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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奥古斯丁在米兰期间学习了柏拉图主义哲学,这对他皈依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在«忏悔录»中的回忆,
他最早的一批著作«加西齐亚根对话»也给了我们关于他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由哲学领悟转变成宗教信仰的重要线索.
实际上,促使他写作«对话»的动机却是神秘的宗教经验、米兰教会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他融合基督教教义与哲学的努

力.他在«对话»中讨论了对个体存在意义问题的危机———人是否有可能获得真理从而获得幸福生活? 哲学提供了问

题框架,而基督教则为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答案:神就是真理,智慧就是认识和拥有真理,所以智慧者既是神又是

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此奥古斯丁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宗教的忏悔,哲学对他来说不过是用于解释领受了的事

实的理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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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奥古斯丁究竟是皈依了柏拉图主义还是基督教是一个奥古斯丁研究中争讼不休的重要问

题.〔２〕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都与对早期奥古斯丁著作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关系,特别是对«忏悔录»
之前的“加西齐亚根对话集”的研究更是关键.因为传统上我们基本公认«忏悔录»是奥古斯丁的代表

作,而奥古斯丁又是西方教会拉丁教父的集大成者,那么顺理成章的他在写作的«忏悔录»的当然就是

代表基督教思想,不管是基督教的神学也好,还是基督教的哲学也好.况且他已经有了教职的外在身

份.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关系密切的关联问题需要解答:要么«加西齐亚根对话»集与«忏悔录»表现

了精神皈依前与皈依后的奥古斯丁(前者从时间看是在他正式洗礼前写作的),两者作为真理表白的

内在逻辑是不同的;要么两者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是代表了思想深度的渐进发展.当然还有很

多种别的解读的可能,不过我们大致可以在这个大的范畴来理解这些问题.
奥古斯丁在晚年«订正录»中并没有彻底否定自己早期著作,主要是认为当时用词不当,而且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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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他完整地保存了这些著作,作为最初的公开的表白文档或者说“忏悔”.〔３〕 结合他在«忏悔录»
对这一时期的回忆,他在加西齐亚根退修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自己对个体存在意义问题的危机———
人是否有可能获得真理,如何有可能获得幸福生活? 另外就是作为洗礼前的准备,不管是思想上与自

己和解还是在关系上与亲人和朋友和解.下面我们主要根据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加西齐亚根对话

集»探讨他为什么写作,他对哲学与宗教重叠的共同问题的论证逻辑,以及他得出的对这些问题的解

决方案.以此初步回答这套对话集作为公开的“忏悔”究竟为自己作了何种辩护.

１．对早期思想历程的表白

奥古斯丁早期信仰摩尼教,他从早年就已经有了宗教体验和宗教组织生活,他的“出场”就不是以

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其思想倾向不如说更多是一个阅读过哲学著作的有学识的宗教家.奥古斯丁自

己回忆,在去罗马任教之前,他对哲学家的学说是不信任也不能完全理解的.可能他除了西塞罗的著

作还没深入阅读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著作.

至于那些不识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们,请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疾

病.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当时所称“学园派”哲学家的识见高

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以为他们的学说就是当时一

般人所介绍的,其实我尚未捉摸到他们的真正思想.
我本来能够用信仰来治疗我的疾病我灵魂的病,本来只能靠信仰来治

疗(«忏悔录»５．１０,６．４)〔４〕

奥古斯丁深入阅读哲学书籍在“米兰圈子”里开始的.在那里,他被推荐阅读柏拉图主义著作,而
且他听了翻译者坚定基督教信仰的英勇案例(«忏悔录»８．２)主教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在米兰结识的

其他富有学识的朋友也阅读柏拉图主义的书籍.在这个环境中,柏拉图主义哲学与基督教并不被认

为是矛盾的,反而被认为是帮助理解信仰的有效途径.因为“柏拉图派的学说,却用各种方式表达天

主和天主的‘道’”.〔５〕 哲学服务于宗教是一种共识.因此奥古斯丁思想的的柏拉图主义哲学痕迹并

非一种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当时知识环境的结果.但是如何运用和理解柏拉图主义思想则是每个

人不同的选择,奥古斯丁的杰出成就是他在坚持基督论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综合理论.〔６〕 安布罗斯

的典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奥古斯丁多次听他的讲道并称赞说,里面充满了灵魂超脱尘世飞往另一

个世界的呼吁———这种彼岸性的思想给奥古斯丁带来革命性的影响.〔７〕 其中思想转变的关键在于

安氏用于阅读圣经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原则.〔８〕 下面我们还要不断地回到这个原则,努
力理解哲学在其中扮演的作用.

３８６年的“米兰花园奇迹”事件一向被认为是奥古斯丁内心皈依的标志.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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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符号,因为而奥古斯丁的转变/改宗(conversion)被认为是西方文学上仅次于保罗的改宗,他在花园

受到上帝直接启示一样的“突然改宗”的模式与保罗的案例如出一辙.因为两者的相近,所以也有学

者认为这是一个“神话/迷思”(Mythos),只是标志而已.因为从宗教的观点看,改宗强调的是心灵的

转向,而不是强调信条的转变,奥古斯丁长期以来经历了“基督教、摩尼教、西塞罗怀疑主义、物质主

义、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漫长转变过程.每一次改变都不是干脆利落,而是相互纠缠渗透.〔９〕

如果我们把“花园奇迹”看作是一种宗教体验,那么体验可以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对奥古斯丁的思

想变化是有突出意义的.花园奇迹之前,奥古斯丁长长铺排的是影响自己心意改变的各种外在与内

在的“讲理”,但唯有花园奇迹是“神迹”———奥古斯丁认为是神与自己的直接启示.或者我们可以这

么理解,所谓哲学也好、神学也好,各种人间的智慧并不能使他真正有精神转向,他在等待的其实是

“来自神的”直接的灵感与朕兆.(«忏悔录»８．１２)花园奇迹之后,他启程前往加西齐亚根疗养和写作,
从时间上看,当时的著作应该就是信仰确立后的辩白,所谓“我的文学已经为你服务”.(«忏悔录»９．
４)神迹是他信仰生发与巩固不可或缺的支撑,也是他区分开哲学与其它宗教的标准之一,例如他在疗

养期间牙疼了,据说亲友们祷告后他就痊愈了.(同上)这种经历作为“事实”是他信仰论证的坚定

支柱.
仅从他自己承认的早期经历而言,他从来就是“宗教的”,在身份认同上、在生活实践上、在思维方

式上等等.因为我们要分清楚今天我们所认为的宗教概念与古代的差异.考虑到罗马当时的风气,
宗教信仰多元化,人们普遍具有宗教文化习俗,拥有宗教身份和团体归属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倒不如

说没有宗教身份才是奇特的.〔１０〕 但是他不把自己归为信奉某一流派的哲学家,从职业上也好、组织

归属上也好、写作目的上也好都不是当时所谓的“哲学”的.因为哲学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反而是奇

特的身份.只不过哲学之名在当时的知识氛围中并非与宗教对立的,相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问的

意思.“‘哲学’这一概念在罗马后期已成为‘幸福生活指南’的代名词”.〔１１〕 奥古斯丁在«论幸福生

活»及«反学园派»中都曾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哲学.〔１２〕 他把基督教看作是哲学中真正通往上帝的无

碍道路.〔１３〕 在“爱智慧”的普遍意义上,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１４〕 所以他使用这一表述,把基督教认

为是真哲学,但不是说基督教是“哲学流派”.
基督教对奥古斯丁产生吸引力的特殊性之一也于其历史事实.圣经的权威代替了希腊人、罗马

人的神谕,对于奥古斯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传播广大的现实结果,甚至安布罗斯作为主教在

罗马临时首都米兰具有的现实权威深深震撼了奥古斯丁.对于一个在摩尼教势力较大的非洲出身的

小贵族子弟,奥古斯丁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看到的是基督教对其它宗教与哲学流派的胜利,我们可

以想象他对于基督教在多元宗教版图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忏悔录»记述在米兰经历的各种

社会事件与朋友的交往,中流露出把这种现实作为其思想改变的基础.古代宗教并非如现代认为的

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更多是一种公共的、群体的生活方式.〔１５〕 正如罗马人曾经有把被征服的神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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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３６４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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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己万神庙的传统,只有最终胜利的神才是真神,因为如果不是真神的喜悦,谁又能够获得胜利呢?
虽然神意莫测,但终究神意落实到地上会有结果.圣经提供了解读神意的文本依据,奥古斯丁说,“由
于我们的能力薄弱,不能单靠理智来寻获真理,便需要圣经的权力,从此我也开始开除如果你不是要

人们通过圣经而相信你,寻获你,你绝不会使圣经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权威”他也承认,“基
督教信仰传布于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绝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忏悔录»６．５,６．１１)

他相信圣经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但不是指字面意义,而是指圣经在不同的读者看来有不同的效

果,对于一般读者是通晓明白的,但对于少数有能力研究的人则是隐微的真理入口.要有一般读者数

量上的基础才能够产生更多获知真理的幸运儿.(同上６．５)他并非轻易地尊奉圣经的字面意义,而是

将其看背后有神圣启示的“谜面”,就好像希腊的“神谕”传统,普通人只能看到一堆毫无逻辑的词语,
但是得到神灵感动的神官就能解读出神的真意.而要成为神官,除了求得圣灵感动,还要学会特殊的

阐释技巧,而这种训练就是哲学提供的.所以这种理解与他对学园派的怀疑论论证思路是一样的,即
相信一种神秘而更根本的“神圣知识”.我们从中能够看出一种诺斯替思潮的影响,但这种隐微知识

的传统又比之更为久远在希腊神秘宗教、甚至柏拉图主义那里就能看到.例如奥古斯丁就知道毕达

哥拉斯的秘传传统.(«论秩序２．５３»)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据说他的老师教导真正的柏拉

图主义但却要求学生不准外传.这种宗教与哲学衣钵的心传传统直到奥古斯丁时代仍然对于知识分

子具有吸引力.
他把圣经接受为神的启示,把基督教真理看作文字启示背后的奥秘,再以哲学教导与自身的才智

作为阐释的工具.对他来说,真理已经摆在那里,如果圣经有字面的矛盾或者自身理性认识出现怀

疑,那么需要调整和改变的是自己的论证逻辑,直到一切都趋于和谐.〔１６〕 例如他认为自己接受了柏

拉图主义后能够理解过去认为有矛盾的保罗著作,“清楚看出这些纯粹的言论绝无歧异之处,我学会

了‘战战兢兢地快乐’.”(«忏悔录»７．２１)有了柏拉图主义的框架,圣经的“文字”开始显露出“精神”,反
过来这种精神又统摄了他对文字的理解.可以说他掌握了打开寓意释经学大门的钥匙,或者说能够

根据信仰的前提把圣经的“文字”建构成系统的神学.但无论如何却不是为柏拉图主义而论证.
如果说古代哲学家也普遍有神学(伊壁鸠鲁派等除外),例如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是哲学家抽

象的神,那么当时古代晚期的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的区分又是什么呢? 从奥古斯丁对学园派批判看,
至少有两个标准:宗教有(完美、已然完成的)智慧者,宗教有启示的经典.但是各种哲学流派只有:
(进行中的)智慧的追求者,纯粹依靠自身理性的训练.他认为自己阅读柏拉图主义著作是上帝让他

通达真理安排的道路,“[我]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识途径的人,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不仅为参

观而是为了定居下来———的道路,二者有何区别.”(«忏悔录»７．２０)
在上述宗教与哲学区分的意义上看,奥古斯丁始终是宗教的立场,从来没有从“哲学”变成“宗教”

的时候.有变化的只是不同的哲学思想促使他对神的理解有了新的变化.哲学只是过程、工具而不

是目的.他的早期著作确实是他自己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证明,但这种接受是他对信仰的理解

逻辑的改变,这种逻辑指向的结论是基督教———而这才是皈依的对象.更确切地说,并不是哲学的逻

辑指向了信仰,而是信仰有了新的论证逻辑.

２．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信仰扫除的障碍

奥古斯丁坦诚地宣告,“我是如此地时刻准备着,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真理,不仅依靠信仰而且依

６３

〔１６〕 例如安布罗斯的著作就很好体现了当时米兰圈子的论证逻辑,他经常为了论证目的而脱离文本语境地适用圣经例子,将其

作为论证的事实案例与权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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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理解,我确定在那个时刻,我将会与柏拉图主义者一道找到它,它并不会与我们神圣的奥秘有任何

区别.”(«反学园派»Ⅲ．２０．４３)他确实地区分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的“奥秘”,而后者才是他真正想

要获得的东西.早期奥古斯丁知道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这奥秘只向真诚地坚定信仰的人透

露.(«论秩序»２．１６)

１．在神的本性上.奥古斯丁从摩尼教时期开始就相信神的存在,对这个问题不需要哲学证明,他
的转变在于如何理解“神”:神是什么? 神如何作用于万物? 等等.而柏拉图主义为他扫除的障碍是

基督教中的“道成肉身”与“创世”等独特教义在理解上的困难.他在«忏悔录»描述自己活得这种觉悟

的奇妙经历说,“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我从‘受造之物,辨识你

形而上的神性’”.他感觉自己被上帝提升到了理智世界,发现自己看到的真理就是“存在本身”
(esse),然后,他微弱的视觉被一道强光所震撼,内心激动近乎迷狂,然后他才发觉自己:“是远离了你

漂流异地”(«忏悔录»７．１０．１６)神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所以能够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且神在理智

世界中才能被认识,他就是“道”、“真理”本身.

２．在真理不可知的难题上.学园派提出了认识真理的难题,因为其论的精妙,确实困扰了奥古斯

丁:如果人在本质上无法认识真理,难么人怎么知道他信仰的(宗教)是真理呢.但奥古斯丁认为学园

派的难题的答案其实指向了“真正的柏拉图主义”.因为学园派的怀疑论其实不是学园派的真正学

说,而只是他们为斯多亚认识论提出的反对意见.大众对学园派的“怀疑论”印象来源于这里,所以武

断地认为学园派就是倡导“一切不可知,真理也不可知”的学派.斯多亚认为真理可以通过感觉印象

被“掌握”.〔１７〕 这个怀疑论论证的重点在于感觉认识能力并不具备判断真与假的标准,也就是说感觉

不是认识真理的能力.对感觉进行判断,需要借助不同于感官的、更高级的认识能力,并且要证明这

种能力其实是能够知道真理的.那么,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跟进一步,理性最优秀的人,智慧者应该

是能够知道真理的.(«反学园派»Ⅱ．６．１５)

３．真理的尺度问题.人的灵魂要知道自己获得的东西是否恰当,就需要一个尺度或者说标准

(modum),没有标准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过了还是不及.没有标准也就不可能拥有真理.而学园

派促使人们去寻找真理,却并没有找到真理的标准.因此,光有寻找是不够的,幸福生活就是获知真

理标准的生活,就是拥有真理的(智慧的)生活.圣经上说,“我是真理”,因此幸福生活也就是拥有神

的生活.(以上见«论幸福生活»２．１４,４．３１,)

３．对个体存在问题的辩护逻辑

奥古斯丁结合柏拉图主义提出的属于自己的信仰辩护方案在于对“爱Ｇ智慧”的颠覆性解释.他

对学园派怀疑主义的反驳贯穿了整个加西齐亚根对话.他就学园派的论证提出一个悖论:如何确定

谁是智慧者? 智慧者在别人看来是智慧的吗? 那么这位评判者又如何知道、以何为标准呢? (以上参

考«反学园派»３．４)即使世界上有智慧者,只要他是一个个体,他就无法判断自己获得的知识是否是智

慧的,别人也无法判断他是否是智慧的.就因为这种“真理标准的问题”,在“爱Ｇ智慧”的道路就算是

西塞罗也无法找出一个已经成功的智慧者,也无法知道自己处于这条爱的道路上什么位置.所以奥

古斯丁在«反学园派»中就已经选定了一条宗教的道路:不是人去寻求智慧,而是智慧本身向人启示;
不是人去寻找智慧/真理成为智慧者,而是智慧者决定了什么是智慧和真理.智慧者就是真理的认识

者,就等于真理本身.因为柏拉图主义给奥古斯丁的启发就是到“精神世界”(或者用他们的术语应该

７３

〔１７〕 汪子嵩等 WangZisongetal,«希腊哲学史»Xilazhexueshi[HistoryofGreekPhilosophy],第四卷 FourthVol．(北京Beijg:
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第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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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理智世界”)去寻找真理,而理智世界就是思的世界,真理本身就是思想.希腊哲学的“努斯”概念

被奥古斯丁进行了转化,真理就是真理的认识者.而这个理论上的空位被填入了一个确定的人,圣人

理想落地生根有了一个实体,那就是基督教所信仰的基督.圣经中对基督的记载就是真理的启示,只
不过不是字面意义,而是背后超越人类理性的智慧.

首先,奥古斯丁归纳了一个西塞罗等哲学家比较赞同的定义:“智慧是关于神圣事物和人类事物

的知识”.(«反学园派»I．４．１６)在两种事物中,更重要的,当然是“神圣事务”,也就是对神的认识.在

这个定义之后,对话举出了一个类似于有神通的“巫师”阿尔比凯利的例子,用以反证一个人拥有两种

知识却品德有缺,不能够被称为“智慧者”.例如,奥古斯丁说,“我宁可希望这位阿尔比凯利能够教导

向他求学作诗的人,或者在咨询者的请求下,他能够马上就别人提出的某个主题自己作诗.”(«反学园

派»I．７．１９,２１)其它各种在当时为人们“求神问卜”的职业者都不能算作有智慧或真正的知识.
奥古斯丁重新区分了“智慧者”与“哲学家”,并指出后者是对智慧的寻求者,处于寻求智慧的过程

之中,并不表明已经拥有了智慧、到达了终点.对话里提出一个观点:幸福者应该是完美的.(«反学

园派»１．３．７)因此而不是处于探索过程的“真理探索者”,而是真理的拥有者———“智慧者”.因此“智
慧者”就是指拥有了真理的人,智慧就是指“拥有了真理(的完成状态)”.

其次,拥有真理的只有真理本身,真理即是神,因此只有神拥有真理.拥有智慧,就是认识真理,
就是认识神,唯有神完全认识神本身.〔１８〕 奥古斯丁说,“在我看来,智慧是,关于神圣和人类事物的、
指向幸福生活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勤勉的探索.如果你想要分析叙述部分,那么它的第一个部

分———也就是拥有知识———是指向神的;而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完全满足于探索的———属于人.
进而,神以第一部分而是幸福的,人以另一部分而是幸福的.”(«反学园派»I．８．２３)结合前面对智慧的

两种区分看,单纯人类之中理论上不可能有“智慧者”,如果有人是智慧者,那么他必须既是人又是神

(完全的智慧、完全地认识和拥有真理、也就是真理本身).
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最重要通往真理途径已经被打通,那就是倾听智慧者的启示.但最后的结

果是有拣选的,需要“最纯洁的人”(«独语录»２０．３４)等等限定.虽然真理不在感觉世界,但它存在于

理智世界并可以为理性认识,奥古斯丁总结:真理是可以认识的.需要的是两种力量———理性和权

威.这个权威对于当时的奥古斯丁来说,就是耶稣.他既然尚未获得真理,那么心灵为了保持对真理

的追求就要借助权威的力量,这种心灵状态就是“信仰”.(«反学园派»３．２０．４３)对奥古斯丁而言,同
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就只有基督宗教中启示的“基督”.奥古斯丁说,“我现在恳求最高神的权柄和智

慧,除了神秘的[圣经]向我们启示为神之子的那位之外还是谁呢?”(«反学园派»２．１．１)
总之,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是指出,智慧者认识智慧,他知道自己认识真理,而不需要别人的判

定———智慧者的存在本身就指示出了智慧的所在、真理的所在,他所知道的就是智慧,反过来也是如

此,智慧就是智慧者所知道的.智慧者与智慧并不是二分的而是统一的.那么,智慧者,他的智慧会

失去吗,例如睡眠或者疯狂? 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智慧者定义了什么是智慧,他所不知道

的东西就不是智慧.(参考«反学园派»３．１３．２９及下,特别是３．１４．３１)
遵从上述逻辑,奥古斯丁最后总结:真理是可以认识的.需要的是两种力量———理性和权威.这

个权威对于当时的奥古斯丁来说,就是基督.他既然尚未获得真理,那么心灵为了保持对真理的追求

就要借助权威的力量,这种心灵状态就是“信仰”.(«反学园派»３．２０．４３)所以,权威的作用乃是在探

求真理过程中指明方向并坚定信仰的,因为权威就是真理本身.与哲学不同的是,权威的证据就在于

“事实”,这个世界的秩序、世界之所以如此以及正是如此,正是真理作用的结果.古代的贤人并非真

正的权威,而是这个世界中出现了这些贤人并参与到世界的伟大秩序中去,这个事实就是最大的权

８３

〔１８〕 见奥古斯丁的«论幸福生活»４．３４,参考稍晚的著作«论教师»１１．３８．４８Ｇ４９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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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人的理性的作用就是对此做出理解.(参考«论秩序»２．１７Ｇ２８,３２)

４．结论

在皈依之前和之后,他是这么看待基督的,“假使记载确实,则我在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人,
不是仅有人的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以为基督的所以超越任何人,
不是因为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由于卓越的人格,更完美地和智慧结合.”(«忏悔录»７．１９)因此,仅从这

点出发,在奥古斯丁认定基督就是真理化身时,他的自我认同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基督如何是真理的

化身,这一宗教表白(confession)的逻辑在最早的作品加西齐亚根对话中就已然打通.在独语录的开

篇祈祷,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特殊的基督教教义,他眼中的神并不是一个哲学家的抽象的神,而是一

个倾听人祷告的三一人格神.
他在后期著作更加显明了上帝对智慧的自由与主权:
我们不仅承认,而且特别要宣告,确实存在着的是上帝的最高智慧,每个灵魂———无论他声称有

何等的真知灼见———其智慧都是从那里来的.至于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有形质的万物,是否有灵魂

可言,或者是否有自己的灵魂,即是否具有可借以掌管自身运动的理性生命,这是一个宽泛而晦涩的

问题..既然没有灵魂能从其他灵魂一一而不是上帝最高而永恒的智慧那里获得智慧和祝福,
即便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于人又有何妨呢? («论四福音的和谐»I．３５)〔１９〕

奥古斯丁把非人格的努斯(理智本原、智慧本体)替换成了人格化的上帝,似乎是一种武断的嫁

接.如果说真理,或者说努斯、理智世界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加上会变化的人格因素岂不是就矛盾了?
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正是他写作加西齐亚根对话的动力.在«反学园派»中,奥古斯丁

以哲学思考为开端却以宗教信仰为结尾,联系整个“加西齐亚根对话集”的主题,可以说这是他内心皈

依基督教之后写下的坦白思想的“忏悔录”.他把理由和原因悉数展开,让他的家人和朋友评判自己

的信仰是否自愿以及理由充分.所以他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权威和指引的“神”不是抽象的“神”,却
是宗教的“基督”,因为他“发现没有比他更有权柄的”(«反学园派»３．２０．４３).奥古斯丁说,“属于哲学

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关于灵魂,第二个关于神.”(«论秩序２．４７»)而他坚定的答案,或者整个哲学发

展的基础是“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真理不朽)(«独语录»１８．３２)因此,他所说的哲学其实就是神

学,与他对智慧的定义的二分是相对应的.但哲学的角色更多是一种对已然确立的东西的辩护,而不

是说通过哲学自身就到达了他所信仰的东西(类似“自然神学”).我们至少看到他感受到的宗教现实

与自己的宗教体验在思想“转变”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９３

〔１９〕 奥古斯丁 Augustine,«论四福音的和谐»LunSifuyindehexi[TheHarmonyoftheGospels]．萨蒙德英译 S．D．F．Sa１mond
Englishtr．,许一新汉译 XuXinyiChinesetr．,(北京 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anlianShudian[SDXJointPublishing,

２０１０]),４５Ｇ４６．奥古斯丁认为,人凭借上帝在人的灵魂中埋下的尺度才能发现自然界的和谐运动和规律,所以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也

来自上帝.见BAIJunxiao,“ReasonableMeasurementandMotion:NumericalOrderintheSoulandMusic”,InternationalJournalof
SinoＧWesternStudies,no．１５(２０１８):２７Ｇ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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