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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以後
一一今天我們如何做漢語神學?

程旭彤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脆副教授、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引言

一九七八年五月， <: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

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同年十二月，鄧小平發表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

結一致向前看) ，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基調，由此

開放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一九九三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

講話，重敢改革開放。一九九四年，楊熙楠、劉小楓、何

光灑等人恢復原有《道風》雜誌。該刊以「漢語神學學刊」

為副刊名， 1明確打出「漢語神學」旗號， 2旨在漢語學界倡

導和推動「漢語神學運動J 0 3此即漢語神學運動誕生標諒。

何光濾倡導廣義的，從利瑪實經趙紫寢至今的漢語神學(頁

7) 0 4不論作者國籍和地域，凡以漢語為語言載體、以漢

語表達的生存經驗和文化資源為材料，並主要為漢語使用

1 二000年揮十二期起，副刊名i1U毒現者「基督教文化評論」﹒

2 何光唱， (漢語神學的根據典盡量皇) ，單搗賄楠攝， (漢語神學揖議> (香港漢語基

督載文化研究廚， 2000) ，頁 35 • 
3 李躍缸， (個體生命的鑄置吟唱且想且說城中的單幫神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耳 30-44 • 
4 割，]'、績在一九九九年巴融會此說， (單幫神學奧麗史哲學) ，載民薯， (漢語神學與歷

史哲學) (香港獲諾基督教文化研究E呀， 2000) ，頁 7 .斟聾引用此士，皆且在正主

列出買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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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務的基督教神學，均可耨為漢語神學。 5劉小楓則提出

狹養的漢語基督神學，強調信仰個體對基督事件的非教會

性、人文學性和跨宗派性的漢語表述。一九九五年，劉小

楓發表漢語神學運動的綱領性文獻〈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

督神學> .6一九九九年，劉小楓增訂舊文，將之更名為表

明其思想變化的〈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他在論及漢語

基督神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關條時說， I儘管有過『五四』

新文化運動，漢語思想界基本上還站在現代性歷史哲學問

題的門外。漢語學界遺老是記得敢蒙與沒有敢蒙的事，不

曉得二十世紀的d思想問題不再是敢蒙以後，而是浪漫主義

以後;不〔再〕是康德以後，而是尼采以後。不了解基督

教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思想中的尼采以後，遑

論進入現代性歷史哲學問題的底層J (頁的)

這毆話不僅表明漢語基督神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研處，思

想處境的變化，而且意昧著劉小楓本人思想立場的轉變。

本文將以此段話為參照，以神學實事和歷史處境的張力開

係為觀察角度，以劉小楓漢語神學提輩輩前後兩版從巴特主

讀到尼采主羲的d思想轉變為具體個案，分析、考察和檢省

其中漢語神學與現代思潮的複雄關聯，最後以此為基礎初

步探討將來漢語神學的可能進路。

二、神學的實事和處境

在進入具體個案前，本文首先交代一些神學方法論的

基本前提和對漢語神學的具體歷史處境的初步觀察。本文

5. 何光摳， (漢語神學的根據典章著) ，頁凹，喜何光摳， (漢語神學的1;法與進時) , 
載揖鼎楠捕， (撞撞梧科學揖讀> '頁 39-53 ;何光糧、扭熙楠緝， (漢語神學讀本> (兩

冊1 (香權迫風，扯 '2田91 ;團旭彤， (說評何光糟的萬語神學兼且劉4 祖) (19991 ' 
鞍李社奪、掛熙楠主繭， (現代性、傳統變遷與漢語神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 20101 '上錯，頁 179-185.
6 劉4咽， (現代幫境中的摸謂基督神學) ，嘴也宜風漠謂神學學刊> 2 (19951 '買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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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探討具體神學提議時，應結合神學的實事和具體

歷史處境間的張力闢係，考察和評析其中神學與時代思潮

的關聯，並以此為基礎探討在具體歷史處境中如何繼續做

神學。神學的實事，按瑞士神學家巴特(Karl B甜h) 的說

法，即聖經研見證、教會所宣講、神學所指向的、上帝在

耶穌基督里為了人且向著人發出的敢示，換言之，在上帝

話語中所敢示的、與耶穌基督密切相關的神人關係。 7在做

神學和處理具體神學問題時，巴特首先試圖在具體歷史處

境中明確且有新側重地理解、解釋、表達、指向和見證神

學的這一實事。以此為核心原則和出發點，巴特才按著說

出由此實事而來的、關於具體歷史處境的話語。就巴特本

人的神學思考和具體表達而言，他在一九三四年主筆撰寫

的《巴門神學宣言} (Die Bann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 
就集中體現出他對神學實事(耶穌基督是上帝唯一的話語)

的根本堅持和在歷史處境(德意志基督教會的體制化企圖)

中的時代關切。

與巴特當年面臨的歷史處境不同，就我們今天的漢語

處境而言，我們依然活在晚清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

局J • 8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未有之小變局」中。「三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J 首先指一人四0年濁片戰爭以來，基

督教連同西方現代強國一同進入中國，以儒家為主導的中

國思想一文化一政制格局由此經歷自佛教入華以來最為嚴

峻的挑戰，被迫在，思想文化改制格局上做出改變，但

至今依然未能破局，未能吸納、消化和融合西方思想和基

督教思想，未能由此確定將來中國思想一文化一政制發展

7. Thomas Xutong QU, Bm幼帥d Goethe. 血e Goethe-Rezeption Karl Bat由 1906日921

(Neulrirch血-V1可n:Nuekir曲曲前'， 2014)，即 242-243

8. 語出李揖章， __ 藥廠超薯，霧輔攔江擇， (李揖章傳> (挂林盧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凹的，買前，另蠱袁偉時， (曉謂大變局> (北京揖裝書局，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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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調和方向。 9與此相闕，基督教語言和思想尚未成為中

國語言和思想的構成因素，基督教信仰和神學在中國風想

文化 政制體系內尚未獲得應有重攪和尊重，並在很大

程度上依然分別遭遇著社會政精層面和思想文化層面的猜

疑和警盼、拒絕和反對。

「三十年未有之小變局」首先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思想與文化逐漸變得自信自足的局

面，在中國思想和文化界內，向包括基督教文明在內的西

方現代文明學習和借鑑不再是殷切追求的主旋律，強調中

國文化本位性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民族本位主養蔚然成風。

與此相闕，對待西方思想的態度，特別是對待基督教和現

代性的主流態度愈發趨於保守、甚至反動。 1。這不僅是出於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中西對立的敵我心態，更是

出於「三十年未有之小變局」以來厚古薄今的天朝自倍。

偶有相對開明的保守主義者，才會在強調中西之事和古今

之爭的同時倡導中西古今的辨析和會遇。 11

就世界大格局而言，二00一年九一一事件和二O

O八年金融風暴是理解「三十年未有之小變局」的關鍵節

點。二00一年九﹒一一事件彰顯出東西方(特別是基督

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然後才是以基督教文明為代表的西

方與以儒家文明為代表的中國)在價值理念、文教制度、

及其背後對神人關係的基本看法方面的根本斷裂與超然差

9 割IJ、楓稽之轟「中國間題J '即「中圓的社會制度和λ心早晨序的正當性均需要重新論體國

建種樹證需求是由西方現代世摳出來的J '且氏薯， (現代世社會理論錯論現代性與

現代中國) (上轉上海三明書店， 1998) ，頁 195 e 壘唐文明( (隱密的頭lI!傘宗

三、庫德與原始備軍) (北京三聯書店， 2012) ，頁24()..24l)種原指儒車和現代性

相結會角度輸出的諭述。

10 西1，現代性也有內在樹寞，對現代性的反且和批判也是中國知融昇曲直有朋劃k的原因圖

11 張掉龍著重鹽繭的並非眼輸、消化和融會西tr且祖 a 而壘申國古代且想的避難 「中華

古文化的卓生存盡量單一定要幢幢喔，爭取華E的主草種具﹒簡盲之，現在和未車都特別

需要且想典文化上的夷夏之韓、夷夏之前制良性的夷夏之交﹒ J (見民薯， (且揖避難

壘球化中的中國古代哲理)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個7) ，頁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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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12二00八年金融風暴則暴露出西方經濟一政治體制內

舍的缺陷，甚至危機。十年後的今天，整個世界仍處於九

一一和金融風暴的餘震和動盪中。近期發生的中美貿易

戰，不僅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mp) 帶來的困局，

更是這種動盪以及隨之而來的應激性求變情緒導致的現實

後果。特別是在遭遇恐怖主義和難民湖等棘手問題的西方

世界，出現了近現代以來又一次重大的思想和精神危機。

敢蒙以來對自由、平等、博愛等普遍理念的追求在最近十

幾年遇到嚴峻跳戰。無論是蘇東劇變以來的社會主義，還

是「九一一」和金融風暴以來的資本主著(和自由民主

制) ，以往相對篤定的思想一文化道路和價值一政制選擇

開始變得晦暗不清，甚至危機重重。民族本位情緒強烈與

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地方性回應方案在世界各地層出不

窮。這是人類歷史面對的又一次危機時刻和轉折時期，好

比一戰後魏瑪德國面臨的危機時刻和轉折時期。

就中國當下的具體處境而言，三00八年是理解目前

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一文化情緒的分水嶺。北京奧運

會前後，西藏問題等事件引發中西方在價值取捨、道路選

擇和政制抉擇上的持續衝突。在「九﹒一一」和金融風暴

的背景下，對中國文化、道路和制度的自信不斷高漲。在

此處境中，很多依然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救亡強國情

緒中的文化一思想界人土一方面童般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

祟，男一方面卻對「五四」以來曾同樣遭受非難的基督教

抱有懷疑和抵制情緒。

最後，特別值得繼續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塑

造今天中國現有思想文化改制格局的根本起點，是理解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節點，也是理解「三十年未

12. 育韋斯皮薯，張卡天蟬， (現代性的神學起頭) (最重，湖南科學革前出服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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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小變局」的關鍵前提。一方面，就中西關係而言， I五

四」所承繼的獻蒙傳統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民主精神和科學

意識，仍深刻影響著當今中國的思想一文化界。與此相闕，

基督教不僅被當作已被現代科學主義成功批判的封建迷

信，而且還被視為帝國主義強入中國的同謀、幫兇，甚或走

狗。另一方面，就中國的古今而育， I五四」提出「打倒孔

家店」等口號，反對傳統文化，批判宗教迷信。對「五四J

這兩方面立場的具體態度彰顯出具體思想者或思想運動的

根本立場:基督教要麼被當作現代性和自由民主制的盟友被

自由主讀者加以讚賞和推許，從而被當作幫助中國走出中世

紀的良師益友;要麼被當作危及中國傳統政教格局的外來勢

力被保守主義若加以助範和抵制，從而被當作過制中國思想

與文化復興的敵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一文化一政治處境

下， I五四」以來的本色化神學、以及新近由中國知識界提

出的基督教中國化芳案，既要表明忠心耿耿的民族主義教亡

圖強立場或對「政主教從」格局的溫順服從，又要謀求與傳

統中國文化的審慎結合。 13

三、從巴特主義到尼采主義:會O/J、楓漢語神學提議的變化

本文認為，劉小楓在倡導其漢語神學提議的思想過程

中，逐漸偏離強調基督事件和個體信仰的巴特主義立場，

放棄對基督信仰和神學實事的一時專注，採納看重自然秩

序和精神類型的尼采主養立場，由此走向施特勞斯 (Leo

S恤明s) 的政消哲學，並試圖為走進新時代的中國思想一

文化改制格局提供可能的意識形態基礎、文教制度規劃

和知識精英儲備。經由尼采這一「樞紐J (啥貝馬斯[JÜIg血

13. 民圓時期基督教社會主要富者吳冒川是典型代表，喜劉小諷， (獲諸神學興盛史哲學) , 

買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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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nas]語)而走向施特勞斯，套用劉小楓對施特勞斯的

評價，正是劉小楓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J '特別是「三

十年未有之小變局」審慎且也圓的哲人回應。 14此回應是劉

小楓在中國知識界大舉提倡施特勞斯政消哲學、傾力建設

古典學，並成功吸引大群中青年才俊追隨和效仿的根本原

因。為闡明此觀點，本文以對巴特和尼采的徵引為考察視

角，比對和分析劉小楓一九九五年〈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

督神學〉和一九九九年〈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兩個文本

的相關變化，並具體闡述劉小楓從巴特主義到尼采主義的

思想轉變。在此過程中，本文並不關注巴特和尼采思想對

劉小楓的作用，而是看重考察劉小楓對巴特和尼采思想的

挪用。

就漢語神學基本立場而言，劉小楓〈現代語境中的漢

語基督神學〉一文帶有鮮明的巴特主義色彩。劉小楓認為，

「基督神學是對作為上帝之育的基督事件的信仰，性的理性

反省和言述，它奧地域一歷史的語文經驗(思想經驗)有

共生關僚，即是說，基督思想的表達是由它們所採用的歷

史性的語文經驗的給予陸來決定的 J 0 1S一方面，基督事件

是「上帝的個體性的歷史敢示 J '發生「在諸民族和古代

帝國的宗教體系之後J ' 16上帝是「最為歷史具體的個體性

的在(耶穌基督) J ' 17他在耶穌基督里的敢示是垂宜的，

是一切基督神學的源頭和根據。另一方面，生存個體出於

對基督事件的認信，借助且只能借助已有思想的語文經驗

來具體回應和表達這一事件。在論述前一方面時，劉小楓

14 二00一年，劉小楓將「祖順的刺帽J 撞特聲斯到解福尼栗的化身自且民著 a 位直特聲

斯的時標>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1) ，頁 8' 0 

[，割'1 祖， (現代語攪中的漢語基督神學) ，頁 4[ 0 

[6 同上，頁 40 0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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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巴特《羅馬書釋義》說， I既然基督事件是在諸民族

帝國的宗教形成之後發生的，作為一個後宗教事件，按

照巴特的說法，是對一切宗教的批判，基督事件顯明了一

切宗教的危機J 0 18 

關瑞文可能最早注意到這一引述的重要性。他在借用

伽建默爾 (H祖s-Georg Gada且前)詮釋學評議劉小楓此文

時，尤為注重JlJ小楓在詮釋學意義上可能持有的偏見，因

而指出， I劉小楓的神學......治上了巴特神學的色彩」。凹

他認為，劉小楓之所以會提出其神學提議，與其新處「歷

史脈絡」密切相關。劉小楓曾自詞屬於「四五」一代。「四

五」一代有過慘痛的文革經歷，自覺處於文化危機中，對

人育與神育的混淆充滿警偈，因而樂意承襲巴特的主張:

人育與神育間的鴻溝是絕對的、不可逾越的。由此，關瑞

文認為，劉小楓關於漢語基督神學的理解是歷史，性的、處

境性的，非常適合「懷有四五心靈的中國人」。且

就劉小楓「巴特神學的影子」而言，且在討論其關於漢

語基督神學與本色fl::神學關係的提議時，賴晶超並不關注

劉小楓的時代印記，以及由此而來的詮釋學偏見，而是直

接回應劉小楓相關文本，探討其關於基督神學與宗教對立

18 同土，買 41 .額似靚替之前出現過至少三獸，一九九一年，劉小楓在〈關酷「道J 輿

「吉」的神學和文化社會學評注) (草 f遣一代λ的怕和聲> [香搭卓越，樓 .1993) , 

頁 125) 一文中並未提及具有菌研聽拍賣昧的「帝國J '強調「任何民接性文化與基督

文化之間都有→種張力闢loflI，不唯華夏文化獨然」﹒此士在一九九三年間品經樺前，成:11

f盧興曹華夏文ft與基曹文化相遇} (上陣上睡三聯書店 '1995) 的捕者序，其中

巴特相關部分宋有變化﹒劉小楓在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丸之三年強調上帝之霄，在一丸九五

年則強調基督事件，他在此情用布爾特蠱的概盒，在巴特強調上帝主盲的辦證神學土耳

附署了布爾特壘生存神學的色調。再往前追潮，此說其實來自劉小祖二十世紀人0年代

末曹表最〈讀書〉離諒的文章( (上帝就是上帝) ，曹〈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揖

上禪三聯書店 '1995J '買 54) 圖較之一九九一牟利一九九二年 3 劉小楓此時主要是

在介紹和借用巴特的宗教批判，批判λ宮對科吉的冒克(耳目)

19 闌珊宜， (捍劉4 祖的漢語基督神學) ，草場鼎楠繭， (漢語神學揖議) ，頁 104-106 • 
20 同上，頁 106-107 0 

21 鹽晶超， (漢語神學的類型與發展時向) ，輯搗熙輔諷， (漢語神學揖讀) ，買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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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賴晶超同樣看到巴特《羅馬書釋義〉對劉小楓的

影響，並指出， I劉小楓強調的基督事件與宗教之對立，

基本上是源自劉小楓對早期巴特神學的解讀，但這種解讀

並不代表巴特的整體立場J 0 22此外，賴晶超還順帶闡發道:

劃小楓這一立場與其在對待特洛爾奇 (Emst Troeltsch ) 神

學和抬高個體性的神學立場有朋衝突。 23

本文認為，闌瑞文的解讀著重考察四五運動及相關歷

史處境對劉小楓漢語基督神學提議的意義，因而強調這一

歷史處境帶來的備見影響了他對巴特神學的吸納。如同賴

晶超看到的，劉小楓在此引述的是寫作《羅馬書釋義》第

二版、強調神人差異和宗教批判的巴特。而且，與本文思

路甚為相關的是，關瑞文一文特別提及劃小楓對「四五」

和「五四」一代的比較: r r四五』一代明顯不是既存意
識形態的承繼者，就此而論，這一代與『五四』一代又有

形式上的類似之處:他們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壞者、話

語『傳統』 的反鈑者。本世紀中國的兩吹文化危機是由這

兩代分別跳起的。 J 24本文由此認為，一九九五年發表〈現

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的劉小楓對中國傳統文化仍持

有自一九八人年〈拯數與逍遙〉 以來的堅定批判立喝， 25並

自覺為「五四」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訝不過，他在

此借用的批判武器不是「五四」的現代民主意識與科學精

神，而是強調神人絕對差異、因而猛烈批判宗教和現代性

22. 同上﹒ 頁 15-16 • 
23. 同上， 頁 17-19 • 
24. 劉小擻， (關於「個主」 一代的知自區社會學思考札記) ，載氏薯， <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 

買 93.

25 劉小饋， <拯.輿逍遙﹒中西方詩人對世界的不同鐵皮>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8) • 
26 不過，一九九八年《拯救與逍遙> (修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自版社 '2010 中的

說法略有不同(頁 6) ﹒ 劃4、領所擁抱的並非中團或西旁的精神，而是走向西1f文化中

所薩舍的組對精神﹒這樣的強調與其巴特主發立海相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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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特神學。盯在「三十年未有之小變局」開始十五年左右

的一九九五年，劉小楓對試問融合基督教神學與中國傳統

文化的立場，特別是遷就中國文化的本色神學傾向， 28持有

堅決的拒斥態度。

賴晶超反對劉小楓這樣片面的批判立場，因為巴特神

學對宗教的立場甚為複雄， r絕非如劉小楓那樣的負面和

偏激」。盟有鑑於此，本文研謂劉小楓漢語神學提議的巴特

主義立場，並非巴特神學的總體立場，而是指劉小楓挪用

的巴特《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辯證神學思想，即對上帝

獻示和基督事件的強調，對其垂直性、個體性和歷史性的

強調，對神人絕對差異的強調，以及由此而來對一切屬人

的宗教和文化的批判。 30賴晶超認為，劉小楓通過特洛爾

奇，而不是通過巴特肯定信仰的個體性。本文認為，毋寧

說，劉小楓對信仰個體性的強調來自他對上帝敢示的歷史

性以及與基督事件相遇的個體性的強調。而這強調正是巴

特和特洛爾奇共同分享的現代神學的前提性因素，並不專

屬於特洛爾奇及其自由神學傳統。因此，本文進一步認為，

此時劉小楓漢語神學提議的巴特主義立場遺體現在他對個

體信仰表述的強調，個體根據本己的生存經驗和語文經

驗，在具體歷史處境中對基督事件做出本己的特有回應和

表述。這樣對生存個體及其信仰表述的強調也對應於劉小

楓對布爾特曼生存神學的吸納。 31由此，劉小楓-1ï面注重

對神學實事(上帝獻示和基督事件)的堅持，另一方面則

注重個體的生存經驗和語文經驗，然後才由此出發考量個

27. 在寫作《撞車t典迫遁〉時，劉4咽並未「讀到過巴特J (同上，頁 7) .喜〈上帝就是

上帝) .J{ 45 、 51'

28 眉晶起自〈漢語神學的類型與量居時向) .J{ 17' 

29 同上﹒

3。在〈上帝就是上帝〉一主中，劉4幅提到他的「巴特攝揖J (頁 73) • 
31 值揖探究的問題有劉4旬樹申冒特壘生存神學制巴特蟬誼神學的扭曲，哪個軍轟根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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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昕處的具體歷史處境。正是在這一神學實事和歷史處境

的張力闌係中，劉小楓一九九五年〈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

督神學〉一文首先關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特

別是「五四」以來現代語境下的中西問題，包括「現代化

過程中民族國家的生成及其街突」和「整個基督教與作為

民族國家的現代中國的緊張J 0 32無論是就試圖建立現代民

族強國的政治民族主義而育，還是就力圖表達民族獨有的

優越文化價值理念的文化民族主義而言，基督教均捲入中

西街突，因而遭遇強烈抵制。在劉小楓看來 ， I基督教與

中國社會習俗的街突(禮儀之爭)或文化價值理念的衝突，

並非基督教在中國的獨特待遇J 0 33基督教與西方國家同樣

在相關層面發生衝突。因而，他甚為質疑長期以來支配中

國神學界的本色化或本土化論調，因為這些論調將基督教

與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街突錯誤地視為中西街突 ， 34並未認識

到，這其實是垂直的基督事件引發的、平面的宗教或文化

的危機。與上述錯誤相應， I五四」以來中國基督教界關

注的，主要是基督教國家與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在政活與

思想文化方面的衝突，並由此出發進行神學，思想建構。站在

劉小楓看來，接續「五四」以來的問題，將要發生的漢語

基督神學可能面對三方面的街突﹒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特

別是儒家思想)之間的街突、基督教與歐美現當代反基督

的種種哲學一人文，思潮的街突、神學的人文學性與教會性

的街突。僅以對第一種衝突的回應為例，與上述巴特主義

立場相呼應，一九九五年的劉小楓堅決拒絕以儒釋道4思想

體系融揉西語的基督神學來理解和闡釋基督事件、表達基

32 劉IN風， (現代語墟中的權諾基督神學) ，耳 16.

33 同上﹒

34 同上，頁 17 •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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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認信，而是明確主張，信仰個體應「從本色化或中國化

的思維框架中走出來，直接面對基督事件J ， 36以既有的生

存經驗和語文表達來發展漢語基督神學。

一九九九年，在大幅修訂和改名的〈漢語神學與歷史

哲學〉一文中，劉小楓依然關注漢語神學的現代語境，但

他此時的關注重點已從中西問題轉為古今問題，他的出發

點不再是對垂直的基督事件和生存個體的信仰表述的巴特

主義強調，也不再在意「敢示神學的利錐J (頁 5) 。此時，

劉小楓己親近強調道德類型和貴族精神價值的尼采主義立

場。他看似依然承繼巴特的辦證神學立場， 37強調既有民族

性思想語文由於基督事件而出現的危機，強調人及其宗教

的不可能和上帝的可能。由此，他還宜接引述巴特〈羅馬

書釋義} : I宗教最後的可能性在人性的土壤里生長J ' 
「宗教的界限是死亡線，這條死亡線使人類的可能性與上

帝的可能，性、肉與靈、暫時與永恆盟軍滑分明 J (頁 88)

然而，劉小楓此時的思想立場實際上已發生轉變。他在談

及漢語神學人文旨趣時添加的腳注，可為一證: I人文旨

趣的漢語基督神學的基礎不受教派或宗派傳統的教羲規

約，是教派或宗派中立(甚至可能信仰中立)的神學，決

定其神學樣式的，是人文社會思想的學術語境J (頁 59) 。

一九九五年被藉以表明其神學立場的巴特，一九九九年則

成為「保守派的教會神學家J '面對「昕謂現代學術原則

的壓力 J '堅持抵制以特洛爾奇為代表的「自由派的教會

神學家」所主張的神學的宗教學化或宗教哲學化(頁 59)

36 同土，頁 42 固

37 具書版一致，劉小揖在體且基督神學時，區分了以既有民按住單單體且其言述觀愈來建

宜的基督神學、臥且在這一且想體革之外尋求轉信基督的生存經驗的語主章建﹒他婚前

者稱晶 I民棋大理式的J '將聾者稱晶 I在體蟬蓮式的J '並把巴特的辦證神學歸入種

→種(賈 9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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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保守的巴特形象應從劉小楓對現代語境的新看法來加

以理解。在劉小楓看來， I傳統的基督教神學分化為人文

神學和教會神學，恰恰是基督教在現代語境中的生存需要」

(頁 62-63) 。而這里所說的現代語境「不再是敢蒙以後，

而是浪漫主義以後，不〔再〕是康德以後，而是尼采以後」

(頁 65) 0 I浪漫主羲以後」是指浪漫主羲思想突破了敢

蒙的普世理念，從而提出文化多元性的問題。而所謂「尼

采以後J '劉小楓在上下文中並未明言。但通觀全文，新

調「尼采以後」涉及「現代性歷史哲學問題的底層 J (頁

65) ，並關乎劉小楓整個d思想立場的轉變。

二00三年，在《尼采與基督教:尼采的〈敵基督〉

諭集》編者前言中，劉小楓坦露心跡: I關心中國精神的

現代性命運的漢語思考者與尼采思想發生肉在的深度關

係，是沒有指望逃避的思想命運。 J 38一九九九年，劉小楓

在修訂〈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時已認識到， I尼采以後」

是理解現代思想語境的核心關鍵詞。此時，他大概正處於

逐漸明暸自身思想命運的過程中。在一九九五年的此文薔

版中，劉小楓一次都沒有提過尼采之名，四年後卻已開始

與尼采發生「內在的深度關係」。他在論文集《漢語神學

與歷史哲學》的前記中援引訣格林 (Eric Voegelin) 對尼采

《論道德的譜系:>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的評價，明

確主張， I這部看起來關於道德哲學的書其實以歐洲現代

性的歷史哲學問題為前提，它希望標誌歐洲新的價值轉移

的開端.在後基督教(超善惡)的基礎上重建貴族精神價

值J 0 39由此，他試圖從這一強調精神秩序和貴族價值的尼

38 且'1/1'楓崗， (且果與基督教且呆的〈敵基督〉轎車>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14) , 

頁 1 • 
39. r貴脹精神價值」→詞在大陸版( (噩噩降臨的數事> '北京三聯書店， 2叩3) 的前

記中體改成「高貴的精神1 (買 2) .在此，劉d 祖說明了盟軍自尼華的歷史哲學的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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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主義立場，即「從歷史哲學的問題意識來看漢語神學的

使命」。這正是他重寫〈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一文的「命

意研在J (頁 2)

要想達成對劉小楓此說的深入理解，除了稍後進一步

分析已引述的「尼采以後」相關文本，我們還需要分析劉

小楓在正文中對尼采的其他至少十一次提及。岫在第一次提

及尼采時，劉小楓指出，作為漢語神學的發端，明末清初

耶穌會士來華其實是「西方現代性事件的後果」。他引述

尼采說，耶穌會士是批判現代性的「真正先驅J ;不同於

後現代的激進批判，耶穌會士出於保守的批判立場，進行

過「解脫歐洲靈魂痛苦的第一次偉太企圖 J (頁 9) 。歐洲

靈魂之所以痛苦，乃是因為「柏拉圖主義(對民眾來說它

就是基督教)使得歐洲靈魂極度緊張，像一把弓被繃緊了

兩千年J (頁 9)

第三次提及尼采時，劉小楓間接說明耶穌會士保守立

場的意涵。鑑於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和韋伯 (MaxWeber)

的理解，他指出， I現代性歷史哲學的問題要害」在於:

I W (現代的〕資本主著精神』將導致傳統的、無論是西

方的還是東方的『大一統秩序』的裂變，現世神權統治的

所在， r歷史哲學的問題根本上是倫理價值的重新選擇」﹒而且 z 他已開始扭曲尼華闢

最精神高牆的且想因章 「如果漢語且撞在歷史哲學間題面前必須揖重新考盧自己的輔

神抉擇，在虛無主義時代走出精神的最低直狀態，壘不壘也該首先直接面對基督事件， J 
(頁 3) .若是再考盧到劉4 個極引述尼栗的觀點說，基督教倫理「頭覆了貴展制的價

值聶序，叫歪扭歐酬精神在現代時期跌輯到精神的最低E ﹒進入了虛無主讀時代J (買

2) ，那塵，本文龍品，此時 (2曲2 年)的劉小楓其實巳敢棄對基督事件撞一神學實事

的堅守，轉而開往且果研推車的精神挨擇與倫理價值，而且，他對商特聾斯的跟隨壘跟

隨尼果以種產生的自輯種果.JI!~毒重要的壘，無輸壘在二000年香播版前記、撞壘在

二00三年大陸版前記中，割，)'、祖均特別提及中國歷史上也同樣存在「尼華研謂的倫理

價值的囂張J (頁 2) ，且前是神敦的平民倫理對情載的責接倫理，現在是與歐制虛無

主義宙胡相闋的、「顛覆T貴族制的價值草鞋序的J (買 2) 基督教倫理對儒辜的責接倫

理，並且欣然認同責接倫理及其精神草鞋序和倫理價值﹒此處，劉4 祖閱陸的壘古今之事，

首先壘西1ï內部的古今之事，然極壘中國肉郁的古今之箏，而且最重要撞壘耳返回到中

國內部的古今之事。

40 本主略去對事敏捷丑(比曲，買盟的車十二故)的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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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性基礎變得不再是理研當然的了 J (頁 13) 。耶穌會

士(Jesuits) 重獻自然法傳統，正是為了恢復和重建西方「已

經受到致命威脅的神權一政治文化秩序J 。這是耶穌會士

之所以探取保守立場批判現代性的根本原因(頁 8-9) 。此

處對本文關注尤為重要的有三:其一，劉小楓此時轉而關

注西方內部的古今問題。其二，試圖重新建立或恢復以往

的「大一統秩序 J '也可理解為劉小楓思想道路的終極關

切，祖而且可能密切相關於上述劉小楓作為四五一代的文革

經歷、歷史偏見和問題意識。其三，古今問題具體落實為

對古代傳統與秩序的抉擇。這一終極關切以及此時正在做

出的抉擇，可理解為劉小楓之前所以關注基督教思想並鐘

情巴特主義神學立場，而現在強調耶穌會士出於保守立場

的現代性批判，並轉向尼采主義思想立場的根本原因。

在第三次提及尼采時，劉小楓進而認為， I漢語神學

的根本問題」在於，沒有跟隨黑格爾、尼采和韋伯「從基

督教精神來理解現代性歷史哲學問題J '而是跟隨現代敢

蒙傳統、承繼「五四」以來的「科學主義理性精神」或「民

族主著國家倫理」。如果漢語神學追隨現代儒生的建議，

試圖像以往涵化佛學一樣秉承「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的

舊途徑」來涵化現代氣息濃厚的基督教精神， I就根本站

錯立場、搞錯了方向 J (頁 15) 。因為中國的現代性歷史

哲學問題不是中西文化的街突，而是「同樣令〔中國和〕

歐洲思想傷神」的古今衝突，即「政治制度的現代因草」

41 揖壘比如，劉小擻， (拯控與逍遙) , (曹訂本前盲) ，頁 6' r但對精神在中西貴的

普遍闡擻， λ種體謹、世長其序，才是值得關注的精神的『事情本身J J 。

42 並非關切的對單是聲恆的，而是關切者的關切是轄置的﹒蠱張旭對劉小祖 I轄極闡明」

的闡述，民薯， (土帝死y ， 神學柯誨? : 20 世紀基督教神學基本問題) (;t車 中

國λ民大學出版社 '2010) ，耳U 男壘張旭， (基督教神學的漢語之臨走向讀詩神

學第二期) (草場鼎楠、林于荐、商華繭， (傳單與曹展第四周漢語基督教研究圓桌

會議論文集) (香港道風書社， 2012) )一士，他將劉小極的鑄結關切進→步鱷結措

「基本的精神抉擇」和「心性一瞳制問矗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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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6) 。此處，劉小楓一方面承繼一九九五年批判科學

主疆和民族主羲的立場，強調對釋羲神學和生存神學的需

要，另一方面，他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注明確地從中西問題

轉為古今問題，從中西之爭轉向古今之爭(首先是西方內

部的，然後是中國內部的) ，並特別強調政治制度和政治

神學。峰造與他從尼采主羲視角觀照的尼采以後文化 思想

政治處境息息相關，特別是其對現代性(包括現代基督

教)及其導致虛無主義的批判密切相關。

在談及海德格爾的尼采解釋時(第六次，頁 19) ，抖動j

小楓指出，尼采意養上的神學或神話學其實是一種「關於

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政治哲學，並有其相應的政制構想(頁

19-20) 。劉小楓在此將尼采試圖恢復的「邪惡的劇場政體」

和柏拉圖主張的「道德的『貴族政體.1 J 相對而提，其著

眼點並不在於這兩個政體本身的對立，而是在於其背後詩

人音樂精神與哲人理性精神的對立。若非如此，我們就很

難理解，劉小楓為何要強調尼采對「貴族精神價值」的重

建(頁 2)

對應於對尼采的第六次提及，劉小楓在論及「科學一

般蒙理性主義精神」時說，這一精神是「現代世俗精神的

神性精神 J '並未成為新的統一歐洲的精神價值。對這一

世俗精神加以抵抗的，除了羅馬基督教的帝國神學傳統，

還有尼采和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古希臘神學傳統。「科學主

毒草實質上是自然宗教化了的另一種基督教J (頁 25) 。這

一說法在一定意義上對應於尼采對現代基督教(特別是新

43 蠱劉小諷， (攝者前曹) (1999) ，載劉4、楓鋪，蔣慶等諱， (當代政精神學文選) (星

春吉林λ民出版社，油田) • 

44 在單固血和單宜*握且時，劉小個卦別提到尼果對社暈理性主養的撞擊，且其周轉世古

希圓的而非基督載的神學對柏拉圖主量最基督麓的顛覆(頁 19) 。蠱第七故(頁 20)

車九故(頁 84) .車十故租車十一故(買 85) 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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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猛烈批判，以及對羅馬大公傳統和其他基督教傳統

的較少批判。 45缺乏新的統一的精神價值，給不出「人應該

如何生活」的統一回答，可理解為劉小楓眼中現代性歷史

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而重新恢復和建立這樣統一的精神

價值，正是上文提及的劉小楓一以貫之的終極關切。

在論及二十世紀西方思想面對的這一現代性歷史哲學

問題時，劉小楓尤為看重對「已經根本動搖了的由蘇格拉

底一摩西一耶穌提出的『人應該這樣生活』的遺訓」的重

新理解和「思想歷史的釋義學J (頁 68) ，特別是尼采以

後的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的思想歷史的「內在釋著J 0 46海

德格爾從尼采的解釋意志出發(第八紋，頁 68) 用哲學史

解釋取代哲學，試圖回到西方思想的本源。施特勞斯解釋

學則重新發現「隱微寫作」這一「生存政治論原則」和「理

解歐洲思想問題的要津J '從而推進了海德格爾的哲學行

動，並真正切入現代性歷史哲學的要害，將哲學史的本質

歸結為政治哲學(頁 70) 0 47此次對尼采的提及和對尼采

以後詮釋學(特別是海德格爾哲學史詮釋和施特勞斯政希

哲學)的相應闡述，對理解劉小楓的思想轉變極為關鍵。 48

正如張旭所育， I一旦像尼采、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那樣

認識到，應該將希臘古典重新確立為西方文明的正統，他

〔劉小楓〕的志趣就不再放在基督教之上了 J 0 49而這樣對

基督教及其神學(遑論巴特主義神學立場)的放棄，在劉

45 蠱尼果單聾的封頂之作《敵墓曹> (輯吳增定， ((敵墓曹〉鴨"輯> (北京三聯書店，

2012) ) .在二00三年《尼果與基督教且廉的〈敵基督〉輸業> (北京華夏出脹

社， 201.，頁 4) 的騙者前盲中，劉J 個同樟強調尼軍基督教批判哥|聾的古今問題。

46 劉'1 祖闢直青海植梅爾和施特聲斯曼尼果指引的類似說法， ~H尼果與基督教> '頁"

〈施特聲斯的時棵) ，頁 121-122 、 119-120 、 126-127' 130 、 137 0

47 蠱劉小楓， (中譯本前曹) ，載唔鐘特薯，李祉零諱， (植黑格胃到尼華 19 世記且

錐中的革命性決裂> (北京三珊，店， 2師) ，頁 1-14 • 

48 闖世尼果臥盤施特聲斯和海德梅爾的至于野、以及劉小個對兩者路徑的批判性啞鍋，已超

由本主範圍。

相對區， (上帝死了，神學何~吟，買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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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楓一九九九年為漢語神學修訂的新提議中已展露出顯然

的跡象。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結論，在一九九九年修訂並更改

標題為〈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的論文中，劉小楓的漢語

神學提議雖然還在以巴特主義的方式閻明:漢語神學應仰

賴上帝語言吾朋帶來的(危機和)可能，注重「漢語思想自

身與理想形態的基督神學的垂直關係，即漢語思想語文經

驗如何承納、言述基督事件和認信基督J (頁 90) ，但是，

劉小楓在始終眾焦現代性問題的前提下，從其對道德類

型、精神秩序和文教制度的終極開切出發，發生了與尼采

的內在思想關聯，因而偏離之前關注基督事件、強調個體

信仰表述的、具有明顯巴特主義色移的神學立場，逐漸走

向強調自然秩序和精神類型的、具有鮮明尼采主義底色的

施特勞斯政治哲學。50劉小楓對現代性問題的闡釋從關注中

西之爭、強調基督事件與民族一宗教一文化的衝突，轉向

強調古今精神價值和道德秩序的差異。也就是說，劉小楓

承鐘和挪用尼采與尼采以後(特別是海德格爾和施特勞斯)

對現代性(和現代基督教)的批判，開始厚古薄今，推崇

古典傳統的自然秩序和精神體制。 51

50 張旭認誨， r歷史哲學J ~ r敢抬哲學J '並由此指明劉小楓接下來的且扭轉向 自厄

果主義歷史哲學而指引的對施特普斯敢情哲學的推聾輿街效(串張旭， (上帝死了自神

學何轟吟， (自序) ) 
51 畫劉小楓指剖，木少學者非常重規尼果以聾的且祖轎攝和且想貴法張旭寫有研究二十

世紀基督教神學基本問題的《上帝死T ，神學何晶 η ，壘增定(和李猛)翻譯興講解

尼栗的《敵基督) (( (散基督〉講稿}) ;吳飛撰有《心靈秩序與世昇歷史奧古斯

丁對西主古典文明的聲結> (北京三聯書店 '2013) ;曾慶豹鋪有「種巨果聶列J 章

_，試圖引11-三十世記歐棚且想中尼果以種從現華學、詮釋學、解構、批判理論和敢抬

哲學適宜個tï向鹿闊的對宗教或神學的積極看法﹒此沸，其他很多曼海德格蘭、施特#

斯科福柯(Michel FI個扭曲)等λ單害的學者，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讀間接扭曲

和挪用T!il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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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究天人之際J :漢語神學該如何走出尼采以後的洞穴

如前昕述，在論及基督教在中國的現代語境時，劉小

楓在一九九九年試圖把現代性問題的焦點從中西之爭轉為

古今之爭，並將之具體落實為在人的問題上的街突: I基

督教與中國的街突，實質上是儒教與基督教在人的問題上

的街突J (頁 37) 。此時，劉小楓強調的不再是垂宜的、

具有普遍意義的基督事件與平面的具體宗教一文化的街

突，而是平面的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的差異、甚至街突。

出自其尼采主義立場，劉小楓認為，將來漢學神學開展的

語境重點不再是由垂直的基督事件既引發的平面的個體性

與國族性之間在現代語境下的街突， 52而是不同的、平面

的、關於人之生活方式的精神價值和倫理類型之間的古今

之爭。

就基督教神學的實事和具體歷史處境之間的張力關係

而育，本文認為，神學一方面應始終指向和見證神學的實

事，保持神學對一切屬人的平面事物的批判性和拆解性，

另一方面，神學也必須始終是處境性的，力圖從垂宜而來

的獻示出發重新解釋和建構諒自上帝的、屬人的平面維

度。倘若處境高於甚至取代實事，神學也就不成其為神學，

不僅喪失神學的神學性、垂直性、批判性和建構性，而且

成為僅是平面的、適應處境甚至向處境妥協的、溫順的修

辭學或審慎的政治哲學，木再是有著垂直維度的、實事求

是和求其向上的朝聖之學。由此出發，面對串串l小楓轉向關

注古今問題的漢語神學新提議，即使在尼采以後的現代語

境，漢語神學應首先努力指向和返回的仍木是平面的人的

問題，不是人的生活方式問題，而是垂直的上帝的問題，

且林于痺， (.存在歷史神聖一一當代漢語神學一敢抬轎說巨且> (香港道風害社，

2016) ，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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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耶穌基督的敢示的問題，即垂直的基督事件，然後

才是人的問題、人的生活芳式問題。借用唐文明在談及牟

宗三歷史哲學時的說法，且在充分承認劉小楓的尼采主義歷

史哲學之思路對解決漢語神學問題之重要性的同時，我們

還必須明確，神學的實事或神人關係問題才是漢語神學想

要進一步進深和拓展所領仰賴的核心性問題和根本性出發

點。尼采以後，對漢語神學涉及的現代性問題(無諭是中

西一古今問題，還是心性一政制問題)的回答最終不能僅

停留於平面的人典人之間的差等，而是始終要回到垂直的

神人關係問題上來。借用史家司馬遷的名言，尼采以後的

今天的漢語神學首先必須「究天人之際J '始終指向和返

回神人之間的垂宜闢係，這樣才能在水平層面上會中西之

異， I通古今之變J ' I成一家之言」

概略言之， I究天人之際」意味看，尼采以後的漢語

神學應從上帝在耶穌基督裹的激示，特別是從十字架事

件，出發進行漢語的神學言說。由此出發，我們可以發現，

劉小楓的尼采主義漢語神學新提議背後可能隱藏春一種強

調自然秩序和精神類型的自然神學。這樣的自然神學傾向

於認同從創造論出發的、對已有自然秩序和精神類型的認

同。從十字架的垂直角度觀之，上帝過去創造的美好世界

和自然秩序已然墮落，為罪侵染，神人的源初舍一已不復

存在，且無法恢復。現在面臨的尼采以後的秩序混亂、虛

無主義和精神危機，並不能指望對過去的源初創造的美好

的恢復。從十字架的平面角度觀之，罪並未得勝，這墮落

的世界不僅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裹創造的世界(自然王國)

更是由耶穌基督作玉作主的上帝國度(恩典王國) ，並未

分裂成柏拉圖主義傳統所育的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從十

53 唐文明， (躍華盛的顛覆) ，買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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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平面與垂直相結合的角度觀之，藉著耶穌基督，罪在

十字架上已被勝過，已然得救的世界期待若將來的更新(榮

耀王國) 。不同於指向過去的恢復，更新指向的是將來得

以新造的美好，這樣的更新猶如返本開新一般，並未完全

否定源初創造的美好。在上帝國度正在來臨的將來榮耀

中，更新意昧著與源初創造的連續性得到持守，同時在新

的創造中與源初創造的非連續性得以發生，罪和墮落將不

復可能，將來的世界也更為豐宮和美好。在以耶穌基督為

玉做主的上帝國度中，在這樣在現在不斷返回過去、卻又

不斷期待將來的世界中，神人關係上的首要問題不是水平

層面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J '而是垂直

層面的誰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是誰的奴僕(參《羅馬書》

六章 16-17 節) 。這也是神學和漢語神學的首要問題，採

取巴特主義立場時的劉小楓應能清楚看到這一點。但是，

由於尼采主義立場的影響，更由於他試圖恢復和重建水平

層面的精神秩序的終極關切，他放棄對垂直層面的基督事

件的神學強調，反而轉向水平層面的、僅僅屬人的、強調

敵我關僚的政治哲學。

在如此垂直層面的「究天人之際J 的根本前提下，尼

采以後的和劉小楓以後的漢語神學方可繼續探討就具體

的水平層面而言，中西之異何以融會，古今之變何以貫道，

一家之言何以吉說。關於水平層面的人類處境，古希臘哲

人柏拉圖《理想國} (Republic) 的洞穴比喻或許是人類歷

史上最為經典和極具意涵的比喻。從垂直的十字架神學角

度觀之，無論是在古典的自然秩序中，還是在現代的意志

世界中，人類並未走出被縛的洞穴，或迷戀於天人合一的

古典自然秩序，或陶醉於自我表達的現代意志豪情。古典

的自然秩序很可能出自尼采主義的高貴意志與生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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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古典洞穴的人，自以為新處自然秩序來自上帝，由此

以為可仰賴共同體、信仰、宗教、文化和命運等替天行道，

為天弘道。可是，這樣的人既看不到外在的天道，也看不

到內在的秩序。在現代的意志世界，由於浪漫主義以後、

特別是尼采以後的理性普遍理念的破產，自我的視角和意

志成為主導性的，無數自我猶如陷入自我意誠和部落主義

的洞穴中，走不出自己當下的地方和部落，更回不到過去

的古典自然秩序，遑論看到將來更新的可能希望。一個個

自我仿佛漂消於無垠大海的木繫之舟，有的就此決定流

浪，反抗虛無與荒謬，勇敢擁抱大海不斷湧現的、新的可

能性，有的則試圖重新找回身份，重新回歸血緣、親情、

人倫、家庭、土地、文化、信仰、民族、宗教、文化、禮

制、歷史和命運(比如，德意志基督徒對血液、土地和祖

國等的忠誠、熱愛與執著) ，但始終因不去，活在持續的

斷裂之中。

地方性的血緣、人倫、種族、民族、宗教、信仰和禮

制等帶來的文化自覺和道路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也許有利

於秩序的重新建立和「我們」的自我認同，但編織的很可

能只是另一套貶抑人性尊嚴的古典自然秩序或另一種既

「敢」又「蒙」的現代意志洞穴。要想重建自然被更新後

的秩序，要想走出現代被重塑後的洞穴，我們在自然秩序

或源初人性中找不到解決的可能。如同對柏拉間洞穴喻的

一種可能解釋一樣，人之所以能夠走出洞穴、獲得解放與

尊嚴，並非是自己開敢自身光亮，主動擺脫鎖鏈和火焰，

勇敢使用自然理性或表達自身意志，而是因為得者光亮，

被解脫鎖鏈、被離開火焰，從而獲得希望，走向光明。而

這正是神學和漢語神學在進一步進深和拓展時將要首先給

出的回應。中西和古今之間的差異與街突，中西之異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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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古今之變的歷過，若木是在上帝自身所敢示的神學實

事和上帝自身所帶來的上帝國度中得以辨析、識別與和

解，就始終可能把神學和漢語神學帶回水平層面的洞穴。

無論關於洞穴有看怎樣的修辭，漢語神學都必須警傷自身

可能為某種洞穴背書的引誘，始終不斷地指向和見證神學

的實事，方有可能在今天尼采以後的漢語言吾境中成為說漢

語的神學。這樣的漢語神學不是指向過去的自然秩序，也

不是執著現在的意志表達，而是提供關於將來更新的文化

一思想一政制想象，成為見證和指向來臨中的上帝國度的

一家之言。

關鍵詢:巴特尼采劉小楓漢語神學

作者電郵地址:曲。血asq阻uto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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