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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歷練與原罪的擱綁

神學論題引介

陳越扉王曉朝

主題策劃

本期神學論題前三篇文章在傳統上可以屬「教父學」

範圍，第四篇文章則可看作現代神學對「教父神學」的回

應。筆者之一曾負責本刊二00人年的「教父學與中國學

術」主題策劃，在那之後的十年里，我們很高興看到國內

相關研究推進很快，成果豐碩、新人輩出。二o一八年六

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中世紀哲學大會，暨中國

中世紀哲學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將教父哲學納入中世紀

哲學的開端階跤，是本專業領域學術建設的里程碑，也是

整個中國人文學界的幸事。因此種種緣分，期刊編輯部邀

請我們兩人共同主持並為之撰寫本期神學論題引介。現在

與讀者見面的四篇青年學者的文章很好展現了基督宗教神

學思想史研究的學術新動向。當然，我們認為推陳出新的

學術觀點本質上都是有待爭鳴的，而且也應該是歡迎切種

啄磨的。

本期關鍵詞「靈魂」與「原罪」為讀者指向了從教父

時期以來就貫穿始終的神學討論.其源頭是古老的，其宗

教哲學的問題意識指向了普遍的人性根底，然而對在現代

日常漢語語境而言卻似乎有點「不合時宜」 其研究的

對象在現代學科知識體系中好像已經轉讓給新的學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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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們不禁要問:關於「靈魂J (Psyche) 的知識是否

被「心理學J (Psychology) 替代，關於「原罪 J (Original 

Sin) 的討論是否可以被「犯罪學J (c也ninology) 替代?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本期四篇文章恰好指出了現代知識的

重要歷史根源，闡釋了術語的「原始性」及相關思想的關

鍵演變，解蔽了「人的內在生命」的前現代豐宮維度。這

種主題的「非時間性」與主題闡釋的「時間性」構成的張

力正是本期主題想傅建給讀者的有趣之處。

從主題上看，奧古斯丁是「原罪」問題的集大成者與

承前獻後者，四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對他的回應。如果說，

對「靈魂」的認識是回答「原罪」問題的理論基礎，那麼

從時間上看，四篇文章按順序展現了基督宗教「靈魂諭」

與「原罪論」的演變軌跡。

第一篇俠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講師齊飛智的〈德

爾圖良的靈魂生殖學說〉主要根據拉丁教父德爾圖良

(T前tullian) 的《諭靈魂:> (DeAnima) 文本(成文於 210企13

年)重點討論了他提出的早期基督教神學對「靈魂來源」

的解釋。德爾圖良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靈魂與身體都是

上帝從無到有的創造物，另一方面又要解釋人類的靈魂和

肉體如何從始祖亞當那襄遺傳了「罪J .德爾圖良「對這

一問題的回應分為正反兩個部分:駁斥靈魂的輸迴學說和

建立靈魂的生蘆學說」。具體來說，他想要論證個體的靈

魂是母親受孕時在于宮里與身體一起產生的。德爾圖良在

靈魂生殖的過程與細節上有較為詳細的描述，而據齊飛智

考證，他的這些知識的來源「同時受到希波克拉底

(Hippocra個s) 、亞里斯多德以及斯多亞主義影響」。德

爾圖良學說的優點是解釋了亞當靈魂如何通過生遁的方式

繁衍了研有人的靈魂，對應了聖經上說的「生養眾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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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地面J (創 1:28) ，解釋了亞當「原罪」的「代際遺傳」。

作者在文中也指出，在這個生殖學說中，男性與女性都有

必要的作用，但也引起一個神學上的問題:夏娃的罪遺傳

到女性身上， I耶穌基督生於女人如何能沒有罪? J 作者

認為德爾圖良並沒有系統的神學解決這個矛盾。雖然後世

主流基督教神學更多接受奧古斯丁等人提出的精神性靈魂

學說，德爾圖良理論影響有限，但他提出的問題引起了包

括奧古斯丁在內的基督教神學家特別是拉丁教父們的嚴肅

思考。

筆者之一曾評價德爾問良的靈魂觀認為，德爾問良維

護了源自希伯來《舊約聖經》中靈魂與肉身整全諭 (ho1ism)

的基本立場，批判了柏拉圖主義為代表的希臘靈肉二元論

(dualism) , I賦予人的肉體以恰當的地位，從而有效地

維護了基督教的教義J '他的靈魂觀「是希伯來文化與希

臘文化融合的產物J 0 1特爾圖良所處的時代讓他具有較強

的護教意識，但我們從這篇文章也可以看到他在反對某種

木利於基督宗教信仰的哲學學說時並不是「唯信仰論」

而是廣主主採用當時具有權威性的其他知識來源。

第二篇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特聘研究員夏徽的〈尼

薩的格列高利思想中的靈性旅程一一其《真福八端〉與《摩

西生平》之比較〉則是對希臘教父尼撒的格列高利(Gregory

。fNyssa' 下簡耨「格列高利J )早期和晚期兩個文本中靈

魂論的比較研究。雖然學界對他的《摩西生平} (De vi師

Moys缸，成書於 390-392 年)已經有多種解讀，但是夏徽採

用發展論的觀點，從早期作晶《真福人端) (De 

bea甜甜dinib阻)入手，闡明格列高剩靈魂成長學說(類似柏

1.以上且主曉朝， (梅爾國良) ，單王輔胡攝， (信仰輿理性一一古代基督草書畫宜且租車

評傳> (北京軍2冒出服桂， 2田1) ，買 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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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圖主義的靈魂趨向神的上升過程，文中稱為「靈性旅程

理論J [Spiritual Joumey 1) 不變的核心和兩個時期對比下的

階段性發展。作者指出，早期作品中有鮮明的「柏拉圖主

義的靈魂提升的縱向圖景J '而晚期作品則在「否定神學

的框架下注重認知的橫向變化 J '即加入了「人神互動的

幅度」。兩者都強調，這殷旅程開始於過上德性的生活、

擺脫激情、靈魂淨化、靈性增長， I向看作為神的肖像的

本質回歸」。作者按著總結認為格列高利在兩本書中都呈

現了三個共同的階設性主題.人神間的媒介性、人神的直

接性、靈性旅程的永恆前進，隨後她分別梳理了這三個主

題的內容。

這篇文章研究的「格列高利」在思想史上以「神路主

義」著稱，是卡帕多西亞 (Cappadoci血)教會三桂石之一

「大巴西流J (Basi! the Great) 的弟弟，不同於三桂石之

一的「納西昂的格列高利J (Gregory of Nazianzus) 。由

於受新柏拉圖主義影響，在格列高利看來，人的靈魂當然

是靈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從而靈性成長必然就是擺脫

肉體欲望的淨化之旅。後世稱之為一種「否定神學J '簡

單說就是通過認識神的創造物，否定它們非神，從而踏上

認識神的上升之路，並且最後的階段是直覺性的知識，從

而是神秘的。「格列高利是第一個把這種思想系統化的人，

其理論基礎就是靈魂對神的形像的反映。 J 2 

第三篇中山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楊小剛的〈奧吉斯丁

諭原罪的必然性〉也是基於文本的研究， I 目的是從哲學

的角度同情地理解原罪概念，在哲學心理學的層面探究原

罪的必然性如何體現」。他從奧吉斯丁首次提出「原罪」

且主噴朝.(矗立學研究一一文化祖野下的誼咒哲學) (保定呵北大學出版社 .20031 • 
買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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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致辛普里西安} (De diuersis quaest的nib削 ad

Simplicianum ' 成書於 396-398 年)開始，綜合各個時期的

著作，例如《上帝之城) (De civi扭扭 dei) 、《諭三一} (De 

Trinitate) 、《論自由決斷} (De libero arbi師'0) 、〈駁尤

利安} (Contra Iu/ianum) 等，嘗試提出一種對奧古斯丁的

自由與必然理念統一的新解釋(特別是與吳飛和吳天岳兩

位學者在同一個問題上的商榷) 。他通過諭證奧古斯了實

質上贊同「原罪源於無知和情感 (affectio) 或說肉欲的必

然性J '在於嬰兒則是「無知 J '在於成人則往往是「肉

欲J '更進一步指出原罪的發生是「是種種以流逝有形之

善為目的的傾向性意願」。具體而育，奧古斯丁指代原罪

的種種概念是「泛指各種追求低等善好的塵世欲求，而非

任何一種特定的欲望」。從而，作者重點強調肉欲本身是

一種傾向性意願而非行動的意志。他特別提出， I奧古斯

丁的情感理論襲自古希臘的理智主義傳統J ' 3奧古斯丁對

原罪必然性的闡釋「在相當程度上仍是對古希臘哲學傳統

的繼承J '並且指出了「一種人類心靈的普遍困境J '其

中沒有神秘的教著或者基督教特有的教條。

從神學上看，奧古斯丁與德爾圖良一樣贊同人類普遍

的原罪來自始祖亞當。但他與格列高利相似地受到新柏拉

圖主義深刻的影響，更加強調靈肉的對立，從而個體人的

罪的發生與肉體緊密相關。筆者認為，對比起希臘羅馬哲

學家，奧古斯丁從神正論的立場出發更強調行善與作惡是

人的意廟的自由選擇。 4奧古斯丁寄希望罪的免除於上帝的

恩典。因此奧古斯丁的「原罪」學說除了我們在今天學科

3 在此觀點上與筆者之一不謀而合，雖然盤時有廚不同﹒壘且陳越蟬， (草書與童車一一

具古斯丁與普庫提帶在宗教哲學的相遇) ，載《基督教且想評論)23 (2018) ，頁 117-131.

4 且主體朝， (行善與作惡是自廟的蠅一一柏拉圖、西單躍、且吉斯丁的解害) ，曹〈趙

德典文明) 2010年第4期，頁 46-50.

23 



陳越驛王曉朝

意義上說的道德心理學層面上的解釋還有古代宗教處境乃

至教牧實踐的豐富維度。

第四篇辦主主太學哲學系宗教學研究所研究員曾勸愷的

〈罪與人性 巴特實動主義對奧古斯丁罪論的重新詮

釋〉根據的文本則是現代神學家巴特(Karl Bar也)的《教

會教義學) (Church Dogmatics) 。作者指出巴特定義「原

罪」為「具體之人的罪行與惡念新構成的根深蒂固的實動

性(Akt間li個tlWir姐ichtkeit) ，它命定人的存有，使其被困

於邪惡存在的歷史牢籠中 J '從而是對奧古斯丁「罪的必

然性J (1意志的姻綁J )的新聞釋。他梳理巴特的文本

並諭證說，巴特雖然採用拉丁傳統神學的主流觀點，贊同

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卻拒絕奧古斯丁為代表的「惡的非

本體論」傳統，即「惡是非實體」、「惡是善的缺乏」等

學說，認為人不應該按「奧古斯丁悲觀的觀點」被理解。

作者特別提到巴特抗拒教父神學的「罪的遺傳」學說， 5因

為「帶有一種令人絕望的自然主義、決定論、甚至宿命論

的暗示」。簡單地說， I原罪」是「完全屬乎歷史與行動

的範疇，與本體範疇的『天性』毫無關係」。更進一步，

作者指出，巴特也反對「奧吉斯了主義新教」觀點的自

由意志觀。作者在結苦苦部分將巴特的「新」思想與中國哲

學在性善/性惡論上做比較，特別討論了神學的跨文化處

境及跨語言彰顯的可能。在筆者看來，巴特否認的是古代

將罪作靜餘的「本質主義」理解，即將其當作人性的構成

或者屬性，反過來他認為罪是動態的、是現實、是人的行

動、是人類行動累積的歷史，從而保全了「上帝所造的(包

5 趟車t學教授指出，天主載體用「遺傳J '軒轅不接畫壇個詞 a 而壘使用丁「歸算」圖且越

草草， (奧古斯丁輿「原罪」的勸告的，載甜甜科學戰線) 2011 年第 4期，頁 31-35 • 
哥哥帥指出且吉斯T的原揮起軍敵軍惜當地應該惜矗羅厲苦奮的 I繼承」而不是生理上的「撞

慨，且謝神， (.奧古斯I諭原蟬的「繼承J)，載〈現代哲學)2013 年第2期，買7的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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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人性)是好的」。因為筆者都不是巴特專家，該文某些

關鍵術語譯詞具於習慣用法，可能存在誤讀之處，所以對

該文這襄不多做評說。但其主題與楊小剛的文章正好形成

古今對照，對於我們探究教父的神哲學在現代思想留存的

正面與負面作用具有難得的樣本意義。

對於漢語神學而言，教父學當然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

分，而且也是近來青年學者撰文活躍的學術熱點。例如，

現代教父學的復興有一個重要的興趣指向，那就是重視早

期基督教教父的聖經注釋及形成的傳統，教父們對「傳統」

本身就很珍視。 6因此，不僅在聖經研究或者釋經學上，乃

至在更大範圍的基督宗教思想史研究上，教父的傳統是需

要不斷回溯、反思、甚或挑戰的基礎。不僅西方學者在自

覺返回這個傳統(如本期文章中敘述的巴特) ，而且本領

域的中國學者也應該熟悉和接續這個知議基礎。

「靈魂J 與「原罪」透過四篇代表性的文章折射出的

多彩的光芒，提醒了我們對於類似的古代概念的理解不能

簡單化，也不能夠用現代知識體系進行「還原論」的處理。

「靈魂」並不只是指人的心理，不能簡單地歸之為古人幻

想的精神實體，但我們也無法在普遍意義上回答「它指甚

麼 J '似乎只能在對不同的「母語神學J 思想家文本的闡

釋中重建並喚醒它的意義。對同一個問題的論述方式典語

盲的變化帶有鮮明的「時代性J '就如提出「雅典與耶路

撒冷何干」的德爾圖良會借用當時權威的希臘醫學知識，

尼撒的格里高利與相近時代的奧古斯丁會借用流行的新柏

拉圖主義，巴特使用的語言也讓人聯想起後世稽之為「存

在主義」的哲學術語。通過這些大4思想家的勞作， I靈魂」

6. Kenneth. Parry, The Wùey BlacJ.啊# COmpa1l恥"絢 Patriatica 扭曲。k肥，開1叮 Blackw甜，

2015),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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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罪」根深蒂固地做入了基督宗教獨特的人性論(可

類比康德提出的四大哲學問題之一「人是甚麼J) ;漢語

神學的再闡釋，為中國文化帶來了不同於儒釋道傳統的新

的思想資源。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些概念還需要跨文化地還

原其使用的歷史語境，而且在歷時性研究中描繪出動態軌

跡。本期皇島篇文章給我們展現的就是這種思想的「復活」

從漢語神學發展的角度看，本期主題文章也體現了方

法論自覺的趨勢，與筆者近來呼籲的跨文化視野和發生學

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能夠深入原始文本(源語言術語)

做漢語闡釋自不用說，作者們還樂於吸收圍內外前沿進展

與縱納跨學科成果做綜合闡釋，更重要的是男於做出跨文

化的思想價值評價。然而，根據筆者觀察，近年來青年作

者引用外文研究文獻較多，引述與評價漢語學界研究成果

較少甚至不提。一方面，新一代青年學者越來越主動融入

國際學術對話，另一方面，可能他們與國內同領域研究者

加強交流還需時日。用漢語寫作卻不引用漢語研究文獻，

恐怕會讓每一篇漢語研究成果(包括自身)成為孤島。因

為隨著學術評價的大數據時代來臨，著作與期刊文章的引

用率成為一個有力的指標，從某些方面表現了特定領域的

學術共同體的生命力。往大的說，興許這預示了漢語學術

傳統的代際斷裂?這個問題值得我們觀察學術新趨勢時從

多方面加以反思。

最後，希望讀者與筆者一樣，從本期文章可以看到，

關於靈魂與原罪的討論非但沒有「過時J '而是在其起源

的「原始性」與使用語境的「時代性」張力中得到新的闡

釋，類似的術語可以在新的漢語人文語境中通過思想的轉

化而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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