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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谷启治论虚无主义与“空” 

―以《宗教是什么》为中心― 
 

张 政 
 
【摘要】众所周知，西谷启治哲学的关键词是“通过虚无主义克服虚无主义”。从西谷

开始自己的哲学思索，虚无主义便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虚无主义》（1949）

这本书里，西谷区分了两个层面的虚无主义，一个层面是历史的，一个层面是个人的。

应该说，西谷对虚无主义历史层面的关注贯彻始终。在《虚无主义》里，西谷对欧洲

虚无主义的历史发展做了细致的梳理，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克服的路径。到了《宗教是

什么》（1961），西谷提出意识之场、虚无之场、空之场的说法，为克服主客二元论、

虚无并最终进展到一切事物如实安立的空之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部分内容将是本篇

论文的重点。 

 

【关键词】西谷启治 虚无主义 历史 意识 空 

 

一 西谷前期思想的主要关注 
 

本论文中，笔者将以西谷《宗教是什么》（全集第 10卷）为中心，梳理西谷理解

的虚无主义以及如何用“空”来克服虚无。《宗教是什么》可以说是西谷中期思想的代

表作，而西谷思想进展到这一阶段之前，必定已经有许多与虚无主义相关的论述。因

此，笔者首先关注西谷前期思想的发展。 

在《根源的主体性哲学》（全集第 1卷）（1940）这本书里，西谷区分了与宗教有

关的三种立场，分别是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终末论立场（信仰的立场）以及神

秘主义的立场。西谷认为，“近代意识最根本，或最一般的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或

自我中心主义”（N1ꞏ106）1。也即“人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人自身，以自身为目的，为

 
1 本论文对西谷文本的引用均来自《西谷启治著作集》（东京：创文社，1986-1995），采用“N
卷数ꞏ页码”的格式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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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而存在。这是近代人意识层面、无意识层面的根本信念。”（N1ꞏ107）。当初神

是人一切行为的归宿，但近代人自我意识觉醒以后，不再被神束缚，行为的旨规还原

为个人。与此同时，最初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是为了证明神的伟大。比如牛顿写作《自

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为了追寻上帝的荣耀而探寻自然规律。但随着神的消散，自

然科学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把世界看作纯粹机械的运作，因而人类不断推动科

学探究，试图彻底对这个自然世界进行宰制。而进入近代，在人的伦理方面，越发强

调人性的根底是追求快乐的冲动、本能、激情等等，以人自身的幸福为归宿。西谷总

结道，“这样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自然机械观、幸福主义等，不仅它们具有相应

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近代个人与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N1ꞏ108）。 

那么，西谷所指的弊病是什么呢？“抛弃神、自然、人，在这内容空虚的根底，

是本质的虚无性”（N1ꞏ108）。也即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人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

人类自身，但人类自身又是为了什么呢？一切都是相对的时代，没有终极目的。“人

类、或自我，不仅使一切归于自我，或者说正由于此，关于自身生命的根本意义，只

能是‘为了生而生’这样的无意义。这里敞开了近代人类、或自我根底的虚无性”

（N1ꞏ108）。 

应该说，西谷对近代人类精神状况的诊断绝非孤例，罗洛ꞏ梅对比中世纪集体主

义与近代西方人个性结构中的个人主义本性后，写道： 

 

“中世纪的概念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相较于此，文艺复兴时期则

认为人是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乔托时期与文艺复兴

全盛期的主要差别是，前者肯定小人物的价值；但是在文艺复兴全盛期，有权能

的个人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现象是当代焦虑模式的根本……。”2 

 

罗洛ꞏ梅还引用布克哈特谈论当时个体性的言论，“人格的根本之恶也是它的伟大

之处，即过度的个人主义……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胜利景致，驱使他（个

体）螳臂挡车以防卫自己的权利”3。只不过罗洛ꞏ梅整本书以焦虑的角度切入，并非西

 
2 罗洛ꞏ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广西：漓江出版社，2016年，第 163页。 
3 罗洛ꞏ梅：《焦虑的意义》，第 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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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反复论述的虚无。但近代人难以克制的焦虑，与其根底的虚无当然有紧密的联系。 

近代人追求自我的解放，自由、平等、幸福等等，但局限于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

解放反而成为一种捆缚。“不彻底斩断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如何努力，近代人也不可

能从捆缚中解放。他们无法斩断盘踞在个人与社会根底的病根”（N1ꞏ109）。毫无疑问，

此时已不能简单地回到信仰，那么为了从自我的捆缚中觉醒，就必须寻求更彻底的道

路，也即人必须通过 自身否定自身、否定自我，唯有通过对自我的绝对否定才能探

寻新的可能性，这新的可能性必然是要比近代主体性更深的立场。宗教生的本质就体

现在绝对否定之中。这当然也是西谷最为赞赏的神秘主义的立场。在此立场上，有自

我的完全消解，这是迈向新生的前提。 

此时阐述的主题尚属于西谷的早期思想，大多写于三十年代，到了后来，很多论

述展开得更细致、更深入。但笔者始终认为西谷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主要的论述方

式、关注的主题就已基本确定。此时，西谷谈到从近代人自我根底涌现的虚无性，但

他同时指出，“这并非指示在世纪末的思想和精神氛围中出现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

主义的现象，它的特征是近代意识敏锐的自觉与坦诚的告白……”（N1ꞏ109）。而此近

代意识最为敏锐的代表无疑是尼采，因而西谷后来在《虚无主义》中着重阐释尼采。

而其实在同一时期，西谷还有一本比较重要的著作，即《宗教哲学》（1945），其中，

西谷区分了与绝对他者相关的三种态度，首先是信仰的态度，即“相信从彼岸而来的

救济、从彼方伸过来的恩宠之手，因为信仰而被拯救，确定被救济、接纳”（N6ꞏ3）。

信仰建立在人与绝对他者人格性的关系上，由此人绝对地从属于绝对，因而信仰与理

性针锋相对。 

第二种是认识的态度，即“从信仰开始，然后尝试把信仰的内容当作普遍的真理

来理解”（N6ꞏ6）。这种态度的典型便是安瑟伦的“为理解而信仰”。在多个方面，认识

的态度与信仰的态度之间存在对立。首先，认识的态度以人的自主性为前提，把神当

作客体，本来是活生生的神，现在成了人的表象，有沦为空洞概念的危险。其次，人

与神之间不可通约的异质性沦为非人格的同质性、抽象的普遍性。另外，它也丧失了

历史的维度，是一种非历史的观法。 

还有一种，即体验的态度。一般意义上，人总是把体验理解为主观的、内在的、

自我中心的、或人类中心的。但西谷理解的体验却是最非主观的、非内在的、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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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一般的理解总是认为先有自我，然后自我有体验。但西谷却认为打破自我之

处，体验才发生。信仰的态度和认识的态度都建立在自我与对象（人格的或非人格的）

的关系上。而“宗教层面体验的态度……，翻转了立足于信仰与认识态度上的自我与

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从底部打破自我，在自己脚下进入绝对他者。”（N6ꞏ25）。在

这里出现了脱底的主体性。而在西谷看来，最能代表体验态度的正是神秘主义者。 

笔者简述上述的西谷初期思想，是为了展示西谷思想发展脉络，找到一贯的线索。

只要稍加留心就可注意到，西谷在《根源的主体性哲学》提出的三种与宗教相关态度，

即文化主义、末世论、神秘主义，到了《宗教哲学》则被阐述为认识、信仰、体验。

应该说，文化主义与认识的态度相对应，末世论与信仰的态度相对应，神秘主义与体

验的态度相对应。第一组对应强调的是人以自己为主体、为目的，信赖人的理性，从

理性认识的角度去把握世界、把握绝对者。第二组对应强调的是人让渡自己的理性，

把自己完全交给绝对者，以绝对者的要求、规定为依准。第三组对应则是打破人与绝

对者的对向、对立、彼此分离，而在更深的底层找到人与绝对者的相互贯通。从西谷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思索轨迹来看，至少可以看到两点，首先，近代主体强调自我

中心、试图以人的理性为准绳解决人生所有问题，但以人自身为根基却导致虚无性的

产生，这意味着人运用理性有其限制，理性绝非万能。由此出发第二点，西谷寻求比

近代主体性更根本的根源主体性，克服虚无。根源主体性要求人自身的崩裂，寻求从

绝对否定向绝对肯定的转换，这是贯穿西谷整个思想发展的线索。 

从以上的线索来看，信仰与知性、虚无主义的克服、自我的否定、宗教中的人格

性与非人格性、宗教的生等等主题，很早就开始出现在西谷的论述之中。并且“在关

于宗教的理解方面，与西田几多郎、波多野精一等优秀的前辈相比，西谷显著的特点

体现在他对现代时代精神状况的准确把握。”4西谷哲学常被冠以“宗教哲学”的名号，

针对这个概念，西谷自己在“宗教哲学——序论”这篇文章里提到，宗教哲学并不是以

宗教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宗教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探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当然，

这种探讨必然是以面对时代的精神问题为背景。在西谷看来，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也

即宗教哲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是按照三种态度顺次展开。首先是特定宗教哲学式的

 
4 石田庆和：《西谷宗教哲学的形成》，《溪声西谷启治ꞏ思想篇》，京都大学宗教哲学会编，京都：
灯影舍，1993年，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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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省的态度，比如英国的理神论，但哲学的立场尚未达到完全的自觉。然后是以

理性为基准建构宗教的内容的态度。在这个阶段，宗教哲学开始在最原初的意义上成

立，从康德至黑格尔的发展便是其中典型。第三种态度以新康德学派至黑格尔之后的

正统哲学为代表，即探寻宗教固有的根源，但仅仅停留于哲学式地反思其内容，也即

只是对宗教做形式的反思。那么，西谷的问题便是宗教哲学还可以有其他表现吗？现

在宗教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对此，石田总结到，“在现代，人、世界、神这些基本概

念越发分裂，从前宗教的诸多观念与新的世界观之间裂痕丛生，宗教哲学现在的任务

是克服由此而来的世界与人之间、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分裂，并且通过建设彼此之间新

的关联而摆脱精神的分裂。”5与笔者上一段论述的西谷思想发展轨迹相对照，可以说

与石田的总结相当吻合，即借助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分析，西谷试图重新激活宗教与哲

学的潜力，重新思索从时代困境突围而出的路径。 

接下来，笔者将以西谷《宗教是什么》（1961）为核心，继续追踪其思想发展的

路径——从探讨虚无主义，深入到佛教“空”的思想。 

 

二 基督教的人格性危机与科学的问题 

 

《宗教是什么》虽然发表于 1961年，其实其中的六篇论文都发表于五十年代。

前四篇论文发表于创文社的《现代宗教讲座》（1954-1955年发行），然后在成书前又

添加了两篇。按照西谷的说法，“各篇的关联性并非一开始就设定好的，但思想是前

后一贯的”（N10ꞏ1）。 

在《虚无主义》这本书里，西谷追踪了近代欧洲虚无主义的发展，从观念论向实

在论的转向，并最终走向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尼采。尼采以最清楚无误的笔调写出

伴随“上帝已死”之后而来的价值崩塌、价值真空。尼采追踪虚无主义的发展，在柏拉

图主义设定的实相界找到端倪，而后基督教承继柏拉图主义的基本设定，伴随历史的

发展进程，信念最终破产。如果说尼采在基督教的二重世界里找到虚无主义的来源，

那么，对于西谷而言，基督教之所以引发后来的虚无主义，关键在于神的超越性与人

格性（参见 N10ꞏ43）。 

 
5 石田庆和：《西谷宗教哲学的形成》，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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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神从无之中创造万物（Creatio ex nihilo），以存在而论，可以

说神是绝对的唯一的有，而万物是绝对的无。基督教强调神的超越性，也即有与无之

间存在绝对的分离，两者彼此隔绝，万物不可能是神，神也不可能是万物。也即奥古

斯丁所言：“天地间的万物都诉说着自身由神所创”（N10ꞏ43-44）。换言之，万物的存

在彰显了神的荣耀、诉说神创世界的大能与大爱，但同时又与神绝对分离。因此，西

谷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与神相遇。反而，在世界

的任何地方，在一切事物的根底，与虚无——万物‘从无中被造’时的虚无——相遇。

此虚无是将万物与神隔离的一堵墙。因而，与虚无相遇，就非与所谓作为铁壁的神相

遇不可”（N10ꞏ44）。因此，人在与神当中的绝对否定性相遇之时，也与神的恩惠和力

量相遇。总结来看，可以说“神的绝对超越性是在人与神的人格性关系中，透过罪的

自觉，以畏惧而与其相遇”（N10ꞏ46）。在超越的神面前，人的存在被视为罪而要被否

定，由此可以看出人与神之间相互排斥的倾向，而这隐藏在神与人之间的纽带——人

格性关系中。 

关于人格性关系的论述，西谷早在三十年代已经开始有所涉及，收录在《根源的

主体性哲学》里的文章《近代意识与宗教》，其中一节标题为“宗教的人格性”。西谷

写道，“如果人和万物是有，那么与此相对，作为绝对他者的神便必定是无。……相

反，若神是有，那么人和万物就必定是无”（N1ꞏ112）。在基督教的语境下，这描述的

是神与人之间的绝对对立。接下来，“若神是人的绝对否定，作为绝对他者，毫无疑

问，神不能被拟人化，人也无法在其上附加任何人格性，但仍存有人格被思考的余地。

即人格的非人格性，或非人格的人格性”（N1ꞏ112）。这里，西谷实际上提出了关于一

般基督教意义上的人格性关系全新的理解，也即人格性关系的底层还有人格的非人格

性，或非人格的人格性。可以说，这种理解是京都学派的传统，即神的超越性要在神

与人之间的内在性关系里得到理解。 

到了四十年代，西谷区分人与绝对他者的三种关系，认识、信仰、体验，毫无疑

问，信仰的态度建立在神与人之间人格性的关系上，而体验的立场却是建立在超越意

识的自己的主体性之上。西谷进一步分析道，“宗教中体验的态度并不停留于信仰态

度上人格的立场，……在超出自己这点上，意味着超越人格，在人格的背后接触非人

格。……最终体验是与人格相即并超出人格。这是从背后诞生人格的非人格，把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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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身现象的非人格”（N6ꞏ32）。针对基督教，西谷写道，“在与三位一体相关的思

辨背后，我们不能忘记接受活生生的神、并且在新生的自己内部感知‘活生生的神’的

体验”（N6ꞏ33）。人格性关系代表了一种对向关系，外在于自己，而真正的信仰是有

生命的，它必定在内部与神是一，这也是体验的立场，在人格性的底部看到更为广大

的生命洪流，这就是人格性底部出现的非人格性。 

 那么到了五十年代，关于宗教的人格性问题，西谷又有怎样的论述呢？“虽然可

以把神的完全性看做具有空己的无我爱的性格，但与其说这表示基督所说，且要求人

的空己或爱的行动，不如说是呈现‘完全’的存在方式。也即如前所述，从一开始，空

己的性格就本质上包含在神的完全性当中；也可以说，爱这样的行动乃是作为此完全

性的具现，或学习此完全性而成立。……，若爱的作用具有人格性的性格，那我们不

得不认为神的完全性以及作为完全性的爱，比人格性更为根源，人格性是作为完全性

的具现或模仿才能成立。在此意义下，其中含有一种超人格性乃至非人格性……也即

前述人格的非人格性的性格”（N10ꞏ68）。从以上引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西谷的观点

一直没有变化，人格性关系必定要到非人格性的根底才能找到自身真正的依据。 

以上，笔者回顾了西谷各个时期关于神与人之间人格性关系的论述，其实是为了

给出一个背景，让读者理解西谷何以从基督教神的人格性出发论述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并最终在人格的非人格性维度重新找到超克宗教与科学之间分裂的途径。. 

如果我们回顾中世纪的世界观，就可以看到自然界和人世的秩序都被包含在神的

秩序里面，被一个大的宇宙秩序所统一。也即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各得其所，各有各

的位置，这种秩序也可以认为是合目的性的，这个秩序反过来也被认为是彰显神的存

在，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凸显神的伟大秩序。但西谷认为，这种世界的和谐景象随着

科学的发展被破坏，自然观从目的论转向机械论，自然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转

变。他写道， 

 

把事物的本质看做物质这科学合理主义的一面，表现了支配世界的人理性的权能。

这并非以往在神的秩序中成立、依从于神秩序的理性立场，而是打破神的秩序而

成立的人的理性立场。以物质、机械论的方式来看世界，就丧失了目的论所言的

秩序是依从于神的“人格”意志的意义。世界就变成与神的人格性毫无关系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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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同时，另一方面，……，当说世界中的事物是物质的，其中便含有它受人支

配、绝对被动的含义。相对的，支配世界的人也就会自觉到自己的理性是绝对的

能动者，拥有绝对自由。……理性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意识到自身是存在

于神的秩序当中，或从属于神的意志（N10ꞏ61）。 

 

本来，在神人关系中，世界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并未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

科学兴起后，人运用自身理性探索世界，理性成为主动，世界被看做是物质、受机械

规律控制，只具有全然被动的含义。在这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世界越来越呈现出对

人毫无关心、丧失人格性的姿态。也即“相对于人的存在方式而言，世界从合目的的

调和，转向吊诡的矛盾关系。……世界的完全非人格性，既与人的人格性异质，也与

神的人格性异质。世界成为横切人神之间人格性的关系者”（N10ꞏ57）。由此可知，随

着历史发展，基督教和谐的神人关系，也即人格性关连被打破，世界成为一个完全异

质性的力量，横亘在人的目前，统和力量的丧失，这是基督教价值面临的最大难题。 

而关于宗教与科学的问题，西谷早在《宗教哲学》就有所涉及，其中有一篇文章，

题目为《宗教与哲学——哲学、宗教与科学的立场》。关于三者的关系，西谷写道，

“哲学从神学获得解放，支持了哲学自立的立场……，是在哲学成立之时孕育的科学”

（N6ꞏ104）。而“哲学的成立之中孕育了科学，意味着理性的自立中蕴含了悟性的自立”

（N6ꞏ104）。在这里，西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他认为哲学立足于理性，科学立足于

悟性，而悟性脱胎于理性。那么，悟性有何特点呢？“它着眼于事物，把它作为要素

进行分析，求取要素结合的一般法则，表现为科学的思维。在这个立场上，自然与社

会都被机械论地看待。在相当意义上，机械论的观法构成了悟性的本质”（N6ꞏ105）。

由西谷的分析可知，悟性表现为一种对象思维，也即设置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把客

体作为外在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探究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构成一个统一法则的世

界。悟性完全投入到客观事物中去，这个过程与思维主体本身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悟性必然呈现出抽象、空虚的样态。 

与此相对，理性“总是要在客观与主观相连接的全面性之上，寻求客观与主观的

统一。这统一性的内容，既是主体也是客体的根本内容。这统一性的内容就是理性的

内容。思维只有在现在所说的立场，才首次具有内容，成为具体的思维”（N6ꞏ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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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只偏重客体，完全无视主体。理性寻求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或者也可以称为客观

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观化，并没有一个所谓独立于主体的世界，而是客观的世界要被

主体化，主体要到客观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内面的统一，由此而寻求主体的自觉。也即

“这种客-主体化和主-客观化的交错，正是理性的立场”（N6ꞏ106）。 

正因为悟性不包含主体的自觉，对自身的根据毫无认识，只专注于客体对象。因

此悟性若不调转方向，便无法提升至理性，但仍包含于理性。只是西谷称之为理性的

最低面，作为科学的纯粹悟性立场，是包含于理性的一个极限。如今科学突飞猛进，

主客整合的理性的面向越发被抛之脑后。西谷分析到，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关于感性

事物的认识，可以归结为 scientia（知识），而关于超感性事物的认识，即认识理念，

可以归结为 sapientia（智慧）。知识最终要回到智慧，也即向内返归自己的源头。科

学刚诞生之时，毋宁说就是担当了此功能。但随后科学越发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也

即从根本上否认二重世界的认识，否认传统形而上学的架构。简而言之，在近代发生

了剧变，科学取代了形而上学，知识获得了原理上独立的地位，这种取代西谷从两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 

 

二重世界说里，感性的事物被看做无常且有限，并不具有稳固的存在，通常被看

做非实在、假象等等，与此相对，近代科学不这么看。在无常与转变之中，看到

从数学计算得出的运动，看到不变要素之间结合的变化，运动与变化受到不变法

则的支配。在变化事物的内部探寻不变的法则，取代了在变化事物的彼岸探寻不

变的实在。不如说变化之物作为不变法则的表现，在不变的基础之上被看到。因

此，科学并没有从感性的世界意识到无常感和有限性，不如说克服无常感和有限

性，赋予其安定感和秩序。……第二，形而上学……与人的存在作为主体的问题

相关联，人把自己世界中的存在作为实存来理解，把万物的无常流转与自身存在

的无常流转合一，在其中提出了超越的要求。旧形而上学包含的二重世界说背后，

其基础是宗教的实存。但……此世界的无常性、世界的转化在完全中立的、非实

存的科学精神中无法呈现。（N6ꞏ115）。 

 

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西谷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重要论述。形而上学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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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世界的彼岸设置超感性世界，把超感性世界当做感性世界的依据。而科学否定彼岸

世界，在感性世界的有限性之中探寻无限性，即不变的规律、法则。人在形而上学中

寻求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确定感、秩序，还有一方面是人的实存理解，前者现在

由科学来提供，而科学立足于纯粹悟性的立场，与主体毫无关系，因此与人的实存没

有任何关系。那么，现在再回到西谷的《宗教是什么》，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何他说

世界呈现的非人格性异质于神与人的人格性，世界成为横切人神之间人格性的关系者。

他所指的世界是科学视角下的世界，作为纯粹的客观世界出现，被机械论统治，一个

非情、物质世界。它完全与人的实存无关，并且越来越被人接受为真实的世界，它与

基督教教义下呈现的世界样貌截然不同，完全切割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整体。 

在西谷看来，一般的宗教，如基督教代表了人追求“生”的一面，只从“生”的一面

来看灵魂，以此为基础把握人格和精神。而科学却以“死”的样貌横切了“生”，使得这

个世界荒凉、死寂。但西谷认为，“生”从一开始就与“死”为一，一切生物原本就可以

从死的相貌来看待。因此无论从“生”的一面来看待主体性问题，或者从“死”的一面来

建立主体性，都只包含了主体性的其中一个面向。超越生死分隔，有生死一体更为根

源的立场，从而挣脱宗教与科学之间陷入的死局。而探寻此更为根源立场的历程，西

谷是借助对意识之场、虚无之场和空之场的分析来展开。 

 

三 意识之场、虚无之场 

 

关于虚无的论述，毫无疑问，更早值得关注的西谷著作是《虚无主义》（1949）。

其中，西谷把时间定位在 1830至 1850年间，当时欧陆哲学开始从观念论（idealism）

转向实在论（realism），在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费尔巴哈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实在

论者已经开始质疑、攻讦、拆毁传统的价值观念，塑造新的世界图像。但西谷认为，

在这个阶段，虽然存在当中的虚无已经被注意到，却尚未抵达彻底的虚无主义立场，

因此只能是朝向虚无主义的前阶段，他们尚未明确地提出历史批判。真正明确“欧洲

虚无主义”这个历史问题的人是尼采，因此尼采是《虚无主义》论述的重点。尼采提

出要进入历史中探寻超越的方法，这给了西谷很大震动。《虚无主义》通过回顾历史

审视虚无主义。但这里提到的从意识之场、虚无之场走向空之场的路径，更多是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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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论述，即个人深化自觉、走向开悟的不同阶段。 

笔者上一节着重论述了基督教的人格性危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而科学的成立与

发展和人拓展自身的悟性能力紧密相关。悟性是一种对象思维，着重于对事物进行独

立于主体的客观分析。悟性便可以定位在西谷理解的意识之场，“在意识之场，一切

事物都被当作客体的存在来接受，与此相对，建立自己意识的自我作为主体而存在。

一切事物与意识形成对立，被当作外在的实在”（N10ꞏ122）。由此可知，意识之场的

特征就是主客分立、内外对立。我被设定为认知的主体，与我相对的外物则被当作认

知对象，认知就是不断追问什么是“实在”（也即实体）的过程。从西方哲学的脉络来

看，意识之场可以对应西方形而上学，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就是

以实体（substance）范畴来思考有或存在。而所谓实体，是指“当事物所拥有的偶然的

各种性质不断变化的时候，使事物作为此事物自身而存在者，使其保持自身的同一者”

（N10ꞏ124）。立足于意识之场，始终从意识出发进行追问，同时也把其他实体当作客

体。康德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认为要认识外部事物，仅仅依靠被提供的感性材料

并不够，还在于认识主体本身具备的先天范畴。但他的理论仍然以意识为中心。那么，

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他的哲学也可以被划入意识之场。笛卡尔确定了无可怀

疑的“我思”，但西谷却质疑意识如何能够证明自身的自明性，并认为笛卡尔无法为意

识给出其他证明，因为他的哲学始终立足于意识之场，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思考自

己，由此认为在意识之场显示的自我意识和自明性无可怀疑。 

而由笔者论述过的西谷的思考方法来看，毫无疑问，对于从意识立场出发探讨实

在的哲学，西谷并不认为它们能够真正解决现代所面临的问题，相反，这种以自己为

中心的探寻方式，被西谷批评为我执。在意识之场，无论实体还是主体都确定无疑，

因此无法探问自身之纵深，而要探问这点，就必须打破主客对立、看似稳固的认知模

式，暴露其更深层次的“无根基”，寻求突破，也即让虚无之场涌现。 

关于从意识之场向虚无之场的转进，西谷这样论述： 

 

……对虚无的自觉必然是对自己自身的自觉。也即并非客观地看见或表象虚无，

而是自身完全成为虚无，这是从自己的存在界限而来的自觉。这种自觉并非自我

意识，而毋宁是从意识—自意识之场的突破。意识之场是自己的存在与事物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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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联的场所，简言之，仅限于存在，存在根底中的虚无被掩盖了。在此，自

己虽然是主体，但也被自我意识表象为自己，即被客观化，被当作一种存在来把

握。但是，只有打破此意识之场、仅限于存在之场，立足于其根底的虚无之时，

才能抵达不被客体化的主体性。这是比自我意识更深层的根源性自觉。以主体性

的方式立足于虚无，也就是自己更深一层地成为自身。在这当中，自己自身的存

在与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被无化为一。这无化并不是指消失不见，而是虚无在存在

者的根底涌现。也就是说，主体性地跨越意识之场、内外隔离的关系之场，在内

与外的根底之中开启一个虚无。（N10ꞏ22）。 

. 

由西谷以上论述，可以知道意识之场呈现的自己只是一种表象，与自我对立，并

没有深入到自我作为一个有限个体的实存性自觉，而这种自觉，比意识的方式更接近

真实的主体状态。在这里，西谷提到了萨特和尼采，对比西谷对此两者的论述，就可

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谷区分意识之场和虚无之场的重点所在。众所周知，萨特是无神

论的存在主义者，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把人定位为虚无，其实是为了指出人的

特性——自为存在，这意味着萨特在人的根底看到了虚无，但西谷为何却还是把萨特

定位在意识之场呢？因为西谷认为萨特仍然侧重于人的立场。他说道，“虽然萨特也

表示自己的存在主义是为了追求无神论的归结，但他始终以意识之场来理解人，与此

相关，虽然他认为实存在无之中成立，但关于世界以及其他物，还是没有脱离意识之

场的看法……一方面，萨特把实存看作虚无之上成立的脱自的企投，另一方面却把实

存看作意识，在这当中，虚无并未作为否定意识的自我之场、自我的自己否定之场出

现”（N10ꞏ64—75）。在这里，西谷认为萨特的虚无是建立在意识的自我的基础上，虚

无就像一个跳板，被意识的自我用来实现企投，归根结底，虚无在意识内部得到实现。

而若回顾上文西谷关于从意识之场向虚无之场转进的论述，就可明白在虚无之场，自

己自身与一切事物的存在都被无化为一，也即自身已经丧失了稳固的特性。在萨特的

立场，虚无被客体化、表象化，并未冲破意识的自我。而在虚无之场，主体与客体的

对立消失了，自己与事物均被无化。总结一下，西谷区分这两个立场的依据就在于意

识的自我是否还保持完整。要想探寻更深层次的自觉，首先就得挣脱意识的自我的束

缚，可以说这是西谷贯彻始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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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特相比，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尼采提倡的超人毫无疑问已经超越

了一般的无神论，超越了个体的人的限制。西谷高度评价尼采的“爱命运”，认为其中

展现了绝对否定即绝对肯定的立场，并可以进一步与禅宗的游戏三昧相连接。但到了

《宗教是什么》，尼采也被批判，但却是在与艾克哈特的对比中被批判，西谷认为艾

克哈特比尼采更为彻底，因为其中可以进一步探寻实存的深入。 

关于西谷对西洋神秘思想、艾克哈特思想的研究，冈部雄三在论文中首先指出了

艾克哈特思想对于西谷的重要意义，但也指出了西谷研究的几个问题点。第一，西谷

对近代神秘思想的认识和知识并不十分全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欧洲这方面

的研究并不十分盛行，二是原典、资料获取方面的困难。关于西谷的艾克哈特研究，

冈部认为西谷过于从禅的立场解读基督教、艾克哈特，因此既限制了西谷对基督教的

理解，也限制了他对艾克哈特的理解。比如冈部就认为艾克哈特学说中关于圣子诞生

于灵魂的新生体验，与禅的开悟、自觉并不一致。而文本方面，艾克哈特作品中并没

有多少关于“无”的思辨等等。6 

阿部善焉承接冈部的研究，重新检讨冈部批判西谷的问题点，指出在艾克哈特的

文本中，只有少数几次出现用“无”来描绘神或神性，而西谷引用的几段艾克哈特关

于“无”的论述，文本真实性存在疑问，但西谷知道这点。在文本使用方面，西谷、

或铃木大拙都主要参考艾克哈特的德语著作，忽视了他的拉丁文著作。在文本解读方

面，阿部也指出西谷并未追踪艾克哈特思想史的脉络，在对比禅的开悟与艾克哈特神

秘体验的时候，漏掉了艾克哈特关于神、生命的 logos（语言）层面的探讨，最后对

西谷的直觉、灵感主义提出了批评。7 

从西谷自身的角度来看，如其在《神与绝对无》里的序文所示，他寻求西洋哲学

与东洋哲学精神的相通，相比于探究各个宗教之中宗教的生命，更想寻求从生命内面

而来的更为广大的普遍性、人永恒本质的根底，西谷希冀的是走向大同的自觉的未来

宗教。从这个角度出发，关于西方神秘思想的研究，相比细致分析文本、面面俱到，

西谷更注重自身的阐发、东西方思想精神的相通，或许可以得到更好的同情的理解。

 
6 具体参看冈部雄三：《关于西谷启治的西洋神秘思想研究的特征》，UTCP研究论集，2006年，
第 4号，第 91-100页。 
7 具体参看阿部善焉：《关于西谷启治《神与绝对无》里的艾克哈特研究——对问题点批判检讨
的尝试》，《思想史研究》，2013年，第 9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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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笔者认为解读的差异体现了思想家和研究者的立场差异。 

西谷对艾克哈特的关注，从其思想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全集第 1卷《根源的

主体性哲学》里的第一篇文章《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和迈斯特ꞏ艾克哈特》（1938）。

其中，西谷已经对艾克哈特的思想高度评价，比如“生命自身具有的根源性始终贯穿

艾克哈特的思想”（N1ꞏ14），或“艾克哈特表达……时，可以说是彻底的生的立场”

（N1ꞏ14）。当时，西谷在两人的思想中都找到了对“生命辩证法运动的彻底”（N1ꞏ25），

因而并没有对两人做出很明确的区分。但中间经过《神与绝对无》（1948）对艾克哈

特详尽的研究，以及《虚无主义》（1949）里对尼采比较详尽的研究后，到了《宗教

是什么》，西谷对两人的认定有了转变。他写道， 

 

绝对的肯定，他所谓的 Ja-Sagen（说是）——是在“生”或“权力意志”这类事

物中成立的。那么，回归于此是否包含使自己成为自己这样的主体性自觉，就不

能说十分明确。至少还没抵达艾克哈特所说的立场，即回到现实生活的当下，立

足于绝对的无。这可以反映出“上帝已死”的虚无主义之虚无与超越神的绝对无

之间的差异，以及突破虚无主义的虚无而来的生命与作为绝对的死即生的生命之

间的差异。从无而来的创造，这个无是作为对被造物之相对存在的否定，是相对

无；艾克哈特所说的神性之无，作为可以如实安立包含主体存在的一切存在之处，

若这是绝对无，则尼采的虚无主义之虚无，或许可称为相对的绝对无之立场

（N10ꞏ75）。 

 

那么，艾克哈特的思想有何特点呢？《神与绝对无》里研究艾克哈特思想的重要

文章《艾克哈特里神与人的关系》，开篇西谷便指出，“绝对无是佛教语言，艾克哈特

也把超越人格神的神性称为绝对无，这与佛教的无之间，或者说西方精神与东方精神

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两者隶属于不同的世界，但却可以找到最深最根本的相通”

（N7ꞏ3）。艾克哈特思想的激进表现在他在三一人格神的背后设置了纯一、超人格的

神性，这才是神真正的根底。从神性的无流溢出了人格神与被造物，因此可以说人格

神只是与被造物相对而成立的像。那么灵魂的拯救就必须依靠突破（Durchbruch），也

即返归神性。而能够返归的前提就是空却一切，空却一切被造物、他自身、以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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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也被艾克哈特表达为圣父在圣灵里降生圣子。“因为内部神的诞生，灵魂通

过对神（具有形象的对立的神）的绝对否定，活生生的神在灵魂内部不断诞生……”

（N7ꞏ31）。当表象、形象、对象都被彻底根除，灵魂便能完全同化于神性的涌流，这

也是灵魂的神化，也即“灵魂里的被造物性被彻底否定，在神的无之中实现自己的绝

对无即绝对生……这里神也是作为绝对无即绝对生出现”（N7ꞏ51）。并最终达到“神的

根底就是我的根底，我的根底就是神的根底”，从而“此源泉作为神自身永恒的生之源

泉，同时也是灵魂自身永恒的生之源泉。在其中，神与灵魂成为生生不息的纯粹的一”

（N10ꞏ72）。 

明了艾克哈特的核心思想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西谷对尼采和艾克哈特的比对

论断，可以看到尼采和艾克哈特学说之间两个很重要的区别。首先，相比萨特，尼采

更进了一步，颠覆了意识层面的主体，看到了隐藏在主体根部的虚无。但西谷认为尼

采的虚无只是相对于被造物而言，只能算是相对层面的虚无。但艾克哈特谈论的虚无

却是神性之中除去一切区分之后的绝对无，一切存在皆在此安立，已没有被造物和造

物主的区分，一切是一。其次，尼采的绝对肯定后面还是设置了权力意志，导致了某

种形而上学的倾向。而艾克哈特神性之无中绝对否定与绝对肯定之间的转换却没有任

何阻滞，而且绝对肯定的场所也是最平凡的现实生活的当下。因此西谷认为艾克哈特

比尼采更为彻底，并给与他最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思想十分接近佛教的空。那么，佛

教的空有何特点呢？ 

 

四 空之场8 

 

稍微总结一下上文论述的西谷思路。首先是必须冲破意识之场，才能抵达更深的

主体性自觉，从意识之场向虚无之场的转进就体现了这一思路，存在并非理论、对象

 
8 大乘佛教所主张的空，是指示对象的“无”，有别于一般描述的“无”。一般所说的“无”，是描述
一个事物的状态，以事物的成立为前提。而指示对象的“无”，标志一个概念的彻底破产，也即
《般若经》所说的“唯有假名”，没有前提，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自然不说它有，也不说
它无，避免陷入两个极端。参见叶少勇：《佛教哲学中“空观”的沿革》，载于《文汇报》2016年
11月 25日，第W13版。另可参考他其他两篇论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自性》，载于《世界哲
学》，2016年第 2期，第 150-159页。以及《龙树中观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世界哲学》，
2017年第 2期，第 14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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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而是自身存在要化作疑问的实存问题。但是，“在虚无的立场，并不能对此

疑问提出解答，虚无的立场只是暗示了必然的转换，……虚无的立场不得不被进一步

超越，并在其中开显空的立场”（N10ꞏ125）。如果说虚无是存在的深渊，那么空则是

虚无的深渊，从虚无开启的路径还必须进一步拓展到空的立场。“或许，西谷对佛教

哲学做的最大一点贡献就是把虚无与空的超越相连接……，实存意义上，唯一通往空

的通路就是经过虚无”9。正是在生的根底敞开虚无，迎来了生的根本转变之机，此即

古人所谓“退步就己”10。而这最终指向了空的立场。松丸寿雄对此有极为准确的总结， 

 

历史上，以彼岸为背景，从人格来思考的神人关系，以及在此目的论的世界观之

中的人的主体性，只要以人格来思考，就得否定它并突破至绝对否定的场域，否

定目的论世界作为活着的人格的主体的生，跃入“生即死”的立场。但是，与此

同时，作为“死即生”，世界，作为人格实现的场域，必须再次返回敞开。这两

个侧面一举敞开的场域，便是佛教的“空”。在这里，我们作为具体的人，不仅

仅人格，也包含身体，如实现成，与此同时，包围着我们的所有事物也如实现成。

11 

 

人格性的神人关系、目的论的世界、彼岸，在科学世界观的笼罩之下皆沦为空洞，

必须要探寻更为彻底的出路。在之前的讨论之中，笔者已经提示了这是西谷一贯的思

路。从其思想早期，从近代主体性到根源主体性的探索便是明证，只是到了这个时期，

根源主体性的提法变少了，更多地谈论空之中的有无转换。西谷认为，只有在空的场

域，才能达到绝对否定转向绝对肯定的彻底。更简单一点来说，是“作为‘生即死’，自

我中心的人格死去，作为‘死即生’，目的论的人格向此岸超越，作为非-人格死而复生，

虚无告知了自己的死，突破此虚无，生得以成立，从而克服虚无。”12旧的宗教或哲学

 
9 Stephen H.Phillips: “Nishitani’s Buddhist Response to Nihil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f 
Religion, Spring, 1987, Vol.55, No.1. pp.75-104. 
10  具体参看布雷特ꞏ戴维斯：《西谷启治的禅ꞏ哲学——通过虚无主义向绝对此岸的退步》，
细谷昌志编《探究根源——近代日本宗教思想的群山》，晃洋书房，2000 年，第 228-249
页。 
11 松丸寿雄：《空的立场》，《理想》第 689号，2012年，第 75页。 
12 松丸寿雄：《空的立场》，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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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人格的立场来看人，因此无法脱却自我中心，而科学的立场又把一切都还原为

物质，能够超越地包含两者，便是空的立场。西谷写道，“人格，作为人格又等同于

物质事物，物质事物作为物质事物，又等同于人格，应该有此绝对平等的立场，绝对

平等得以成立的立场便是空的立场，或绝对无的立场”（N10ꞏ106）。虚无之中，万物

散乱、无序，令人无处栖身。在空的立场，一方面，人格与物质得到重新统合，物质

具有人格，人格也是物质，信仰和科学之间的截然对立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它也是

万事万物，包括人，得以安立的场所，如果说虚无是让“有”变为“无”，那么空就是让

“无”重新变为“有”，而这种“有”是最真实、最充实的存在。 

“当被说成有即无，或色即是空之时，并不是先存在有，再另一方是无，然后让

两者结合。有即无立足于‘即’，从而让有作为有，无作为无。当然，我们通常只是把

有看作有，从而被困于有。否定此立场之后，虚无涌现。再次，在此场合，无又只是

被看作无，被困于无。也即它也应该被否定。脱去这两重囚禁，完全无执着的立场，

便是空”13（N10ꞏ109）。空的立场之中，物的成立方式与意识之场、虚无之场之中的情

况截然不同。意识之场，从自我出发观物，我与物相对立，物只是作为对象呈现给我。

内与外，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隔离，就在此呈现。西谷认为这表示了自己与事物

之间根本的隔离，因为只是通过观念或者表象，自己才与事物建立关系。也正是因为

观念和表象的介入，实体的概念才变得如此重要。“实体并没有表示物的自体的有，

不如说……是主体‘思入’物之中的东西”（N10ꞏ149）。也即实体概念的背后是主体的思

维作用，主体才是实体的根本。主体把实体执着为有，实际上是执着于自己的有。而

当虚无之场敞开之际，却被西谷断定为只具有过渡的性质，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停留

于虚无之场，就意味着虚无被实体化了，也就是无被捕捉为某种“东西”了，执着于无，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退回到了意识之场。因此虚无之场也应该被克服，进一步

抵达空之场。而在空之场，没有任何“东西”是作为表象而成立的，是“绝对不能被对

象化的立场”（N10ꞏ109）。 

 
13 龙树的“中观”也就是“空观”，即在否定自性的前提下，既不谈有，也不谈无，非有非无，
不落二边。二种边见就是常见和断见，即有（存在）见和无（不存在）见。按照龙树的理

解，彻底的不存在本身就是不落二边，因为有无二见都以“有”为前提，否定“有”即可摧毁
有无而入于中道。具体参看叶少勇：《龙树中观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世界哲学》，2017
年第 2期，第 148-159页。 



134 西谷启治论虚无主义与“空” 
 

这一绝对不能被对象化的立场，可以用“火不烧火”14来说明。也即如果要把握火

的自体，就不能从实体意义上来说“火是火”，还必须抓住“火不是火”的面向。这里体

现的就是只有在空之场才能成立的即非的逻辑。也即 A不是 A，所以是 A15。从意识

之场来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逻辑，A只能是 A，说 A不是 A又是 A，那完全是胡

诌。A 只能是 A 体现的正是意识把对象捕捉为实体的逻辑，火之所以被认为是某种

以燃烧为本质的实体，就是因为人从自己的主观，而不是从火自身出发来看火。如果

从火自身出发来看，就可以知道正是因为火自身不烧火，火才可以燃烧它物。就像眼

睛一样，正是因为眼不见眼，眼才可以见它物。即非的逻辑为执着于有的意识之场松

绑，有正因为无有，才是有。西谷进一步说道， 

 

火是热的，属于感觉内容，存在论上则属于性质的范畴。这里所说的热，作为温

度计可以测量的量，属于量的范畴。但热的事实，作为事实自身这点来说，是无

法用性质或量的范畴来捕捉的原事实。火的热“不热”，并不是指不热或不冷的

性质，这一“不热”是温度计上无法测量的“不热”。换句话说，在质、量等范

畴的彼方（或毋宁说是此方），热这个事实，作为一个原事实，脱体地现成

（N10ꞏ143）。 

 

热之所以能成立，正是因为作为原事实，或自体的“不热”。作为主体性质的热，

只有凭借自体的“不热”才有可能。从即非的逻辑出发，西谷说道， 

 

所谓“不是自己而是自己”，意味着人格性的、意识的、身体的人的自己的有，

也就是自己的主体存在本质上是假现的，更意味着在我们当中生起的身心诸多现

象，或者是自己知道自己、知道客体的反省知，本质上也是假现的，是古人所说

的“虚妄分别”。它们作为自身，不管是如何客观的事实（例如某种科学认识的

 
14 根据美浓部仁的考察，在禅宗传统中，“火不烧火”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比如龙树的《中
论》、《回诤论》均有出现，甚至在艾克哈特德语讲道集都可以找到类似表达，可见西谷立

足于精神的相通串联东西哲学，并非全无依凭。参见美浓部仁：《火不烧火——西谷启治
的空与回互》，《理想》第 689号，2012年，第 97页。 
15 佛教历史中，比如《金刚经》里，就有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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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它们是真实的，同时本质上也是假现。……一切事物在各自“中”的、

非对象性的自体之中，是一个绝对的中心（N10ꞏ176-177）。 

 

西谷的说法可以说是对龙树《中论》“缘起”的具体化阐述。根据佛教的基本教义，

万物背后并没有一个根源的统一者，而是因缘和合而生，此即所谓空。但人又要命名

事物，视其为有，从空的角度来看，这个有就是假现，或假。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

真实的是假现，假现的是真实，就是所谓中。这种双重曝光也就是“即”。无论即非的

逻辑，或空假中的说法，都说明了只有绝对否定自我中心性，才能开显空之场。 

对自我中心性的绝对否定，意味着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以某种方式相互连接，没

有任何一个事物能够与他者完全无关便得以成立。这便构成了万事万物之间的回互性

关系。在意识之场，事物的本质被理解为无坚不摧的实体，绝对不可与它物交融。而

“万有——在其有之中绝对是独特的，而且收摄于一，如前所说，这就是一切事物互

为主从的关系，可以被称为回互的，这种关系只有在空之场才有可能”（N10ꞏ166）。

更具体一点来说，就是 

 

相对于它物，某物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在所有它物的根本中，成为让它们出现

的一个契机，成为把所有它物置于自主地位的一个契机。在它物的根本之中，就

像拥立主君的从者。……，这样，某物之“有”，这绝对的自主性与归属于一切

它物的从属性合一。……简而言之，只有一切事物的“有”是与空合一的有的时

候，万事万物才能既是绝对独立，又集中于一。所有事物的“有”，作为“有”

的体系的世界才得以可能（N10ꞏ166-167）。 

 

把即非的逻辑、空假中三谛、回互的关系串联起来讲，会比较容易理解西谷的整

体论述。回互讲的是一切事物互为主从，那么从自己做主而非做从的角度来看，是肯

定自身，也就是“即”的面向。与此相对，自己做从它物做主的时候，可以说是否定自

身的“非”的面向了。一切事物整体的回互关系，构成了空。而无论是自己做主或它物

做主，呈现为“有”，都可以说是空的假现。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视角，才可以称为“中”，

也就是了解了自身与世界的实相。了解了自身的实相，虚无自然也无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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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从以上笔者的论述，想必读者能够了解西谷如何借助意识之场、虚无之场、空之

场的逐渐深入的论述，找到克服虚无的路径。虚无暴露了意识之场伪装的稳固性，让

一切事物的样态都变得似是而非，陷入一种内在的闭锁，而空不仅是比虚无更广大的

空间，而且从内部爆破虚无的闭锁，让事物重新获得定立，恢复自身如实的样态。在

《宗教是什么》里，西谷回到自身传统，找寻克服肇始于西方的虚无主义问题，让空

之场出现。应该说，在西谷思想中期，空的思想主要是用来应付超克虚无主义的问题。

但到了后期，如《禅的立场》（1986）、《空与即》（1982）、《寒山诗》（1986）等，虚

无主义的主题基本已消失不见，西谷集中精力探讨的是“空”之中宗教与艺术之间的互

通，因而共通感觉、构想力等成为中心问题。关于西谷中后期空思想的发展关联，不

同的学者对此也是意见不一，这将是笔者接下来的研究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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