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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人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即恩典与自由意志的辩证是奥古斯丁神哲学的重中之重.从意志原初的偏离出发,我们

进入到了人的本性的削减,以及历史实在的变迁,即地上之城的发展;而经由恩典之作为,历史的内部萌生出了新的意

志,人性开始与罪之链条作斗争,充满希望的新的历史实在在历史时间内部展开自身,此即上帝之城.对于奥古斯丁而

言,世界历史的全部秘密不是在于历史的时间内部,而是在于神之恩典进入了历史的时间内部,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

全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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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世纪政治模式———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二元架构———是由奥古斯丁以上帝之城

与地上之城这两座城的划分奠定其理论基础的.那么,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本身又是如

何可能的呢? 换句话说,划分这两座城的深层次根据何在?
奥古斯丁本人是这样来描述这两座城的区别的:

“两种爱造就了两个城.爱自己而轻视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爱上帝而轻视自

己,造就了天上之城.地上之城荣耀自己,天上之城荣耀上主.地上之城在人当中追

求光荣;在天上之城中,最大的光荣是上帝,我们良知的见证.地上之城在自己的光

荣中昂头,天上之城则对自己的上帝说,你‘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在

地上之城,君主们追求统治万国,就像自己被统治欲统治一样;在天上之城,人们相互

慈爱,统治者用政令爱,在下者用服从爱”〔４３〕

“两种爱造就了两个城”,划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依据在于人内在地为哪种爱所支配,“爱自

己而轻视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爱上帝而轻视自己,造就了天上之城”.根本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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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现代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是弗洛伊德将会宣称,根本就不存在“对上帝的爱”.这些现

实主义者认为,一切爱归根结底都是“对自己的爱”,所谓地“对上帝的爱”只不过是这一“对自己的爱”
的极为精致巧妙的伪装而已,撕去这一伪装,我们最后在人性中所能够发现的只能是赤裸裸地“对自

己的爱”.而如果“对上帝的爱”归根结底可以被还原为“对自己的爱”,那么,事实上就只有一种爱,而
不是两种爱.而如果只有一种爱,那么,也就只有一座城,只有一座地上之城了,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

的二元架构沦为无稽之谈.而随着两座城的区分被消解,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间的紧张状态也势必

被消解,从而导致整个公共政治层面的根本性转变.
这样看来,对上帝的爱是否可能,怎样可能,就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不以

一种肯定的方式答复这一问题,则任何对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的确显得孱弱无力.而这也就

意味着,在进行到对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这一二元政治架构所规定的人类政治生活的思考中去之前,
我们不得不面对更为根本的神哲学问题.而问题正是:爱欲的分野究竟如何发生? 历史实在为何不

能被理解成静止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总是在爱欲的驱动之下历史性地展开自身呢?

一、澄清关于“自爱”的几个误解

奥古斯丁以“爱上帝”还是“爱自己”来区分两座城.但对大多数现代读者而言,“爱上帝”、“爱自

己”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本身也是比较模糊的.尤其是受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话语的影响,对“自爱”的
理解出现了一些根本偏差.

１．爱的秩序

一个首当其冲的误解是把“爱上帝”与“爱自己”截然对立起来,似乎两者水火不容,似乎为了爱上

帝,人就必须彻底弃绝自身,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对自己的爱〔４４〕.这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圣经本身就有

“爱人如己”这一根本教诲,也就是说,某种形式的对自身的爱是完全合理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
也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对自身的爱,比如,他这样写道:

“主啊,我怎样寻求你呢? 我寻求你天主时,是在寻求幸福的生命.我将寻求你,
使我的灵魂生活,因为我的肉体靠灵魂生活,而灵魂是靠你生活”〔４５〕

对自身的爱正是人热烈地追寻上帝的根本动因,人如果已然对自身的生命毫不在乎,那么,对上

帝的爱也就必然在他的生命里无所追寻了.
因此,自爱不一定是个问题.之所以会把自爱和对上帝的爱截然对立起来,是因为我们受近代西

方主体性哲学的影响,已经不假思索地把“爱”主体化、私人化了,即,一旦我们谈论爱,就过分轻易地

把它理解成内在于主体的一种激情的盲目奔流,而遗忘了那个古典世界最深刻的洞见:在作为一种主

体的激情的盲目奔流之外,还有一种客观的爱的秩序.自爱作为一种激情的奔流,只要它是顺着爱的

秩序在流动,那么,它就是健康的,只有当它违背了爱的秩序而奔流时,自爱才变得盲目危险.关于这

一爱的秩序,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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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Nygren的引发广泛争议的著作“agapeandero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８２),其被人诟病的主要地方正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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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唯一、真正、幸福的上帝,没有不变的好.他创造的万物是好的,是因为来

自于他;是可变的,是因为万物不出自上帝,而是无中生有.他们都不是最高的好,因
为上帝是更大的好.不过,这可变的好仍然是巨大的好,因为他们可以亲近不变的

好,从而获得幸福.这不变的好就是他们的好,因为没有了他,他们一定变得悲惨.
所以,不顺从上帝都是对自身本性的一种伤害.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优越的

被造的位置上,虽然是可变的,但可以亲近不变的好,也就是至高的上帝,从而获得幸

福.他们不能满足需求,除非获得幸福,而只有上帝才能提供那一幸福”〔４６〕

简而言之,正确的爱的秩序就是:人的被造的本性决定了人必须亲近、顺从上帝,爱上帝,即,爱那

最高的善.如果人出于对自身的爱,而走向了对上帝的爱,那么,这时自爱就处于正确的爱的秩序中,
是好的.只有当人因为自爱,而开始“陶醉于自身的权势,把自己当成自身善好的源泉”〔４７〕时,自爱才

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宁愿自我膨胀,也不愿要最卓绝的永恒;宁愿陶醉于虚妄的狡黠,也不愿要最确

定的真理;宁愿狼狈为奸,也不愿要不分彼此的爱.他们变得高傲、欺骗、嫉妒”〔４８〕.在对爱的秩序的

颠覆中,人最终跌入虚无,悖谬地爱自己反而伤害了自身的生命.

２．爱先行于主体

人们之所以陷于对人爱上帝的可能性的怀疑,并把一切最终都化约为对自我的爱,还有这样一个

根本原因:即,近代以来笼罩在一切哲学思考之上的主体性阴影.人们一上来就过分轻易地预设了一

个主体,这个主体为了自身的需求在盲目地爱和追逐,无论爱的对象怎样变幻,这个主体本身却始终

坚固.它是如此地坚固和难以满足,以至于自身之外的一切都成了满足它欲望的对象.
从奥古斯丁神哲学的立场来看,这一坚固的主体,这一能够自由地、随心所欲地主导自身的爱欲

的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幻象.奥古斯丁无比深刻地洞察到的一点正在于:不是主体在爱与追逐,而是

爱在牵引着主体这样做,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在驾驭爱,而是爱在驾驭主体.“我的重量即是我的爱.
爱带我到哪里,我便到哪里”〔４９〕.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爱是一个关系性事件,是位格间的交互,另一

个位格总是能够逃脱主体对他的支配,尤其当另一个位格是上帝时.
事实上,在上帝与人之间的爱的联结中,上帝至始至终都占据着主动的地位.一方面,人本身就

是上帝出于爱而无中生有地创造的,在上帝出于爱的意志造人之前,人并不存在,“人无中生有地被创

造,并从上帝那里接受了获得至福的能力”〔５０〕;另一方面,人从上帝那里接受而来的这一通过亲近上

帝而获得至福的能力,如果没有上帝出于爱而持续的激发,也是会衰退的,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上帝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一个能享受他的善的本性,但如果上帝没有在先地激发

那个渴望至福地意志到一个更高的强度,从而使得它通过享受上帝而变得更好,那

么,一切善良意志都会变得贫乏,并处于渴求之中.”〔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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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爱驾驭人,而不是人驾驭爱,那么,这里真正要达到的洞见正是:人并不是自身存在的根

基,上帝才是存在的源泉.一切顽固地试图把人自身立定为存在根基的做法(“自爱”一词狭义上的内

涵),都导致人本身的瓦解,这也许就是基督教创世神学最根本的洞见之一.“人所拥有的善良意志并

不是叫人转向他自身,他自身在存在上始终是次一级的,而是转向那至高的存在者.人通过归顺他,
参与到他之中,才能增进自身的存在,并活在智慧与幸福之中.”〔５２〕

３．切身性

以上我们从基督教创世神学出发澄清了关于“自爱”问题的一些误解.但读者或许会说,这些讨

论都是建立于对上帝的信仰之上的,因此,首先得用理性证明这一信仰的切实性,否则上述讨论就依

然缺乏说服力.
然而要求用理性去证明信仰,这本身又是一个误解.信仰并不是建立于理性的证明之上,而是建

立于一种“切身性”之上.所谓切身性,就是灵魂层面的一种原初直观.人直观地感受到上帝对自身

生命的促进、转变、照耀和提升,如此就产生和加固了对上帝的信仰,然后在信仰的基础上,人才能用

理性去论证和解释上帝对人的爱.“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理解”〔５３〕.关于上帝对人的生命的切身

性,奥古斯丁有这样一段描述:

“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 不是爱形貌的秀丽,暂时的声势,不是爱肉眼所好的

光明璀璨,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膏沐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
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主,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主,是爱另一种

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在我内心的光明、音乐、馨香、饮食、拥抱:他的光明照耀

我心灵而不受空间的限制,他的音乐不随时间而消逝”〔５４〕

二、爱欲的分野

两座城的分野源于两种爱的分野,本文的这一部分我们探讨两种爱的分野.而为了思考两种爱

的分野,我们需要对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极大深化了的“意志”概念有一个先行的理解.

１．“意志”的根本作用

迪赫(AlbrechtDihle)在«古典时代的意志理论»一书中认为奥古斯丁发明了一种特定的意志理

论〔５５〕,并给与了这一意志理论以极高的评价.他这样写道:

“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掀起了神学思考史上的一个转向通过奥古斯丁的反

思出现了这样一个关于人的意志的概念:它独立和先行于理智的认识,但又根本上区

别于感性和非理性的情感.通过这一意志,人可以回应那不可捉摸的神的意志”〔５６〕

具体点说,在奥古斯丁的神哲学中,除了本文第三部分要探讨的意志在历史实在的生成中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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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４８２．
奥古斯丁 Augustine,«论三位一体»Lunsanweiyiti[TheTrinity],周伟驰ZhouWeichi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renminchubanshe[ShanghaiRenminPress],２００５),２１３．
奥古斯丁 Augustine,«忏悔录»Canhuilu [Confessions],周士良 ZhouShiliang译 (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８),１９０．
见 AlbrechtDihle,Thetheoryofwillinclassicalantiquit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２),p．１２３．
Ibid,p．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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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作用之外,意志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以下两点.

１．１　意志是神人关系的联结点

在奥古斯丁那里,意志概念是在神义论语境中出场的.被造的本性由于是上帝所创,所以是好

的.因此,恶的原因就不能归结于本性,不能从任何实体性出发去解释恶.自由意志于是出场.恶是

对创世的秩序的偏离,是意志的转向,即人从对上帝的爱转向了对低于上帝的存在者的爱.
从意志的转向来捍卫神义论,这却附带产生了一个极为根本的后果:即,把意志从人的本性中独

立出来,极大地提升了意志的地位.因为,是意志,而不是人性中任何别的因素,优先地处于神人关系

的联结点上.神人关系的调和,是由于人的意志的顺服;神人关系的失调,是由于意志的偏离.“我们

发现好的天使幸福的最真实的原因,那就是与至高者的亲近.而要探讨坏的天使悲惨的真正原因,我
们该想到,那是因为他们离开了至高者,转向自身,而他们自己不是至高的”〔５７〕.而由于神人关系是

人的存在的重中之重,“上帝之城是此世的过客,他们在必朽之生中全部和最高的使命,就是呼唤上帝

之名”〔５８〕,因此,意志概念第一次在西方思想史上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强调.

１．２　意志与本性

通过把意志置于神人关系的联结点上,奥古斯丁使得意志处于一种存在论的优先地位,获得了相

对于人性中其他因素的优先性和独立性.正是通过意志,或,正是由于神人关系的变革,人的本性也

经受着全部的变迁.意志的转向,神人关系的疏离,并不能伤害上帝,但能够伤害被造的本性.“如果

他们能亲近至高者,那他们就会有更高的存在.因为他们更看重自己,所以就只能获得更低的存

在”〔５９〕.当然,“存在”一词在此指的是一种价值论的存在.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这一过错造成的伤害指的是什么呢? 它们指的是本性丢失了正直、美、健康或

德性,或本 性 中 的 其 它 一 切 善 好.这 一 本 性,会 由 于 意 志 的 偏 离 而 遭 到 毁 灭 或

削减.”〔６０〕

意志的转向不但会促成人的存在的增减,而且,内在于本性的情感的价值归根结底也是由意志运

行的方向决定的.比如,快乐作为一种情感,其价值却受到人在何处,为了什么而快乐决定,即受到意

志粘附于何处而决定.如果意志转向神圣者,并以此为乐,那么,这一快乐就值得称赞;反之,如果意

志粘附于被造之物,以此为乐,那么,这一快乐就是有害的.«上帝之城»第１４卷第６章的标题即为

“意志的特性决定了情感的品质”,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在所有这些情感中,重要的是意志的特性.如果意志被错误地引导,情感就是

坏的;如果意志是正确的,那么,情感就不仅不应受到责怪,而且应该得到赞美.意志

渗透进了所有的情感之中,事实上,所有这些情感归根结底都是意志的作为”〔６１〕

２．意志与爱:爱洛斯还原

神人关系的亲近或疏离,人的存在的增益或减损,都系于意志的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的转向之

中.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在促使意志的转向呢? 是意志本身吗? 并不是意志本身.意志并没

９９１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Augustine,TheCityofGod．AnewtranslationbyHenryBettenson．Bookxii,chaper６,p．４７７．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

文．
Ibid,Bookxv,chaper２１,p．６３５．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文．
Ibid,Bookxii,chapter６,p．４７８．
Ibid,Bookxii,chapter３,p．４７４．
ibid,Bookxiv,chaper６,p．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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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开始所以为的那么能动.让奥古斯丁惊讶不已的一个存在状态就是意志本身的一种被动性,一
种经常性的瘫痪状态:

“这种怪事哪里来的? 原因何在? 灵魂命令肉体,肉体立即服从;灵魂命令自己,
却抗拒不服.灵魂命手动作,手便应命而动,发令和执行几乎不能区分先后,但灵魂

总是灵魂,手是属于肉体的.灵魂命令灵魂愿意什么,这是命令自己,却不见动静.
这种怪事哪里来的呢? 原因何在? 我说,灵魂发令愿意什么,如果灵魂不愿,便不会

发令,可是发了命令,却并不执行”〔６２〕

显然,意志本身需要得到激发.而那驱使意志做出决断,使意志明确说出愿意或不愿意的力量,
在奥古斯丁那里被界定为“爱”.“爱就是最为有效力的意志”〔６３〕,是爱在驱动着意志的转向.人爱什

么,意志就转向什么.如果说“意志渗透进了所有的情感之中”,那么,由于意志本身受到爱的驱动,所
以,实际上是爱渗透进了所有的情感之中.意志所获得的存在论的优先地位,让位于爱.奥古斯丁这

样写道:

“好的爱使得意志得到了正确的引导,坏的爱则使得意志变得悖谬.爱若渴望所

爱的事物,那就是欲;如果安享所拥有的,那就是乐;避开所反对的,就是惧;遇到所反

对的,就是哀.于是,如果爱是坏的,那么,所有这些情感就都是坏的;如果爱是好的,
那么,所有这些情感就都是好的”〔６４〕

总之,在奥古斯丁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极具深度的爱洛斯还原(其程度是柏拉图主义无法

相比的),即,爱通过驱动意志,引发神人关系的转变,从而造成历史人性的全部变迁.奥古斯丁将历

史人性的一切都悬于爱欲之上,生成于爱欲的追逐之中.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爱欲的分野就构成了

历史人性的根本张力.

３．意志原初的偏离

行文至此,两种爱,即对上帝的爱(圣爱)与对自己的爱(欲爱)的内涵已经是比较清楚的.两者的

决定性差别是圣爱把上帝作为自己的根基,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上帝之上;而欲爱则把人自身作为存

在的根基,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自身、寄托于尘世内部.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两者的区别来自于意志和欲望的差异.其中一种一直与万物共有的善好(也就

是上帝自身)在一起,坚守上帝的永恒、真理、爱;另外一些却更喜爱自己的法力,好像

自己就是自己的善好的来源,脱离了他们共有的更高的幸福的善好,陷入自身之

中”〔６５〕

然而问题在于,在由神所创的本性中,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都是善好的本性中,为何最终出现了分

００２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奥古斯丁 Augustine,«忏悔录»Canhuilu [Confessions],周士良 ZhouShiliang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８),１５２

奥古斯丁 Augustine,«论三位一体»Lunsanweiyiti[TheTrinity],周伟驰ZhouWeichi译,(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renminchubanshe[ShanghaiRenminPress],２００５),４３９．
Augustine,TheCityofGod．AnewtranslationbyHenryBettenson．Bookxiv,chaper７,p．５５７．
Ibid,Bookxii,chapter１,p．４７１．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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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为何其中一些从对上帝的依附中滑落,转向了自身呢?
比较清楚的一点是,由于本性是好的,因此,不能寻找任何实体因,而必须在意志本身中寻找原

因,“当意志从高处转向低处时,意志就是坏的.这并不是意志转向的事物是坏的,而是这一转向本身

就是悖谬的.不是低劣的事物引发了错误的抉择,而是意志本身,由于是被造的,以一种悖谬和错乱

的方式欲求着低劣的事物”〔６６〕.
在意志的最初的转向中,已然是对自身的爱开始压倒了对上帝的爱,自爱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本性

之上.但奥古斯丁认为,不能继续追溯这自爱的最初萌生的原因了.意志原初的偏离是一个迷.奥

古斯丁这样写道:

“谁也不该去找导致坏的意志的动力因;因为坏不是一种主动力(efficiens),而是

无动力(deficiens).它不是一种力(effetio),而是一种欠缺(defectio).从至高存在

者转向次一级的实在,这就是欠缺,是坏的意志的开端.这些欠缺的原因,不会是动

力,而是欠缺.谁想发现这原因,就如同想看到黑暗,想听到沉默.我们知道什么是

黑暗和沉默,知道黑暗要用眼睛,知道沉默要用耳朵.但不是通过看或听的对象,而

是通过对象的缺失”〔６７〕

奥古斯丁的意思是,通过人性的现有的状况,我们推知一定发生了某种意志的原初的偏离.但是

偏离的原因,不是某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匮乏,因而是不可知的.“作为一种本性,意志的存在

源于上帝的创造;但意志从它的真实存在中的跌落,则是由于意志是从虚无中被造的”〔６８〕.
意志从虚无中被创造,这使得意志有一种原初的匮乏,而这一匮乏又导致了意志原初的偏离.但

绝不能由此推论说由于这一原初匮乏的存在,所以这一被造的意志是坏的.一方面,正是由于人有意

志,而别的存在物没有意志,从而人才在创世的秩序中处于一个优先的位置;另一方面,这一意志并不

必然会偏离至高存在者,当这一意志归顺于至高存在者时,它当然是好的.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他创造的万物是好的,是因为来自于他;是可变的,是因为万物不出自上帝,而

是无中生有.他们都不是最高的好,因为上帝是更大的好.不过,这可变的好仍然是

巨大的好,因为他们可以亲近不变的好,从而获得幸福.这不变的好就是他们的好,
因为没有了他,他们一定变得悲惨.在被造的宇宙中,别的那些事物不会变得悲惨,
但不能由此认为,他们就更好.正如我们身体上别的器官不会因为它们不会变瞎,就
比眼睛好.正如有感觉的自然是好的,痛苦的感觉也比石头的不会痛苦好.所以,理
性的自然即使是悲惨的,也 比 缺 乏 理 性、缺 乏 感 觉,从 而 不 会 陷 入 悲 惨 的 自 然 更

高”〔６９〕.

这里最终牵涉到的正是著名的自由意志问题.爱的秘密也就是自由的秘密.爱之为爱,必然是

纯乎一心的,自愿的,否则就不是爱.爱是最勉强不得的.在神创的秩序中,上帝给了人这一自由意

志的空间,从而使得人能够爱.“没有上帝的保佑,人没能力活得好,哪怕在伊甸园里,但是要活得不

１０２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Ibid,Bookxii,chapter６,p．４７８．
Ibid,Bookxii,chapter７,p．４７９Ｇ８０．
Ibid,Bookxiv,chapter１３,p．５７２．
Ibid,Bookxii,chapter１,p．４７２．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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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却在他的能力之中,不过这样他的福祉就不会持久,最正义的惩罚就会到来”〔７０〕.总之,认为自由

意志中蕴藏着恶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上帝创世是有缺陷的,并应该取缔自由意志,这是彻头彻尾错误

的.“谁敢认为或说,天使和人都不会堕落,这不在上帝的力量之内? 但是他不愿意夺取他们的力量,
而要展示,他们的高傲会有怎样的坏的力量,他的恩典有怎样的好的力量”〔７１〕.

４．本性、意志与恩典
随着意志原初的偏离,人性开始陷入一连串的衰败、瓦解之中,“罪使得人性处于一连串的我们能

看到和感觉到的衰退之中,以至于死.人被各种各样猛烈的和相互冲突的情感所纠缠和折磨,人成了

一种跟他犯罪之前在伊甸园中曾经之所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存在”〔７２〕.
正是在这样一种处境中,我们面临着本文最初的那个问题:对至高存在者的爱还可能吗? 正是对

这个问题的回答,奥古斯丁发展出了无比独特的恩典说.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出恩典观的原创性和独

特性,我们先看看柏拉图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４．１　柏拉图主义的方案

灵魂如何接近最高的善,毫无疑问也是柏拉图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柏拉图认为,灵魂的堕落不

是由于本性的败坏,人依然具有一种“灵魂的视力”能够凝视形而上的实在.但是这一灵魂的视力现

在却没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看,它粘附于形而下的实在了.在«理想国»卷七中苏格拉底这样说道:

“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

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

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７３〕

与奥古斯丁一致,柏拉图这里实际上也已经触及到了爱与意志的问题.因为,那使得灵魂在一个

错误地方向看的是因为灵魂对形而下事物的爱,而灵魂转向的技巧,那能使得灵魂转向形而上实在

的,也只能是对形而上实在的爱.在«理想国»卷六中苏格拉底这样说道:

“追求真实存在是真正爱知者的天性;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能达到的多样的个别

事物上的,他会继续追求,爱的锋芒不会变钝,爱的热情不会降低,直至他心灵中的那

个能把握真实的,即与真实相亲近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实体,并且通过心

灵的这个部分与事物真实的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有了真知,才真实地

活着成长着.”〔７４〕

这样,跟奥古斯丁一致,,苏格拉底是肯定存在着“对至高存在者的爱”的.这一爱,就完好无损地

存在于“真正爱知者的天性”之中.但令我们好奇的是,为何一方面苏格拉底以肯定的方式回答了“对
上帝的爱”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没有像在奥古斯丁那里那

样发展出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呢?
看来,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人类思想还得经历一段漫长艰辛的跋涉.我们在此只能描述一下这

２０２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Ibid,Bookxiv,chapter２７,p．５９２．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文．
Ibid,Bookxiv,chapter２７,p．５９３．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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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路程的基本轨迹.大致趋势是这样的:在柏拉图那里,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是超越于形而下的有形世

界的,因此,对柏拉图而言,灵魂的转向主要地是指灵魂由低到高的上升;柏拉图往后,思想家们开始

把柏拉图那高高在上的理念世界不断拉下来,思想家们认为,理念世界就存在于灵魂的深处,就在人

的心中,因此,灵魂的转向不再是一种由低到高的上升而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深入.在新柏拉图主义者

普罗提诺那里,我们已经能够读到这样的由外而内的灵魂运动:

“道路在哪里? 方法在何处? 人怎样才能寻获那异乎寻常的美? 这美居留于内

在的圣所,并不会显示于外让那些庸俗者看见.那么,就让人们醒悟过来,反求诸己

吧,把对外在事物的观察放下吧,再也不要回到那有形之物的美之中去.”〔７５〕

熟悉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人都知道,这一普罗提诺式的灵魂由外而内的运动对奥古斯丁的影响

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但同样,在普罗提诺那里,这一灵魂由外而内的运动并没有生发上帝之城与

地上之城的二元分化.要实现这一二元紧张与对立,似乎尚需要添加某种极为独特的基督教的因素.

４．２　恩典的作为

对奥古斯丁而言,灵魂本身亦只不过是一种被造之物,作为一种被造之物,灵魂在其最好的状态

下,也只可能是一种与上帝类似的形象而已,而不可能是上帝本身.这就意味着,奥古斯丁虽然也会

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认为灵魂的本性是好的,但是,在奥古斯丁那里,被造之物与造物者之间的根本

差异拒斥了普罗提诺意义上的灵魂与神性的那种神秘的合一,同时,灵魂作为一种被造之物,并不是

不可朽坏,并不是永不会丧失其本性的,灵魂本身就充满着变动,在«忏悔录»卷四中,奥古斯丁这样

写道:

“如果你欢喜灵魂,你应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因为灵魂也变异不定,唯有固着于天

主之中,才能安稳,否则将走向毁灭.因此你该在天主之中爱灵魂,尽量争取灵魂,拉
它们和你一起归向天主.”〔７６〕

灵魂的被造的本性决定了它与造物主的本体论层面的差异,这决定了灵魂只能归向上帝才能保

存自己.灵魂与造物者之间的这一根本差异同时也标志了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差

异.这一差异将会引发一连串其它的差别.
灵魂的这一变异不定的状况,使得灵魂始终面临着彻底腐坏和堕落的可能性,“离弃上帝,存于自

身之中,愉悦自身,这不会一下子就使得人失去全部存在,但确实使得人的存在趋于虚无”〔７７〕.因此,
当普罗提诺返回内心,感受到的是与神的交融与合一时,奥古斯丁返回内心,首先看到的则是一个灵

魂因罪而深陷其中的黑暗的深渊.“天使堕落了,人的灵魂也堕落了,二者说明一切精神受造物的深

渊是处于那样的无底黑暗中”〔７８〕.类似的感叹一再地弥漫于«忏悔录»全书中.
奥古斯丁灵魂观的真正原创性部分正是在于这里:在灵魂的这样子的一种无底黑暗之中,灵魂本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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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已经无力去爱上帝,而是需要上帝恩典的介入,人才能够重新爱上帝.奥古斯丁的思路与柏拉图和

现代的怀疑论者都不同.与柏拉图主义相比,奥古斯丁否认了靠灵魂自身依然能爱上帝;与现代的怀

疑论者相比,奥古斯丁通过恩典的介入,依然肯定了爱上帝的可能性.
在«忏悔录»卷１３中,奥古斯丁对这一灵魂层面的黑暗深渊做了一个极具灵性意味的的确是大师

级的类比,奥古斯丁把这一灵魂层面的黑暗类比于«圣经创世纪»开篇中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

暗”.通过这一类比,奥古斯丁就开启了一场宏伟的“灵魂的创世纪”的剧目.奥古斯丁灵魂观的新

奇、独特与深刻,虽然一定程度上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但其中的核心和精华则完全来自于他本人极

具创造性的对«圣经创世纪»开篇的灵性化解读.
«圣经创世纪»中紧接着“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是“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对奥古斯

丁而言,“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其灵性化的含义就是“圣神慈祥地运行在我们黑暗漂流的心灵之

上”〔７９〕.这样,当奥古斯丁返回内心,虽然首先看到的是渊面黑暗,但再抬头向上看时,则看到了(模
糊地看到了)圣神,那永恒的真理之光,照耀着这个黑暗.这就是奥古斯丁版本的内在性转向的要点,
即著名的“由内而上”(inthenup),在«忏悔录»卷七中,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你指示我反求诸己,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你已成

为我的助力.我进入心灵后,我用我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

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

光,也不是同一类型而比较强烈的、发射更清晰的光芒普照四方的光.不,这光并不

是如此,完全是另一种光明.这光在我思想上,也不似油浮于水,天复于地;这光在我

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

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惟有爱能认识它.”〔８０〕

当然,对奥古斯丁而言,“圣神慈祥地运行在我们黑暗漂流的心灵之上”并不意味着人心内在的黑

暗状态由此一劳永逸地被穿透了,“圣神慈祥地运行”只是使得人心有可能从这种黑暗状态中摆脱出

来,它只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空间,一种生命的新的向度,而至于是选择光明还是耽于黑暗,则
尚有待于人自己的抉择.换种表述方式是,圣神通过慈祥的运行,以一种全新的终末盼望召唤人,从
而激发了人性中一种新的爱,一个新的意志.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一新的爱与意志不

是灵魂自发产生的,而是圣神的恩赐,因为,正如«约翰福音»所言,拥有了这一新的爱与意志的人“不
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８１〕.

这样,奥古斯丁神哲学的基本命题就是:对上帝的爱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如果

不是上帝首先以“言语打开了我的心”〔８２〕,如果没有上帝“用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来解救我们”〔８３〕,则人

性就将继续沉沦于黑暗之中,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对上帝的爱.但正如奥古斯丁所言,上帝对人的爱是

很奇妙的,上帝绝不会由于自身对人的爱而使得人本身可以放弃任何努力,因此,上帝对人的爱的其

中一个奇妙之处就在于,他通过赐予人性一个新的意志,一种新的爱,从而使得人性内在地处于一种

紧张状态之中,一种新的意志与旧的意志,新的爱(对上帝的爱)与旧的爱(对被造之物的爱)之间的紧

４０２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同上,第２９９页．
同上,第１２６页．
«约翰福音»１:１３
奥古斯丁 Augustine,«忏悔录»Canhuilu [Confessions],周士良 ZhoShiliang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８),１８９．
同上,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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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状态.恩典不是取消自由意志,而是使得人开始与罪作斗争,使得人开始为了自由,即从罪的束缚

中解脱而努力.
这样,通过恩典的作为,才在自爱而来的深渊之中,兴起了对上帝的爱,“灵魂的恶,是由于它自己

的意志的主动;但灵魂的善,造物主的意志采取了最先的行动,无论是指对灵魂的创造本身还是指当

灵魂因为堕落而毁灭时再造灵魂”〔８４〕.这就是爱欲的分野.但由于恩典不取消自由意志,这最终也

意味着,两种爱,两种意志的分野与斗争将贯穿于历史的始终.而由于人性本身是在爱欲的牵引之下

才塑造成型,从而爱欲的分野也构成了两种人的分野,即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公民的分野.奥古斯丁

这样写道:

“两个城开始死生相继的过程,其中最先问世的,乃是这个世俗之城,随后才是上

帝之城中的公民,是此世中的过客.他靠恩典被预定了,靠恩典被拣选了,靠恩典成

为下界的过客,靠恩典成为上界的公民.至于他自己,则起源于一开始就整个被谴责

的质料”〔８５〕.

三、历史实在的生成

前面的讨论使得我们已经收获了这样两个比较可靠的结论:其一,如果“对上帝的爱”是不可能

的,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其二,即便“对上帝的爱”是可能的,这也不

足以必然产生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前者只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尽管在柏拉图

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与形而下的有形世界之间的二元紧张,尽管在普罗提诺那里,
这一二元紧张已经被表述为灵魂之内与灵魂之外的二元张力,但是这些二元张力并没有转化为公共

政治领域的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紧张.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在奥古斯丁这里出现了宏伟的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二元历史架构呢? 这

里也许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精神取向上的差异.柏拉图主义的基本精神取向是超越的,是要超越这个

形而下的世界,不断地向那个形而上的理念世界挺近.而在奥古斯丁所属的基督教传统这里,绝对的

超越者本身进入了历史的时间内部,进入了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拯救这个形而下的世界.超越者的这

个恩典的作为,引发了与柏拉图主义的彻底决裂.

１．意志的转向与历史实在的生成

世界作为上帝的造物,因而是好的;同时,道本身成了肉身,进入了历史的时间内部.正是这二重

因素促使基督教意识敢于肯定历史实在本身.
所谓基督教意识肯定历史实在,就是指基督教意识肯定生成、变动.一方面,历史实在绝不是静

止的东西,而是在人的意志的转向中处于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这一生成、变动是有意

义的,因为有一个好的意志参与到了历史实在的生成之中,这个好的意志最终在历史时间内部兴起了

一座上帝之城.
关于意志与历史实在的交织,有以下三点.
其一,作为历史实在展开自身的基本的时间结构,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需要在意志的参与中

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奥古斯丁对时间的著名定义就是:时间是意志的延展.一种没有人的

意向性介入其中的客观时间,是纯粹的耗散,是无意义的时间.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过去;如果没

５０２

〔８４〕

〔８５〕
Augustine,TheCityofGod．AnewtranslationbyHenryBettenson．Bookxiii,chaper１５,p．５２３．
Ibid,Bookxv,chaper１,p．５９６．此处中译文用的是吴飞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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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注,也就没有现在;如果没有期望,也就没有将来.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但将来尚未存在,怎样会减少消耗呢? 过去已经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 这是由于人的思想工

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
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经存在心中.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 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

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 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间长,将
来尚未存在,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已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

的长期回忆.”〔８６〕

其二,随着意志原初的偏离,随着存在的重心从天国跌落到尘世,人不但削减了自己的本性,人还

随之而进入到了一个自我构建起来的虚幻不实的历史实在,即地上之城中去了.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他拒绝服从他的创造者,在傲慢中他把自身的权势视为自己的私人所有物,并陶醉于这一权势

之中.所以,他既是一个欺骗者 又是一个被骗者,因为没有存在者能够逃脱全能者的权势.他拒绝接

受实在(reality),并在他的骄傲自得中放肆地去伪造一个非实在(unreality)”〔８７〕.
说地上之城是一个“非实在”,说它虚幻不实,是指它是对原初的实在的偏离,并最终趋向于虚无.

“地上之城起源和终结于地上,它除了在此世可见的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希望”〔８８〕.
其三,历史的时间内部绝非仅有地上之城,使得历史的时间充满意义的正是在于经由恩典之经

世,一部分人开始悔改、觉醒,兴起了对上帝的爱,从而形成了一座漂泊中的上帝之城.对奥古斯丁而

言,上帝之城的全部现实性是由上帝本身所担保的,因为上帝之城本就是上帝亲手恩赐和拣选的结

果,在«忏悔录»卷１３中奥古斯丁这样写道:
“我们在羁旅之中已经得到保证,日后将成为光明:我们已经因希望而得救,已是光明之子,白昼

之子,不再是过去的黑夜之子,黑暗之子.在二者之间,在人类变化不定的意识中,只有你能区分,因
为你洞悉我们的心,你称光为昼,称暗为夜.除了你,谁能鉴别我们? 我们有什么不受自你的呢? 从

同一团泥,一块作成贵重的器皿,而另一块作成卑陋的器皿”〔８９〕

２．希望原理

历史的时间内部已经兴起了一座上帝之城.基督教意识在此却必须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

面,上帝之城已然是一种经验性的实在,因而任何把它抽象化为一种理想和原则的解读,都偏离了奥

古斯丁的意图.“因着信仰,在尘世就形成了上帝之城,它是由那些渴望呼唤上帝之名的人组成

的”〔９０〕.另一方面,任何因为历史的时间内部已然兴起了一座上帝之城,从而绝对肯定历史本身的做

法,也彻底误解了奥古斯丁.羁旅中的上帝之城一方面被外在的恶所包围,另一方面也依然处于和自

己内在的罪做斗争的进程之中.“只要我们依然处于肉身和灵性的内在纷争之中,我们就不能认为自

己已经获得幸福,而幸福是我们希望通过胜利达成的目标.谁会那么智慧,以至认为根本不必再与欲

望作战?”〔９１〕

历史的时间并不完全属于地上之城,但是,在历史的时间内部也并不会出现一种终极完美的状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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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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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就是奥古斯丁试图揭示的微妙平衡.奥古斯丁为他的著作«论三位一体»的第１５卷,也是最后

一卷取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人这一完善形象的绝对的不足之处”.
然而,如果说在历史的时间内部不会出现一种终极完美的状态,那么,奥古斯丁也由此打开了人

的存在的一个根本维度:希望的维度.人并不仅仅活在过去和当下,人也活在对将来的希望之中.
“人是在希望中作为复活之子活着的;上帝之城在羁旅中,也活在希望之中,而这源于对基督复活的信

仰”〔９２〕.
对基督教意识而言,希望最终意味着一种信任和托付,对道成肉身以及最后的终末审判的信任和

托付.希望意识是一种末世论意识.

四、结论

神人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即恩典与自由意志的辩证是奥古斯丁神哲学的重中之重.从意志原初

的偏离出发,我们进入到了人的本性的削减,以及历史实在的变迁,即地上之城的发展;而经由恩典之

作为,历史的内部萌生出了新的意志,人性开始与罪之链条作斗争,充满希望的新的历史实在在历史

时间内部展开自身,此即上帝之城.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世界历史的全部秘密不是在于历史的时间内

部,而是在于神之恩典进入了历史的时间内部,从而开启了世界历史的全新征程.
恩典与自由意志的辩证,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恩典的维度被切割了,剩下

的仅仅是那主导着自由意志的爱欲的迷狂了.比如,在霍布斯的人性学说那里,我们已经只能找到欲

望与激情近乎盲目的奔流,我们已经再也找不到那运行于欲望与激情之上的那一永恒的内在之光.
同样,在尼采那里,位于人性深处的那个处于永恒意欲状态中的权力意志构成我们存在的本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是一种遮蔽,它过分地使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地上之

城及其运行规律,而遮蔽了上帝之城这一历史实在.

７０２

〔９２〕 Ibid,Bookxv,chapter１８,p．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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