经》与《无门关》等佛典进行解释与解说，而是着重弄清

西田的哲学性策略与思想。

作为日常之深奥的“平常底”

平常底与逆对应等术语构成了西田在《场所的逻辑与宗教的世界观》16的后半部分阐述的他的后期思想中的特征与

核心。两者都是西田非二元论的最激进的表达方式，平常底指绝对与相对之间的非二元性，逆对应指超越与内在之间

的非二元性。上田闲照认为“‘逆对应’表示了宗教性关系，‘平常底’则表明了宗教性立场” 17。但是，尽管逆对

应与平常底常常被与禅宗，净土真宗关联起来 18，但这些术语所具有的悖反意义正如上田，James Heisig 所指出的，

本质上是西田独创的 19。西田认为，逆对应与佛教，平常底与禅宗传统中指称“平常”的各种术语之间，即使在词源

上并不相关，也应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20。

结果，西田似乎暗示这些术语包括了佛教之神髓，或至少包括了若干佛典与佛教思想之神髓。可是由于西田不仅为

了逆对应这一术语而提到佛教之神髓，而且作为平常底之起源提到禅佛教，因此，下面我们来看该平常底与禅佛教的

关系。特别是看看取自《无门关》的两个例子与取自《临济录》的两个例子。平常底这一概念，代表了西田的后期哲

学之特征，在同样意义上，即使不能说象征着西田与佛教之关系，至少也象征性地体现了这一点。从《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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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的倒数第二段落中首次出现该词，到出现在〈场所的逻辑〉的最后一节，西田将“平常底”这一术语在词源

上在意义论上与《无门关》的两句话“平常心是道” 21，“是心即佛” 22以及《临济录》的“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

常无事，阿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连结了起来。通过这样做，西田一方面将“平常心”，“平常无事”的术

语作为他的学术词汇之来源，同时试图通过佛典来建构他独自的术语。

西田在《经验科学》中将平常底定义为世界的以及哲学的“根本性操作” 23。其后，西田将其不是比为南泉普愿

（748-834/5）的“平常心”本身，而是比为“平常心是道”。这是因为，西田当然不想在“平常心”中消解道，不想

采用在内在之中看超越的形式。同样，西田不是用“内在”这一词，而是用“超越的即内在的”这一词来补充说明临

济的“吃饭之平常无事”。事实上，西田曾提到将“平常底”等同于“洒脱无关心”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24。当然并非

因此西田否定了所谓的“平常”。通过他常常引用临济的饮食，睡眠，如厕中求佛法的说法，可知妨碍将绝对提升到

最高的超越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冒渎行为对西田具有吸引力。可是同时，“平常底”不是平常心，而是以具体的形式

反映为“宗教心”。在此意义上，日常的深奥与宗教心表达了日常与宗教这一对正相反的相。

“平常底”的定义令人想起大乘佛教中所谓的“生死即涅槃”与《无门关》中所谓的“即心是佛，佛即是心”。在

此介绍一下他作为“平常底”的由来摘引的一节，来说明西田的解释。为说明“平常底”这一概念是从那里来的，西

田提及了《无门关》的第十九则之例。

赵州从谂 25向南泉问“如何是道”，南泉答“平常心是道”。赵州问该如何求道，南泉答“拟向即乖（求道则走

到相反方向）”。赵州问“不拟争知是道（不努力争取怎么知道那是道呢？）”，南泉答“道不属知，不属不知（道不

是知不知的问题），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知是虚妄的，不只导致混乱）。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洞豁（如

果完全没有怀疑，真的达到道的境界，便达到了无限且广阔的无）。岂可强是非也（无论如何，怎么能求道呢？）”。

听此言，赵州得悟。

对此，无门慧开（1183-1260）认为，南泉对赵州之问没有做很好的解答，在一首诗中提出，如果心能从不必要的

考虑中解脱出来，就能享受所有的季节。西田似乎并未进一步分析这一事例及无门的解释，而将公案的主要部分省略

了。如果这一条件是：毫不怀疑；从不必要的思考中解脱出来的心；彻悟的终点或证据为巨大的无，那么就会产生出

一个问题：彻悟是如何与平常心获得平衡的。

关于这一点，西田认为，即使这是到达彻悟的意志，恐怕也如秋月龙珉所言，真正的课题在于修行的问题，他并非

作为关于知识之边界的认识论课题与意志问题来论述的 26。即使这些设问对公案本身而言并非核心性的，按西田的解

读，疑问是必然出现的。西田对“平常底”之源泉的其他解释也相同。《无门关》的第三十则写的是马祖道一

（709-788）与大梅法常（752-839）的如下短暂交锋。对于大梅的“如何是佛”这一提问，马祖回答道“是心即佛”。

无门对这一点的注释应该说是模糊的，是面向本质救济论式的解答 27。

一方面，他提出理解这些可归结于佛性，另一方面主张，理解的人听到与此相同的话大概会逃走。在最后一首诗中

写到“更问如何，抱赃叫屈”，映现出矛盾的心情。

然而西田的这一句的用法，不是反映了该模糊性，而是未言及公案所具有的认识论性及救济论性的问题，而关注佛

陀所象征的超越的非二元性与“是心”所象征的内在。西田引用《临济录》时也是同样的。

饶有趣味的是，西田以《临济录》中的佛法既非有用，也不是达成什么等话来结束《经验科学》。尽管临济的话并

不如“佛是即心”那么非二元性的。西田加上“心法无形，遗文十方，在眼日见，在耳日闻”与“无论智者愚者，大

事小事，在此必一” 28等话修正了临济的话。可是临济本身如西田那样，一直说“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

向外作工” 29来说明上述“佛法”。尽管如此，在西田的《场所的逻辑与宗教的世界观》中，超越与内在的模糊性，

或可谓非二元性的特征，反映在摘自《临济录》的“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 30一话中。

一般而言，来自《临济录》的这些章节的解读，构成了模糊性或相反正是佛法之法，“作为人的极限，人类的代

表” 31这些西田所理解的非二元论的西田式表达方式之源泉。西田感兴趣的只是“平常心即道”这一词反映并象征

了他的“内在即超越”的想法这一事实。重要的恐怕是，西田未深入本人所引用的公案言说中这一事实。正如众多公

案中所见的，问答形式（John McRae称之为“encounter-dialogue（对决式问答）” 32）体现的是在大概得悟的教师

或有学识的教师庇护下，从怀疑走向理解的一个弟子所经历的过程。

这样的对决式问答是在对决式问答的长期传统与注释，以及构成其基础的文本互相重叠的间文本性之中开展的。这

一间文本性特别适合于考虑《无门关》。这是因为《无门关》包涵了事例，无门的注释，最后的诗三个层次，并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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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了隐藏着的第四层──围绕各种文本中引用的，与对话者的实践相关的概念中所出现的内容的问答。

虽然《临济录》第二部分的文学部分“上堂”是修行者集会时举行的仪式中的话，但《临济录》与文本，格言继承

了相同的传统，对该间文本性的传统做出了贡献。该文本不仅构成了与对立性问答相同的形式，而且与《无门关》拥

有相同的“印象”。该“印象”就是，类似于师弟对峙的神话性文脉，谱系的重要性与教诲的传统思考，以及追求

悟。这一点可以定义为单纯性知识，或改变人生的转换性经验。西田对于公案的传统，对立性问答，怀疑，转换，悟

的言说都未介入。

可以指出，在西田的文本中可见到禅的传统与悟的言说，但隐藏在文本中的假说不可能是作为教育手段使用的。

上田主张西田的“吾与汝”本身就是问答体的 33。即使那不是知识辩证法性的模式，也许可以说西田的以辩证法为

基础的对立性问答的哲学构筑是颇有意义的尝试，但西田本身并未参与这一创造。

结论

可以清楚地说，西田未对他引用的佛典未进行诠释，未做文本批评式的，概念性的考察。西田也无意将他使用的概

念在原文本之文脉中进行解读。相反，凭记忆，按他的印象随意使用这些话，为了与他的思考想呼应用而使用“平常

心是道”，“生死即涅槃”，“是心即佛，佛即是心”等，为了解释他独自的哲学性概念而使用临济的“平常无事”

与华严思想的“事事无碍”。西田不是为分析诠释或援引而引用佛教思想与佛典的，他是为了说明他本人的哲学，并

表明他自己继承了佛教传统而引用了这些内容。他的解释学方法是有选择性的，不拘泥于该词语的历史性或意义论上

的文脉，而基于该词语的类似性。即使在西田后期哲学的基本范畴，主要概念与大乘佛教性非二元论之间开展的探讨

未提供任何新东西，将这些术语视为等同的首要理由在于他感到的概念上的类似性，近似性。

西田未拘泥于《金刚经》，《华严》的注释，《无门关》与《临济录》等的作者所拥有的形而上学式的救济式的热情

与企图。倒是这些哲学性学派所提供的术语用法，在脱离原来的文脉，状况，与他独创的概念结构相对照时，使他感

到体现了他的哲学的最基础性的范畴。

尽管如此，西田的佛典阅读对比较哲学领域有两项根本性贡献。首先，尽管他的术语用法有许多问题，但西田将佛

教概念导入了哲学主流言说中。另外，他的解释学所创造的学术概念如果慎重地发展下去的话，一定能作为异文化哲

学的模式发生作用 34。西田将佛教式概念应用于由学术性哲学所构成的问题中，也做了相反的尝试，虽然并不多。并

且，西田在学术性哲学的言说中系统地建构了非二元论。姑且不论西田的非二元论与佛教传统中所说的是否相同，该

事实正使西田哲学的批判性解读有价值，并具有意义。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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