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诞生于中国与印度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背

景下的野中印学冶渊Sino-Indian Studies冤袁既是一个

构建中的历史概念袁 又是一个具有探索性尧 实验

性尧 在场性和交互性的文化语汇遥 近一个世纪以

来袁中国和印度无数有识之士通过著述与践行袁寻
求对这一认识的理解和深化袁 使之能逐渐形成思

想体系和文化方法遥 野中印学冶肇始于泰戈尔袁既与

泰戈尔秉持的世界主义尧 人本主义和对亚洲精神

野独特同一性冶[1]持续垂注有关袁也与泰戈尔对中国

文化的深刻体认有关遥 在近代中国和印度内忧外

患尧两国文化交流几近断绝的情形下袁泰戈尔从文

明互惠的机缘看待两国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袁指
出中国与印度也许在地理上和人种上不算密切袁
但在思想关系上却最为亲密[2]遥 泰戈尔于 1921 年

创办国际大学袁 开启了印度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现

代汉学[3]渊P373冤袁同时也催生了以文化交流为基础尧
以思想会通为旨的野中印学冶遥 野中印学冶的诞生并

非一蹴而就袁其间既有一批知名学者如谭云山尧师
觉月渊Prabodh Chandra Bagchi, 1898-1956冤尧蒲罗

丹渊Pradhana冤尧巴帕提渊P.V.Bapat冤等为之撰述袁出
版 叶中印学报曳渊The Sino-Indian Journal冤尧叶中印学

刊曳渊Sino-Indian Studies冤等中印文化交流期刊袁又
有对野中印学冶的实际开拓与践行袁如在印度圣蒂

尼克坦和中国南京分别设立的 野中印学会冶渊The
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冤譹訛袁汇聚中印文化界和

政界名宿袁堪为野中印学冶的孵化器遥 1937 年袁中国

学院渊Cheena Bhavana冤在国际大学的创立袁则标志

着野中印学冶有了实质性发展遥 按照中国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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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云山对野中印学冶的理解袁野所谓耶中印学爷袁就是

把两千多年以佛教为桥梁的中印文化交流突出起

来袁因为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独一无二的袁可以

把它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袁不但研究文化交流袁更
深入研究中印睦邻关系袁 研究领域包括地理尧历
史尧哲学尧宗教尧社会尧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艺术诸多

方面遥 用耶中印学爷的透镜可以对中国文化发展得

出更深层次的了解遥 冶[4]

野中印学冶不是既成术语袁其学术话语尧内容和

外延始终处于不断建构和充实的过程之中遥 正如

印度学家郁龙余所言袁野耶中印学爷 对谭云山来说袁
既是理想又是实践遥 他为中印学会拟定的宗旨袁后
来又成为中国学院的宗旨袁 也是谭云山一生的宗

旨遥 噎噎中印学渊中印学术冤研究袁放在宗旨的首

位遥冶[3]渊P397冤印度当代汉学家墨普德渊Priyadarsi M-
ukherji冤甚至认为袁中国作为受惠印度文化最多的

国家袁野汉学冶 更当被称为 野中印学冶 或 野汉印学冶
渊Sindology or Sin-Indology冤袁即中国与印度的融合[5]遥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袁 出自诸位印度学名家之

手的叶印度与中国曳不仅在印度学界颇有影响袁而
且也是反映近一个世纪以来野中印学冶发展的面相

和缩影遥
1938 年袁 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中国厅开幕式

上以野中国与印度冶为主题演讲[6]遥 1944 年袁著名哲

学家拉达克里希南 渊S.Radhakrishnan, 1888-1975冤
出版叶印度与中国院1944 年 5 月在中国的演讲曳袁被
中村元评价为 野世界上第一本对印度与中国思想

进行比较研究的书遥 冶[7]同年袁印度汉学家师觉月的

名著叶印度与中国院千年文化关系曳譺訛出版袁被公认

是中印交流史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袁 印度前

驻华大使苏杰生渊S.Jaishankar冤称其是野关于印中

两国的历史纽带的伟大作品冶[8]遥 半个多世纪以

后袁另两本叶印度与中国曳问世遥 美籍华裔印度学家

谭中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耿引曾合著的 叶印度

与中国院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曳渊2006冤被季羡林

评价为野史无前例的文化事业冶[9]渊P2冤遥 而印度文化

关系委员会渊ICCR冤主席尧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院

长洛克希窑金德尔 渊Lokesh Chandra, 1927-冤 新撰

叶印度与中国曳渊2016冤 则是已界耄耋之年的作者袁
对父子两代人在 90 多年的岁月里袁不断寻觅中印

在 2 300 年里相会相契的一次文明探索袁正如金德

尔所言袁野思想与形象尧 美感与形式以及静默与言

语成为历史性分享的形而上学遥 冶[10]渊P1冤这四部叶印
度与中国曳作者都与野中印学冶关系密切遥 师觉月是

野中印学冶直接倡导者之一曰拉达克里希南曾任野中
印学会冶名誉主席曰洛克希窑金德尔之父拉祜窑维拉

渊Raghu Vira,1902-1963冤 于 1943 年当选 野中印学

会冶理事成员曰谭中则子承父志袁其参与筹建的印

度中国研究所尧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中文系袁
为推动野中印学冶做出了实质性贡献遥 他们或探讨

古代的文化交流袁或谈论现代的文明回应袁或尝试

建构中印学体例袁或着手会通中印思想遥 其中既有

着丰富的史实尧史料和交往的确凿记录袁也有着极

显个人素养尧 风格和思维特征的文明对话与文化

比较袁使得野印度与中国冶这一古老而弥新的话题

不断延续着生命力遥

一尧野中印学冶根基院以交流史为源本

人类文明交流史是一部由点及面的网络地图

构建史遥 交点越密集袁经尧纬支线越富密袁交流地图

也就越精细尧越广阔遥 师觉月的叶印度与中国曳虽不

是鸿篇巨制袁 却完整勾勒出一千多年中印文化交

流的宏伟图景袁 堪为中印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式的

著作遥 此书以佛教的传布为线索袁共分八章袁从早

期的贸易交往到佛教的传播历程袁 从佛教的东渐

到文化的互渗袁 他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诸多派别

及所藏佛教文献作了大量的考证袁 而且对印度雕

刻尧绘画尧建筑尧音乐尧天文学尧数学和医学对中国

的影响作出具体的例证遥 尤为可贵的是袁尊重史实

的师觉月并不回避印度学界长期以来野尊梵抑汉冶
的现状遥 他坦言袁野一直以来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

化关系似乎更像是一条单行道遥 正因如此袁人们从

未认真地去尝试发现中国对印度人生活和思想的

影响遥 事实上袁印度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如此之

大袁 以至于中国对印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从未在

任何个体身上得到应验遥 冶[11]渊P163冤这一说法切中

肯綮袁从 20 世纪 20 年代直至今日袁不论是印度学

界还是中国学界袁对于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袁始
终莫衷一是遥 野以往有关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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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袁 有些著作有意无意之间体现了中印文化交

流的耶单向性爷袁即古代中印之间的交流只是从印

度到中国而已袁甚至有学者说出耶中印古代交流其

实是中国单向学习印度爷这样的观点遥 由于印度方

面的史料较为缺失袁 容易给学者或读者造成这一

印象遥冶[12]师觉月深入寻常生活的物质层面袁发现丝

绸尧茶尧荔枝尧妇女妆点用朱砂尧桃和梨袁皆源自中

国袁不仅例证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袁也确证中印之间

文化交流并非单向度袁而是双向交流的事实遥 师觉

月开启的从物证探索双向文明交流的方式启发了

季羡林袁他对制糖术尧造纸术等专题研究袁揭示出

历史上中印交流的复杂性和野双向性冶袁而且在晚

年写长文叶佛教的倒流曳袁指出文化交流绝不会是

单向的袁野而是相向地流袁这才是真正的耶交流爷冶[13]遥
师觉月承袭法国汉学传统袁重视史料的来源袁

参考文献以汉文文献为主袁辅以东方学家如沙畹尧
伯希和尧列维等的研究成果袁史料经甄别尧提炼后

形成的史论袁既体现出一流的史学眼光袁又显示出

极高的史学素养遥 在他描绘的千年交往长卷中袁既
有较为熟知的来华僧人袁如竺法护尧鸠摩罗什尧僧
伽跋澄尧僧伽提婆尧佛陀耶舍尧达摩笈多尧菩提流

支尧菩提达摩以及赴印的道安尧法显尧玄奘尧王玄

策尧义净等袁也有不甚为人所知的袁如来自安息尧粟
特尧大夏尧龟兹尧于阗等中亚国家的来华佛僧袁以及

记录在菩提伽耶汉文碑铭上的中国僧人的名录遥
为此袁他在附录专列野中国译经的印度学者生平冶袁
这部分正好可与耿引曾在叶印度与中国曳中野高僧

一览冶之野印度来华弘法高僧冶做参照对比譻訛遥 耿引

曾增列野中国赴印求法高僧冶以及最见功力的野中
印关系大事编年冶袁将师觉月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

步袁 使得交流图卷中的双向和交互的交流显得更

为充分和具体遥
如果说师觉月和耿引曾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

文明的交往袁那么袁金德尔的叶印度与中国曳则有了

些许野当代史冶的意味遥 此书所述时间跨度更长袁从
佛教传入直至当今社会袁历时两千多年遥 材料来源

更为丰富袁既有以野物冶证史的考据袁也融入不少实

地勘察的情景尧走访尧口述和日记袁以及不限表达

方式的片段式截取 渊可以是一个符号或是一段唱

词冤遥 记述视角更为灵活袁书里的作者其实有两人袁

一是金德尔本人袁二是他的父亲尧著名梵学家和汉

学家拉祜窑维拉教授袁时而作者视角袁时而他者视

角袁不仅是对真实历史的记录袁也呈现当下的情状

和反映袁给人以生动尧鲜活和真实的感受遥
金德尔以散点式的记述方式袁 呈现给读者交

流史中一个个具体的实物与实景遥 他从野佛教在中

国的共鸣冶谈起袁穿插中国和印度双向交流的点滴

印记袁如棉花如何引进中国袁中亚的僧人如何携带

佛经并译为汉语袁由迦梨陀娑叶沙恭达罗曳残片如

何界定中国戏剧的起源袁 以及摩揭陀传入中国的

制糖术袁菩提伽耶刻的中国碑铭袁中国舍利塔和法

门寺里的佛祖指骨舍利袁 敦煌和云冈的石窟和造

像袁占城的梵文手稿袁居庸关的梵刻袁甚至可能按

照大威德坛场而制定的北京城市规划等等袁 不一

而足遥 金德尔以他多年的调研袁 丰富的学识与见

解袁呈现出交流史中的野个案冶袁有些已有成熟的研

究成果袁 更多的则是对学者尚未关注或较少论及

的袁却可能牵扯交流史新发现尧新交点尧新线索和

新问题的大胆假设袁 这才是值得学者倍加关注的

地方遥
金德尔之父拉祜窑维拉是位了不起的梵学家

和中印学家遥 中国学界长期对拉祜窑维拉的汉学贡

献一无所知遥 他曾将几部中文著作译为梵语袁包括

制作叶妙法莲华经曳汉梵检索表渊此表于 1947 年遗

失冤曰将大藏经中两种叶罗摩衍那曳汉译譼訛倒译为梵

语渊1938.8冤曰将公元 517 年编撰的汉梵天城体辞典

叶翻梵语曳 中的地理部分译为梵语譽訛曰 翻译丰子恺

叶护生画集曳渊第一集冤袁 以中英梵三语合体的形式

以叶中国诗画中的不害思想曳为题出版譾訛遥 1955 年

12 月 25 日袁后三部著作由金德尔赠送给在那格浦

尔暂做停留的宋庆龄袁 宋庆龄边翻阅边说院野太有

意思了冶[10]渊P65冤遥 拉祜窑维拉的梵学成就不止于此袁
他还自创一套适用于表达现代科技术语的梵语词

汇袁为编纂这本梵语科技词典袁他曾系统研究中文

对化学物质的命名方式遥
书中颇费笔墨的是拉祜窑维拉和金德尔数次

访问中国的见闻与收获遥 这些见闻带着鲜明的交

流野物证冶袁又有着逼真的场景描述袁这种将历史考

证与文化游记相结合的方式袁 正是古代僧人们记

录的方式遥 当下的个体和鲜活的场景似乎与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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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去有了某种共契袁 历史的过程也因融入了个

体的情感和满富的生命力袁 迸发出充沛的想象与

美感遥1955 年袁拉祜窑维拉及其女儿苏妲莎娜窑黛维

渊Sudarshana Devi冤访问中国三个月遥 他们的足迹遍

历大半个中国袁从南到北探访数十个主要城市遥 参

观并到访国家图书馆尧中央研究院尧故宫博物院尧
颐和园尧长城尧居庸关尧北京大学尧西安大学尧陕西

省博物馆尧敦煌尧云冈尧龙门以及雍和宫尧白马寺尧
塔尔寺尧慈恩寺尧灵隐寺等各地主要寺庙袁详细记

录了敦煌石窟尧云冈石窟尧龙门石窟和灵隐寺飞来

峰的各窟情况袁手绘居庸关佛塔与拱门上的雕刻遥
5 月 15 日袁周恩来总理接见拉祜窑维拉袁并对他说院
野古时玄奘曾赴印取经袁 今天你从印度来华取经遥
你就是印度的玄奘袁 这些古籍就是你的宝藏遥 冶[10]

渊P142冤拉祜窑维拉在中央研究院与院长郭沫若讨论

野百藏丛书冶渊sata-pitaka冤譿訛计划遥 后乘火车从北京

到呼和浩特袁张明坦和季羡林不仅陪同他北上袁还
担任他的翻译遥 他在敦煌停留的一个多星期时间

里袁 不仅在常书鸿的讲解下静静欣赏和临摹敦煌

壁画袁而且与当时敦煌研究院的 39 位工作人员共

同工作和学习遥 他在写给敦煌的留言中不由感慨院
野我们得以亲见它尧汲取他并将之同化至我的血脉

中袁我的精神得到擢升遥 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和我

的祖国竟有如此亲密的袁 如钢铁般摧毁不断的爱

之纽带遥 冶[10]渊P189冤回到新德里后袁拉祜窑维拉将他

所收集的关于西藏尧蒙古尧西夏和中原其他地域的

大量手稿尧版画尧碑铭模本尧绘画尧图片等进行整理

并举行展览袁虽然 131 箱资料中仅有 30 箱得以展

示袁但此次展览获得极大成功遥 印度总理尼赫鲁和

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参加了展览开幕式袁 来自德

里尧浦那尧艾赫拉巴德尧勒克瑙等大学和研究所袁以
及德国汉堡尧罗马尧伦敦大学尧新加坡马来亚大学

的知名学者纷纷致信或留言遥 拉祜窑维拉的访华记

录堪为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袁
值得收入由中印双方共同编撰的 叶中印文化交流

百科全书曳之中遥

二尧野中印学冶拓展院比较意识
和方法的凸显

长期浸染于国际大学野中印学冶氛围袁又与谭

云山共事多年的师觉月袁 不仅希冀在印度和中国

之间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袁 而且寄望发现这些痕

迹背后可能互通的内生文化源头遥 他以比较的视

角袁探寻道教与古代印度的哲学的相似性遥 据他推

测袁最早的佛教护法团可能在道观里得到了庇护袁
和道士居住在一起袁待他们返回印度时袁便利用习

得的道教知识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11]渊P166冤遥 这一

推测不乏实例袁鸠摩罗什撰写的叶道德经曳评注尝

试将龙树的中观派哲学与道教哲学进行会通袁而
玄奘和道士们在唐太宗旨意下将叶道德经曳译为梵

语袁虽无法确认此译本最终有否带去印度袁但可以

确证的是袁佛教的密教派借鉴这个译本袁发展出了

俱生乘这一派遥 由此袁师觉月在野两个文明要要要一

个融合体冶一章中袁认为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虽生

长于不同的土地袁说不同的语言袁有不同的文化和

宗教传统袁 但为了一个共同的文明而和谐共进 [11]

渊P143冤遥 他从中印共同拥有的野天冶道赋予的思想袁
共有的祭祖传统袁 儒家与印度法论相似的社会政

治理念袁道家之野道冶与印哲之野梵冶的相似性袁来探

讨两大文明要素之相似性的深层原因袁 抑或同源

性遥
师觉月的文化比较仍遵循史学方式袁 通过具

体的实例和合理的推理来探寻现象背后的思想源

头袁由此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共有的文化基因遥 他发

现老子之野道冶所具有的内敛尧彰显权能袁周易的

野太极冶所呈现的野阴冶尧野阳冶转化袁皆与印度哲学中

的野动冶尧野静冶二相有异曲同工之处遥 朱熹抽象的

野理冶与具象的野气冶亦是同一本体的两个面向袁并
指出这一观念可能受印度轮回观念的影响遥 相比

历史梳理袁 思想的相关性推演显得困难而隐性得

多遥 但师觉月的推演仍提出一个极好的课题袁即文

化的比较是否一定会追溯至源生性的问题袁 比较

文化学是否还有其他的开展方式钥
面对中印文明源生性的问题袁 谭中的回答提

供了另一种思路遥 有着完整中国教育背景和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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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印度政界尧学界交道的经验袁谭中的精神气质

和思维特征早已烙印野中印学冶双重文明的痕迹袁
他的文明比较着重从中印思维方式角度来进行遥
季羡林在序中赞赏这种比较方式院野中印两国有很

多共同的文化特点遥 我认为最明显尧最重要尧最基

本的是我们实际上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遥 冶[9]渊P1冤
谭中在叶印度与中国曳野透视景观冶章中从中印

两国同发源于喜马拉雅的地缘文明来探讨根源遥
野喜马拉雅亲属关系冶指两大文明同依喜马拉雅而

生袁以喜马拉雅为基点袁带有喜马拉雅色彩袁可谓

喜马拉雅孪生子遥 同样的地理尧物种和植被特征赋

予了两国共同的农业文明袁其中的大米尧丝绸尧糖尧
棉尧茶的种植都印有两国同源相生的深刻印记遥 他

指出袁这种野喜马拉雅亲属关系冶所带来的双面效

应可能是文明交往的野镜面反射冶袁既可通过伏羲-
女娲和阎摩-阎蜜的故事尧原人渊Purusa冤和盘古的

故事尧蛇龙图腾的传说造成成对的镜面效应袁同时

也会有野背靠背冶式的各自发展和互不干涉遥 野背靠

背冶虽然少了野面对面冶的热络袁却也使得两大文明

在千年时空里搭建相对和平的空间环境遥
谭中的地缘文明范式极富新意袁 既有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路子袁也有比较神话学的视野遥 虽然他

尚未回答外部的地缘环境成就文化内生的主要动

因袁但已打开新的思路遥 这一思路体现在野下编冶从
寺庙文化尧金轮帝制尧风流人物尧金玉符号尧龙凤双

飞等五方面集中描述这些中印在长期文明交往中

产生的特殊现象袁 也是对师觉月所探讨的中国对

印度人日常生活和思想影响的延续和扩充遥 谭中

坦言袁他的写法不完全是考证式的袁而是以欣赏和

品鉴的眼光去看待两国文化中最菁华尧 最出彩的

地方袁 由之开发并探讨这些终在中印漫长交往中

深潜于日常生活里野合璧冶了的文化现象袁从而促

进两国的相互理解遥 这样的写法更像文学的写法袁
事实与想象的有机结合袁 进而引起读者丰富的联

想与启发遥 从谭中娓娓道来的野合璧冶现象中袁我们

会发现袁它们既表现出印度与中国的各自特质袁很
难分得清这种影响的理路袁 又体现出中印在思维

偏好尧表述方式尧审美意象尧欣赏趣味等方面的差

异遥 如果简单地将这种 野中印合璧冶 渊Sino-Indic
ratna冤式的写法视之为缺乏直接关联的主观想象袁

那就忽视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深意要要要不同的文化

背景和特质下袁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多少潜移默化袁
又难舍难分的交缠和相互影响浴 在谭中为印度经

济学家杰伦窑兰密施渊Jairam Ramesh冤新书作的序

中袁他认为野中印合璧冶尚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想法袁
而要用野Chindia冶来取代野Sino-Indic ratna冶袁野因为

后者是带连接号的袁 不如前者把两种文明整合得

难解难分遥 冶[14]

如果说师觉月和谭中是从源生文化和文化的

动态影响展开比较袁 那么印度贝拿勒斯校长拉达

克里希南则以哲人视角袁展开对中印在宇宙观尧认
识观尧人生观等方面的对比遥 拉达克里希南的叶印
度与中国曳源自其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讀訛遥 1944 年 5
月 6 日至 21 日袁拉达克里希南受当时国民政府教

育部长陈立夫的邀请袁应邀访问重庆尧南京尧上海尧
昆明等地袁 并受到印度驻重庆总代表梅农渊K.P.S.
Menon冤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热情接待遥 在

短短的 16 天行程里袁他访问大学尧学术机构和佛

寺袁并在国立中央大学尧中央军校训练部尧中央政

治局尧中央图书馆尧复旦大学尧云南大学尧中国哲学

学会等地发表公开演讲遥 这本叶印度与中国曳便是

拉达克里希南回国以后袁 在演讲的基础上对中印

文化所做的梳理袁 其中讲述访问中国的起因和见

闻袁中国与印度的历史渊源袁中国的教育现状袁并
分述儒家尧 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袁 佛教在中国的发

展袁战争和世界安全等内容遥
不同于师觉月和金德尔对两国交流史中

野点冶尧野线冶的爬梳剔抉袁拉达克里希南的叶印度与

中国曳有了更多比较哲学的意味遥 此时来到中国的

拉达克里希南袁 已经完成关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

叶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 曳 渊Eastern Religions and
Western Thought冤和关于宗教生活的叶理想人生观曳
渊An Idealist View of Life冤等奠基性的著作袁其旨向

生活体验的宗教观业已形成遥 因此袁他带着寻觅宗

教精神共契袁寄望找到中国宗教实质的想法袁与学

者和僧人们展开交流遥 虽然他不懂中文袁对中国的

认知大多源于英文书籍袁 他自己形容这本关于中

国宗教和文化观的书只是 野暂时的冶尧野教条式的冶
抛砖引玉之作袁 但仍不啻为中印思想比较的开拓

性作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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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里希南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不限于佛

教袁而深入儒家尧道家尧佛教渊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

是儒教尧道教和佛教冤的内在理路袁进行重思与批

判遥 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拉达克里希南从宗教

学角度袁对儒家的世俗性尧道家的超越性和佛家的

精神性所做的对比阐述袁 字里行间投射出哲学家

的敏锐的见悟和精准的洞察遥 他注意到道家的

野道冶与叶梨俱吠陀曳中野黎答冶渊rta冤都具有主宰自然

和人事运行的力量遥 注意到孔子的野天冶具有的某

种超越性院野子曰院耶天何言哉钥 四时行焉袁 百物生

焉袁天何言哉钥 爷冶遥 注意到墨子的野天冶野人冶关系透

露出更深的野神秘的理想主义冶渊mystical idealism冤袁
个体的精神与自然精神逐渐实现合一遥 他将超越

经验范畴的野空冶尧纯粹存有渊bh俦ta-tathat佟冤与吠檀

多不二论的野绝对者冶并置而谈袁将瑜伽行派的野法
身冶渊dharmak佟ya冤对应奥义书中的野梵冶和老子的

野道冶袁并把野法身要受用身渊sambhogak佟ya冤冶关系与

野伊莎伐罗 渊侃svara冤要毗湿奴冶渊或湿婆冤 的关系对

比袁 指出对绝对者象征性的呈现方式的价值判断

是比较的要旨遥
在认识论层面袁 他注意到孔子与佛陀的方式

一样袁谨慎地回避对超俗方面的谈论袁野未知生袁焉
知死钥 冶袁即使对人的精神局限性有所暗示袁也以沉

默来回应遥 他注意到孟子所言的野知冶与呈现精神

状态的野心冶有区别袁后者与奥义书中野全智冶渊par佟
vidy佟冤观念有相似之处遥他将朱熹的野理冶理解为理

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融合物袁 由此产生人的两面

属性袁即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对立遥
在伦理方面袁他注意到孔子的野中庸冶和佛家

的野中道冶袁并指出相比宗教观袁孔子更关注社会观

的建立遥 在世俗层面袁孔子所要恢复的野礼冶犹如印

度的野达磨冶渊dharma冤袁既关乎个体袁也关乎社会遥
他注意到佛教与儒家在伦理方面的相似性袁 均重

视子女对父母的孝心袁 如 叶善生经曳渊Si灶援 g佟lov佟da
sutta冤中六种责任渊父子尧夫妇尧朋友尧师生尧主仆尧异
教者和信教者冤与儒家野五伦冶中的父子尧夫妇尧朋
友关系如出一辙遥 他极力肯定儒家在道德方面的

肯定袁但在宗教观方面袁他更倾向佛教袁认为大乘

的教义与叶薄伽梵歌曳一样袁共有野形而上理想主

义冶和虔诚的信仰遥

作为一名出色的哲学家袁 拉达克里希南的贡

献不仅在于对印度哲学从文献到义理的梳理尧消
化和阐释袁而且在于探索其内蕴的比较哲学思想袁
叶印度与中国曳是他印中哲学比较的集中体现遥 他

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本质是实用和现实的袁 中国思

想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狂热的盲信和宗教的争论袁
也无不顾本性的袁忽视理性和情感的生硬教义袁虽
然中国人对神学和个人救赎不感兴趣袁 但不能简

单推断其缺乏宗教精神袁而有着更纯粹尧深厚的精

神追求遥
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比较是分析式的袁 他有

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逻辑袁将各种观念尧思想并归

这一体系袁 并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袁 考察各种观

念尧思想体系的完善程度遥 他以野最高本体冶及其实

现方式的圆融为完善标准袁从而对儒家尧道家尧佛
教的教义进行评判遥 他指出袁儒家未对深层次形而

上问题作解答袁道家的野道冶纵然唤起对某种超越

的不确定袁 道德行为的深层目的和最终的归属在

佛教袁 并认为佛教是对儒家与道家在禅定智慧和

修行等精神层面的补充[15]渊P109冤遥 虽然中村元评价

拉达克里希南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野误读冶袁个
中原因既受作者使用材料的限制袁 也由于作者宗

教观的局限遥 但是袁拉达克里希南同样发现了值得

深入挖掘和探讨的课题袁 即在思想层面上中印对

比研究何以可能袁以及如何实现两者会通的问题遥

三尧野中印学冶走向院探寻思想
会通的可能性

思想之会通袁 实乃近代中印知识界共同致力

的一项事业遥 旅印 30 余年的徐梵澄因契得中印精

神文明之精髓袁曾言院野求世界大同袁必先有学术之

会通曰学术之会通袁在于义理之互证遥 在义理上既

得契合袁在思想上乃可和谐遥冶[16]在中国有会通中西

思想的近代新儒家袁 在印度有会通印西思想的新

吠檀多派袁而中印思想之会通袁则以倡导野中印学冶
的野中印学派冶为先导遥 他们试图通过抽绎出中印

文化背后的基本哲学观念袁 将之理论化为具有普

遍意义的参照话语袁 在普遍意义下探讨这些观念

共有的哲学价值袁 从中反映和透析出各自文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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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部分遥
思想会通的基础在于追求普遍真理袁 而会通

有其分际和限度遥 当人要表达其精神性时袁必通过

有限的感性限制和制约来表现袁 这是牟宗三所谓

野一孔之见冶[17]袁也是庄子所言野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冶之野察冶遥 会通的分际提醒我们袁在探讨哲学

问题时袁 需要注意所谈概念是在哪个层次上讨论

的袁不能将不同层次的概念并置而谈遥 如师觉月所

谈的野道冶与野梵冶袁拉达克里希南和师觉月将朱熹

的野理冶和野气冶对应印度哲学的野动静二相冶袁均是

在形而上层面的会通袁这一层面是相对于野经验实

在论冶渊康德语冤层面和中国哲学中野感触界冶渊牟宗

三语冤 层面而言的遥 虽然在康德看来袁野超验观念

论冶和野经验冶层面无法互通袁因人缺乏野智的直

觉冶袁但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不然袁中哲讲究野一
心开二门冶袁孔子的野仁冶尧道家的野道心冶尧朱子的

野本心冶尧王阳明的野良知冶袁大乘佛教的野如来藏心冶
和野般若智心冶袁其所蕴含的 野心冶既是认识本体袁也
是道德本体袁与印度思想中野梵冶尧野我冶一样袁均直

接会通感触界与智思界遥
西哲从认识论来谈感触界的理路清晰袁 在这

一层面袁不论中国哲学袁还是印度哲学袁多是以消

极的方式来表述的袁 这也是拉达克里希南发现孔

子野慎言冶的地方袁也是印度野遮诠冶的方式遥 但中国

哲学和印度哲学在智思界则比较积极和通透袁野人
人皆可为尧舜冶袁以野转识为智冶来肯定人的野智的

直觉冶遥 印度的主流哲学相信野自我冶和野知觉性冶
渊consciousness冤的拔升袁这一野知觉性冶的擢升袁也
是拉达克里希南在叶印度哲学曳中所界定的野宗教

意识冶讁訛遥
在道德实践层面上袁 中印会通有着共同的实

践目的袁即人性的转化遥 拉达克里希南注意到儒家

的野礼乐冶是为获得野善冶的人格修养的手段袁野教育

以诗开启袁为道德限制所强化袁进而在乐中圆满袁
一切的目的在于改造人性遥 强调个体努力袁正所谓

耶人能弘道袁非道弘人遥 爷冶[15]渊P60冤他认为老子和佛

陀一样袁从表面生活深入更深层的真实遥 野普遍真

实的知觉性影响着我们本性的转化遥 这是一种新

生袁塑造新人遥 达磨的真实不是理论的教条或形而

上的假设袁他直接面对知觉性遥 冶[15]渊P91冤他认为袁中

国与印度一样袁 上智的理性和道德并没有对民间

的迷信仪式产生影响袁 形式的崇拜甚于内在的虔

诚袁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袁宗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儒

雅尧宽容和见识的修养袁而非探寻人的终极目的与

归属遥只有佛教承担起这一任务遥因此教育和工作

如同印度的智瑜伽和业瑜伽一样袁 成为了佛教改

革的手段袁 从而实现改革的终极目的要要要人的精

神转化遥
拉达克里希南认识到中印思想在转化人性方

面的可能性袁然而袁他以野最高本体冶及其实现方式

的完善程度来评判儒尧释尧道的高下袁却又阻碍了

他对于中国思想复杂性的洞察遥 他虽然发现了孔

子的改造人性的价值导向袁 却无法在孔子讳莫如

深的野天冶与张扬的野仁冶信条之间建立起联系袁因
此他在肯定孔子对于善尧 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的

同时袁发出这一价值的终极归属的疑惑袁即高扬道

德却不追问人类起源和命运这一终极哲学话题袁
终会陷入人文主义的缺陷钥 拉达克里希南提出的

问题值得深省遥 他从宗教的超越性出发袁看到了中

印哲学在转化人性方面可能会通的意义袁 但却无

法从孔子尧老子尧孟子尧墨子尧朱熹的教义中发现转

化的逻辑袁最后只能求助佛教遥 他虽敏锐地将中国

佛教的希望寄于太虚等身体力行的佛教改革上袁
但仍缺乏对中哲的深耕袁 也尚未系统研究宋明理

学以及儒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综摄构造袁 未尝发

现另有一思想改革袁以更为理性尧综摄尧汹涌的姿

态进行着遥 所幸袁拉达克里希南终止的地方袁也是

后来的中印学者袁如徐梵澄寻求突破的地方遥 徐梵

澄看到了印度精神的超越性价值袁 人性转化的途

径多样袁不论是中国的修身与养性袁还是印度的知

行意瑜伽袁所修的均是身尧心尧意的整体工夫遥 他吸

收印度圣哲阿罗频多精神进化论袁 从宋明理学的

身尧心尧性尧命之学的主旨在于野变化气质冶中袁了悟

精神哲学也着重在身尧心修为的野转化冶[18]遥 正如孙

波所总结的袁徐梵澄的野精神哲学冶在于研究野心
灵冶与野性灵冶的学问袁主旨和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

质袁终至转化社会和人生[19]遥
中印思想会通的目的在于价值的重建袁 这也

是野中印学冶始于文化交流袁终于新文明创建的宏

大愿景遥 中印思想会通的方式是多元的袁正如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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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学冶本身一样袁是个开放性话题遥 近一个世纪以

来袁 以中印两国优秀精神文化成果为研究对象的

中印学的内容和方法在不断扩大袁史学的叙述尧文
学的想象尧文化的比较尧思想的会通袁以及更为广

阔的领域袁不啻理性和言语袁亦有神话与隐喻袁以
及更多有待开启的方向与话题遥

注院
譹訛 中印学会以野研究中印学术袁沟通中印文化袁融洽中印

情感袁联合中印民族袁创造人类和平袁促进世界大同冶
为宗旨袁总则包括中印文化的比较研究袁有关中印文

化的讲座袁关于中印文明的宗教尧文学尧历史尧科学和

艺术研究袁出版书刊袁建立文化机构袁出售中印文化方

面书籍袁尤其关于世界问题的书籍等遥 详见深圳大学

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藏谭云山文献遥
譺訛 此书主体部分曾于 1927 年在刊物发表袁 后于 1944 年

渊印度冤尧1950 年渊印度冤尧1951 年渊美国冤尧1971 年渊美
国冤尧1975 年渊美国冤尧1981 年渊印度冤尧2008 年渊印度冤出
版七次遥 见尹锡南院叶印度学者师觉月的汉学研究曳袁载
叶国际汉学曳2018 年第 2 期袁总第 15 期袁第 69-70 页遥

譻訛 两部索引均根据汉文佛经文献对从公元 67 年渊耿引曾

版提前到公元前 50 年冤到公元 1364 年渊师觉月版记录

至 1368 年冤 的来华僧人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生平整理袁
虽个别年代略有差异袁但内容相当袁均是翔实的参考遥

譼訛 大藏经中有两个关于叶罗摩衍那曳故事版本袁分别为公

元 251 年康僧会的译本和公元 472 年吉迦夜渊Kekaya冤
的译本遥

譽訛 包括国家尧城市尧乡村尧寺院尧圣地尧山脉尧河流尧水塘尧岛
屿尧花园和森林等诸多词条遥

譾訛 此书具体内容参见黄蓉院叶护生与不害要要要掖护生画集业
在印度曳袁 载 叶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曳2015 年第 1 期袁第
48-52 页遥

譿訛 1957 年拉祜窑维拉及其创立的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倡

导并主编的藏文文献的编辑出版计划袁目前该系列已

经出版 650 种左右遥 1983 年金德尔第一次访华时袁曾
与班禅喇嘛讨论西藏所藏梵文文献的出版事宜遥

讀訛 早在 1942 年袁 拉达克里希南曾受甘地委托准备赴重

庆袁将泰戈尔的画像赠送给当时的国民政府遥 虽未成

行袁但画像后来仍送至重庆袁悬挂在中印学会大楼正

中遥
讁訛 拉达克里希南在叶印度哲学曳渊Indian Philosophy冤中将

宗教意识分为三个层次要要要所听 渊sravana冤尧 思辨

渊manana冤和深层次冥想渊nididhyasana冤袁对应宗教崇

拜尧宗教虔信和宗教冥想这三个阶段袁表示意识逐渐

内化的过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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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ino-Indian Studies: Foundation, Expansion and Trend

ZHU Xuan
(Centre for Indian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Sino-Indian Studies (Chindia) initiated by Rabindrananth Tagore and Visiva Bharat is an open-ended
topic. Its academic discourse, content and extens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constructed and enriched. Since 1930s, four
great Indologists Prabodh Chandra Bagchi, S. Radhakrishnan, Tan Chung, Lokesh Chandra have composed several
volumes of India and China with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ography, comparative culture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studies in the past century.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French Sinology, Prabodh
Chandra Bagchi recreated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th concrete historical evidence. Lokesh Chandra and
his father Raghu Vira, a renowned Sinologist, combined historical researches and travel notes such as personal visits,
fieldworks, oral accounts and diaries to prove history with 野cultural relics冶 and recapture the cultural exchange at that
time. Raghu Vira爷s visit to China in 1955 is a precious memory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modern times. Tan Chung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riginal culture and the dynamic influence of culture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genes that may be shared by Chinese and Indian civil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studies, S. Radhakrishnan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ecularity of Confucianism, the transcendence of Taoism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Buddhism, realizing that Chinese thoughts and Indian thoughts both aim at the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beings. Chinese thoughts and Indian thoughts may share similarities and fuse with each other. More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usion l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which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野Sino-Indian
studies冶 which started from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ims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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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Lokesh Chandra; Raghu V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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