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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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研究方法的佛教观念史，缘起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启迪；但它何以能兼顾学术传统与佛教

特殊性、又为什么在佛教研究领域优于与它极其近似的概念史方法，则是有待说明的问题。 优波提舍、摩
呾理迦等佛教经典体裁，展示了佛教内部的观念史传统，作为学术用语的“观念”亦与佛经原意一脉相承。
观念史方法产生于对哲学思辨和社会生活之中间地带的“觉察”；而佛教观念史的提出，是基于对佛教整体

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谛观”。 斯金纳与科塞雷克提倡的概念史方法皆与佛教研究有所抵牾；且与概念相

比，“观念”更符合佛教重视的价值意义。 观念史作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佛学”亦宗教、亦哲

学的特质，避免刻画静态化、抽象化的历史，促进还原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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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研究方法的选择和提出，必须意识到佛教作为一种古老的宗教传统，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与

深厚的历史积淀，也必须认真考虑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即如何回应经典、观念与生活等要素的独

立性及其间的互动关系，如何理解佛教与时代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如何处理佛教在社会中的

传播及后者对它的限制。 因此，佛教观念史的构建，既要厘清其与概念史、新文化史等方法的同异，同
时，又要关注佛教自身的特殊性，从“佛、法、僧”与“教、理、行、果”等层面对佛教整体有“同情之默

应”与“心性之体会”。①

作为研究方法的佛教观念史，缘起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启迪。 但它何以能兼顾学术传统与佛教特

殊性，又为什么在佛教研究领域优于与它极其近似的概念史方法，则是有待说明的问题。 高瑞泉在探

讨平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嬗变历程时，提出“为什么是观念史”。② 佛教观念史的构建，亦必须回答同

样的问题，以阐明进行佛教观念史方法论建构的学理合法性和学术史意义。

一、佛教的观念史传统与观念的佛教语源

佛教观念史虽然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命题，但追溯相关的研究，会发现在佛教内部的学术传统中，
本身就有对观念进行讨论说明或汇纂解释的传统。 佛陀所说的“法”是佛教观念的源头，一切称为佛

法的观念，或者是由佛所说，或者是符合佛所说法。 佛陀所说的“法”结集成为 ｓūｔｒａ，它的语根为

，有缝缀的意思；ｓūｔｒａ 音译为“修多罗”，有贯穿的意思，汉译即是“经”。 景海峰主张，经典是有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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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筛选和积淀的，在文化发展的历程当中起到了聚力凝魂的作用。① 佛教经典因为形式或内容的不

同，逐渐形成不同的部类，并固定为十二分教，也即十二部经———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优陀那、本
事、本生、方广、未曾有法、因缘、譬喻、论议。 佛教经典的结集涉及世间通用的词语成为佛教术语后的

意义变化。 因此，词语的解释变得尤为重要。 明确词语作为佛教观念的内涵，正是“论议”的重要

功能。
论议即优波提舍（Ｕｐａｄｅ ＇ｓａ），是十二部经中的一部，又音译为优婆提舍、邬波第铄，意译有论议、

说义、广演、章句等。 《大毗婆沙论》卷一二六：

论议云何？ 谓诸经中，决判默说、大说等教。 又如佛一时略说经已，便入静室，宴默多时。 诸

大声闻共集一处，各以种种异文句义，解释佛说。②

“默说”是“黑说”的讹写，指不符合佛意的说法，与大说（白说）相对；论议即是大众共同讨论、多
方解说而公认为合乎佛意的契经。③ 论议则必有问答，如《大智度论》说：“论议经者，答诸问者，释其

所以。”④同时，随着佛法的弘扬与传播，除了佛所说、佛弟子说之外，后世论师说也都被归入论议。⑤
如此一来，论议也就可以指解释经文的论。

印度佛教称为“论”的除优波提舍外，还有摩呾理迦、阿毗达磨、毗婆沙等。 摩呾理迦相比优波提

舍，对观念解说更加深入，可以说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观念史体裁。 摩呾理迦（ ），又音译为摩得

勒迦、目得迦等，意译有母、本母、智母、行母等。 其体裁是标出纲目并进行解释，即标目如母，从标起

释，如母所生，从而使意义决定明了。⑥ 摩呾理迦包括毗奈耶与达磨两大类，前者是僧伽规制的纲目，
后者是总持圣道的纲目。 因此，摩呾理迦主要是对戒律和义理进行纲目归类，再对之进行解释和

抉择。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四○说：

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四无畏、四无碍解、四沙门果、
四法句、无诤、愿智，及边际定、空、无相、无愿、杂修诸定、正入现观，及世俗智、苫摩他、毗钵舍那，
法集、法蕴，如是总名摩窒里迦。⑦

为了对佛所说法进行明确的解读，使戒律和义理条目有清晰的内涵，如以上引文所显示的，摩呾

理迦列出了四念处、四正勤等圣道实践的纲目，而且它还将在对纲目的解释中进一步阐明它们的定

义、观境、修持方法、次第、相互之间的关联等。⑧ 这事实上就是对观念进行分类和阐释。 随着佛教的

发展，摩呾理迦总标别释的方法，逐渐成为释经、造论和说法的原则。 摩呾理迦中列出的既有修道论

的要目，也有佛陀对世界解释的要义，是佛教观念的汇纂，其中解说的工作则近于观念史的研究。
当代流行的观念史方法起源于美国哲学史家洛夫乔伊。 他认为任何哲学家或哲学学派的学说，

在总体上几乎总是一个复杂的和不同来源的聚集体，是由“单元—观念”（ｕｎｉｔ⁃ｉｄｅａｓ）聚集形成的并不

牢固的混合物。⑨ 洛夫乔伊在他的代表作《存在巨链》中梳理出了观念的几种基本类型：其一，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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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清楚的信念，或者在个体乃至一代人思想中起作用却或多或少未被意识到的信念；其二，某地

特有的理智习惯；其三，对各式形而上学激情的感受性；其四，一个时期或运动中的神圣语词和短语；
其五，“存在巨链”等存在于哲学命题中的较为确定和明白的观念。① 他基于动力、思想习惯、情感、语
义等因素定义 ｉｄｅａ。 而汉语学界用“观念”翻译和转化 ｉｄｅａ，这个译词是近代由日本传来。

“观念”作为近代汉语的新名词，最初传入时曾遭到张之洞等人的反对。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在

１９０３ 年制定的《学务纲要》中提到：

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搀杂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

复不少……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 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

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②

张之洞等人强调，日语中许多词汇对当时中国的表达习惯而言并不合宜，至于“报告”“困难”“观
念”等词，虽然在中文语境中也可以获得理解，但是，中国本身已经有可以表达这些意义的词汇，所
以，不必“舍熟求生”，以免造成理解与沟通的困难。 与张之洞等人在这方面的保守态度形成对比的

是，王国维较早接受了作为 ｉｄｅａ 译词的“观念”。 王国维 １９０５ 年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分析了

采用“观念”作为 ｉｄｅａ 译语的理据：

观念者，谓直观之事物，其物既去，而其象留于心者。 则但谓之观，亦有未妥。 然在原语亦有

此病，不独译语而已……Ｉｄｅａ 之语源出于希腊语之 Ｉｄｅａ 及 Ｉｄｅｉｎ，亦观之意也，以其源来自五官，
故谓之观；以其所观之物既去，而象尚存，故谓之念，或有谓之“想念”者。③

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对日本的译词进行语素层分析的一段文字。④ 王国维认为，日语中的译词虽

然未必精准，但却方便取用，且新造译词未必更好。 就“观念”一词而言，则其与 ｉｄｅａ 含义是非常贴近

的，都指直观的印象，并且有源自五官的意义；然而，王国维也尚未注意到的是，日语中的观念一词之

所以能与 ｉｄｅａ 相贴合，是因为它的佛教语源。
从佛教传统来看，“观”的词根是 ，梵文是 ｐａ ＇ｓｙａｔｉ，在佛经中译为见、观、睹、观察、瞻观、省

等。⑤ 也是“毗婆舍那” （梵 ｖｉｐａ ＇ｓｙａｎā，巴利语 ｖｉｐａｓｓａｎā）的词根，毗婆舍那即“止观”修行中的

“观”，是禅定中智慧的作用，修道者依此而证悟。 同时，观（ ｖｉｐａ ＇ｓｙａｎā）可以视为般若（慧）的同义

语。⑥ 念的词根是 ，梵文是 ｓｍａｒａｔｉ，在佛经中译为念、忆、忆念。⑦
“观”与“念”在佛经翻译中有两种组合：其一，“念”是心的历时性运动，“观”是对心念的反思性

“审视”“谛视”，如《中阿含经》卷二五说：“念相善相应时，生不善念，观念恶患时，复生不善念者，彼
比丘不应念此念，令生恶不善念故。”⑧“观”是对心念善恶的道德审视与反思，修道者在此基础上对

心念进行控制。 其二，“观”与“念”分别指反思和意念集中，如《无量寿经义疏》卷一说：“谛谓审谛，
深思谛观，念佛法海，故能得证。”⑨“观”是一种冷静的远离对象的反思，“念”则是对佛法义理的集中

思维。

·９５１·

圣凯：佛教观念史的方法论传统与建构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阿瑟·Ｏ．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第 ９—１５ 页。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６ 页。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方麟编：《王国维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８４ 页。
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３１５ 页。
林光明、林怡馨编译：《梵汉大辞典》下，台北：嘉丰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８７４ 页。
水野弘元：《佛教教理研究》，释惠敏译，台北：法鼓文化，２０００ 年，第 ７１ 页。
林光明、林怡馨编译：《梵汉大辞典》下，第 １１８４ 页。
《中阿含经》卷二五，见《大正藏》第 １ 册，第 ５８８ 页中。
《无量寿经义疏》卷一，见《大正藏》第 ３７ 册，第 １０１ 页下。



高瑞泉综合《说文解字》对“观”“念”二字的解释及金岳霖对 ｉｄｅａ 的理解，提出“观念”的现代学

术内涵：既有“审视”“谛视”的含义，又是与“思”密切关联的活动，指一个人在特定时刻的全部视觉

印象或直接知觉印象；某个观念的特定视域称为某某观，表示人的意念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方向和范

围，其间一定运用概念思维，却不一定经过严格的推理和论证。① 由此可见，作为学术用语的“观念”
与佛经原意一脉相承。

二、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特质与佛教观念史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自汉唐以后，佛法的定位问题再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

野。 只是这一次与之进行比较的不再是中国固有传统中的儒道二家，而是来自西方的“宗教”与“哲
学”。 佛教也从外来客的立场，转而立于审视外来传统的中国本位。 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认为佛法

重视自心，至于轮回、天堂及地狱等观念，是承袭印度婆罗门教的旧说，不是佛法的根本观念，而且释

迦牟尼的本意是“求智”，因此，佛法是哲学而非宗教，并且是“哲学之实证者”。② 欧阳竟无（１８７１—
１９４３）则主张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认为佛法既高于宗教，亦高于哲学。 他在比较宗教与佛法时说：

一者崇卑而不平，一者平等无二致；一者思想极其锢陋，一者理性极其自由；一者拘苦而昧

原，一者宏阔而真证；一者屈懦以从人，一者勇往以从己。 二者之辨，皎若黑白，而乌可以区区之

宗教与佛法相提并论哉！③

在他看来，佛教思想中蕴含的平等观念、理性的自由、勇猛的精神气质等，远胜于西方宗教；从真

理的求证来说，也是佛教思想更胜一筹。 欧阳竟无还强调佛法是超越于现世的、永恒的、无限的、绝对

的、无分别执着的，而哲学是局限于现世的、有限的、相对的、有分别执着的；这实际上是以宗教的二重

真理论来区分佛法与哲学，以佛法为真，哲学为俗。④

２０ 世纪初期的这场讨论，焦点在于“佛法”，而没有涵盖“佛教整体”。 汤用彤（１８９３—１９６４）在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提出：“佛法，亦宗教，亦哲学。”⑤方东美（１８９９—１９７７）继承了这一

观点，提出佛学阐释的极其精微奥妙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量境界，这种境界是不能涵摄在“理性主

义”或“理智主义”范围内的，所以，“从这么一种最高价值的领域上看起来，佛学是亦宗教、亦哲学”。
方东美在论述“佛学”的传入时，提到经典、思想、仪式、教规等多个方面。⑥ 这种说法事实上涵盖了以

佛、法、僧为核心的“佛教整体”。 从“佛教整体”的视野出发，则“佛学”或佛教研究中既有“佛”的信

仰层面的精微奥妙，又有“法”的观念层面的哲思体系，更有“僧”的制度层面的社会生活。 “佛学”亦
宗教亦哲学的特质，决定了佛教研究是宗教之学，亦是哲学之学。

面对佛教这样一种复杂而具体的存在，选择观念史作为研究方法，是因为它“契理契机”。 观念

史方法产生于对哲学思辨和社会生活之中间地带的“觉察”。 而佛教观念史的提出，正是看中这一

点，希望能够基于对佛教整体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谛观”，在经典承载的真理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之

间搭起桥梁。 佛教既有本体论、宇宙论、价值论的哲学体系，又有作为“宗教人”的佛教徒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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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更有作为宗教实体的制度化僧团，因而佛教研究需要通过观念史与社会史的方法，拓宽原有的学

术视野，发现佛教在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更为整全的历史状态，而且观念史在其中的作用尤为关

键，通过观念史才能将哲学体系、社会生活与制度形态等多重要素勾连起来。
前文所述洛夫乔伊对观念的类型分析，也展现了观念史论域的弹性及其在佛教研究方面的巨大

应用空间。 当观念指信念时，契合于佛教信仰、佛教与社会、佛教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当观念指思维

习惯时，有助于分析佛教徒的思维模式、心理惯性；当观念指对形而上学激情的感受性时，可以指代佛

教徒的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当观念指神圣语词，契合于佛教概念史的研究；当观念指学说原理，适合

于考察佛教某些重要思想的历史性变化。 洛夫乔伊指出观念史的特点在于：

它特别关心在大量的人群的集体思想中的那些特殊单元—观念的明晰性，而不仅仅是少数

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或杰出的著作家的学说或观点中的单元—观念的明晰性，它试图研究被分离

出来的———在细菌学的意义上的———那类因素的作用。 这些因素可能是从整整一代人或许多代

人中有教养阶级的信仰、偏见、虔诚、爱好、愿望，思潮中分离出来的。①

“观念”作为术语，能够呈现佛教的修道论意义，把握感性的心理、信仰的愿力等具有宗教实践意

义的层面，因此，能做到“同情之默应”和“心性之体会”，这与依赖于理性和抽象的概念、思想是不

同的。
程乐松《身体、不死与神秘主义———道教信仰的观念史视角》一书，已经尝试利用观念史方法对

中国传统宗教进行研究。 他把道教观念史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旨趣、观念、体系化，在他看来，“观
念的流变是同一旨趣在不同的信仰和社会环境中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的结果，与此同时，体系化则是

杂乱的观念集合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中，将信仰的旨趣落实到实践体系的必由之路”。② 传统的信仰研

究通常只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文本的梳理，二是历史的叙述，缺乏对信仰内在结构的理解。 由此导

致在文本梳理与历史叙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观念”恰可以成为连接文本思想与历史实践的

桥梁。 通过观念史对信仰的层次进行梳理与阐释，有助于推进道教、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
观念史作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助于呈现“佛学”亦宗教亦哲学的特质。 洛夫乔伊指出，观念

史的最终任务之一就是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③ 对于佛教研究而言，这
一点意义重大。 一方面，观念史有助于剖析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佛教在中华大地的变迁、传播与渗

透，可以从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进行分析，从而说明佛教究竟如何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另一方面，观念史有助于剖析中国佛教对东亚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阐明中国佛教在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乃至在当代欧美国家的传播与变迁，从而说明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参与世界文化的多元交流与动态形塑。

三、当代史学潮流视野下的佛教观念史

方法论的求变已经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共识，新的方法不断涌现，形成方法论变革的潮

流。 仅在与思想研究相关的领域，就有观念史、概念史、新文化史等名目的出现。 在当代史学潮流中

选择观念史作为佛教研究方法，就必须回应来自概念史的质疑，这既是因为概念与观念的紧密关联，
也是因为二者都是直接脱胎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 新文化史则是以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主

要问题意识，对于佛教观念史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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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的着眼点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浓缩的词语，解读其在特定语境中的概念化过程，研究其历

时意义嬗变的节点。① 针对语言与历史的关系，英国的“剑桥学派”和德国的“海德堡学派”采取了不

同的路径。 “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Ｑｕｅｎｔｉｎ Ｓｋｉｎｎｅｒ）重视语义学问题，他认为一切观

念的表述都与特定的意图、条件和问题密不可分，因而反对超出具体的语境建构思想史的连续性，主
张对文本进行语境化的研究，关注作者意图与文本形成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表述文本的方式。 他在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说道：

为了理解一个文本，我们至少必须理解考察对象的意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意欲的沟通行动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这样，我们在研究这些文本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这些文本

的作者身处特定的时代，面对特定的读者群，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实际是要传达什么。②

斯金纳强调经典文本生成的社会条件或知识语境，从而形成了“社会语境”的概念，并且视之为语言

研究的一部分；通过“社会语境”，能够确定某位作者原则上可能传达出的某些习惯中可得到辨认的

意涵。 斯金纳受到维特根斯坦晚期语言哲学以及奥斯丁和瑟尔的“言语行动”“以言行事”理论的影

响，将“政治思想”看作历史中的政治言说行为。③ 他在《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一文中提出“文本

即行动”，理解文本的过程就是“复原文本作者行动所体现的意图”。④ 斯金纳将文本的意图与言语

行为相连，关注说话者如何言说，如何在特定情境中兑现其意图并取得效应。 但语境的还原并不能够

囊括和穷尽经典文本的全部蕴涵，斯金纳没有从理论上意识到经典文本中超出具体语境的普遍性和

超越性；而且他似乎有一种倾向，即视所有思想史文本为同质的，因而对文本的层次差异考虑不足。⑤
“海德堡学派” 的概念史研究更加重视概念的社会背景，以瑞因哈特·科塞雷克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为代表。 科塞雷克认为，概念史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哪些体验与实情被带入概念中，又包括

这些体验或实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其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

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⑥ 他强调历史不可能脱离“社会”和“语
言”而存在，二者属于元史性的前提（Ｍｅｔ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ｉｖｅｎｓ），并且指出：

语言性理解并不能完全把握所发生的事件及事实本身，而所发生的事件也并不是完全不受

语言性诠释的影响。 “社会史”和“概念史”处于一种交互性的、历史性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是

永远无法消除的。⑦

概念是具有实存性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处于历史过程中的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

凝聚，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并成为反映这个社会精神观念的基本话语。 概念史的

研究重视概念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或者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和推进器。 在科

塞雷克看来，概念史以社会史为取向和旨归，其所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以及它

们作为概念的定义，而是人们在思想上应对社会现象和行动的过程。
斯金纳的“概念史”聚焦于言说语境，忽略了作者的社会状况、言语行为的效应以及经典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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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和超越性，与佛教的宗教性质相抵牾。 在佛教两千六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僧众与信众的社会

地位、各类话语的效力范围都是不断变化的；与此同时，“经”与其承载的真理是超越时空变迁的。 概

念史难以处理这变与不变之间的张力。 科塞雷克强调“概念史”能够帮助社会史查验以语言的形式

储存下来的经验，但是，他的概念史仍然依赖于社会史的发现。 如此一来，概念是被塑造的和没有力

量的，反映了社会状况，却缺乏行动的动力与意义。 而佛教观念恰恰先在于僧众与信众的宗教践履，
具有指导行动的意义。 此外，行动过程的时空因缘、行动者的价值关切、心性体会、生命意义与主体境

界等，并非言说所能企及。 这些未曾以独立清晰的概念形式呈现的内容，也是佛教研究中不能忽视

的，可以借助观念史对之进行概括与总结。
从佛教自身的立场来看，观念亦优于概念。 概念在佛教中是一种“施设”。 施设（梵语 ｐｒａｊñａｐｔｉ，

巴利语 ｐａññａｔｔｉ）与名称、称呼、词、言词、同义语、惯用语等有密切的关系，甚或被判定为名称、称呼的

意思。① 概念作为一种施设的产生，主要是对虚假的也即现象性质的存在的认识过程，与指向语言的

“名”“义”“相”等紧密相关；这与“观念”的修道论意义大相径庭。 如《大智度论》卷八九说：

何等是名？ 何等是相？ 佛言：此名强作假施设，所谓此色、此受想行识，此男、此女，此大、此
小……一切和合法皆是假名，以名取诸法，是故为名……是名但有空名，虚妄忆想分别中生，汝等

莫著虚妄忆想！ 此事本末皆无，自性空故，智者所不著……何等为相？ 须菩提！ 有二种相，凡夫

人所著处。 何等为二？ 一者、色相，二者、无色相。 须菩提！ 何等名色相？ 诸所有色，若粗若细、
若好若丑，皆是空；是空法中忆想分别著心，是名为色相。 何等是无色相？ 诸无色法，忆想分别，
著心取相故生烦恼，是名无色相。②

“名”“相”即是事物的名称与特征，也就是概念和概念的内容、语词和语词的所指，都是来自主体

的思维活动，是认识者强行置于事物上的东西。 这里的事物是广义的，不仅指物质性的事物，也包括

没有物质形态或不占据空间位置的事物。 从本性上来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是空无所有

的，并不能由名称或特征指涉事物的真实存在。 名称或特征是虚妄的，是应被破除与超越的，凡夫因

为对它们的执着而有烦恼。
作为修道论用语的“观念”受到佛教的偏爱，作为世俗言说的“概念”则受到价值批判。 虽然“观

念”由个体知觉成为公共知识，一定要经过“概念”的中介作用，但这时形成的形式，可以是独立清晰

的概念，也可以是模糊的表达。 在前一种意义上，观念转化成为了概念，同时成为了概念史的研究对

象。 而观念向概念的转化，必须经过能诠、所诠结构的厘清，排除矛盾，如此才能进入抽象和理性的世

界。③ 这个过程显示了观念史与概念史作为方法的差异———清晰和确定的概念是基于存在世界的言

说解释，缺乏一种修道论意义的对形而上学激情的感受性，“观念”作为学术用语则更符合佛教的传

统脉络与价值意义。
“新文化史”对佛教观念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它重视历史

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社会等方

面转移到社会文化方面；其二，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

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内涵与意义。④ 新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

彼得·伯克强调文化的观念暗示着传统的观念，是代代相承的有关某类知识和技能的观念。 他认为

传统与创新之间存在“孪生悖论”，表面上的创新会掩盖对传统的传承，传统的表面迹象也会掩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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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际上传承下来的东西在向新一代人传递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而且必须发生变化。①

新文化史与观念史虽然书写对象不同，却具有一致的路径：一方面，文化象征、观念是社会生活中

形成的沉淀、积累与传统；另一方面，它们也与当下的行动具有一定的“断裂”与“疏离”，甚至还可以

指导行动、塑造新的社会现实。 新文化史的另一代表人物罗伯特·达恩顿将广义的思想史划分出四

个层次：思维观念演变史、民风民情发展史、各种思想观念的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四者对应的分别是

哲学著作中的思想体系、各种思潮舆论和文学运动、意识形态及其社会扩散以及人类学视野下的各种

世界观和心态。② 如他所说：“思想史”应当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二是思想和大众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③ 理清这两种关系，才能切实理解观念与社会的互动。

余论：从佛教思想史走向佛教观念史

传统思想史的弊端，学界已经从多个方面有所批判。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传统的思

想史研究在试图以政治与经济事件解读思想发生的土壤与背景时，忽视了二者之间的遥远距离，更未

曾发现“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才是经典与精英思想发生的真实有效的土壤与背景。④ 因此，他主张

在精英与经典思想之外去寻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寻找人们真正用以解释和理解世界

的常识，并将之纳入思想史的领域。 这种向下探寻大众心态，试图还原一般世界观的做法，事实上也

可以由观念史的实践来完成，而且观念史还能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
在当前的佛教研究中，传统的思想史方法主要用于宗派研究领域，用以梳理宗派思想的脉络。 然

而，“从思想到思想”的思想史方法是抽象的，并不关注作为思想来源的文本背后潜藏的心理，更无法

处理佛教在历史时空中的实践问题。 宗派思想史在揭示出一系列佛教发展的线性历史脉络的同时，
也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遮蔽了中国佛教发展进程中的真实而具体的活动。 因此，必须警惕以往过度

依赖宗派理论建构起来的学说系统。 宗派佛教思想史的书写，往往突出“宗派”与思想家的重要性，
以思想家为中心勾勒出一个相互关联的总体性网络。 这种方法势必对“思想”与“观念”本身造成压

迫甚至排挤。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找出佛教思想之中真正影响文明进程和人类生活的观念，应当由思想史转向

观念史，对佛教进行长时段、整体性、动态化的研究。 佛教徒的宗教践履，既有个体生命的建立历程，
也有时代的社会生活。 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关系，则佛教徒的宗教践履虽然具有个体性，但仍然

与佛教观念传统、时代观念思潮保持着“观念意义”上的一致；而多元主体的宗教践履的“当下性”与
“机用性”，亦会促进佛教观念的转化与演进。 佛教观念史研究，将有助于避免刻画静态化、抽象化的

历史，而能促进还原生活世界的具体情境。 观念的“在先”，可以确保历史刻画在充分考虑具体情境、
多元主体的同时，不会流于碎片化与“失焦”。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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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６—３０ 页。
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８０ 页。
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 ２０６ 页。
葛兆光所说“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
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
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
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
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 见氏著：《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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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Ｘｕｎｚ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ａｓ ｒｅｇ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Ｘｕｎｚｉ̓ｓ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Ｘｕｎｚ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ｅｖｉ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ｋｉｎｄ ｈｅａｒｔｅｄ，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ｇｒ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ｌａｗ，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ｉｎｔｏ
ｖｉｒｔｕ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ｉｔａｔｅ ｂｏｔｈ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Ｘｕｎｚ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ｄａｙ，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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