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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曾在他的道德哲学中探讨了人的自律何以可能的问题,他的论证虽然深刻,但不得不面对如下诘难:道德自

律容易导致孤立的自我.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耶可比(FriedrichHeinrichJacobi)在他的小说«沃尔德玛»中批判了两种

自律的人格,即单向的自律人格和双边性的自律人格,在此基础上耶可比提出非自利性的爱来克服自律性人格的缺陷,

以实现人与人的真正的统一.在他看来,爱是一种超自律的存在;是一种非感性的神性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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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自律性人格的不足

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主题,它的含义简单地来说就是自我立法,同时自我守法.但是守法为

何? 康德通过严密的推演得出三个定言命令,例如“只依据那些你同时认为它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

去行动”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可作为制定普遍法则的意志”.康德的论证虽然严谨,但
在耶可比眼里道德自律并非完美无暇.他在其小说«沃尔德玛»的第二部分对康德自律性人格展开了

批判,然而他没有指责自律的根基———理性,更没有直接诘难定言命令本身,而是将自律性人格进一

步地划分为单边性的自律人格和双边性的自律人格,〔２〕并在小说的情境中指出其不足.
若是试图进入到小说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进而体会耶可比所要阐述的思想,那么我们不得不从

«沃尔德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合部开始,因为这里为小说的情境和人物之间矛盾进展埋下了

伏笔.
沃尔德玛(Woldma)与海因希特(Heinriette)通过多次真诚的、充满爱意的交流从陌生人变成了

一对情侣.在沃尔德玛的灵魂深处,海因希特是真正的新娘,他在精神上是爱着海因希特的,〔３〕当然

海因希特在内心深处也是深爱着沃尔德玛的.两人本可以顺利地走进婚姻殿堂,过上幸福的生活,但
不幸地是,沃尔德玛突然拒绝了海因希特的爱,要和艾尔文娜(Allwina)订婚了.沃尔德玛给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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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他希望能够体验到一种充满激情的爱,而这是在海因希特那里体验不到的,尽管他们常常在精

神上保持着一致.海因希特看到恋人即将离去,做了痛苦的辩解,“您曾经不下百次地确定您不会根

据激情决定婚姻,不会要求女士的激情您曾经说在女人与我们男人一样在似乎感受到了爱的激

情的地方,在那里几乎总有一些不纯粹的、错误的东西作为基础存在着.”〔４〕但是,沃尔德玛还是无情

地拒绝了海因希特的挽留,他说道:“艾尔文娜(AllwinaClarenau)在我的眼里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

创造物.”〔５〕带着两人的分离,以及沃尔德玛的移情别恋,小说进入了第二部.
在小说第二部的开端,耶可比写道:彼得特尔(Biderthal,沃尔德玛的兄弟)得知沃尔德玛和艾尔

文娜订婚的消息感到吃惊,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相信沃尔德玛和海因希特才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

惊讶地发现海因希特的姐妹们并不回避、竟然有些开心地讨论有关沃尔德玛订婚的事情.彼得特尔

在她们的神情里隐约地感到些隐情———姐妹们的表现可能是为避免海因希特尴尬.其实,海因希特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因为自己事先得知沃尔德玛已经爱上艾尔文娜,所以没有显得不满,焦躁、愤
恨,反而表现得平静;她也没有因为沃尔德玛的背离而发誓不愿做他的妻子,她还保留着挽回的希

望.〔６〕 悲剧的发生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现在一切都显得过于平静,在他人看来海因希特

(Heinriette)仿佛想让失恋的事实不了了之;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平静的水面之下是激流涌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沃尔德玛在宣告分手之后是如何单方面地处理与海因希特的关系的.〔７〕 沃

尔德玛抛弃了与海因希特的爱情,要去寻找激情之爱,但是他发现越是远离海因希特(一种主体之间

的状态),越是退回到一种个体自我之孤立的境地之中(移情别恋没有让沃尔德玛幸福,激情是不能持

久的).〔８〕 “个体的自我”可能导致两种状态:自律和他律,他律意味着受他者奴隶,而自律排除了两

个主体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联系,进入到一种空洞的、孤立的自我的境地.显然这两种状态都不是沃

尔德玛所欲求的.但是,自律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自律意味着自由,尽管这种自由的实现条件

单纯地依靠自我就可以实现,因此还是限于自我之内的、孤立的自由.小说的主人公不想抛弃自律,
自律对他来说不仅高于他律,而且高于任意的自由.由此沃尔德玛在离开海因希特之后最初的日子

里并没有多少悔恨的意思,“我自由地享受着一切,安静地飘荡在无限权力的海洋中.”〔９〕沃尔德玛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支配着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这种自律式的自由就是主体与自身的同一性,我是我,
我与自身保持一致,在这里沃尔德玛不受更高的东西所限制,产生了享有无限权力的幻觉.

如果世界只有一个人存在,我们没必要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担忧,但造物者创造了难以计数的主

体,那么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主体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实现,在个体的自由或者自律

没有因为这种关系而受到破坏的情况下?”〔１０〕主体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超越于个体的自由,另一方面又

要以之为条件.当然,耶可比所寻求的主体间的关系不是充满冲突的,而是和谐的、主体之间达成真

正统一的关系.过了不久,沃尔德玛发现海因希特有些秘密不再与他分享了,沃尔德玛感到非常痛

苦———向他人保守自己的秘密意味着两人之间信任的关系终结了.他对海因希特不满、愤怒,他甚至

承认“一种邪恶的精神再次盘旋在他的头上.”〔１１〕这可以说是沃尔德玛在发觉海因希特不再信任他之

后的情绪表现.
沃尔德玛的不良情绪表明他并不想中断两人和谐、统一的关系,但是他没有停留在不满愤怒的情

８７１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Ibid．,３３０．
Ibid．,３３０．
参见FriedrichHeinrichJACOBI,Woldemar (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０),３４１．
单边性的自律人格及其缺陷通过 Woldemar的行为得到了表现．
参见 DirkFETZER,JacobisPhilosophiedesUnbedingten (München:FerdinandSchoeninghVerlag,２００７),１８６．
FriedrichHeinrichJACOBI,Woldemar (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０),３４７．
DirkFETZER,JacobisPhilosophiedesUnbedingten (München:FerdinandSchoeninghVerlag,２００７),１６８．
FriedrichHeinrichJACOBI,Woldemar (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０),３６８．



刘伟冬:论耶可比小说«沃尔德玛»中的爱的哲学

绪中太久,他“很高兴地感受到了精神的自由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他的内心为所有美的事物所

刺激,为兴趣所敞开.”〔１２〕沃尔德玛是乐观的,他相信人的自律,人性的纯粹性和无罪,相信一切美的

事物.他沉浸在自己理解的人性理论之中,期待着海因希特的谅解,这可以说是沃尔德玛对两人关系

的一种行动上的回应.但是,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他还是“在她那里、尤其是她针对他的行为中感受

到了一些改变了的东西.”〔１３〕沃尔德玛克制了自己的恶意,对人性展开了美好的想象,但这是不可能

获得海因希特的理解的,一方面因为沃尔德玛的表现仅仅停留在内心的世界里,没有具体的行动;另
一方面单方面行为的封闭性,没能建立起与海因希特的直接关系,她对沃尔德玛所思所想一无所知.

沃尔德玛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伤心,越是这样他越是感到对海因希特的爱.沃尔德玛想过寻找激

情之爱,当激情褪去他发现最爱的还是原来那个精神上契合的伴侣.他找准机会直接地对海因希特

倾诉道:“你还会陪伴在我身边吗,海因希特? 我绝对不会失去你? ———不是真的吗,我绝不会失去

你?”〔１４〕沃尔德玛从上述的那种片面的行动中走出来,尝试通过直接的倾诉来获得对方的回应,从而

建立“主体间的关系”.遗憾的是,海因希特没有愉快地恢复与沃尔德玛的关系,她有些“疑惑”,甚至

感到痛苦.沃尔德玛再次感受到了一种陌生感,他发现他们曾经相互的信任、精神的契合都消失殆尽

了———尽管在之后两个人彼此面对的时候,为了避免尴尬,两个人嘘寒问暖,表演得像好友一样,但还

是掩藏不住两人冰冷的陌生感.〔１５〕 可以说,两位主体之间具体的、内在的关系瓦解了,所剩下的只是

一些虚假的、外在的关系.沃尔德玛试图通过单方面的行动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但对方没有给出积

极的回应,显然他的尝试失败了.
但是沃尔德玛没有放弃,他又有了新的主意:“我应该站在她的立场想一想,毕竟她是个女孩;斟

酌一下,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两人品格的差异:这样我就可以就一切事情为她辩护了.”〔１６〕但是,这种设

身处地的尝试很快被沃尔德玛否决了,“我一定要站在她的立场上吗? 海因希特对我来说是一个他

者;海因希特背离了我.”〔１７〕沃尔德玛已经意识到恢复与海因希特旧有的情感状态已经不可能了:“为
了与她好好相处,我必须忘记自己曾如何全心地把她视为我的女朋友———我是她的男朋友.”〔１８〕沃尔

德玛必须面对他与海因希特旧有的恋爱关系已经成为过去的事实,他还是爱着海因希特的,为了挽回

海因希特,沃尔德玛不得不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新的关系还只局限在对过去的遗忘和

扬弃:沃尔德玛应该选择忘记,在他看来海因希特也不是完全无过错的,“因此一切都应该被扬弃掉,
一切都应该被遗忘.”〔１９〕但是忘记之后又怎样呢? 遗忘属于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方式,它在两人之间并

没有建立什么积极的东西.〔２０〕 两人的关系没有因为选择对过去的遗忘而得到扭转,沃尔德玛原本期

待陌生感会转化为快乐,但是陌生的、让人不习惯的东西还在那里.沃尔德玛屡屡碰壁已经无计可施

了,他渴望对方主动对他进行批评,甚至把责任推卸给他,这也可能为两人关系的恢复博得一些生机.
遗憾的是,海因希特没能理解沃尔德玛的心意,“她让他(沃尔德玛)清楚地意识到:她所有的快乐在今

晚被毁掉了.”〔２１〕

沃尔德玛尝试了多种可能,他愤怒过,希望引起海因希特的注意,他对自己严格自律,甚至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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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自身等等,但是这些尝试都是单方面的,其结果也是失败.沃尔德玛感到两人完全漠视对方,关
系断了,可以说两者关系再次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能了,“沃尔德玛一夜未睡,在自身之内把

一切都翻转过来,以致于改变的每一种前景也被毁掉了,每一种希望变成了蠢行.”〔２２〕

沃尔德玛单方面的努力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因希特不想与之和好如初,其实她也在做着单

方面的努力,〔２３〕只是耶可比所做的描述不多罢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的,我不知道.我有过

错,它们会落在我头上的.”〔２４〕与沃尔德玛一样,海因希特也希望通过对自身过错的认可来建立与沃

尔德玛的关系.〔２５〕 可惜的是,海因希特是在与沃尔德玛的兄弟彼得特尔的交谈过程中、而不是在与

沃尔德玛的直接交流中揭示这些内容的.海因希特单方面的努力失败了,她有着属于她自己的希望,
但这希望不为沃尔德玛所知,那么这希望就是片面的.

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是两个成熟的、有理性的人,他们有向善的心,有改正自己错误的意愿,可以

说他们有着自律的人格,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敞开自身,直接地对话以实现两者的“再次统一呢”? 这

是因为两位主人公的表现实际象征着康德所言的道德的自律的人格,这种人格虽然具有把道德作为

目的、具有反思自身、纠正错误的能力,但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它其实是一个沉浸在自我之中的封闭

的自我.一旦自我出了问题,破坏与其他主体统一的关系,这种自我就显得束手无策.他返回自身,
可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对他来说“我思”、“自我反省”就是一切,单纯地在自我之内就可以把一切问

题解决,从而认识不到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必要,那么主体间的“再次统一”就变得不可能.但是,康德

显然不会满意这个结论,在他看来理性存在者因为理性所实现的道德自律(并且因为理性预设了上

帝)能够实现一个目的王国,或者说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康德的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我们

必须指出在这个共同体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是因为自我树立的抽象的法则和目的而联系在一起;我
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主体遵循自我建立的抽象的法则和目的是实现康德所谓的道德共同体的充分条

件;可以说,在没有爱、情感、沟通、对他者敞开自身的情况下,康德的道德世界仍然可以实现.康德的

设想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是沃尔德玛和海因希特两个自律人格在处理双方矛盾时所暴露的弊病

已经表明:封闭的自律人格在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和统一的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它在一定程度

上展现的是一种傲慢的、空洞的自我.尽管封闭的人格也表现出对善的目的主动追求的能力,但是它

仍然是自我同一性.这种封闭的人格很难公开、直接地承认错误,反而却焦虑地等待着他人主动地谅

解.在两个主体之间,如果恰有一个自律的人格,主体间的关系还有复合的余地,如果是两个自律的

人格,他们的行为多会酿成悲剧:两人要么退回到自身,维护自己的傲慢:要么两人的傲慢被击得

粉碎.
海因希特隐隐约约意识到了症结所在,她决定“向沃尔德玛敞开自己”,她要向他倾诉她的感受、

她的灵魂整个的状态.〔２６〕 尽管海因希特知道她的单方面的表白很可能被沃尔德玛直接拒绝,但她还

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感谢上帝,现在到了澄清我们之间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的友谊对我来说是神

圣的我们友谊之建立是如此地深刻,并且能得到衷心保证的是,我不会对这样一种评论感到羞

愧:我们的友谊不会恐惧那些最为渺小的裂痕.”〔２７〕对海因希特来说,过往的友谊是那么美好、坚固,
绝不能轻易抛弃,如果她和沃尔德玛打算建立裂痕之后新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定要与过去的关系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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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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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３９４．
当 Heinriette做出努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不是单向度的,即 Woldemar的单方面的努力,而是双向度的,即双方的共同努

力.但因为他们的人格性仍然是自律性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双边的自律人格．
FriedrichHeinrichJACOBI,Woldemar (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０),３７７．
参见 DirkFETZER,JacobisPhilosophiedesUnbedingten (München:FerdinandSchoeninghVerlag,２００７),１８９．
参见FriedrichHeinrichJACOBI,Woldemar (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０),３８１．
Ibid．,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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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海因希特是勇敢的,但她的尝试成功了吗? 沃尔德玛对海因希特的倾诉感到疑惑,不确定他们

之间的友谊真的如此坚固;他做过的努力都没起到什么效果,海因希特的突然表白让他感到混乱和窘

迫,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以致于他想马上离开.海因希特如此炽烈而又直接的倾诉为何会让沃尔德

玛感到窘迫呢? 他不是期待着两人重归于好吗? 如果海因希特认为自己的友谊和爱是出于无条件的

信任,沃尔德玛则不能完全认同.〔２８〕 这样的后果是由他曾试图弥合两人裂痕却被海因希特视而不见

造成的,可见误解一直折磨着彼此相爱的沃尔德玛和海因希特.
海因希特倾情的告白失败了,他们都在努力恢复甚至重建两人的关系,但都因为二者的傲慢与封

闭没能找到共同点.海因希特对沃尔德玛的无动于衷感到伤心,但是没有彻底气馁,最后她采取了另

一种近乎绝望的做法.海因希特所希望的那种对两者关系的重塑不是基于对两人过错的抵消,而是

一种期待,海因希特说道:“很明显他是不公正的,人们应该劝告他睁开自己的眼睛.”〔２９〕沃尔德玛认

为两人都有过错,过错相抵消,两人感情自然可以恢复,海因希特对这种和稀泥的处理方法感到不满,
她选择了期待,期待沃尔德玛改正自己,有所升华.海因希特从“敞开自身”转入到对沃尔德玛的期待

之中,这表明她在积极的尝试碰壁之后退回到消极的不作为之中,毕竟期待是一种单方面的、非主动

的恢复主体关系的尝试.海因希特以期待的方式与沃尔德玛交往,两人有过交流但始终没有解开心

结.海因希特感到心绪的混乱与绝望,她百般地说服自己“对他的爱不是一种蠢行”,才获得了灵魂的

安宁.最终期待还是失败了,“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因其行为而被带入的境况是一种相互的漠不关心

的安静.”〔３０〕这个结果不难预料,因为期待仍然是封闭性的,它消极的表现类似于漠不关心,没有两个

主体间的灵魂的默契与行动的配合是不可能获得想要的结果的.
因为两者相互之间的冷漠,主体间的关系消亡了,这也意味着两个自律的主体所做的尝试,即通

过最初沃尔德玛最初单边的、而后海因希特加入进来的双边的行动以恢复他们之间的统一关系的尝

试彻底失败了.封闭的自律人格无法建立主体间的关系,然而两个主人公的努力就还没有结束,在下

面我们看看两个主体是如何通过爱来克服自律人格的缺陷的.

二、爱的哲学

每一个主体都试图通过单独的行动来恢复主体间的关系,这种尝试已经表明主体是积极的、能动

的了,但是从上文的描述来看不管是主体选择积极的尝试抑或消极的尝试,主体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建

立起来,相反联系中断了,成了虚无.这样的悲剧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那么,沃尔德玛与海因

希特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地发展呢? 耶可比没有让两人的关系就此中断,他不仅要否定自律的人格,他
还要让两人的关系在更高的阶段得到统一.由此,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尝试恢复统一关系的第二阶

段开始了.与上述单方面的尝试不同,耶可比对两人关系的处理要做一个转变.其实在之前海因希

特的父亲痛恨沃尔德玛的背离,他在死前要求海因希特许下愿望绝对不能嫁给沃尔德玛,面对临死的

父亲海因希特痛苦地答应了这一请求.海因希特将父亲的遗命告知了她的诸位好友,并要求他们务

必向沃尔德玛保密,她害怕一旦沃尔德玛知道了她对亡父的诺言,就会坚定地断绝与她的关系.然

而,沃尔德玛还是从海因希特的好友那里得知了这一令人痛苦的事实,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她透露一

二,反而努力恢复两人的关系.之后,海因希特偶然地知道沃尔德玛已然知晓她的诺言,海因希特为

沃尔德玛的勇敢与坚持所打动,沃尔德玛的扭捏、含蓄都是有原因的啊,他得知海因希特对父亲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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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诺言一定非常痛苦,他在绝望的时候一定抱着希望在努力.她是那么激动,那么为沃尔德玛优美的

灵魂所感动.由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在绝望之际迎来了转机,海因希特希望能够获得沃尔德玛的宽

恕,一旦得到宽恕他们之间的困扰就被取消了,两人就可以和好如初.
但是,宽恕是一件容易的事吗,抑或它只是一个可以轻易放过的不值得探讨的概念? 在耶可比的

小说里,宽恕显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因为宽恕一方面意味着对自律性人格导致的后果,即双

方关系的毁灭的扬弃,另一方面则是向更高的层次即无条件的爱过渡的媒介.宽恕的前提是双方找

到共同点,即对某个普遍真理的共同的认可,没有这个共同点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同时共同点一定要

胜过基本矛盾,否则也无法达成宽恕.但是,仅仅有思想的一致宽恕仍然未必达成,因为一方需要主

动承认错误,而另一方则需要宽宏大量甚至自我反省,如果两人展现出一种胜利与失败的关系,生成

的傲慢与屈辱就会阻碍着宽恕的达成.由此可见,真正的宽恕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关系之上,而平等的

关系应该以双方共同承认自己的过错、共同的忏悔为前提.关系是两个人的,不是一个人的,它的破

坏、修复与升华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一方承认错误,一方予以宽

恕还不是真正的宽恕.应该指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双方对自身错误的检讨以及对对方的包容,在这

里两者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同时又是平等的.其实,海因希特与沃尔德玛也是这样做的,海因希特:
“我来了,放下那些书本上的知识,来寻求确凿的宽恕.”〔３１〕沃尔德玛也做了积极的回应:“你原谅我,
我会接受你的宽恕.”〔３２〕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之间的宽恕达成了,两人和好如初,既然两人共同经历

这么多的磨难,不妨说两人之间的感情升华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谈,即什么是爱的问题.其实,没有爱的存在宽恕是

不可能的,海因希特在了解真相后是带着完全的信任和深刻的爱面对沃尔德玛的,而沃尔德玛面对海

因希特则说道:“爱在不需要任何好处的情况下被寄予了我,同样我也能够如此纯粹地、不可理解地再

次给予爱.”〔３３〕二人之间的宽恕不是因为需要宽恕而宽恕,而是因为有了更高的东西而宽恕.宽恕这

个概念本身还是有条件的、不完善的,它依靠其自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例如我不能因为说我宽恕

了你,我就宽恕了你,我还要问我为什么宽恕了你,这就是说宽恕需要一个原因和根据才可能成立.
宽恕的有限性还需要更高的范畴来克服,这个更高的范畴绝不能是物质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买卖,
也不能是空洞的规则来克服,因为它造成了傲慢与封闭,而只能是爱来克服.耶可比曾经写道:如果

人们没有对道德的爱,那么道德就是虚无,〔３４〕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说来自于爱的宽恕才是真正的宽

恕,宽恕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就是虚无.爱是纯粹的、无私的,同时又是不能通过概念所把握的,它克服

了自律的封闭性、有限性,把两个分裂的主体再次统一了起来.由此看来,耶可比所说的爱显然不是

建立在有限之物之上的爱,爱在他那里具有超越性,是不可进一步追溯的;它包容了一切缺憾、污秽,
同时又给予了纯洁、光明的东西,这正如耶可比在小说的结尾所总结的那样:“请相信爱,它接受一切,
但也给予一切.”〔３５〕

宽恕与和解因为爱而实现,而不是有了宽恕与和解爱才生成.可见爱是比自律与宽恕更高的范

畴.爱是超自律的,那么爱就不是通过自由主体的单方或者双方的努力建立起来的.虽然爱不以主

体的自律以及实践为前提,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自律以及主体间的关系可以脱离爱而存在.上面所展

现的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经历已经表明:如果没有爱的存在,人与人不得不相互地分裂.那么我们不

免有个疑问,爱来自哪里? 是我们后天学来的呢,还是来自于一个更高的存在者———神? 如果是后天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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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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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来的,爱就具有经验的成分,因此缺少必然的、神圣的力量.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只有信仰,爱的

能力才会从灵魂中生成出来,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是没有爱的能力的,因为爱作为人的潜能

不能施展出来.正如沃尔德玛在感受到内心的爱时所感慨的那样:“我必然要崇拜神;必然仰望

神.”〔３６〕爱是神的本质,神的爱是无私的、绝对的和永恒的,神因为爱而创造了世界并按照其自身的形

象创造了人,由此人有了爱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还是一种潜能,是信仰把它激发出来.耶可比所理解

的神显然与犹太教中的神是不同的,犹太教把神理解为人之外的绝对的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绝

对的权威,他通过摩西用冰冷的律法统治着犹太人,而人所做的只是对他的绝对的服从.犹太人的神

是没有爱的,他嫉妒、苛刻,这造成了犹太人的偏狭与狂妄,以致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神才是真神,
只有犹太教的信徒死后才能升入天堂.因为平等与爱在犹太人的民族观念中是不存在的,不同民族

之间的和解和联合也是不可能的,显然犹太人对神的理解造成了与其他民族的隔膜与仇恨.但是,如
果我们以为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平等和自由那就错了,如果说希腊人的平等是建立在自由的心灵之上,
那么犹太人的平等则是建立在普遍地对神的依赖和人的无能之上.人是神的奴隶,人要绝对地服从

于神,我们可以讲奴隶与奴隶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没有改变不平等、不自由的现实,因此是没有

意义的.耶可比对神以及爱的理解显然受«新约»的影响,在这部圣典中所探讨的主题就是神对人的

纯粹的、绝对的爱:人因为在诱惑之下偷食禁果而犯下原罪,这种罪依靠人的努力是无法洗清的,神出

于对人的爱而把独子耶稣派往人间,神的独子向人宣扬爱与善的价值,在经历诸种苦难之后以其生命

的代价替人洗清了罪,此后每个人都获得了升入天堂的可能.其实,洗罪只是为人进入天堂提供了消

极的可能,而积极的可能性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
既然神按照其形象创造了人并把具有神性的爱的种子放置在人的灵魂之中,那么人的爱与神的

爱一样都是完满、绝对的,人有能力实现纯粹的道德,耶可比甚至写道:谁无私地、必然地、绝对地爱

着,谁就可以成为具有神性的存在.〔３７〕 人的爱可以与神的爱相媲美,但是人之爱的实现过程必然充

满着艰辛,毕竟人是有限的存在者,受着感性欲求的限制.虽然爱一旦掺杂了感性的因素就不再纯

粹,但不管怎样原罪毕竟不是不可克服的.爱排除了感性的欲求,排除了对外在对象的依赖,爱是爱

本身,它在人的精神内就是完善的.但是爱如何让自身开端呢? 一旦爱被感性的欲求压制,爱的种子

岂不是不能成长吗? 爱绝不是因为有限事物的刺激而生成,但是爱的能力也绝不是通过逻辑演绎而

产生的结果.在耶可比看来人有一种预感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感知到人自身对爱的倾慕,对神的敬

畏、对丑恶的厌恶.这种能力比信仰更加根本,不是有了信仰才有了预感,而是有了预感才有了信仰.
人们常常问,为什么人有信仰,其根源就在于人有预感的能力.预感的能力是无法压制的,它犹如人

心中一点光明,万古不灭.爱因为预感而成为一种力,爱之力是原初的、创造性的力.人们常以为自

己因为理念、理想等完善的目的而有了更高的追求,进而才表现出了爱的能力,在这里爱成了理想的

产物.其实这个顺序是倒置了的,按照耶可比的观点爱才是第一位的,因为爱是与神本质相关的.既

然爱是一种力,爱就要将自身释放出来,实现要有其规则,否则爱就是一种盲目的力量,甚至有可能转

向罪恶.例如有人以爱的名义、但却使用恶的手段行事.这种人比起那些以恶的名义行事的人往往

会造成更大的恶,因为“爱的名义”比起“以恶之名”更容易让人丧失警惕性.那么,爱的原则是什么

呢? 对此耶可比首先讨论了智性的品格.纯粹之爱是在真理范围内的欲求,因为这样一种欲求,人们

仅仅按照其智性的品格行动.但是,耶可比所说的智性品格不同于康德的智性品格.在康德那里更

多的表现为树立绝对命令以及遵守绝对命令的能力.而耶可比则将智性的品格理解为表述并且遵守

神性原则的能力.神性原则作为纯粹之爱遵守的对象是超验的、甚至是超人性的.可见,爱的原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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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指这种神性原则.但是什么又是神性原则呢? 在耶可比的文本里没有看到直接的表述.但

是从其行文中仍可发现他所说的神性原则正是«圣经»所言说的:上帝因为爱的力量创世并且赋予每

一个人无条件的爱,由此人也要无条件地爱自己的邻人甚至敌人.这样一种神性原则是不能通过知

性的间接性证明的;相反,它是在人的灵魂中被直接意识到的.爱是力量,是情感,它为人与人、人与

物、人与神提供了真正的统一性,是爱克服了一切分离与对立,把万事万物联结在一起.
绝对的爱是要付诸行动的,没有行动的爱是有缺陷的.神因为爱创造了整个世界,正如耶可比所写

的那样:“如果神不创造,在他之内就不会有爱让自身被思考.”〔３８〕可以说,神对世界的创造是对完满的爱

之力量的释放.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与神一样也有着爱,人不能把爱及其原则仅仅局限在思想和

情感中,因此要有所作为.但人是有限的存在者,人在行动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异己的力量,在实践中感

受到了来自自然的或者人为的阻力,由此人感受到一种与他者的对立,而非统一.有限的人对这种分裂

感到痛苦,但在有限之物中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因为有限之物只会提供有限的东西;爱的实现也不能诉诸

理性,因为理性是把有限的事物联结起来的能力,如果把爱当作一个部分连接起来,爱就会受其它部分的

限制,因此降低为有限的存在.人的使命就是要把完满的爱,统一的爱带入驳杂、分裂的人间中来.人作

为人,总会限于异己之物的包围之中〔３９〕,时常感到恐惧和颤栗,为了克服这些感受,人们可以选择用暴力

统治他人,实现统一,但这种方式是不正义的.耶可比已经指出人与人有着共同的东西:爱.爱是人的本

质,是统一和不分裂,它包容一切恶的东西、善的东西.耶稣曾经说过:爱你的敌人,当他要打你的左脸,
你把右脸也给他打.这是爱超越一切异己之物的最好的表达.人要带着爱而不是恨去行动,要勇敢、坚
持,这样一个被爱统一、联结的世界才能建立起来.这既是神要人做的,也是人自己要做的.

三、结论

主体与客体是作为相互对立的存在者而存在的.沃尔德玛与海因希特之间的感情一直存在罅隙

的原因就是他们把彼此一直视为外在的对象.在没有爱在场的情况下,两个主体之间的统一是不可

能的,哪怕这两个主体是自律的或者自由的主体,对此耶可比写道:“没有爱的自由只是盲目的估

计.”〔４０〕可见,单纯的自由不能达成统一,而是造成了主体的封闭性与虚无.自由依据爱才获得了积

极的意义,但这不是说爱不需要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康德的自由,主要指一种能动性),爱也要把自

由纳入到自身中来,只有自由的人才会爱.但是,爱一定是高于自由的,爱超越于自由主体的对立之

上.爱是绝对的存在、无条件的存在,在爱的情感中只有统一、完满而没有对立与差异.沃尔德玛与

海因希特之间的情感矛盾依靠单纯的自由是没有用的,有限的东西始终是有限的东西,他们的矛盾只

有在直觉到爱的时候才得到了解决.爱更是神的本质,神是在爱中并通过爱创造了整个世界,如果我

们抛开了这个绝对的存在者,我们是体会不到一个完满的爱的,由此我们必须选择回归到一个绝对者

之下.有人会说一个抛开了神的人也是有爱的,例如他爱着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但这种爱是相对的、
有限的,因为他的心中没有神,他只会爱自己的熟人,但对陌生人却极为冷漠.有限的爱造就了温暖,
也造就了敌意,这是我们要注意的.〔４１〕

４８１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FriedrichHeinrichJACOBI,KleineSchriftenII(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７),２４５．
主体与客体,我与他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客体的存在主体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没有主体的存在客体如同一个虚无.主客对立对

人而言是一种常态,让我感受到他者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对立无法取消．
FriedrichHeinrichJACOBI,GoettlichenDingenundihrerOffenbarung (Hamburg:FelixMeinerVerlag,２０００),４０．
有人说即便没有信仰,我们也可以对陌生的人有无条件的爱,例如我们因为乌托邦的理想对陌生的民族给予完全无私的援

助.但是这种爱往往表现为一种激情,是短暂的,因此不能称之为无条件的.造成“无信仰者,不会无条件爱”的原因在于乌托邦理想

的有限性、有条件性,有条件的东西还不是绝对的存在,在某个条件下必然造成人与人的分歧、甚至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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