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與宗教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Deutsch-Chinesische Konferenz 德中学术会议

RELIGIONSPHILOSOPHIE WEST

或哲学－或宗教
论谢林和克尔凯郭尔之跨越学科界限

Hans Feger,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在我的报告中，我不想首先从人类学角度处理宗教与哲学之间的悖谬关系，即使在如今的跨

文化讨论中，这个进路是非常时兴的。我准备考虑几个本体论的前提，这些前提在人类学的

事实中经常未被考虑，但对于此事实而言却是极为重要。这背后的问题并不是说，当我们哲

学地追问我们的宗教维度之时，我们是如何理解自己之为人的，而毋宁是，去尝试将一种像

海德格尔从哲学传统中所吸纳的那种并未触及根基的真理概念重新纳入视野，并借着宗教真

理的问题追问其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对人类学有着重要意义的是谢林的神谱学，海德格尔

从中吸纳了“存在”与“存在之根基”两者的本体论区分。与海德格尔不同，谢林的这一区

分明显具有神学基础，也就是依赖一种本体论上的假设，即每种存在都必然有其根基／原

因。借助这一区分，谢林得以思考一种对于人类学至关重要的上帝概念，同时又不需放弃这

一概念在欧洲传统中特有的一致性。克尔凯郭尔也诉诸了这一区分，但并未将其和一种外在

于时间的自我设定联系在一起，而是在个体的自我决断意义上理解它。在其生活诸阶段理论

中，他描述了人格的发展史，其中对宗教和哲学的悖论式的根本对抗进行了悲观的重述。只

有在进入信仰的飞跃中，只有承认超越性存在于内在性之中，这一对抗才得以解决。人之为

人是否包含某种超人格的因素，这种因素只有在人格发展的最后阶段才能有所意识、在此阶

段才能够承认它是自我形成过程的根本条件——这是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所关注的重点，也

正是这一点令他的存在哲学超越了萨特所谓的“暂时性”概念。在我看来，克尔凯郭尔的存

在分析对于自我超越的问题——为何人格永远不会满足于源出于其自身本质的东西，而是总

是追求他者所带来的补充，从而追求某种完整性——很有启发意义，若是为了在我们的思维

中确立宗教的地位则尤其如此。

我的论证分两个步骤。1、就谢林的两部著作《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809）以及《启示哲

学》中对消极哲学和积极哲学的区分，指明谢林的问题域在德意志观念论的沃土上为克尔凯

郭尔的存在分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2、指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分析对现代宗教理解的影

响。

1a. 谢林自由论中对“存在之根基”与“存在者”的区分

谢林对“存在之根基”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分，首先可被视为是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自然

哲学方面的深化的后果。谢林 1809年在其《对人类自由之本质的哲学研究》中提出了“以

自由为哲学的唯一和全部”这一理想主义的要求，并联系到对自然之开端的思辨。在这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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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中，世界的根基首先应被视为“非存在”，以便将其凸显为一个变化的过程。回到自然的

开端这一本体论前提是谢林关于自由的极端思想的后果。借助这一极端思想，他想要将自发

的自由与自我决定的自由扩展为一个真实的和活生生的概念。他的潜在动机是，康德的纯形

式的自由概念需要一个积极(positiv)的概念作为补充，以便在道德立场之外确定作为道德立

场之主体的个体生存的地位。这里所要求的不仅是理性道德的善，还应强调恶作为理性的对

立面。这种无根基的恶独立于任何其他给出的因素，有着自身的实在核心，标志着堕落的可

能性。克尔凯郭尔在其《恐惧的概念》中有着类似的表达：“只有对自由而言，或者在自由

中才存在善恶之分，并且，绝不是作为抽象的概念分别，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用存在

主义改造康德的道德哲学令谢林开始重拾神学的问题。

谢林将恶的概念从人类学拓展到创世神学的领域，这样做的结果是引出了令人惊讶的神学前

提，即他著名的“存在之根基”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分。这一区分适用于一切存在的本

质，甚至上帝的本质。他不将恶单单看作对行为准则的背叛（康德宗教哲学），而是向前迈

出重要的一步，从更基础的东西即自由中导出恶的可能，自由则被定义为人类特有的能力，

向善与作恶的能力。这样做的后果是惊人的：正由于人类的自由拥有走向虚无的可能，即作

恶的纯粹可能性（这是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误读），上帝则不应为恶负责，反而应当免责；作

恶对于上帝来说甚至不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上帝那里的善恶二原则是不可分且合一的，而对

人的本质而言则是有区分因而分裂的。如此看来，上帝与世界的同一性不会扬弃人的自由，

康德从被决定的自然这一假设下进行的形而上学的考虑得出的类似结论因而不能成立。因

为，创世并非绝对的决定论，而是上帝自我启示在自由的造物中。因此可以说，内在于上帝

的自然——“存在的根基”——在人类中弱化成“造物的私心（Eigenwille）”，而上帝作

为“存在者”则化为人类的“公心（Universalwille）”。正如内在于上帝的自然作为其存在

的根基是一种“虽与上帝不可分离，却不同于他的本质”(VII, 358) ，而人类虽然是最初自

然或是说“原初意志”(VII, 364)的代表，但其人格相对于其根基而言却是相对的。一方

面，人起源于内在于上帝的自然，即“在上帝自身却不同于他自身者”，并因此是一种创造

性的造物；而另一方面，人是精神对世界的入侵，是一种反思着的神性本质，并且代表上帝

而做工。人作为上帝的镜子，上帝从中看到了自己。这也意味着，如今重要的是人类自身所

具备的开放的自由：他究竟站在包涵他自身的促进万物和谐的意志一方，还是为一己私利牺

牲公共性。面对这一选择，他承担起了创世所带来的责任。人类的自由显于造物主来说只具

有相对的自主性。这一不稳定的自由，或者说恐惧，正来自作恶的可能。人所面临的挑战

是，用神学的语言来讲，人的自利心是否能够自觉隶属于公心而成为其工具，做善工并彰显

神迹，而非反过来作恶，用公心作为自利心的工具，从而背叛万物和谐。人的生命虽是精

神，却依旧是有限的，这里存在着人类需要应付的挑战，即阻止他从善的力量。

谢林将自由概念从意志的自律中解脱了出来并建立在自然之上，由此导致上述过程在生存中

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自由与同一性的分离：“同一性成了行为自由的主体性之选择的对

象，成了一个棘手的概念。”谢林有一个类似后来克尔凯郭尔思想的表述：“主体永远不能

以何所是来把握。”因为欲求着自己的人不会爱神。虽然每一个体都有其自身所向的核心，

但利己主义是一种束缚，它只为自我保存而服务，从而悬搁了自由。一旦将自我抬高为“公

心”，而非贬斥其为“基础和工具” (VII, 389)，对谢林来说，这一意志的矛盾的世界关

联就会变得很成问题，且具有破坏性。而对后来的克尔凯郭尔来说，这相当于绝望地想成为

自身。倘若这一差异未能被追溯到设定这一关系的上帝，那么生存地看来，绝望、分裂和病

态就成为生活的主题。克尔凯郭尔如谢林那般将自我的结构表述为一种否定性的依从关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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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整个关系链：“绝望是自身同自身相关的综合关系中的错位关系”。与克尔凯郭尔类

似，谢林将这一关系统一体中的错位称为疾病。因此，谢林的自由论可视为后来克尔凯郭尔

罪性神学中的绝望基础上的自我概念的先驱。

据此，谢林的体系诉求是分裂的。虽然上帝之中，存在的根基在先；但存在依然是其根基的

前提。这从一个生存着的主体的视角看来像是循环论证，对于一个（除它之外别无他物的）

绝对者而言却必然是合一的。而绝对者同时也是个活生生的存在，甚至就相当于生命本身。

通过讨论雅各比富有争议的论点，谢林想要表明的是，依赖性并不能扬弃自主性，甚至不能

扬弃自由，而“根基的原则(...)具有与同一律一样的原初性”。“任何抽象的体系都令人

格成为不可能”——在这一批判的背景下，他尝试去构想一个超泛神论的体系，其中任何一

个部分都能表明自由为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上帝作为形成过程之形成（Werden des 
Werdens）的自我表达。这一解读也符合泛神论所谓一切都是上帝的公式。他的阐述从对人

自由之起源进行回忆式的重述开始，重新赋予神学的含义，从而将其从“纯粹理性的界限内

的宗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对谢林的体系诉求来说重要的是，他并不从一种“对神的相对

依赖”出发，而是以“对神的绝对依赖”为起点。“在神的智性中存在一个体系，而神本身

则不是体系，而是生命。” (VII, 399) 这两个貌似相斥的说法若是合一而论，则可理解为

何我将这一构想称为人类学的。因为，人的灵魂是“创世的知情者”。因而，谢林在其世界

诸时代哲学中得出结论说：“能够从头开始书写自己的生命的人，必然能将整个宇宙史缩略

其中(VIII, 207)。”关于这一点不再详述，我想从这里过渡到对克尔凯郭尔的讨论。

克尔凯郭尔从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立场上重新拾起并逆转了这个开放性体系的问题，并以其生

存中的自由概念阐述了与思辨唯心论决裂并反对一切体系的极端立场，他说，存在“对上帝

而言本身就是个体系；但对任何一个生存着的精神而言却绝不可能如此。”对克尔凯郭尔来

说，谢林虽然立场接近，但仍旧是个将存在归于思辨的典型，而一旦归于思辨，存在就变得

毫无意义，因为在思辨活动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最终决断”。恰恰从这一误读可以看出，克

尔凯郭尔其实是在谢林的问题域下工作的，即：存在的体系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被构想为一

种自由的体系。

1b. 谢林哲学中从消极哲学的终点通向积极哲学之开端的“针孔”

谢林在 1841年的《启示哲学》一书中作出了消极哲学和积极哲学的区分，这一区分发端于

他所谓“古老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试图以一种“必要的存在物”的思想试图确立对

存在的认识，理由是，从上帝的本质规定中就可推导出其实存，而从存在方式到其存在事实

的推论则是一种谬推。在启示哲学中，这一“谬推”成了转换立场的问题，成了从消极哲学

的终点通向积极哲学的开端之间的“针孔”。消极哲学的上帝处于其收尾之处，即是其原

则，而积极哲学则一开始就持有这一原则。接下来的论证将详细解释这一和东亚宗教中悖论

式的超验概念密切相关的区分：倘若说，即便对于以存在为本质特征的上帝也不能预先假定

他的真实存在，那么，仍然可以说他存在的可能性是一个事实。他的存在至少是可能的，这

意味着：要宣称的不是实际存在的某物，而是这个以 dass 从句表达的远古的(unvordenklich)
存在的事实。因此，这个开端对于任何证明所需要的必要性都是绝对无可置疑的。问题从存

在者之所是（这在存在命题中常常充当谓项）内在地转向了存在这一事实，这对于积极哲学

的开端是举足轻重的。因为这样，积极哲学就不必依赖于令其发端的消极哲学。在消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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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念总是先行于认识对象——而通过了我们的“针孔”之后，这一点在积极哲学中被逆

转：真实的存在如今是先行者，而这又提出了新的任务，这时才要开始寻找属于这一存在的

本质。借助作为纯粹行动（actus purus）的远古的存在，谢林得以无前提地开始他的哲学。

当克尔凯郭尔第一次在柏林的谢林讲座上听到这一思路，他记下的思考是：“对于如此一种

存在，最好的写照就是无辜。”

同样被谢林称为消极的还有纯粹的理性哲学，其后果不是真实事物，而是纯粹的思维——不

是真实的上帝，而是关于上帝的思想；把握真实世界之所是才是哲学的任务，这一任务不能

在纯粹的思想中完成，而只能依赖客观的原则，即真实的上帝，而非关于上帝的某些概念。

当消极哲学中上帝处于终点，作为原则，而积极哲学以消极哲学为手段，一开始就将上帝接

纳为自己的原则。上帝是绝对的先行者，其实存即无法证明，也不需要证明，而且，他绝对

没有任何必要去创造世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能迫使上帝去创造世界。世界只能诞生于一

个自由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只能是经验认识的对象。那么，积极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由

的思想中依照确实证据的顺序将在经验中出现的东西作为现实推导出来，而非像在消极哲学

中那样，将其仅仅当作可能性。”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在这里，超越变身为对超越者

的经验，超越的概念被带进了超越的过程，并在宗教经验和个体超越体验的现象学领域中彰

显着自身。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世之在是此在的本质特征，这里蕴含着超越的问

题。”克尔凯郭尔在谢林讲座的笔记中写道：“先于存在或许只能是意志，只能是某种有能

力肇始开端的东西。对于一个不管以何种方式生存遇到某种障碍的人，人们会说，他没法开

始。（ ）我们看不到这里的何所是，只能看到纯粹的存在这一事实⋯⋯ (dass es ist).”— 这里

或许已经可以很容易地过渡到中国思想中的过程性思维。圣贤致力于实现某事，而非理解；

经验给予他的并非认知对象，而是实现某事的机遇。所实现的对象则完全无定，并称

为“此”这一“空洞的辞藻”，既非指示代词也非前指的代词，而是单纯作为之前所表达的

东西的语言符号来使用。“知－道”的过程恰恰不是思维的过程，而是在具体的事务中。儒

家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众也。”

2. 克尔凯郭尔进入宗教的飞跃作为人格的最高阶段

在 1844年的《哲学片断》和 1846年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中，克尔凯郭尔在对人生存境

域的条分缕析中表明了理性与信仰的区分。人的生存这一事实是单纯以思维无法通透的。因

为实际存在的只有个体的东西，对于“个体”，即克尔凯郭尔那里的“独一者”(der 
Einzelne)概念，是无法寻根究底的。从个体的纯粹事实性出发，对于每个单独存在的自我来

讲，他的“是其自身所是”就是无根基的。作为事实，这是思维绝对的界限。只有一种无法

以理性证明的、全然个体的信仰关系才能达到超越的维度，这个超越者才是意义的给予者和

奠基者。哲学作为人类认知可能性的代名词只能止步于此。在克尔凯郭尔的早期著作中，苏

格拉底扮演教师的角色，他的有知的无知以助产士的方式教授知识，从而将人类的认识迫至

其极限。在他那里，纯粹内在性的领域已被度量完毕。在人类有限性之外的知识只能是一种

独立于任何个体的真理，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相反，这一真理只能从教师那里产生，而教师

本人就是认识这一真理的可能性条件，他的角色不是智慧的助产士，而是解放者或救赎者。

他的真理只能是启示真理。在远东的智慧中，正是这种启示特征令圣贤成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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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克尔凯郭尔就清楚地阐明了理性的内在性与启示的超越性之间的矛盾——但更重要的

是另一个观点：不断去试探这一矛盾其实是理性的本质特征。因为，这是“思维的最高悖

论”，他写道，“想要发现某个不可思的东西”。克尔凯郭尔在此借鉴了雅各比的他山之

玉，说理性本身就包含了自我毁灭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唤起的是这一问题：“究竟是人拥

有理性，还是理性拥有人？”理性“在其冲向悖论的热忱中所遭遇的”未知者，正是上帝，

这是克尔凯郭尔用假名 Climacus 提出的。上帝为任何“绝对的悖论”解密，而智性的热忱只

能在这谜团中越陷越深。对至高者的思考同时也是理性的深渊。

远东的智慧或许会将这一悖论消解在泰然之境，但克尔凯郭尔给出的是存在主义神学的答

案；如果我们将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看作隐秘的悲剧哲学，就会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从他早

期的匿名作品说起，在 1842年的《非此即彼》中他描述了古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之间的对

立；在 1843年的《恐惧与颤栗》和 1844年的《恐惧的概念》中，他将悲剧性的内心斗争之

苦恼解读为生存的感受，直到 1845年的《生活道路诸阶段》，悲剧在这里成了“为知性施

十字之刑”，从而呼唤着信仰。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人的自为性是悲剧性的，即是说，所产

生的内心争执正如人的自由所强加给自身的那样，要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处在自由所带来自

我伤害和眩晕状态、需要置身恐惧的情感中。这种悲剧的倨傲不再处身于“判断之强力”的

语境中，而是来到了自由问题的语境，来到“其自身的命运，自身的必然性”领域中。这里

不再谈论知识的倨傲，而是自由的倨傲：在行为的终极条件下不断进行着自我毁灭的自由。

古代悲剧与现代悲剧的区别，换句话说，悲剧理论和悲剧哲学之间的区别在于一种悲观的世

界观，对克尔凯郭尔来说，这一世界观只有在现代意志自律理论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本

应屈从于命运的自由行为唤起命运去反抗自己。与谢林不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并未在

伦理学和自然哲学的方向深化这一问题，而是走向了宗教哲学。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尤其重要

的是，哲学正是在与悲剧性经验的相遇中回到了宗教的怀抱。

悲剧的没落与悲剧哲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这一进程不仅贯穿了德国观念论，而且以特殊的形

式存在于存在主义的观念论批判中。悲剧性作为现代人的生存条件恰恰可以在古典悲剧的背

景下加以说明，即作为其反思后的形式。生存中的原初现象恐惧就是来自古希腊悲剧中的悲

伤。但与此不同的是，“恐惧 是反思的，因而与悲伤不同”。恐惧是主体接受悲伤并逐渐⋯⋯

与之相融的工具。恐惧是“悲痛钻心的巨大能量”(E/O I, 131)。在“恐惧与悲伤相类相

融”（同上）过程中，现代人的意识中失去了“忧郁”、也失去了悲剧“治愈人心的力

量”。“在古希腊悲剧中”，他说，“悲伤是深沉的，痛苦是微弱的；而现代以来痛苦却在

增加，而悲伤减弱了。在悲伤之中，存在着某种比痛苦更要本质性的东西。痛苦是对所受苦

难的反思，而悲伤则不懂得反思。”(E/O I, 125)

在克尔凯郭尔的灵性作品中，选择代表着一个有利于孤独者的决断；这不是出于道德理由的

决断，而是出于对自身有限性、自身死亡可能性的意识而做出的决断：出于对我们生存根基

的无可作为。在《非此即彼》第二部中，由于念及自己的死亡而做出的决断是一种自主的选

择。这一自我不是直接给出或者在时间之外被设定的，就好像决断取决于一个既定的自我一

般；毋宁说，决断本身决定着自我，甚至一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影响着自我形成的整个过程。

自我的本质就是其行为。人的自我只是一种“处于自我关系之间的关系”，而不存在一个既

定的秩序。这是一种只有在存在的间接展开中才能了解的自相反抗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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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断问题是人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这一重负，人们可能以不做的决断的方式解决这一难

题。克尔凯郭尔称这种不做决断为绝望。《非此即彼》第二部中的美学家，当他在自我形成

的过程中面临无可回避的决断的重负时就感到了这种绝望，这一重负对他而言是一种沉重的

失落，以致在不做任何决断的态度中寻求庇护之所，而这一态度其本质是悲剧性的。决断的

一切后果都在这一选择中被悬搁了。他想要“在这巨大的相对性中保持绝对”(E/O I, 
123)。不得不做出定夺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在定夺中需要保持一种带有忧郁意味

的反讽的冷漠。从悲剧哲学的角度看来，现代的人类生存是在不做决断中排遣悲剧性。人们

不接受悲剧，而是“当时间丧失了悲剧性时”，丧失悲剧而获得绝望。这一排遣的喜剧性在

于，美学家承受着悲剧之苦而无法应对内心冲突。他以这种方式无法像在古希腊时期那样感

受到作为“忧郁”和“良药”的悲剧，而是陷入了一个悖谬的境地，这一境地正是现代性与

悲剧性之间的关系的特征：“通过我们的时代所尝试的超自然的方式，人希望获得自身，但

却丧失了自身而变得可笑。”

伦理学家则与之相反，执着于他所选择的严肃性和决断性。他在存在的自我关系中（即“与

自身相关的自我关系”）采取了与美学家对立的立场。重要的并非其行为的后果，而是“意

志的洗礼”(E/O II, 154)。伦理阶段的规定性不着意于在诸多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而

是，用康德的话说，注重“选择的行为”，这一行为是美学家所无法达到的。美学家所关注

的是诸多可能性或者说生命规划方式的现实性，而伦理学家则关注现实性或行为的可能性。

美学家对自身的现实性感到厌烦，伦理学家则真正关注生存——他追求与一般性合为一体，

却遭到失败。因为存在的规定性不是思维的对象。美学式的生活关系在于直观外在之物（如

艺术作品那样，在他者中表达自身），而伦理学的生活关系则在于这种关系本身，这里重要

的是个体与一般性道德法则之间——在主体争取其伦理性的斗争中——的争执。在克尔凯郭

尔那里，伦理的“自主选择”是伴随着这样一种生存恐惧的：在无尽的可能性中，必须孤独

地做出自由的抉择

只有宗教阶段的生存才切断了任何形式的世界关联，并将个体悲剧性的自我关系消解在对自

身有限性的意识所带来的苦难中。存在心理学角度看来，这是“从恐惧中解脱”的状态。在

宗教阶段，主体是通过其与上帝的绝对分别被定义的。为了能够完全在自身之中，主体身处

自身之外，然而，若是它不能于彼岸存在，那么此世的存在也不再可能。在这一阶段中，孤

独个体的存在是在辩证地内在中、向着上帝的自我磨灭。克尔凯郭尔将这一阶段称为“悖谬

的－宗教的”，原初的内在性在此已没有留下任何的残余。这种原初内在性的磨灭过程是通

向超验领域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是每一孤独的个体所面临的，它要求的是磨灭个体性，

以便成全个体性。只有经过这一悖谬的运动，他者，或上帝，才能被启示。

结论

基督教的生存的悖谬终结了悲剧的联系，因为是其自身之所是恰恰非人自身力量所及，而是

只有借助于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才得以可能——用基督论来讲就是取决于上帝的道成肉身。

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与之前生存形式失衡的张力：宗教生存无法建立在伦理生存之上，因为从

那个悲剧性的根本境况出发（用基督论来讲：人类因罪而堕落），自我规定的行为已不再可

能（基督论：只有亚当才具备这一可能）。以克尔凯郭尔为依据的思想者常常只诉诸其中一

面，并将其绝对化。辩证神学（Barth, Harnack, Brunner）仅仅考虑启示，却忽略伦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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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则相反，将自我选择绝对化为独自承担责任的没有任何前提的自我建构。我在本文中

对作为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或者说是一种人类学的观念论意义上的人类学表示怀

疑，我的论点在于两种阐释都有所不及，而唯有信仰本身能够被阐释为对此悖论的提升。这

一提升的目的在于，将从人的角度看来毫无前景的愿望，即对悖论的超越，不断推向极限，

直至这个愿望对于上帝而言被看成可实现的。这一上帝或许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的上帝，但不

是必须如此。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如克尔凯郭尔和谢林所说：在人类之“转

型”(Umwandlung)或“蜕变”(Transmutation)中所必需的上帝。

（译者：张灯，王歌）

Source: http://philosophie-religion.de/pdf/huo-zhexue-huo-zongjiao.pdf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conference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see philosophie-religi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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