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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使论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创世记›字疏»、«论信望爱手册»等重要著作的主题之一.本文分创造、差遣

和国度三方面阐释奥古斯丁有关天使经世的神学:(１)天使经世与创造的关系:上帝在万物受造之先就以概念的方式将

万物内存于天使的心灵,天使的经世之能源于对上帝和受造物的智性直观.(２)天使经世与差遣的关系源于“神显”的
观念,天使以上帝的代理者身份奉差遣,但其奉差遣是非位格性的.(３)天使经世与国度的关系源于圣天使和圣民的联

合,他们的联合发生在上帝的意志之内;天使是这个联合的引导者,最终引导人抵达和平国度.本文还阐释了奥古斯丁

的天使论与创造论、差遣论和救赎论的神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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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是一位倾注了巨大热情研究天使的思想家.«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创世记›字
疏»、«‹约翰福音›布道集»和«论信望爱手册»等著作都有关于天使的详论:天使是上帝创造、差遣和国

度的重要部分.由天使之城到上帝之城,由创世到经世,上帝的作为因天使而起,并以天使之城发展

为上帝之城而终.就此而言,天使的经世是上帝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交集的重要因素,上帝之城与天使

神学息息相关.〔２〕 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心灵秩序和世界历史、永恒和时间的关系,处处都有天使经

世的特征.
本文从创造、差遣和国度三方面阐释奥古斯丁的天使神学.创造、差遣和国度都指向“经世”范

畴,也是天使神学的主要内容.关于经世(οι,κονομɑ,),G．L．Prestige认为主要有如下内涵:(１)上帝在

创造活动和救赎历史中显明其本性:〔３〕上帝在向受造物显明其计划时,他是以神圣的行动展示其本

体.(２)上帝的经世是他命定的方式,用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时尤与道成肉身相关.〔４〕 (３)经世(οι,

κονομε＇ω)与管理和行政职能相关,指主教或者公民机构的职权,具有安排和计划的意思,〔５〕指上帝以

神意的方式馈赠和提供恩赐,或者上帝设计和安排各种事件.〔６〕 (４)经世有上帝俯就、适应与和解的

意思,在某个程度上指从人的角度,依照人的考虑俯就上帝自身,〔７〕描述的是上帝对于人类事务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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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８〕也指在人的生活中所显明的自然法则和精神法则等形式,〔９〕具有盟约般的约束力.〔１０〕

(５)当经世与δυνα＇μεις(powers/权能)关联使用时,天使就成为“神显”的权能之一,〔１１〕指上帝用圣善天

使建立起对于宇宙的管理,〔１２〕并毁灭堕落天使这样的败坏的力量,因此天使运用其能力也被称为“经
世”.〔１３〕 总之,经世的观念主要被用于上帝,也被用于天使.

奥古斯丁把“经世”用于天使,显然与“神显”(theophanies)即上帝的自我显明紧密相关.“神显”
是上帝的一种俯就活动:他以受造物的形式显现其自身.旧约的上帝“神显”为天使,是上帝管理自然

宇宙和人类历史的主要方式.因此上帝的俯就恰切地描述了其经世的方式,因为人类只能够通过人

格的代理者(personalagency)才能理解上帝.〔１４〕 上帝俯就在各类代理者之间,他们包括天使、先知和

其他事物,天使则是上帝“神显”的主要代理者.经世与神显的关系表现为天使的受差遣,上帝在永恒

中就已经安排了救赎,也就是已经安排了对天使的差遣.因此,研究天使的奉差遣,研究天使在上帝

的创造、差遣和国度里面的工作,构成奥古斯丁的天使经世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

天使的经世活动最先与上帝的创造活动相关.上帝的创造活动是三位一体上帝经世的开始,天
使的受造及其受造属性使得他们能够参与上帝的经世活动.上帝是绝对主体,是经世活动的始终掌

握者;天使则是经世活动的主要执行者.天使之所以能够作为经世的行动者参与上帝历史和人类历

史,在于他们从上帝的受造活动中获得只有上帝所具有的理智性,他们是完全的灵性受造物(spiritalis
iamfactaetformatacreatura),〔１５〕因此得以参与上帝创造、护理到救赎的全部工作.在上帝的创世之

工中,天使的角色极为特殊:一方面他们是受造者,是受造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经世的

权柄,能够运用他们的能力协助上帝的创造.后面这部分内容涉及奥古斯丁有关上帝创世与经世的

复杂阐释,是其天使经世神学的重要内容,因为奥古斯丁认为好天使决定了上帝之城的性质.〔１６〕

天使是上帝特殊的创造,他们从这种受造活动中获得经世能力.圣经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了上帝

的创造活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记»１:１)“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

着他造的.”(«约翰福音»１:３)奥古斯丁认为这经文包含了天使的受造,而人们通常只理解为上帝藉着

基督创造了世界万物.诚然上帝是藉着基督造了万物,然而奥古斯丁认为这只是简化版的表达形式.
他认为准确而复杂的表达是:宇宙万物最先以概念的形式被造在天使的心里,因此天使拥有受造的智

慧;在天使受造之后,有形的万物(除人之外)例如可见的天和地才存在于自然秩序之中.〔１７〕 奥古斯

丁认为上帝创造按照如下秩序:上帝先创造包含宇宙万物的天使之心,再创造有形的天使,又把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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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天使心中的宇宙万物的“观念”转化成宇宙万物.他以此指出:天使虽然不知道他们自身受造

的奥秘,但参与了上帝创世的全过程.〔１８〕 由于天使全程参与了上帝的创造,由于有形的宇宙万物起

初原就存于天使之心,因此天使如上帝一样知悉宇宙受造的奥秘,〔１９〕拥有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智慧,
得赋经世的能力.

奥古斯丁有关天使智慧的论述,又可分为如下五个方面的主题.(１)如果上帝以天使为媒介创造

万物,那么如何理解基督在创造中的地位? 天使和基督都是创造的媒介,两者是否存在冲突? 又当如

何协调? (２)天使作为媒介是如何传递其功能的? 天使是既作为“存在”(是)和“行动者”还是仅仅作

为“行动者”参与在创造和受造关系之中? (３)如果天使是作为“存在”(是)参与在受造物中,这如何可

能? 因为只有上帝和基督能够赋予受造物以“是”? (４)如果天使只是作为“行动者”参与在创造关系

之中,这又是什么意思? 是否可以说:在创造活动中,天使并没有把属于天使的“是”赋予万物,他们只

是作为上帝创造活动里面的经世者即管理者或者助手,负责把上帝创造的“是”赋予受造物? 或者(５)
受造物接受的“是”来自基督,因为它们是藉基督造的,天使只是协助上帝把受造物各自的“是”放在受

造物里面? 受造物以天使为媒介,指的是受造物把上帝放在天使心中的宇宙秩序显示出来.
这五个主题都涉及“是/存在”和“行动”的关系:在上帝的创造活动之中,天使是作为“存在/是”参

与在受造物中还是只作为“行动”参与在受造物中? 奥古斯丁认为唯有基督作为“存在/是”参与在上

帝的创造活动中的,天使不可能以“存在/是”参与受造物.奥古斯丁解释了“上帝说‘要有’”这句

经文,认为这是指圣父上帝与圣子上帝说话,“圣经把造物界的起源放在作为开端的他里面,造物

界的完全在于作为道的他,因为这造物界被召回到他面前,通过它与造物主的统一,并以它自己的方

式效仿神圣样式(prosuogenereimitandoformam),从而得以形成.”〔２０〕造物界与造物主统一,是以造

物主为神圣样式.受造物分有的不是天使的“存在/是”,而是分有圣子的“存在/是”.
奥古斯丁认为天使的智慧只是作为行动者所拥有的受造物智慧.天使在受造物里面的协助活动

可以理解为“经世活动”,是一种安排活动,负责协助上帝建立秩序.宇宙万物例如“天”先是根据圣子

即受生的智慧被安排在上帝的道里面,〔２１〕也就是说,“天”依据圣子受造又被放在天使的心灵里面.
但是受造的“天”在被安放在天使心里时,还没有显现为可见的“天”,其他自然万物也是如此.〔２２〕 天

使之心就象是受造物未造之先的概念容器,它存放着这些未显明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此时还是有关

自然万物的观念而非实物.上帝把天这样自然物的观念放在天使的心里面.然而天使没有塑造自然

万物的“存在/是”,天使的智慧来自于其经世行动中上帝的分派,天使的其他经世活动与此紧紧相关.
“当关于随后要创造什么的知识浇灌在天使心里,当他们后来又在被造物自身中获得关于它们的知识

时,他们都得到了上帝的教导.”〔２３〕天使因为有受造万物的智慧,就比其他万物更通晓宇宙及受造物,
他们享有关于神的完全直观(fullvisioDei),〔２４〕能够作为行动者参与在创世之中.奥古斯丁这样说:
“被造之物在一定意义上先造在天使的本性里,天使通过某种神秘的活动先在上帝之道里看见这个将

要被造的世界.”〔２５〕因此,天使既可以帮助上帝管理也可以操控其他受造物.堕落的天使在离开上帝

后,仍然能够用他从上帝安排在他心里的智慧操控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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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经世活动的基础在于其智慧性或者说智性,人和其他万物都没有这种智性能力.〔２６〕 天使的

经世智慧在于:他们在受造之初就拥有关于基督之“存在/是”和受造万物之“存在/是”的知识.〔２７〕 首

先,天使知道圣道即圣子的知识,“他们常见上帝的面,并享有他的道,就是他的独生子,与父同等的;
智慧也首先造在圣天使里面.”(sempervideantfaciemDei,VerboqueeiusunigenitoFiliosicutPatri
aequalisestperfruantur,inquibusprimaomniumcreataestsapientia)〔２８〕其次,天使也知道自然万物

的知识.“他们知道整个造物界,看见所有造物被造的原因(rationes).”〔２９〕可见,天使以两种方式

知道受造界事物的知识:(１)他们在上帝之道里面时就已经知道自然万物的知识了,因为自然万物都

是藉着上帝之道造的,天使知道上帝之道,他们自然也就知道藉着上帝之道造的自然万物的知识.
(２)天使也知道被造出来之后的自然万物的知识,因为受造万物在被作为有形的事物出现时,它们已

经作为观念存在于天使的心灵中.他们能够作为上帝创世活动的管理者,他们之所以具有这种管理

智慧,就如经世这个词所示的行政意义,是因为上帝的经世活动已经显现在天使的心灵里面.
因此,天使所具有的关于上帝和受造物的智慧使得他们能够经世,知识是其经世的能力所在.天

使有关于事物秩序的全备知识,它们都来自于上帝.奥古斯丁认为,圣经用白昼、晚上和早晨来表达

事物秩序的知识,天使不仅在他们自己的本性里面知道万物的知识,而且在万物实际受造之后从万物

的本性里面知道它们.〔３０〕 关于万物的知识属于低级的知识,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属于“夜”这个秩

序.〔３１〕 圣经所谓的高级知识,就是在造物主里面寻求喜乐,这就是天使所拥有的早晨的知识.〔３２〕 所

谓白昼的知识,就是安息在主里面的知识.〔３３〕 无论是“夜”还是“昼”,这种所谓的“天使的时间”都不

是我们在先后关系的意义上所理解的时间性知识,不是如人那样基于盼望和记忆的智慧,而是天使的

心灵在上帝里面得安息的智慧,也就是安息的智慧.〔３４〕 总而言之,奥古斯丁有关«创世记»的诠释中

已经包含了天使经世的神学阐释,已经有关于两种生活方式即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论述.〔３５〕

二

天使的经世主要体现为他们奉上帝差遣,执行上帝的旨意〔３６〕护理宇宙万物.差遣是奥古斯丁经

世三一的重要概念:基督是救恩意义上的奉差遣者;天使是旧约中奉差的上帝的代理者,他们执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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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事务但不具有救恩效果,他们的奉差遣主要是护理,差遣体现了护理的含义.在旧约里面,差遣

与“神显”紧紧相关.三位一体上帝的神显有位格之分,上帝的不同位格以天使和其他存在物的方式

显明他自身和不同的位格.旧约围绕着位格、神显、差遣和经世形成一系列相关的神学阐释,神显是

天使奉差遣的含义之一.圣父以火焰、云柱、火柱和山上的闪电显明,〔３７〕圣子要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才

受差遣〔３８〕.神显既然被表达为天使的奉差遣,那就说明它是天使的经世,是上帝差遣天使护理世界.
然而单纯凭着神显难以分出圣父、圣子和圣灵位格,只能说明是同一位上帝向历史中的人类显明出他

的大能和救恩,但还没有揭示同一位上帝的不同位格与救恩的关系;单纯的神显只说明是上帝而不是

圣父、圣子或者圣灵,是不分位格的同一位上帝.〔３９〕 然而上帝的经世也是位格的经世,上帝的行动还

体现为位格与救赎的关系,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位格与差遣的关系.事实上,奥古斯丁不仅指出了圣

父、圣子和圣灵同一位上帝的经世,而且还指出了位格与救恩的经世.因此神显不仅关乎同一位上

帝,而且关乎不同位格.要达成此议,就要由上帝的经世进入位格的经世,以实现有关差遣的更细致

分析.在奥古斯丁看来,差遣里面包含着位格经世的奥秘:它指出只有圣子和圣灵是奉差遣,但从来

没有说圣父是被差遣的.〔４０〕 此外,天使也奉差遣.天使的受差遣不是位格意义上的差遣,而是纯粹

代理意义上的差遣.因此,一方面,三位格的区分就透过差遣清楚被表明出来:圣父是差遣者而不是

被差遣者;圣子是被圣父差遣,圣灵则为圣父和圣子差遣;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天使的经世与上帝的经

世的区别:上帝是位格性的差遣和奉差遣,天使则是非位格性的奉差遣.
由于天使的奉差遣是非位格性的,因此天使不会把他自身的意志和“是”加于受造物.在这个意

义上,天使(这里专指圣天使)的受差遣是单纯的“神显”,天使在旧约里面的经世就是被差遣的神显.
首先,作为神显,天使的奉差遣活动在上帝经世之下,是服役式的受差遣,而不是本着他自身的意志和

他的“是”.由于天使知悉上帝创造的所有智慧,〔４１〕也明白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们拥有完成奉上帝差

遣之命的智慧.其次,天使的奉差遣完全是受委托的差遣,是作为代理者的差遣.〔４２〕 因为任何这些

事件都是一种行动,而任何的行动都有完成事件的代理者.〔４３〕 总之,天使的奉差遣与他们作为代理

者相关.他们作为代理者是天使“神显”的本质:天使的神显不是要显出他们自身的“是”和他们的“意
志”来,而在于显出神来.天使以上帝为“是”,他们的服役满含上帝的智慧.天使的智慧不依凭于他

们的“是”,也不使用他们的“是”,他们的智慧在于他们是单纯的执行者,是基于授予、被造和分配的原

则.〔４４〕 奥古斯丁用“智慧人”比喻圣天使的服役,他特别强调他们是在行动上请教于真理,他们的

“是”在于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是”在于知道并听从真理,上帝向天使宣明关于万物的智慧.〔４５〕 上帝

的智慧,圣天使的“是”就是圣天使的代理式经世,他们的“是”就是他们的行动.
由于天使的经世并不包含着天使的“是”,〔４６〕天使的经世也就不是以其位格为基础,天使的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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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上帝创造的智慧为行动的力量.〔４７〕 简言之,天使的“是”就是天使的行动.人由于是根据上帝的

形像所造,因而具有位格性.天使不是根据上帝的形像造的,因此奥古斯丁没有讨论天使的位格性.
由此,天使的经世也不与位格性相关.由于上帝的“是”联合万物,三位格的上帝在神显中以位格性临

在.听命于上帝的圣天使的奉差遣虽然并不包含他自身的位格性,却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位格性临

在.奥古斯丁这样说:“在那里‘上帝以诸灵为天使,以火焰为仆役’.他的旨意,在天上彼此和睦友好

由一种属灵的爱火联合为一的诸灵中,是如同在自己的爱里和圣殿中坐在高矗圣洁秘密的座位上一

样,从那里通过受造者最规律的活动将自己渗透万物,先是渗透属灵,后是渗透属物的;并且照着理智

本身不变的美意来使用一切,不管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不管他们是有理性的还是无理性的,不管他

们因得了他的恩典是善的,还是由于他们的意志而是恶的.”〔４８〕奥古斯丁指出了如下两方面:(１)上帝

用他的“是”统领万物,透过创造活动将自己渗透在万物之中;(２)天使作为灵界的存在凭着上帝的爱

火合而为一,天使则奉上帝的差遣用理智本身不变的美意使用一切.因此,整个宇宙是在上帝自有永

有的本体之下,并由天使这个层级的灵界存在物使用上帝的智慧加以管理,上帝的智慧都是天使经世

的原因.〔４９〕 这里,奥古斯丁强调的是藉着天使之助所显明的经世,而他又特别地把经世解释为护理.
天使经世的能力〔５０〕源于其在受造时所拥有的永恒智慧.天使们知道上帝创始成终的智慧,他被

赋予高于人的经世能力,这些能力不为人和其他万物所具有.以堕落的天使为例,他们握有魔术的权

能,但是作恶来自于其意志而不是其能力.〔５１〕 «出埃及记»中的埃及术士能施魔法,奥古斯丁认为这

是堕落的天使们参与的结果.〔５２〕 这就可以看出恶天使的能力高于人,因为他们深悉宇宙万物的本

性,他们能够做出一些人所不能够达到的能力.而恶天使的这般能力来自于他们的知识.〔５３〕 恶天使

虽然具有知道自然万物的能力,当他们作恶时他们看起来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作恶,反使自己处在奴

役之中.〔５４〕 那些术士能够把杖变作蛇,他们却变不出虱子来,而术士们把虱子称为“上帝的手指”.〔５５〕

天使的这种经世能力来自于上帝的授权,他们也弱于上帝.虽然有形之物看起来是服从天使的权柄,
实际上天使服从于上帝的吩咐,“上帝决定从他至尊、属灵、不变的宝座赐给他们这一权柄(aquohaec
potestasdaturquantuminsublimietspiritalisedeincommutabilisiudicat).”〔５６〕

天使的奉差遣使用了许多形式.由于没有人能够在上帝的显现面前站立,在旧约中上帝经常将

他自身显示为天使,天使则以上帝之名向人说话,例如«出埃及记»第３章第６节向摩西说话的上帝显

示为天使,“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５７〕上帝有时候也将自身显示为天使之

外的某物,但仍然都由天使执行,例如«诗篇»提到的火与冰雹、雪和雾气等等,他们来自于上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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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天使执行,〔５８〕云柱和火柱也是由天使执行.〔５９〕 可见,天使的经世能力远超过人所想象的.在

旧约中,上帝还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位格性透过天使向人显现出来,天使们有时表达的是圣父位格、
有时为圣子位格、有时为圣灵位格,这成为旧约最重要的神显,圣天使在新约中也继续发挥作用.〔６０〕

尽管天使有种种经世之能,也能够代表上帝的三位格,然而天使的经世都是出于上帝的容许,无
论是圣善的天使还是堕落的天使都是如此.这是天使经世的重要特性:天使作为代理者不具有他们

自身的意志.以埃及术士施展的魔法而言,堕落的天使仿佛具有支配万物自然元素进行创造的能力,
然而奥古斯丁说,“我们绝不能因为术士们通过恶天使变出了蛙和蛇来抵挡上帝的仆人,就称恶天使

为创造者.”〔６１〕善天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善天使还是恶天使,他们都是在上帝委托之下工作,然而表

面上象是作为委托者天使的工作,善恶天使在经世活动中的不同在于他们使用意志的方式.〔６２〕 无论

他们或善或恶地使用意志,他们的行动都在上帝的意志之下.

三

就终末而言,天使的经世与上帝的国度相关.天使虽然不是救赎的施行者,但天使的经世仍然是

上帝救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帝最初创造的是“天外之天”,它是一座天使之城.奥古斯丁这样

说道,上帝“以一种纯粹而神奇的方式知道万物,拥有稳定不变的知识.不过,上帝拥有天使,为了我

们的缘故,也为了天使的缘故.因为这样顺从上帝,侍奉上帝,寻求他关于低级造物的谋略,遵守他的

神圣戒律和命令,对他们是一种好,与他们自己的本性和本体相吻合.天使在希腊语里称为angeloi,
在宽泛意义上我们用这个词指称整个天上之城,我们认为这是第一日创造的.”〔６３〕天使之城与上帝第

六日创造的伊甸园,本来分处在宇宙秩序的两个层面,然而堕落的天使出于控制地上人类的意志,使
得受造物(包括堕落的天使和人类)不再活在上帝命定的秩序之下.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要将得救的人

类由天使之城迁入上帝国度,这也改变了天使之城的性质.在终末的意义上,上帝之城将由生活在原

先天使之城中的圣天使和得救的人类共同构成新的国度.天使在上帝的国度中始终保持重要地位,
是上帝国度的根源.

天使的分裂造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成为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对立的起源.〔６４〕 圣经对于这两

个天使集团早就有清楚的显示,它以光暗称呼他们.好的天使被称为光(illos(boniangeli)lucem
meritoappellari),奥古斯丁引用«以弗所书»５:８为证,“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他认为这里面的光

明的指的是圣天使.〔６５〕 他又引用«彼得后书»２:４为堕落天使的证明,“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

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奥古斯丁认为这里的黑暗(tenebrae)意味着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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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maliangeli).〔６６〕 这两处经文的光和暗对应于«创世记»１:３,“就把光暗分开了”,这里的“光暗”
就是圣天使和堕落天使的分离.圣天使是在上帝里面享有神圣安息的一族,黑暗的天使则是污秽地

爱着他们自身的一族.这两个天使团体彼此不同,相互对立.〔６７〕 堕落天使引发了生活在伊甸园里的

人们与上帝的对抗,因此地上之城缘起于堕落的天使,圣善的天使则协助上帝恢复受造物的国度.
这就形成了“四个群体”和“两个城”的对立.四个群体是“堕落的天使”和“圣善的天使”、“恶人”

和“善人”;四个群体分为“两城”:“只有两个城,也就是两个团体,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两个城中

都既有天使,也有人类.”〔６８〕因着恶天使在天使群体中的堕落,上帝拣选了忠诚于上帝的那部分人填

补了恶天使的空缺,因此得救之人和圣天使组成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中,不只有天使,圣善国度不

再被称为天使之城,而是被称为上帝之城.〔６９〕 恶人和恶天使则构成地上之城.如果没有天使的堕

落,就不会有地上之城,因为天使有天使之城,人有伊甸园,天使和人都在圣善的秩序之中.天使的堕

落导致伊甸园违背诫命的事件,这不是说人的犯罪是因为堕落的天使,然而天使的堕落引发了人的堕

落.人虽然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天使的圣善国度仍然存在,堕落的天使则掌控了地上之城.
可见天使的经世推动着天使之城向上帝之城运行,天使和人被共同卷入上帝的国度.在旧约时

代,国度观念透过神显展开.天使是神显的代理者,主导者却是上帝.天使把上帝国度的观念带入教

会,护理上帝的百姓回归上帝国度.正如经世这个词在教父时代所表达的,即合乎主教的意志管理教

会的财产,是上帝国度在人间的一种表达.〔７０〕 在此世来说,天使经世在于护理上帝的百姓过圣洁的

生活,而不是落入到堕落天使的国度之中.地上之城里面的上帝国度即教会的展开,能使天使之城的

空缺得以重新补全.〔７１〕

奥古斯丁指出两类天使是两种国度的不同引导者,他们的区分不是基于他们的自然能力,而是基

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经世与国度的关系不在于能力的属性,而出于意志.因此,上帝国度的引导出

于上帝的意志,天使们则协助执行上帝国度的意志.天使透过与人们结成共同体来实现国度意

志,〔７２〕“亲近上帝,就是好的天使幸福的原因;我们也就会理解,相反,不亲近上帝,就是坏的天使变悲

惨的原因.”〔７３〕因着这两类天使的不同引导,人类历史的情况有不同的结局:有亲近上帝的人也有远

离上帝的人,总体而言就分为两个集团:上帝国度的公民将获得神圣天使的不朽性,上帝成为这样一

个国度的缔造者.〔７４〕 地上之城的人将随着他们的盅惑者往永刑里面去,他们所遭受的惩罚也没有

终结.〔７５〕

天使的反叛缘于其挣脱上帝的意志而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度.天使之城的堕落是因为国度、本性

与意志之间的冲突,天使之城的冲突是天使自身的意志与他们执行上帝意志的决心之间的冲突.在

某种程度上,天使们似乎拥有能够脱离上帝意志的能力,然而实则不能.天使就其本性而言,都是理

智的灵性存在者.这些灵性存在者有能力理解上帝.上帝为天使群体设立了神圣的上界之城,天使

群体之所以幸福而完全地存在,是因为他们享有上帝并以上帝为其共有的生命和滋养.上帝除了使

０７１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Augusitne,DeCivitateDei１１．３３.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第１１卷第３３章．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第１１卷第３３章．
同上书,第１２卷第１章第１节．
奥古斯丁,«‹创世记›字疏»(上),第５卷第１９章第３８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第２２卷第１章第２节．
G．L．Prestige,GodinPatristicThought,p．５７．
奥古斯丁,«论信望爱手册»第６１章,见于«论信望爱»(许一新译),第６３页,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第１０卷第１２章．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第１２卷第１章第２节;奥古斯丁 Augustine,«论真宗教»Lunzhenzongjiao[OntheTure

Religion],第１３章第２６节,见于奥古斯丁 Augustine,«论秩序»Lunzhixu[OntheOrder],石敏敏Shiminmin译,(北京Beijing: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ese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１７),２２１．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第２２卷第１章第１节．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第２１卷第２３章．



石敏敏:奥古斯丁论天使的经世

自己成为天使的目的、赋予天使以理智之外,还赋予天使以自由抉择的意志.〔７６〕 自由抉择的能力是

善的,然而这种善的自由抉择能力作为意志活动违背其理智的本性,就会离开幸福而过悲惨的生活.
悲惨生活的自由意志常常成为对于理智生活的优势,而其所谓的优势实在是出于骄傲.〔７７〕 堕落的天

使不能够管理他的意志,将他所具有的能力用于他自身国度的建造,并且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智慧,他
的骄傲意志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认为他可以使用上帝,这背后是对于自由的错误理解,以为它能

够实现自我的目的即快乐.〔７８〕 堕落的天使以其所知道的知识蔑视上帝的智慧,其对于知识目的的错

误使用,就是对于智慧的滥用.〔７９〕 滥用是一种虚假的快乐,〔８０〕其背后都是骄傲的意志.在这样的经

世里面,全部都是堕落天使的虚假的自由,就是滥用上帝为他准备的经世知识.由于这种经世成了罪

恶的根源,天使就活在虚假的快乐之中,虚假快乐的本质是虚假的自由,奥古斯丁也称之为“囚徒们的

虚假自由”(mancamlibertatemcaptivus).〔８１〕 堕落的天使和堕落的人所组成的地上之城,就是囚徒式

的自由.
上帝的自由和堕落天使的囚徒式的自由来自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度意志,它们的自由是两种不同

的意志的安排,分别构成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动力因:上帝和自我.因此,救恩历史的经世在于管

理意志,包括管理欲求和提供欲求的供应.〔８２〕 堕落天使用虚假的国度意志管理自由,其意志蕴含着

太多的管理的错误动力,以致于种种安排只会趋向于无秩序的状态,〔８３〕因此,天使之城堕落的隐在奥

秘就是滥用上帝之爱的意志,圣善的天使则遵照上帝的意志向着人类揭开上帝在基督里面隐藏的正

义的意志,就是以上帝的爱为意志的法则,〔８４〕并使堕落的天使顺服.〔８５〕

圣善的天使引导天使之城成为上帝的国度,引导原本堕落的人成为上帝国度的人民,〔８６〕按照好

的意志也就是上帝的意志联结成以上帝为中心的团体,〔８７〕用上帝的意志管理万物,使凡事都在上帝

的意志活动里面.〔８８〕 在由天使之城进入上帝之城后,天使之城的国度意志和得救之人的国度意志被

联结为不再堕落的上帝国度,就是这里所说的“好的意志”.在上帝国度里面的意志不会再堕落.最

终,自由的上帝国度,超出了所有败坏之可能性,圣善的天使把上帝的百姓带入其中.他们在经世活

动中使自己处在自身意志的无有之中,处在对上帝智慧的极度渴求之中,这是上帝之城的敬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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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８９〕

圣天使和圣民的自由意志联结在上帝的意志之中,造成了超越天使之城和伊甸园及教会中人类

意志的意志,这是新国度的意志,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分的自由意志,〔９０〕它是朝向和平敬虔的

意志,〔９１〕因为敬虔的意志本意为“合宜的崇拜”,〔９２〕就是向上帝而不是向其他存在物献上敬拜.“他们

不愿意我们向他们自己献上祭献,知道他们和我们都要向他祭献.”〔９３〕上帝的国度意志使人拥有真正

的自由:它是使人不再犯罪的自由;在天使之城和伊甸园中,受造物的意志拥有的自由能使人不犯罪,
堕落的天使和人类的自由只能犯罪.

奥古斯丁用“和平”(pax)国度的观念来表达“上帝之城”的意志特性,上帝的国度实现了社会的和

平与神意的秩序.〔９４〕 和平是对上帝国度的意志的更适切表达,天使藉着上帝的帮助把人们带回上帝

的和平.上帝国度的和平超乎人们的意料,也超乎天使们的意料,〔９５〕使得上帝国度与天使之城区别

开来:在这个城里面每个存在者都看到自身之中伟大的善,不会再有嫉妒产生,例如其他天使不会嫉

妒大天使,他们都处在最和平与和谐的限制之中,所有器官都和平地包含在整个身体之中,都不贪图

更多的赐与.〔９６〕 这是上帝国度的敬虔,是真正的宗教,是正确的敬虔,就是将上帝应得的侍奉全部给

他.〔９７〕 和平是基督徒最终达到的善,而新耶路撒冷是和平的异象,上帝之城则是和平本身.〔９８〕 因此,
天使的经世是建立上帝国度的和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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