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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的时代过去了，那体系战胜了它。如果有谁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区分，那么
他就是一个怪人，一个『其灵魂萦绕在某种早已消失了的东西上』的怪人。那
么就由它去吧，而苏格拉底因为他那特别的区分还依旧是苏格拉底，那简单的
智慧者，这种特别的区分是苏格拉底自己所说出和完成的，这种特别的区分也
是那古怪的哈曼（Hamann）在两千年之后才敬慕地重复的：“苏格拉底之所以
伟大是因为‘他区分开那『他所明白的东西』和『他所不明白的东西』’。”

以此书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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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我认为，一个打算写一本书的人一定反复考虑他所要写的主题。而如果他在最
可能广泛的意义上去熟悉那在之前已经写下的、有关于这主题的文字，也不会
有什么坏处。如果他在这条路上碰上一个曾经详尽而令人满意地对这主题的某
一个部分进行过处理的『单个的人（Enkelte）』，那么他也一定会高兴，如同
那新郎的朋友站着倾听新郎的声音时感到高兴 2 。如果他完完全全地是在沉默
中――带着那种 『一贯地追寻着孤独』的迷恋狂热――对之进行了考虑，那么
他就不需要做更多了；这时他就思维清新地写出他的书如同那飞鸟唱自己的
歌，如果有人能从这书中得到什么或者为这书而感到高兴，则尽可能越多越
好；这时他无忧无虑地出版这书，没有任何自负炫耀－－没有仿佛他在他的书
中结束了一切或者仿佛地球上的所有种类都将在他的书中被祝福3的那种自负炫
耀。每一个族类都有自己的使命并且无须如此过分地为先人和后代面面俱到地
操劳。那族类中的每一个『单个的人』可谓在每一天有其自身的烦恼并且要操
心的东西太多，没有必要去以其族父般的关怀拥抱整个当代，或者让时代或纪
元从他的书中得以开始 4 ，更不用去说是一切开始于他的『誓言的新年火炬』
5
、或者他的『暗示中前景广阔的许诺』、或者他对于某可疑币值汇率的保险引
证 6。并非每一个圆肩膀的人理所当然就是一个阿特拉斯 7 、或者因为承担一个
世界就成为阿特拉斯，并非每一个说“主啊主啊”的就理所当然进入天堂国度
8
，并非每一个自愿为整个时代提供担保的人因此就证明了他是一个可靠的、能
够担保其自身的人，并非每一个大叫 Bravo, schwere Noth, Gottsblitz bravissimo9
的人就理所当然地明白了他自己和他的赞叹。
至于我自己这渺小的人，我坦白直接地承认，作为作家我是一个没有国土的国
王，同时在畏惧和极大的颤栗中 10 也是一个没有任何要求的作家。如果对于一
种可尊敬的羡慕、对于一种嫉妒的批评来说，我使用拉丁语名字是太过分的做
法，那么，我将很高兴地假定这样一个名字――克利斯腾·马岑（ Christen
1

基尔克郭尔的另一部著作《前言》本来是作为这《概念『恐惧』》的前言的。
《约翰福音》（3∶29）：“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
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
3
《创世记》（12：3）：“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4
这在《哲学碎片》的前言中也有提及。这是针对 H. L. Martensen 的证书学位（licentiat 学位，
低于博士的一种证书学位）论文 De autonomia conscientiæ sui humanæ（哥本哈根。1837 年）。
此书的丹麦文译本于 1841 年以“Den menneskelige Selvbevidstheds Autonomie i vor Tids
dogmatiske Theologie”为题目（中文意：当代的教义性的神学中的那『人的自我意识的自
律』）出版，神学生 L.V. Petersen 翻译。在前言中 Petersen 这样谈及这论文：“这是在我们这
里出版的那新思辩哲学方面的、预告这我们已经开始计时的神学纪元的第一个文本。”
5
指向 J.L. Heiberg 的新年礼物“Urania”（1844）。参见基尔克郭尔的《前言》（本来是作为
这《概念『恐惧』》的前言的、但另外出版的一个小册子）的第三部分。
6
“对于某可疑币值汇率的保险引证”和下文中“当前这一年的权威”：根据德文版的基尔克
郭尔文集译本中的注脚，这暗示了当时的丹麦黑格尔主义。
7
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是受罚以双肩扛天的巨人。
8
马太福音（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
的人，才能进去。”
9
Bravo（好极）, schwere Noth,（严重的急需〈德语〉） Gottsblitz（上帝的闪电〈德语〉）
bravissimo（好极了〈意大利语〉）。
10
哥林多前书：（2：3）：“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惧怕， 又甚战竞。”
2

Madsen），希望最好把我当成一个俗人，一个虽然思（speculerer），却远远地
站在『那思辩（Speculationen）』 11 之外的俗人，虽然我在『我对于权威的信
仰』中虔敬，就象那罗马人在『他对上帝的敬畏』中宽容。牵涉到『人的』 12
权威，我是一个拜物者，同样虔诚地崇拜任何一样东西，－－只要通过足够鼓
声来宣示出我所应当崇拜的是他、宣示出他是当前这一年的权威和论文出版的
审查者（imprimatur）。那决定13是我的理解力所无法达到的东西，不管这决定
是通过抽签和无记名投票得到的，还是通过让这荣誉自身在人们中轮流，－－
这样让被轮到的那『单个的人』置身于作为权威的位置，如同一个市民代表置
身于仲裁委员会14。
我这里没有更多别的要说了，除了希望每一个同意我观点的人，正如也同样希
望每一个不同意我观点的人，希望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正如也希望每一个读
了这前言就已经受够了的人，希望你们生活美好！
哥本哈根
最充满敬意的
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
（Vigilius Haufniensis）

11

黑格尔主义体系的哲学就是“思辩的（spekulative）”哲学。
在这里“人的权威（menneskelig Autoritet）”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3
“那决定”：－－决定哪一个是这“应当被崇拜的”。
14
各个市民代表轮流地置身于仲裁委员会，一个月轮换一次。
12

引言
在怎样的意义上看，这审思的对象是对于『心理学所关注的东西』来说是一个任务，而在
怎样的意义上看，这审思的对象――在成为了心理学的任务和关注对象之后――恰恰是指
向教理神学（Dogmatiken）的15。

在科学的大范围中，每一个科学的问题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其目的和其边界，
以及――正是由此而得到的――它在整体之中和谐的色调融合、它在『那整体
所说的东西』之中合理的『参与之声』，－－这样的一种看法不仅仅是一种
『以其令人鼓舞或者令人哀伤的心灵激荡来使那科学人士高尚化』的 pium
desiderium（虔诚的愿望），不仅仅是一种『要使得这科学人士投入到为那全体
的服务中去并且吩咐他放弃无法无天和放弃那看着陆地从眼中消失的冒险情欲
16
』的神圣义务；而且，这种看法也是每一种更专业性的审思所关心的东西，
－－因为，通过忘记『自己之所从属的领域』，再加上忘记『那语言－－带着
决不偏离目标的歧义性－－通常就此所表达的东西』，这些『更专业性的审
思』忘记其自身，成为一个其他，而去达成一种可疑的『可完美性』－－『人
认为它应当是什么，它就能够成为什么』。这样通过『不去科学地以规则约
束』、通过『不去留心于保持使那诸多单个问题处于秩序的限定而任由它们去
你追我赶地相互超越－－仿佛这里在谈论谁抢先到达一个化装舞会』，一个人
时而获得某种出众的才华 17 、时而以『已经理解了其他人远远尚未明白的东
西』来给人以惊奇、时而在某些意义含糊的词语上和那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达
成一种一致性。然而，在之后这种才华上的收获却――和所有非法事务一样
地――遭到报复，－－不管是从民法的角度还是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收获都
是一个人所拥有不了的。
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僭越了逻辑学的最后部分－－那现实性
（Virkeligheden）18，那么他由此而得到这样的好处：表面上看起来就好像我们
在逻辑中已经达到了『那最高级的』，而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达到『那最
低级的』。而由此造成的损失也是明显的；因为不管是『逻辑』还是『现实
性』都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现实性』没有得到好处；因为那『偶然性』
是『现实性』之中本质的从属部分，但是『逻辑』却不能让『偶然性』进门。
19
同时『逻辑』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逻辑念及了现实性，那么它
15

或翻译为神学教义学。但为了避免一个词中两个相同字所引起的误解，取译『教理神学』。
要使得这科学人士投入到为那『全体的』的服务中去，并且吩咐他放弃『无法无天』和放弃
那『看着陆地从眼中消失』的冒险情欲。
17
在这里基尔克郭尔所用的“才华”这个词是带有反讽意义的。
18
如果这里所指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二卷的第三部分。基尔克郭尔对黑格尔
哲学的批判的重点之一就是黑格尔在把现实和历史引进逻辑时通过必然性而把自由抹杀了。
19
逻辑的决定性是一种必然性，而必然性决定了对偶然性的否定。在一个有偶然性的地方才谈
得上自由选择。如果现实被引进了逻辑，那么现实的决定性就是一种必然性，那么自由意志就
失去了其存在空间。
16

就接受了某种它所无法同化吸收的东西，这就等于是它去提前使用那『它应当
仅仅是对之作预先假定』的东西。惩罚是明显的：所有关于『什么是现实』的
审思都因此成了问题，是的，也许这审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可能，因为
『现实』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用时间来恢复其自身、用时间来忘却错误。
－－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在神学教理（Dogmatiken）中把信仰称为是那『直接
的』而不去给出任何进一步的定性时20 ，因此就赢得了这样的好处：所有人被
说服去确信『不在信仰上停止』的必然性，是的，甚至那正教信者都能够被劝
导接受这种特许让步，因为，他可能不会马上看穿这种误解－－这种让步的根
源不在那『后来的』，而是在这种 ηξσηνλ ςεπδνο（根本迷失）之中。迷失是明
确无误的；因为那信仰如此地迷失：它被剥夺去了它所合法从属的东西－－它
的历史前提；那神学教理如此地迷失：它在一个『不是它的开始』的地方开
始，在『一个先前的开始』之中开始。它不是去以一个『先前的开始』为前
提，而是忽略这『先前的开始』并且毫无顾忌地开始，正如那逻辑学中的情
形；因为那逻辑学恰恰是开始于那『通过最精致的抽象化而得出』的最不可捉
摸的东西－－『那直接的』。那逻辑地看是对的东西，亦即，“『那直接的』
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取消掉”，在神学教理中成为泛泛之谈，因为，又有谁愿意
停留在那（没有进一步被定性的）『直接的』之上，――既然它在我们提及它
的同一刻马上就被扬弃取消，如同一个梦游者在他的名字被提及的同一刻醒
来？于是，如果一个人时而在那几乎只是预备教育性的考究 21 中找到这个词－
－和解（Forsoning）去标示那思辩哲学的知识 22，或者标示那『认识主体』和
那『被认识的』之间的同一，或者去标示那『主体－客体的』，等等等等，那
么，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有才气的，并且借助于这种才气他解释了所有
谜，――特别是为那种人解释－－那种甚至在科学上都不使用那『别人在日常
生活中所使用的』谨慎（这谨慎就是说至少在开始猜谜之前先把谜面文字听清
楚）23 的人。或者他为自己赢得这样一种不可比拟的功绩，――他通过他的解
释给出了一个新的谜：怎么有人会去认为这应当是那问题的解释。一般意义上
的『思』具有现实性 24 ，－－这是整个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前提假设。自
20

这里主要是指向 Martensen，特别是他的证书学位论文 De autonomia conscientiæ sui humanæ,
in theologiam dogmaticam nostri temporis introducta（哥本哈根。1837 年）。此书的丹麦文译本于
1841 年以“Den menneskelige Selvbevidstheds Autonomie i vor Tids dogmatiske Theologie”为题目
（中文意：当代的教义性的神学中的那『人的自我意识的自律』）出版。这论文对那现代的自
律哲学作出一种清算。为人类理解力给出根本的是上帝自己。良心（samvittighed）同时是道德
和理智的器官，是一种和上帝的“同知（samviden）”，这种“同知”给出人认识上帝的最原
始的可能性，一种对于『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和『作为被创造者的人』的“知（viden）”。人
必须去信仰以便能够认识“信仰是那『直接的』”。纯粹通过理智，人不可能达到认识，所以
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现代哲学中自律原则必须废弃。虽然 Martensen 以这种方式保持了对黑格
尔的距离，并且认为是“超越了”他，但是在他 1841 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
中，黑格尔的方法完全是他的文本的立足基础——辩证的方法及其对所有对立面向一个和谐的
整体观的中介。
21
或者说“刚刚入门后的考究”。
22
这里基尔克郭尔所指向的可能是那 Stilling 的 Philosophiske Betragtninger over den speculative
Logiks Betydning（哥本哈根 1842）中的第 45 页。
23
在括号中的文字在丹麦文原文中是一个从句而在原文中没有括号。括号是翻译时加的，特此
说明。
24
“『思』具有现实性”是概念现实主义立场（唯实论立场），源自柏拉图哲学，在整个中世
纪得以继续。在中世纪有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在黑格尔那里，唯实论以概念现实主义的形式
重兴，因为对于黑格尔那作为辩证过程的逻辑和生命并非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件事。“概念（der

康德起这个前提假设受到怀疑 25 。假定黑格尔哲学真的对康德的怀疑主义进行
了彻底的深思（那黑格尔和学派借助于关键词“方法和表现形式26” 所掩盖的
东西，也是谢林更明白地以关键词“理智的直观和建构 27 ”所承认的东西：
『这28 是一个新的出发点』；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一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大
问题），并且这样地去以一种更高的形式重建那从前的东西，这样地去让
『思』并非依据于前提条件而具有现实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思』的这种有意识地获得的现实到底是不是一种和解？哲学只不过是被带到
那从前人们开始出发的地方，在从前――在那个时候那『和解』恰恰有着其巨
大 的 意 义 。 我 们 有 着 一 个 可 尊 敬 的 老 哲 学 用 语 ： 正 题 （ Thesis ） 、 反 题
（Antithesis）、综合题（Synthesis）。现在我们选了一个更新的用语，在之中
『中介（Mediationen）』占取了第三个位置，难道这就是一个非凡的进步么？
『中介』是双义暧昧的，因为它同时蕴含了『那两项之间的关系』和『这关系
的结果』，－－这关系，在之中它们作为『那相互间已经发生了关系的两者』
而在对方之中与对方及自身发生关系 29 ；它标示运动，同时也标示静止。关于
这是否一种完美性，则要由一种对这『中介』的辩证检验来决定――一种远远
地更深入的检验；然而很不幸，我们还在等待这检验的发生。我们只是撤除
『综合』而说『中介』，没关系，继续。然而才华却要求更多东西；我们说
『和解（Forsoningen）』 30 ，那么其结果是什么？这对我们的预备教育性考究
没有好处；因为在清晰明了性方面，这种考究自然不会比那事实真相收获更
多，正如一个人的灵魂不会因为这个人得到一个荣誉的身份而得到拯救。相反
我们却从这两种科学－－伦理学和教理神学的根本上混淆起来，特别是在这样
一种情况下：在引进了『和解』这个词之后，我们又还进一步指出逻辑和 ιφγνο
（逻各斯）31（那教理神学）相互对应，指出逻辑在本源上是关于 ιφγνο（逻各
Begriff）”既是认识的工具、又是认识的结果、又是对于『思维构建事物本质并因而在“思”
和“在”之间发展出同一』的表达。
25
康德反对概念现实主义并且认为，人的直观和概念是我们自己的主体直观形式的结果，而
『现实』、物自身是我们的认识所无法触及的。
26
方法和表现形式〈Methoden og Manifestationen〉。
27
理智的直观和建构〈den intellectuelle Anskuelse og Constructionen〉。
28
这应当是指康德的怀疑。康德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认为认识论上的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作
为最终现实的物自身是不可知的。而黑格尔试图以自我意识—概念的发展辩证法掩盖这种怀
疑，以一种循环论证来消解掉那可疑的前提条件。谢林则在康德的怀疑结果上努力发展一种主
观理解形式。
29
这里的文字比较含糊。另一种理解是：在之中它们相互和对方发生关系，并且也和『那相互
间已经发生了关系的两者』发生关系。按照我的理解是：如果对立的两项是 A 和 B，而这两项
间的相互关系为 A-B，那么，这『中介』同时蕴含了『那两项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 A 和 B 之
间的关系，或者说 A-B』和『这两项和其关系之结果的关系，亦即“A 和 B 两者”与“A-B”
之间的关系』。
30
相应的文字中，『和解』有着两重意义，一种是神学意义上的，还有一种是黑格尔哲学意义
上的。在黑格尔那里所说的『和解』是『中介』，被基尔克郭尔在丹麦语中用 Mediation 表
达，在德语中黑格尔写作“Vermittelung”或者“Versöhnung ”。而基尔克郭尔把这个词的重心
立在神学意义中。
31
ιφγνο（逻各斯）在基督教的意义上解释是“词”或者“话”或者“辞”的意思。约翰福音说
（1：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中文所翻译为“道”，“道”者，
“辞”也。在哲学意义上解释为“思”，由这个解释而得出“逻辑（logik）为『思』之学说”
——“逻各斯之学说”。这里基尔克郭尔所指向的可能是那 Stilling 的 Philosophiske
Betragtninger over den speculative Logiks Betydning 中的第１１页和 Marheinekes Dogmatik 第 2 版
第 208 章。

斯）的学说。伦理学和教理神学在一个对于『和解』的决定性的 confinium（范
围 界 定 ） 上 有 着 争 议 。 从 伦 理 学 角 度 看 ， 『 悔 （ Angeren ） 』 和 『 辜 32
（Skylden）』强迫人去得出那『和解』；而那教理神学，因为它对于那被提供
的『和解』的接受能力，它具有那种历史性地具体的『直接性
（Umiddelbarhed）』，并且，它以这种『直接性』在『科学』的伟大对话中开
始它的发言。那么现在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那语言可能会举行一个大安息
年，在之中人们让『言』和『思』休息，这样人们就能够从『那开始』开始。
33
－－在逻辑学中，人们使用『那否定的』作为加速的力量把运动带给一切。
而且人们必须在逻辑之中包含运动，不管人是怎样达成它的，不管是以怎样的
手段达成它的。现在『那否定的』就可以派上用场，而如果『那否定的』还是
不管用，那么也许文字游戏和惯用语可以帮忙，那样『那否定的』本身成为了
文字游戏。34在逻辑之中没有什么运动是可以被允许『去成为（vorde）』的；

32

『辜（Skylden）』：（英文相近的词为 guilt），Skyld 为“罪的责任”而在，字义中有着
“亏欠”、“归罪于、归功于”的成分，――因行『罪』而得『辜』。因为在中文没有相应的
“原罪”文化背景，而同时我又不想让译文有曲解，斟酌了很久，最后决定使用“辜”。中文
“辜”，本原有因罪而受刑的意义，并且有“却欠”的延伸意义。而且对“辜”的使用导致出
对“无辜的”、“无辜性”等的使用，非常谐和于丹麦文 Skyld、uskyldig、uskyldighed，甚至
比起英文的 guilt、innocent、innocence 更到位。
33
对于『和解』和『逻辑（作为“关于逻各斯的学说”理解）』这一类词的不严谨的运用使得
这情形成为必然：人们中断那已经开始的思考过程，暂停下来以便能够彻底重新从头开始。
34
基尔克郭尔原注：
Exempli gratia: Wesen ist, was ist gewesen; ist gewesen 是一个 seyn 的 tempus præteritum, ergo
Wesen 是 das aufgehobne Seyn, 那已经存在了的 Seyn．〖以此为例说：『本质』是那『已经存在
了的』东西；『已经是存在了的』是『存在』的过去时，所以『本质』是那『被扬弃了的存
在』，那『已经存在了的存在』。〗这个就是一个逻辑运动！如果一个人要自寻烦恼地捕捉和
收集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不管是黑格尔本来的还是那由后来黑格尔学派改善了的）的所有童话
精灵和小鬼――它们如同忙碌的工匠推动着那逻辑的运动，那么，以后一个的时代可能惊奇于
有如此的经历：那现在在一旁成为了作为过时的笑话的东西，它曾经在逻辑中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不是作为附带的解释和才华横溢的评语，而是作为运动大师它使得黑格尔的逻辑成为奇迹
并且赋予那逻辑思想以用来走路的脚却不让任何人发觉，――因为那敬慕的长袍隐藏起了那运
动的轮车，正如鲁鲁飞行地赶到而没有人看见她所坐的机器。逻辑中的运动是黑格尔的功绩，
与此相比，那无法忘记的功劳――这是黑格尔所具备，并且，为了在『那不确定的』之上奔
跑，而鄙弃了的――就不值得一提了，这功劳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纠正了那些范畴的定性
以及它们的秩序。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Wesen ist, was ist gewesen; ist gewesen 是一个 seyn 的 tempus præteritum, ergo Wesen 是 das
aufgehobne Seyn, 那已经存在了的 Seyn．”：“Die Sprache hat in Zeitwort Sein das Wesen in der
vergangenen Zeit ’gewesen’ behalten; denn das Wesen ist das vergangene, aber zeitlos vergangene
Sein”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第二卷第一部分的前言（Jub.版 IV, 481）。在第一部分第
一章 A 段（Jub.版 IV, 486）：“Das Wesen ist das aufgwhobene Sein”。基尔克郭尔的嘲弄地在
两段文字之间加了一个 ergo。基尔克郭尔所无法接受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本质』，被定为一
种扬弃了的存在，是一种逻辑运动，它消灭了那『无时间性』，这『无时间性』是概念『永恒
性』、『存在』和『必然性』中所不可缺少的。
“鲁鲁”：歌剧名。 C.F.Güntelberg 的浪漫主义悲剧（哥本哈根，1824）。当然在剧中没有任
何说明鲁鲁坐在机器上运动。
“为了在『那不确定的』之上奔跑”：可对照《哥林多前书》（9：26）：“所以，我奔跑，不
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因为逻辑『存在（er）』35，一切逻辑性的东西只存在36，『那逻辑的』的这一
无能状态在于逻辑向『形成（Vordelsen）』的转化中，而『存在（Tilværelse）
37
』和『现实』都在这『形成』之中出现。这样当逻辑深入到诸范畴的具体化
中去的时候，那来自『开始』的东西还是同样地保持一成不变。每一个『运
动』――如果我们还愿意在这一刻使用这个用辞的――都是一种内在的
（immanent）运动，而这种内在运动在更高的意义上根本不是运动，这是一个
人很容易让自己确认的，――如果他考虑到『运动』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超越
（Transcendents），它不可能在逻辑之中找到其位置。38『那否定的』是运动的
内在（Immanents），是那『消失的』，是那『被扬弃的』。如果一切东西都是
以这种方式发生，那么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发生，而『那否定的』就成为了一
个幽灵。但是恰恰为了使得某些东西在逻辑中发生，『那否定的』成为了某种
『更多』，它成为了那『带来对立面的』，不是一个『否定』，而是一个『对
置（Contra-Position）』。这样，『那否定的』不是那内在运动的静穆无声，而
是那“必然的另一个”39，为了让运动发生，对于逻辑来说它40当然可以是最必
然的，但它却恰恰是『那否定的』所不是的东西。 41 如果我们为了进入伦理学
而离开逻辑，那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又重新遇上那在整个黑格尔哲学里不知疲
倦地活跃的『否定的』。在这里我们惊奇地经历到，『那否定的』就是『那恶
的』。现在达到了完全的疑惑；才华横溢没有边界，斯戴尔·霍尔斯坦女士 42
那曾经用来谈论关于谢林的哲学的说法－－『它使得一个人整个一生有才
华』，这句话无论在怎样的方式上都适合于那黑格尔的哲学。我们看见那运动
在逻辑之中会是多么地不符合逻辑，――既然『那否定的』就是『那恶的』；
它们在伦理学之中会是多么地不符合伦理，――既然『那否定的』就是『那恶
的』。在哲学中过多，在伦理中过少；如果要两边都适合，那么就两边都不适
合。如果伦理没有其他『超越』，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逻辑，而如果逻辑要有
如此多的『超越』－－这『超越』在于伦理为了风俗的缘故是必需的，那么它
也就不再是逻辑了。
35

丹麦文“er”相当于英文“is”（是／存在），因为考虑到中文的上下连贯，我在这里的翻译
中变换地使用『是』和『存在』，并且在强调意义相关性的时候使用圆体字。
36
基尔克郭尔原注：
逻辑的永恒表达是那些埃利亚哲学家们因误会而运用在存在上的那一句：没有东西进入存在，一
切存在。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埃利亚哲学家是一个古希腊哲学学派（公元前 6－5 世纪）。他们否定运动的存在。
37
丹麦语的 Tilværelse、Væren、Eksistens 在中文都翻译为“存在”。Tilværelse 和德语 Dasein
相应，一般是指在时空之中的存在。
38
对于黑格尔一切运动都是辩证体系之内的内在（immanent）运动。超越（Transcendents）意
味了到达某种范围之外。对于基尔克郭尔真正的运动是超越的运动，使人从一个范畴进入到另
一个范畴，这样，逻辑对此就失去了有效性。
39
黑格尔经常使用的是“另一个”而几乎不使用“必然的另一个”。
40
“它”，是指那“必然的另一个”。
41
即使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那否定的』也不能是一个内在运动（因为如果它是内在的，那
么它就无法把运动引入逻辑），而应当是一个超越；通过指出这个，基尔克郭尔认为，德国哲
学的泛逻辑体系的致命不合理的地方就暴露出来了。
42
斯戴尔·霍尔斯坦女士（Mad. Staël-Holstein）。在 De l’Allemage 第３卷第８章，斯戴尔·霍
尔斯坦女士说道：如果一个人知道思辩哲学，那么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她还是觉
得这人有才华。

相对于其所处的位置，这一『被发展了的』可能是够复杂的（相对于它所着手
的对象，它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过于冗长”的程度），但却不是画蛇添足
的，――既然那单个的细节是因为考虑到要触及那文本的对象而被选取的。这
些例子是从那意义更重大的东西之中拿来的，而那在『那意义重大的』之中所
发生的事情，可以在『那比较卑微的』之中得以重复，并且『误解』也成为一
种类似，虽然那有害的后果比较小一些。那自称是要写出体系的人 43 有着对
『那意义重大的东西』的责任，而那写专著的则能够并且应当忠实于那微小的
东西44。
这个文本所要从事的工作是：不仅仅是考虑到而且也是面对着关于『传承之
罪』的教理，对“恐惧”这个概念进行心理学地考究。这样，这种考究，虽然
是默然地，就因此也牵涉到『罪（Synden）』的概念。然而那『罪』却不是心
理学兴趣之所在的工作，并且，如果一个人要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其考究工作，
那么这只会是等于在投身到一种『被误解了的才华』所要求的工作中。『罪』
有其确定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根本没有什么位置；然而这恰恰是它的
特性。而通过在别的地方对之进行考究，人们――因为将之放入了一个非本质
的折射之中――改变了这个概念。它的概念被改变了，而因此它的心境也被骚
扰了，－－这心境本来应当是和那正确的概念相对应 45 ；人们得到的不是那
『真实心境』的忍耐性，而是那『不真实心境』的瞬间即逝的幻影。在『罪』
如此地被引进美学的时候，那么这心境变得要么轻率要么沉郁 46 ；因为那心境
所处的范畴是矛盾，而矛盾则是要么喜剧的要么悲剧的。这样心境是被改变
了；因为那和『罪』相对应的心境是『严肃』 47 。它的概念也被改变了；因为
不管它是变为喜剧的还是变为悲剧的，它都是变成了一种『持续的』或者一种
43

在基尔克郭尔文字中谈及体系，一般都是指黑格尔的。
参看《马太福音》（25:21）：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45
基尔克郭尔原注：
44

科学与诗歌和艺术一样完完全全地以心境为前提，不管是在创作者那里还是在接受者那里；一
个调节上的错误对人的干扰程度和思维发展中的错误没有什么区别。这种道理在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被人完全遗忘；——在这个时代，人们完全忘记了『真挚性（Inderlighed）』以及对于
『学识修养（Tilegnelse）』的这样一种定性――为一个人『认为自己所拥有的』那所有荣耀而
快乐，或者在贪婪之中如同那『更喜欢影子的狗』那样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然而，每一
个产物自生自己的敌人。作为敌人，思维的错误有辩证法在外面等着，而心境的匮乏或者扭曲
则有『那喜剧的』在外面等着。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关于“在贪婪之中如同那更喜欢影子的狗”出自 Phaedrus 的寓言第五篇：
狗衔着骨头过河，在水中看见其自己的影子。以为河里有也一条狗也衔着一根骨头。它决定去
夺那另一根骨头。然而它的贪婪没有结果，反而他自己的骨头从口中掉下，沉到水底去了。
46

“要么轻率要么沉郁”：enten letsindig eller tungsindig。这两个词在丹麦语中直意是由
“轻――心”（let-sind）和“沉重――心”（tung-sind）构成。
47
我在一些地方也把这个『严肃』（丹麦语 Alvoren）翻译成『认真』或者『严肃认真』，比如
说，在《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中：
“没有诗人的帮助，你相反能够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那沉默——那是只有福音能够教导你
的，亦即：这是『严肃认真』，这应当是『严肃认真』，飞鸟和百合应当是导师，你应当严肃
认真地仿效它们，学习它们，你应当变得默然如百合和飞鸟。”

非本质的『被扬弃的』，而它的概念则是『被克服』。从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
看，那『喜剧的』和那『悲剧的』都是没有敌人的，它所有的要么只是一个令
人为之痛哭的怪物、要么只是一个令人发笑的怪物。－－如果是在形而上学中
考察『罪』，那么，那心境就成为了辩证的均匀性和冷漠性，它把『罪』当成
一种无法抵挡『思』的东西去反复沉思。这概念被改变了，因为，固然那
『罪』应当被克服，但不是作为那『思』所无法赋予生命的东西，而是作为那
存在的东西和『就其本身而言与每一个人有关』的东西。－－如果是在心理学
中考察『罪』，那么，那心境就成为了那观察着的忍耐性，那谍探中的无所畏
惧，而不是那『严肃』从之中的胜利逃亡。那概念成为了一种别的东西；因为
那『罪』成为了一种状态。但是『罪』不是状态。『罪』的理念是：『罪』的
概念不断地被扬弃。它不是（de potentia〔依据于可能性〕），而是 de actu 或
者 in actu （依据于现实或者在现实中）作为状态并且一再地是如此。心理学的
心境会是反感的好奇，而那正确的心境是那『严肃』的勇敢反抗。心理学的心
境是正进行发现的恐惧 48 ，而在其恐惧之中心理学描绘那『罪』，而在同一时
刻它恐惧并且是为它自己所描绘的图像而恐惧。当『罪』被如此对待时，这罪
（相比于心理学）成为了那强者；因为那心理学从根本上是以一种女人的方式
对那『罪』发生涉入关系的。这一状态具有其真理，－－这是很明确的；它在
『那道德的』出现之前多多少少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这是很明确
的；但是，通过这样一种考查，这『罪』不再是它所是，而是『更多』或者
『更少』。
因此，一旦我们看见『罪』的问题得到处理，我们就马上能在那心境上看见，
那概念是否是那『正确的』。比如说，只要『罪』被作为一种疾病、一种反
常、一种毒、一种不和谐而谈及，那么这概念也就是扭曲的。
本原地说，那『罪』根本不属于任何科学。它是布道中的对象，－－在布道中
那『单个的人（Enkelte）』作为那『单个的人』向那『单个的人』谈话。在我
们的时代，那科学的重要性愚弄了教士们而使之成为了一种『教授－教士』去
同时也侍从科学并把布道看成是有失尊严的事情。这样，布道被看成是一种很
糟糕的艺术，――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然而布道其实却是所有艺术之中最
不容易的一种，并且从根本上说是那苏格拉底所赞美的那种艺术 49 ：能够对话
50
。所以这也是自然而然：因此一个人无需到教会去作回应，而不断地为之提
供一个人去讲着也不会有什么帮助。苏格拉底在这区分上根本地批判那些诡辩
智者们－－他们确实能讲，但是无能于对话；苏格拉底所批判的就是，他们在
任何时候都能够说许多，但是却缺少那『真挚性』的时刻。那『真挚性』恰恰
就是对话的秘密。
和那『罪』的概念相应的是『严肃』。如果一种科学之中要有那『罪』的位
置，那么这科学就应当是伦理学。然而这却有着很大的麻烦。伦理学还依旧是
一种理念的科学，不仅仅是从每一种『科学都是理念的』的意义上说。伦理学
要把理念性（Idealiteten）带入现实性（Virkeligheden）；然而它的运动却不是
丹麦文的原文“Psychologiens Stemning er opdagende Angest…”（如果我将之直译为英文：
“The mood of psychology is finding anxiety”但是没有确定是“The mood of psychology is 〈a〉
finding anxiety”还是“The mood of psychology is finding 〈an〉 anxiety”）这句子可以同时理
解为“心理学的心境是一种『正在发现着什么的』恐惧”和“心理学的心境是『正在发现一种
恐惧』”。我在这里取前一种意义。
49
见柏拉图《高吉亚》。
50
丹麦语中：『能够（kunne）』和『艺术（kunst）』在语言根源上有着联系．
48

把现实性提高到理念性。 51 伦理学把理念性显示为一种任务并且预设了：人拥
有那伦理所要求的前提。这样，伦理学就发展出一个矛盾，因为它恰恰把艰难
性和不可能性明显化了。那些关于法律的说法，在伦理学中也有效：它是一个
训教师，他提出道德要求，而通过他的要求他只是审判而不执行。 52 只有希腊
的伦理学是一个例外，而这却是因为，它在根本意义上不是伦理学，而保持了
一个美学的环节。这一点很明白地在它对美德的定义之中显示出来，在这定义
之中亚里士多德经常地，当然也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æa）》
中，以他的希腊式『天真无邪』说，光是那『美德』并不使得一个人幸福满
足，而且他还必须具有健康、朋友、世俗财产并且在家庭生活之中幸福。伦理
学越理想越好。它不应当被废话所骚扰，－－诸如『要求那不可能的东西是无
济于事的』这样的废话；因为，光是去听这样的话已经是不伦理的，『去听这
样的话』是伦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伦理和讨价还价沾不上
边，人也不可能以讨价还价的方式达到那 『现实性』。如果要达到『现实
性』，那么整个那运动必须掉转头来。正是伦理的这种理想化特性诱惑了我们
时而去使用形而上学、时而美学、时而心理学的范畴。然而伦理学自然必须比
任何其他科学更首当其冲地抵制诱惑，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写一部伦理学而
不具备所有其他范畴作为其辅助性基础。
只有在伦理学借助于『悔』而搁浅于『罪』的概念时，『罪』才属于『伦理
学』。53 如果伦理学要把『罪』接受进来，那么它的理念性就终结了。它在其
51

基尔克郭尔原注：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足够的机会去认识到，这『越过那逻辑学
的最后一部分――现实性』是怎样的一种才华，因为甚至连那伦理学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
以，这现实性――逻辑以之而达到其终结――，这现实性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并不比那『存在
（Væren）』意味更多，――而逻辑以这『存在』开始。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逻辑以这『存在』开始”：另外，比如说在《精神现象学》中，辩证发展的起点就是这『存
在（Sein）』。自然意识的最初知识是一种『没有任何给定意义的、最普遍的、不确定的定
性』。这个原始关系是一种『纯粹存在（reine Sein）』。
52
《加拉太书》（3:19）：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
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又（3:21）：“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
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命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又
（3:24）：“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53
基尔克郭尔原注：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沉默中人约翰那斯（Johannes de silentio）所出版的《畏惧和颤栗》（哥本哈
根 1843）之中会找到许多相关的看法。在该书中作者多次让那美学所欲求的理念性搁浅在那伦
理所要求的理念性上，为了在这些冲突之中让那宗教的理念性恰恰是作为现实性的理念性而出
现，因而这宗教的理念性和那美学的理念性一样地令人向往、却不象那伦理的理念性那样可望
而不可即；但是以这样的方式：这种宗教的理念性在那辩证的跳跃之中突发而出，以那的积极
心境－－“看，一切都是崭新的”，和那消极心境－―这消极心境是那『荒诞的』的激情，与
之相应的是『重复』这个概念。要么整个『存在（Tilværelsen）』在那伦理的要求之中终结，
要么那相应的条件得以创立并且整个生命和存在重新开始，——不是通过那对于『那先前的』
的内在继续，而是借助于一种超越（Transcendents）。这里，『那先前的存在』是一个矛盾；
而那『超越』以一道沟壑把那『重复』和那第一种『存在』如此地分隔开，以至于我们只能使
用一种图像的语言来解说，如果我们要说『那先前的』和『那后来的』相互发生『涉入性关
系』如同那全部海洋中生命物的整体与那些在天空和大地的生命发生关系；当然，根据一些自
然研究者的看法，那前者作为一种原型要在其不完美性之中预构出所有那后者要显示的东西。
关于这个范畴我们可以和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所著《重复》

理念性之中停留得越多，却从不变得太非人情化而以至于让现实性从视野里消
失，相反通过这样的方式和现实交流，－－通过把它自己如此地提出来作为每
一个人的任务，它要使得这人变得那真实的、变成那完整的人、变成 θαη’

（哥本哈根。1843）作比较。这无疑是一本滑稽的书，而这滑稽是作者所蓄意的；但是，据我
所知，他是第一个有力地掌握了对『重复』的理解――并且通过指出那『科学违犯科学直到新
的科学出现』无形的峰点和 discrimen rerum（转折点）而在对『那种族文化的』和『那基督教
的』之间关系的说明中使我们看见那概念的深意――的人。但是，通过把概念打扮在那相应观
念的戏谑之中，他又重新把那他已经发现的东西隐藏了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了他去这样
做，就很难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很难明白；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他如此写作是“因为
异端信者们不应当理解他”。既然他只愿意美学地和心理学地对之作研究，那么，一切就必须
幽默地被安排出来，并且其效果这样地展开：言辞忽而意味了一切、忽而又意味了一切中最微
不足道的东西，而那转化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不断地从九霄云天上落下』，是通过
其滑稽的对立面而被发动的。然而他在第 34 页非常准确地说出了那全部：“那『重复』是形而
上学的『兴趣所在（Interesse）』，并且这兴趣所在也是那形而上学搁浅的地方；『重复』是
所有伦理直观中的密码；『重复』是所有神学教理问题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不可缺少的前
提条件）。”第一句包含了一种对于那命题『形而上学是无兴趣所在的（interesseløs 即，没有
偏向性的）』的隐指，正如那康德关于美学的说法。一旦『兴趣所在』出现，形而上学就到一
边去了。所以『兴趣所在』这个词是用斜体字。在那『现实性』之中，整个主体性的『兴趣所
在』出场，而这时那形而上学就搁浅。假如那『重复』没有被设定，那么伦理学就是一种聚合
力，看来他是因此而说它是那伦理直观中的密码。在『重复』没有被设定的时候，教理神学就
根本无法存在；因为『重复』在信仰中开始，而信仰是那些教理神学问题的机构。――在自然
的领域里『重复』处于其不可动摇的必然性中。在精神的领域里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去为『重
复』强行赢得一种改变而使得自己在『重复』之中感到差不多过得去，仿佛那精神只是处于一
种与精神之『重复』的外在关系之中（如果这样，那么『善的』和『恶的』就象夏天和冬天那
样地交替）；这任务是把这『重复』转化为某种内在的东西，成为那『自由』自己的任务，成
为其最高的『兴趣所在』，而使它在一切其它东西转化交替的时候能够真正地实现那『重
复』。在这里那有限的精神就绝望了。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暗示了这一点，——他通过让
自己靠边而让『重复』在这时依据于『那宗教的』突发在那年轻人身上。为此康斯坦丁多次
说，『重复』是一种宗教范畴、它对于他太过超验（transcendent）、它是依据于荒诞的那种运
动，而在第 142 页它被写为『那永恒性是那真正的重复』。所有这些，海贝尔（Heiberg）教授
先生不曾感觉到，但是通过他的知识――这知识正如他的《新年礼物》，特别地优雅整洁――
他满怀善良地希望了：通过盛大壮观地把那主题带领到那康斯坦丁所开始的地方、带到那――
为了提醒起一个更新的文本――带到那《非此即彼》中的审美者在《轮作》中放置这主题的地
方，而帮助这个文本去成为一个高格调而优雅的『无意义（Ubetydelighed）』。如果康斯坦丁
真的应当通过以这样的方式享受这『把他带入一个无法拒绝的特选的社交圈』的罕有荣誉而觉
得是受奉承了，――那么，他在我看来就一定――自从他写了那书――成为了一个就象人们所
说的明星狂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一个像他这样的、为了被误解而写作的作家，忘
乎其所以而没有足够的『平心静气（Ataraxie）』去把『海贝尔教授没有能够理解他』这件事作
为一种荣誉，那么他一定也是一个明星狂了。然而这无需我去担忧；因为，他至今还没有答复
海贝尔教授什么——这种情况足够地表明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看，一切都是崭新的”：哥林多后书（５：１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超越』以一道沟壑把那『重复』和那第一种『存在（Tilværelsen）』如此地分隔开”：
因为每一个『重复』理解为一个新的开始。
“『那种族文化的』”：就是说『那异教徒的』。这是新约之中对“ta ethne”在『异教徒』意
义上的使用在基尔克郭尔文字运用之中的反映。在《重复》中：“回忆是那种族文化的人生
观”。
“那康德关于美学的说法”：Kritik der Urtheilskraft § 2 ff.

εμνρήλ（在一种显著的意义上）的人；－－越是这样54，它就把艰难性的弦绷得
越紧。在那为实现伦理学的任务而作出的努力奋斗中，那『罪』并不是作为某
种偶然地属于某个偶然的个人的东西；相反是作为一种越来越深入的前提预
设，『罪』越来越深地撤回它自己，――作为一种超出了那『个人』的前提预
设。这时对于伦理学来说一切都迷失了，而伦理帮助了去达成这种『失去一
切』。一种完全处于伦理范围之外的范畴发生了。那传承之罪（Arvesynden）
使得一切更加绝望－－：它取消那艰难性，不是借助于伦理而是借助于教理神
学（Dogmatiken）。正如所有古典55认识和思辩立足于那前提预设『思具有现实
性』，所有古典伦理学也都立足于那前提预设『美德是可实现的』。『罪』的
怀疑对于异教是完完全全地陌生的。『罪』对于那伦理的意识来说，就是那错
误对于其认识，那什么也证实不了的单个例外。
以教理神学开始了这样一种科学，这种科学与那 stricte（从严格的意义上说）
所谓的理念性的科学相反是源自现实性。它以『那现实的』开始，以把这现实
的提高到那理念性之中。它不拒绝『罪』的在场，相反，它预设这『罪』并且
通过预设那『传承之罪』来解释这『罪』。然而，既然那教理神学很少被纯粹
地考究，所以人们经常会发现，那『传承之罪』是以这种方式被卷入进那教理
神学的范围的：那对于『教理神学的不同种类的本源』的印象并非是清楚地显
示在我们眼中，而是变得混淆不清；这种情况，在我们从教理神学中发现一条
关于天使、关于圣经等等的教条的时候，也会发生。所以教理神学不应当去解
释那『传承之罪』，而是通过预设它来解释它，就象那个『涡』，－－关于
『涡』那希腊自然哲学家们有各种说法，一种运动的、没有什么科学能够将之
把握的『某物』。56
对于教理神学就是如此，这是人们会认可的，――如果人们再一次有空去理解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s）57的对于这一科学的不朽功绩的话。他被人遗弃
已经很久了，既然大家都选择了黑格尔；然而施莱尔马赫是一个在美丽的希腊
意义上『只谈论他之所知』思想者，而黑格尔－－尽管他有他那一切出色的特
质和渊博的学问－－以他的所表现的一再地让人想起他是德国意义上的一个哲
学教授依据于一个大尺度，因为他 à tout prix（以一切代价）要去解释『一
切』。
那新的科学以教理神学开始，正如那内在的（immanente）科学以形而上学开
始。在这里伦理学再一次找到它的位置：作为这样一种科学－－这种科学把教
理神学的『关于现实性的意识』作为现实性的任务。这种伦理学即不忽略那
『罪』、也不将其理念性置于『理想化地去要求』之中，而是在『那对于现实

54

“越是这样”：是指“它在其理念性之中停留得越多„„”我加了这个连接句，因为后面的
“它就把艰难性的弦绷得越紧”是和前面的“它在其理念性之中停留得越多„„”构成一种
“越„„就越„„”的升级意义。丹麦文的原句的前一个“越„„”分句中的插入部分太长，
所以在中文中用“越是这样”在后面进行重提。
55
“古典的”主要是指古希腊的。古希腊的也是一种异教的。
56
这种说法来自赫拉克利特关于原子的说法：“原子是在大小和数量上是无限的，它们是在整
个天地在一个『涡』的时候产生的，以此而发动所有复合物。”（Diogenes Laertius）更早的阿
那西曼德也曾涉及类似的想法。
57
基尔克郭尔曾经在 1834 年和 Martensen 同学于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Der Christliche Glaube,
Berlin 1821－22）。之后，基尔克郭尔在那对于教理神学的形式定性上一般都根据施莱尔马赫
的定义。

性、罪的现实性的渗透性的意识』 58 之中具备其理念性，但是注意，它不染有
形而上学的轻率或者心理学的情欲。
人们很容易看见那运动的差异，看见我们现在所谈的这种伦理学属于另一种
『事物的秩序』。那先前的第一种伦理学搁浅于那『单个的人』的『有罪性』
之上。所以要去解释这『有罪性』是远远地不可能的，甚至麻烦只会变得更大
并且变得伦理地更莫测了，因为那『单个的人』的罪扩展成了整个族类的罪。
这时，教理神学用『传承之罪』来解围。那新的伦理学预设教理神学为前提，
并因之也预设『传承之罪』，而以此来解释那『单个的人』的罪，与之同时它
将那『理念性』立为一种任务，当然，不是通过一种由上向下、而是通过一种
由下向上的运动。
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使用 ηξψηε θηινζνθηα（第一哲学）59命名并且以此首
要地是标示形而上学，虽然他同时在之中也收取了一部分那『根据我们的概念
是属于神学的东西』。在异教之中神学必须在这『第一哲学』之中被考
究，――这完完全全是合乎它的道理的；这是一种对于『无限的渗透性反思』
的匮乏，正如这同样的匮乏使得异教中的戏剧具有一种『向神礼拜』的现实。
如果我们现在从这种多义性之中抽象出来，那么我们可以保留命名并且通过
ηξψηε θηινζνθηα（第一哲学） 60 来理解那科学的总体，－－这种我们能够称之
为『那种族文化的』的科学总体，其本质是内在性（Immanents），或者以希腊
的方式说，『回忆』，而把 secunda philosophia（第二哲学）理解为那『其本质
是超越或者重复』的哲学。61
『罪』这个概念从根本上不属于任何科学，那第二种伦理学只能够考究它的显
像，而不是它的『进入存在』。如果任何其他科学要对之进行处理，那么只会
使得这概念变得混乱困惑。为了向我们所进行的计划更接近，如果心理学要去
从事这工作，也会是如此。
心理学所要处理的必须是一种『静止着的』东西，一种在那『被推动的宁静』
中的静止着的，而不是处于那种『不断地要么生产其自身要么被抑制』的『不
58

“那对于『现实性、罪的现实性』的渗透性的意识”。
“第一哲学”，拉丁字母写为 proto philosophia，是关于『那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说。在亚
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在之中这“第一哲学”也被称为“那神学的”。（《形而上学》
卷五·一）
60
基尔克郭尔原注：
59

谢林唤起这个亚里士多德的用语的注意，以支持他自己对于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区分。他把
否定哲学理解为逻辑，这是很明了的；相反让我觉得不怎么明了的是，他所真正理解的『肯定
的』是什么，除非『肯定哲学』没有疑问地是他自己想要建立的。然而，既然除了我自己的理
解之外没有什么使我去将之取作为依据，那么，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就是不可行的了。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在 1841－42 年，基尔克郭尔去柏林参与了谢林的讲课，关于『启示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关于课程一开始的情形，基尔克郭尔这样写道：“我如此幸福地听了谢林的
第二节课，不可思议地，我已经绞尽脑汁并在这种可悲的想法中冥思得太久了。当他在『哲学
对于现实性之关系』的上下文关联中提及了『现实』这个词的时候，那思想的胎儿在我心中雀
跃，如同那发生于伊丽莎白的。”之后不久他了结了谢林，在他写给其在哥本哈根的朋友爱米
尔·伯森的信中：“不管是在内在还是在外在的意义上，谢林在说无边的废话。”。
61

基尔克郭尔原注：
对这个，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曾经提醒过对之的注意，――通过暗示那『内在的』搁浅于
“那『兴趣所在』”。以这个概念，现实才第一次真正地显现出来。

宁静』之中。但是，那『持久不变的（Blivende）』62，那『罪不断地由之而生
成』的东西，并不具必然性；因为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成为（Vorden）』是一
种状态，比如说，那植物的整个历史是一种状态；但是作为一种带着自由的
『成为』，这种『持久不变的』，这种施予禀赋的预设，『罪』的现实的可能
性 63 ，――它是对于『心理学所关注的东西』来说是一种对象。那『能够吸引
心理学的关注并且对之心理学能够关注的东西』，是“『罪』是怎么样地可能
成为存在的”，而不是“它是怎么样地成为存在的”。心理学在其『兴趣所
在』中做到的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它使得整个情形看起来『如同罪在那
里』；但是，『罪在那里』则是另一回事，这『罪在那里』本身和上面这种
『如同罪在那里』有着质的区别。这种预设前提――对于那谨慎的、心理学的
『沉思（Contemplation） 64 和观察』的这种预设前提――是怎样地显得越来越
包容多样化，这是心理学的兴趣所在；是的，就是说心理学正在投身于那种失
望，――就是说那『罪』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着。而这一最终的失望是心理学的
无能，它显示出心理学所能做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人的天性一定是如此，它使得那罪成为可能』，――这种说法从心理学角度
看无疑很对；但是要让这种『罪』的可能性成为其现实性，这就会使得那伦理
学反感，而对于教理神学这听起来是一种亵渎；因为自由永远不是『可能
的』，一旦自由存在，这自由就是现实的；正如人们在从前的哲学里说过，在
上帝的存在是可能的时候，那么这存在就是必然的。65
一旦那『罪』现实地被设定了，伦理学马上就当场严阵以待，并且，这时伦理
学步步紧跟地追踪着这『罪』。『罪』是怎样成为存在的，这不是伦理学所关
心的东西，它所确知的是：那『罪』作为罪而进入这世界。但比起对于『罪』
的『成为（Tilblivelse）』的关注，伦理学对其可能性的静物画更不感兴趣。
如果有人更进一步地问，在怎样的意义上心理学在其观察之中追踪其对象，并
且，追得有多远；那么不管是上面所讨论的文字还是它本身都明确显示出，任
何一个对于那『罪』的现实性的观察，（这里是一种作为被思的现实性），都
和心理学无关、并且作为『观察』它也不属于伦理学；因为伦理学从来就不是
『观察着』的，而是『指控着』、『审判着』和『行动着』的。进一步说，根
据上面所讨论的文字和它本身，心理学和那『经验的现实性』的细节毫无关
系，除非这是在那『罪』之外。作为科学，心理学当然无法经验地与隶属于它
的那细节有什么关系，但是心理学变得越具体，这细节就能够越高度地得到其
科学的表述。这种科学，――不同于其它科学，这种科学被许可在生命的泡沫
漫澜的多样性之中沉醉――，已经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如此节制和禁欲，如同一
个自虐的苦修者。这不是那科学的错，而是其皈依者的错。在那『罪』的问题
上，这心理学则拒绝现实性的全部内容，这时，还依旧属于心理学的只剩下其
可能性。从伦理上考虑，则自然是从来没有冒出过这种――『罪』的『可能
性』；伦理学不会让自己受愚弄而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考究上。相反心理学则热

62

丹麦语动词 at blive 有『依旧停留于』的意义，但是『产生、成为』的意义。在这里，
Blivende 作为『持久不变的』是根据『依旧停留于』的意义而被理解的。
63
这里的这个形容词“现实的”是对立于“理念的”。――就是说，存在有两种对立，一种是
『现实性－理念性』的对立，另一种是『现实性－可能性』的对立。
64
也有将之翻译为“静观”。
65
见于莱布尼茨的 Opera Philosophica 之中。

Kommentar [京不特1]: 失望还是幻
觉。Skuffelsen。如果是幻觉，那么句子
就必须重构。

爱这种考究，坐着映描轮廓、计算『可能性』的角度，并且象阿基米德那样地
不允许被干扰。
但是，在那心理学如此地深入到那『罪』的可能性之中时，虽然它并不知道，
这时它就是在为另一种科学服务了，――这另一种科学只是等待着，等到心理
学结束其工作，那时它就可以自己投入工作并且帮助心理学得到那解释。这个
『另一种』不是伦理学；因为伦理学完全地和这种『可能性』无缘。相反这个
『另一种』是教理神学，并且在这里那关于『传承之罪』的问题又出现了。在
心理学探究那『罪』的现实的可能性的时候，教理神学解释那『传承之罪』，
这是『罪』的理念的可能性。相反那第二种伦理学就和『罪』的可能性或者那
『传承之罪』就无关了。那第一种伦理学忽略『罪』，那第二种伦理学在其领
域之中包含了那『罪』的现实性，而这里再一次如此：那心理学只能通过一种
误解而硬挤进来。
如果这里展开的这些东西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很容易地可以看出，为什么我
有理由把这文本称作一种心理学的审思；并且在意识到了它在科学中的关系的
情况下，人们也很容易看出，它是怎样地属于心理学的、然后又是怎样地趋向
于教理神学的。有人曾经把心理学称作关于那主观精神的学说 66 。如果我们更
深入地追踪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心理学，――在它碰到罪的问题
时，它是怎样首先必须转向到那『关于那绝对精神的学说』中去的。那里有着
教理神学。那第一种伦理学预设形而上学为前提，那第二种伦理学预设教理神
学，却也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它：那预设前提在这里，也在一切地方，出现。
这里所作的就是引言的工作。这引言可能是正确的，而对于关于那概念『恐
惧』的审思本身则可能是完全地不正确的。到底是不是如此，让我们看。

CAPUT I
『恐惧』，作为『传承之罪』的预设并向其本原反溯地解释着
『传承之罪』

66

参见黑格尔的《百科全书》§387。黑格尔把科学分为三类：一是主观精神的科学（人类学、
现象学和心理学）；一是客观精神的科学（法律学说、道德学说和社会伦理学说）；一是绝对
精神的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

§1
关于概念“传承之罪”的历史暗示

这个概念是不是和概念『那最初的罪』、亚当的罪、『罪的堕落』同一？有过
一段时候，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把解释『传承之罪』的同一于解释亚当的
罪。在这样的想法碰到麻烦时，人们选择了一条权宜之计。为了多少还是解释
一些东西，人们引进了一种幻想的预设 67 ，这种预设的失落构成『罪的堕落』
的后果。这样，人们得到了这样的好处：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承认，这样的一
种状态，如同人们所描述的那种，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但是他们忘记了，那怀
疑，对于『这种状态是否曾经存在』的怀疑，是接下来的另一个麻烦，『这状
态的曾经存在』对于『失去这状态』是极其必要的。人类的历史得到一种幻想
的开始，亚当被幻想地放置在这个历史之外，那虔诚的感情和幻想力得到了它
们所想要得到的这样一个神圣的序曲，但是思想则什么也没有得到。在一种双
重的意义上亚当被幻想地置于之外。预设的前提是一种辩证地幻想的，特别是
在天主教教义中（亚当失去了 donum divinitus datum supranaturale et admirabile
〈上帝所赋予的超自然而奇妙的馈赠〉）。它是一种历史地幻想的，特别是在
那圣约神学（den foederale Dogmatik）68之中，这种圣约神学戏剧性地迷失在一
种『亚当之作为整个族类的全权代表而出现』的幻想观之中。无疑这两种解释
都说明不了什么，既然在两者之中这一个只是在为它自己所虚构的东西进行自
圆其说的解释，而另一个则在虚构一种『什么东西也解释不了』的东西。
那么，『传承之罪』这个概念是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不同于那概念『那最初的
罪』呢：那『单个的人（Enkelte）』只通过他与亚当的关系而成为它的一部分
而不是通过他与『罪』的原始关系 69 ？在这样的情况下，亚当还是被幻想地置
于了历史之外。这样，亚当的罪是一种更多于『已经过去的』（plus quam
perfectum 〈过去完成时〉）。『传承之罪』是那『现在的』，是那『有罪
性』；而亚当本是那唯一在身上不是具备『传承之罪』的，既然这罪是通过他
而成为存在的 70 。这样人们没有去努力解释亚当的罪，却是想要在那『传承之
罪』的后果上解释『传承之罪』。但是不管怎样，这解释不适合于思想。由此
我们很好理解：一种象征性的东西陈述出那『解释』的『不可能性』，而这一
陈述则毫无矛盾地给出这解释。那施马加登条款明确地教导我们：peccatum
hæreditarium tam profunda et tetra est corruptio naturæ, ut nullius hominis ratione
intelligi possit, sed ex scripturæ patefactione agnoscenda et credenda sit（『传承之
罪』是一种在本性之中的如此地深奥而可鄙的败坏，乃至于它无法被人的理性
67

这里的“人们”是指全部的基督教忏悔，它的“幻想的预设”是一种关于亚当在受诱惑之前
的无邪状态的公正性的学说，因为这种公正性在亚当堕落时被错过了，所以通过『传承之罪』
而出现了人类今天的状态。
68
圣约神学：一种十七世纪出现在荷兰的教义学，它把神学教理划分为和上帝的双重约定：
（堕落之前的）行为契约和（堕落之后的）宽恕契约。亚当作为人类的全权代表和上帝建立了
第一个契约。
69
其与『罪』的原始关系：就是说，与『罪』是直接的关系，中间没有亚当的罪为中介。
70
这里有着“是”和“成为”的区别：本来『罪』不『是』在亚当身上存在，但是它在亚当身
上『成为』存在。

认识，而必须通过圣经的启示来被认识和信仰）。 71 这个陈述完全和解释统
一；因为在它们之中那种思想性定义就其本身并没有出现很多，而是那虔诚的
感情（带有『那伦理的』色彩地）倾诉其愤慨于那『传承之罪』、承担起控诉
者的角色，并且，――几乎是带着一种女性的心灵激荡、以一种恋爱中女孩的
狂热激情――，这种感情现在只是操心于使得那『有罪性』以及那处于『有罪
性』之中的它自身变得越来越可鄙，以至于没有什么语言是足够地严厉到能够
描述这『单个的人』在那『有罪性』之中的参与。如果一个人带着这样的考虑
去综观那各种不同的忏悔，那么，那深奥的新教徒的虔诚所赢得的一代人就显
示出来了。那希腊教堂把『传承之罪』称为 ακάξηεκα πξνηνπαηνξηθφλ（最初
之父的罪）。它甚至连一个概念都没有；因为这个词只是一个历史性的标示，
它不象概念那样标示『那现在的』，而是标示『那历史性地已经完成的』。
Vitium originis（本原之恶）（德尔图良〈Tertullian〉）不错是一个概念，但是
它的语言形式还是允许那历史性的成分被理解为那占主流的东西。Peccatum
originale（原罪）（quia originaliter tradatur〈因为它是从那本原中传递出来
的〉.奥古斯丁〈Augustin〉）标示出那概念，它以介于 peccatum originans （罪
作为一种因）和 originatum（作为果的）73之间的定义而被定性得更明确了。新
教教义拒绝了经院的意义定性74（carentia imaginis dei; defectus justitiæ originalis
〈上帝图像的没有；本原正义的丧失〉），也拒绝认为那『传承之罪』应当是
poena（惩罚）（concupiscentiam poenam esse non peccatum, disputant adversarii
〈我们的反对者认为情欲是罚而不是罪〉. 《辩道》75A. C.），而现在那心迷神
醉的高潮开始了：vitium, peccatum, reatus, culpa（恶、罪、辜、逆）。人们关心
的只是那在痛悔中破碎灵魂的雄辩，所以在一些时候让一种完全矛盾的想法也
跑进那关于『传承之罪』的讨论（nunc quoque afferens iram dei iis, qui secundum
exemplum Adami peccarunt〈现在也把上帝的怒气带给那些以亚当为榜样的行罪
者〉）。或者那种担心着的雄辩对那种想法完全漠不关心，而是在说出那关于
『传承之罪』的可怕之词（quo fit, ut omnes propter inobedientiam Adæ et Hevæ in
odio apud deum simus〈由此得出，我们所有人，因为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不服
从，而为上帝所恨〉。《协和信条》 76 ，但它还是足够地小心，抗拒去想它；
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它，那么那罪就变成了人的实体 77 ）。一旦那『信仰』和那
『痛悔』的心迷神醉消失，人们就无法再借助于这样的定性，――这一类定性
只是为了使得那狡猾的机敏能够逃避对『罪』的认识。而『需要别的意义定
71

马丁·路德：（写于 1537 年）《施马加登条款》III 1,3。
这里基尔克郭尔把 πξσπαηνξηθφλ 误写成 πξνηνπαηνξηθφλ。
73
peccatum originans （罪作为一种因）：就是说把『传承之罪』看成一种作为“施罪者”的
罪。
peccatum originatum（罪作为一种果）：就是说把『传承之罪』看成一种承受者，其罪本原在人
之外。
取自施莱尔马赫的信仰学说（Glaubenslehre I §71）。
74
说“新教教义拒绝了经院的意义定性”是错的。依据于《协和信条（Formula Concordiæ）》
II 1, 10。
75
《为奥斯堡信条的辩道》。英文版为：Apology of the Ausburg Confession。
76
《协和信条（Formula Concordiæ）》II 1，9。
77
基尔克郭尔原注：
『Form. Conc.（协和信条）禁止人想这种意义定性』这一事实，却恰恰应当被称颂为一种对于
『那精力充沛的激情』的证据，以这种激情它知道让思想去和那『不可思议的』相撞，这种能
量，和那现代的、『只是过分地有气无力』的想法相比，是极其令人惊奇的。
72

性』这种说法则是证明我们时代的完美性的一个可疑的证据，这种说法的意义
完全等同于『需要除了德拉古法典之外的其他法典』78。
这里所显示出的这种『幻想的』在教理神学的另外一个地方始终如一地重复，
就是说，在那『赎罪和解（Forsoningen）』之中。人们得到教导：基督偿赎了
『传承之罪』。但是，亚当的情形又怎样了呢？正是他把那『传承之罪』带入
了这个世界，那么那『传承之罪』难道就不是他身上的一种现实的『罪』么？
或者说，那『传承之罪』的意义对于亚当难道是不同于对那族类之中的每一个
人么？这样的话，这个概念就被取消了。或者说，亚当的整个一生是不是那
『传承之罪』？那最初的罪难道不在他身上繁衍其他罪，就是说，现实的罪
么？前面所出现的谬误在这里就更明显了；因为，亚当是如此幻想地在历史之
外，以至于他是那唯一的一个得不到『救赎和解』的人。
不管人们怎样地把问题摆出来 79 ，只要亚当被幻想地放置于之外，那么一切就
困惑。解释亚当的罪因此就是解释那『传承之罪』；不管是只解释亚当而不解
释传承之罪还是只解释传承之罪而不解释亚当，这两种解释都无济于事。这种
说法的最深刻依据在那『人的存在中的本质性的东西』之中，亦即，那『人』
是个体，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同时是其自身和整个族类』，以这样一种方
式――『整个族类参与到那个体之中』而『那个体参与到整个族类之中』。 80
如果一个人不坚持这种说法，那么他要么陷入了那贝拉吉乌斯主义的（ det
pelagianske）81、索西奴斯主义的（socinianske）82、和博爱论83的单数，要么陷
在『那幻想的』之中。理智的平淡无奇性在于，那族类就其数值来看消融于一
种 einmal ein（一次一个）之中。那幻想的东西是，亚当享受那好意的荣誉――
『比整个族类更多』，或者那暧昧双义的荣誉――『处在族类之外』。
在每一个瞬间是如此：那『个体的人』是其自身和那族类。这是人的完美性，
作为一种状态看。同时它也是一种矛盾；但一种矛盾总是一种任务的表达；但
是一种任务是运动；而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以『走向那同一样东西』作为任务
而这任务就是作为『那同一样东西』而给出的 84 ，它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这
78

德拉古：古希腊雅典政治家，制定其法典于公元前 621 年，其法典因公平受到赞扬，但却也
因严酷而不受欢迎。德拉古法典使得几乎所有的犯罪者都被判死刑，所以不久就被废去了。
79
基尔克郭尔对此（那基督教教理神学想要解决传承之罪的早期尝试）的批判得自施莱尔马赫
的启发（《基督教信仰（Der christliche Glaube）》（§61 和§73）它分析了关于『罪的堕落』
和原始状态的各种观念并且将它们从教理神学之中驱逐了出去）。本书可以看作是一种尝试：
通过恐惧概念的帮助而克服那些施莱尔马赫所指出的相关于亚当的『罪的堕落』的一些观念上
的麻烦。
80
基尔克郭尔原注：
假如一个『单个的人（Enkelt）』能够这样完完全全地脱离出那族类，那他的脱离同时会决定
那族类在质量上变得不一样；而相反，如果一个动物从那种类中脱离出去，那么那『种类』会
完完全全地对之漠不关心。
81
贝拉吉乌斯主义：英国修道士贝拉吉乌斯所创的一种神学学说， 公元 416 年被罗马天主教会
指责为异端。该学说否认原罪的说法，认为人被生出来时状态如同『罪的堕落』之前的亚当，
并且确信人有能力通过其自由意志的实践而变得正直。
82
索西奴斯主义：16 世纪意大利神学家 Faustus Socinus 所创的“唯一神”神学教义, 否认耶稣
的神性和人类的原罪, 而以唯理论来解释罪恶和得救。
83
『博爱论』是指向那极端的道德－宗教个人主义，相关于 J. B. Basedow 的博爱主义运动。
84
“这种运动以『走向那同一样东西』作为任务而这任务就是作为『那同一样东西』而给出
的”：这里我保持基尔克郭尔的原本行文方式，但是这一句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比如
说，在 Hong&Hong 的英文版基尔克郭尔全集中句子被改为“一种运动，它作为一种任务等同

样，那『个体的人』有着历史；而如果那『个体的人』有历史，那么那族类也
有。每一个『个体的人（Individuum）』具有同样的完美性，恰恰因此诸个体
没有在数字上相互脱离，正如那族类的概念没有成为一种幻影。每一个『个体
的人』在本质上都关心所有其他个体的历史，是的，在同样程度上――如同对
其自身历史的关心。自身的充实因此就是那『对于那整体的完美参与』。没有
一个『个体的人』会对其族类的历史漠不关心，正如族类不会对个体的历史漠
不关心。在那族类的历史向前继续的时候，那『个体的人』不断地从头开始，
因为这个体是其自身和那族类，并且由此而推及族类的历史。
亚当是第一个人，他同时是他自己和那族类。我们之所以坚持依附于他，并不
是依据于那审美意义上的美；不是依据于一种慷慨的感情，我们才让自己参与
他而不让他－－可以这样说――象那『要对一切负责的人』那样地处于困境；
不是依据于同情的激荡和虔诚心的煽情，我们才去和他共同承担『辜
（Skyld）』如同那小孩子希望同辜于其父亲；不是依据于那沉重的怜悯，――
这怜悯教会我们承受我们所注定不得不承受的东西；而是依据于『思』，我们
才坚持依附于他。因此，一切尝试――尝试要把亚当对于那『族类』的意义解
释为 caput generis humani naturale, seminale, foederale,（由自然而然、由生殖性
而然、由其与上帝之约而然的，人的种类之首，） 85 ――如果这里重新回想一
下教理神学里的表达，――一切这样的尝试只会混淆一切。他和那族类没有什
么本质的区别，因为，如果有区别那么那族类根本就不存在；他不是那族类，
因为，如果他是那族类，那么那族类也不存在；――他是他自己和那族类。因
此，那解释亚当的东西，解释那族类；反之亦然。

§2
概念『那最初的罪』

根据传统的概念，那介于亚当的『最初的罪』和每一个人的『最初的』罪之间
的区别是这个：亚当的罪导致了那『有罪性』为后果，而那其他人的最初的罪
则预设那『有罪性』为条件。如果是这样，那么亚当就真的被放置在了那族类
之外，而这族类不是开始于他，而是在自身之外有着一个开始，这样的说法和
每一个概念都矛盾。
于那任务所针对的东西”。按照 Hong&Hong 的英文版中注释，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一种运
动：它的本性和目的是同一样东西。（按照上面所述，并且，在这运动之中那个体人的本质发
展落实在那介于『作为其自身的存在』和『作为那族类的存在』之间的张力之中，这时这运动
被定性为历史性的运动。）
85
caput generis humani naturale, seminale, foederale,（由自然而然、由生殖性而然、由其与上帝之
约而然的，人的种类之首，）：前两个（由自然而然、由生殖性而然）来自旧的路德教条，后
一条来自圣约神学。

Kommentar [京不特2]: Idet da
Slægtens Historie gaaer frem, begynder
Individet bestandig forfra, fordi det er sig
selv og Slægten, og deri igjen Slægtens
Historie.这里的最后一句有疑问。

那『最初的罪』意味了某种不同于『一种罪』（亦即，一种罪如同许多其他的
罪）的其他东西，某种不同于『某一种罪』（亦即，一号相对于二号）的其他
东西86 ，这是很容易看出的。这『最初的罪』是一种质的确定性，这『最初的
罪』是那『罪』。这个是那『最初的』的秘密和它对于那抽象的理智性的蔑
视，――这种理智性认为：『一次』等于『乌有』，而『许多次』等于『某
物』87 ，――这种看法完完全全搞反了，因为那『许多次』要么意味了每个分
别的一次都和那最初的一次一样多，要么这许多次全部加在一起也无法接近那
最初的。所以当人在那逻辑中认为通过一种不断继续的『量』的定性能够带来
一种新的『质』88，这就是一种迷信； 而一个人并不掩饰这事情并非完全地如
此，却通过『让它被带入那逻辑的运动』而向整个逻辑的内在性隐藏起它的后
果，如同黑格尔的做法 89 ，――这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默然行为。那新的
86

“某种不同于一种罪（亦即－一种罪如同许多其他的罪）的其他东西”：这里是泛指一种
罪，“随便一种什么罪”。
“某种不同于某一种罪（亦即－一号相对于二号）的其他东西”：这里是在数字上指“某一种
罪”。
87
『乌有』：“什么也没有”、“无”、“无物”。丹麦文为 Intet，如果用英文翻译 Nothing，
如果用德文翻译 Nichts。
『某物』：丹麦文为 Noget，如果用英文翻译 Something，如果用德文翻译 Etwas。
88
事实上马克思哲学之中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说法就是来自黑格尔。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第
一卷第三部分第一章的 A 之中谈到关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Die Veränderung ist zugleich
wesentlich der Übergang einer Qualität in eine andere, oder der abstraktere von einem Dasein in ein
Nichtsein; darin liegt eine andere Bestimmung als in der Allmählichkeit, welche nur eine
Verminderung oder Vermehrung und das einseitige Festhalten an der Grösse ist. Dass eine als bloss
erscheinende Veränderung auch in eine qualitative umsclägt...”。
89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关于那『量的定性』和那『新的质』之间的关系的命题，这个命题毕竟有着一段很长的历
史。严格地说，整个希腊诡辩术只是在于建立一种量的定性，为此，其最高的差异是等同性和
不同性。在那新近的哲学之中，谢林是第一个想到要借助于量的定性来解释所有差异性；之
后，他指责艾申迈尔（Eschenmayer）的（在他的博士论文之中）同样做法。黑格尔建立了『跳
跃』，但是这是在逻辑之中被建立的。卢森克兰茨（Rosenkranz）（在其心理学之中）为此对
黑格尔极为推崇。在卢森克兰茨最近所出的（关于谢林的）文字之中，他批判谢林而赞美黑格
尔。但是黑格尔的不幸恰恰在于他想要使得那『新的质』有效化却同时又不想这样做，――既
然他是在逻辑之中想要这样做，然而一旦这种做法被认识，逻辑就必定要得到关于其自身和其
意义的另一种意识。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谢林是第一个想到要借助于量的定性来解释所有差异性”：谢林：Dastellung meines Systems
§23 ff. (Werke 1. Abth. IV s. 123 ff.); fernere Dastellungen § V (smstds. S. 412 ff.).
“„„艾申迈尔（Eschenmayer）的同样做法”：是指 Eschenmayer：Principia quaedam
disciplinae naturali, in primis Chemiae, ex Metaphysica naturae substernenda. Tübingen 1796.。在谢
林的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之中（Werke 1 Abth. II），谢林对 Eschenmayer 的文字
进行了赞美。但是后来谢林和 Eschenmayer 出现了观点上的争议。见谢林的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Werke 1, Abth. VI，特别是 s. 38ff.，另外 Briefwechsel mit Eschenmayer, smstds. VIII s.
145ff.。但是文字之中没有特别提及博士论文。
“卢森克兰茨（在其心理学之中）为此对黑格尔极为推崇”：卢森克兰茨 Psychologie oder die
Wissenschaft vom subjektiven Geist 的第二版 s.332。
“在卢森克兰茨最近所出的（关于谢林的）文字”：是指 Sendschreiben an P. Leroux über
Schelling und Hegel(Königsberg: 1834)和 Vorlesungen über schelling (Danzig: 1843)。
“既然他是在逻辑之中想要这样做”：逻辑就其本质而言是内在性的规律，而跳跃则加入了一
种超越性的环节（或者用基尔克郭尔的话“得到关于其自身和其意义的另一种意识”），这样
“跳跃”无法属于逻辑。

『质』伴随着那『最初的』、『那跳跃（Springet）』90、那『谜一样的东西』
的突然性而出现。
如果那『最初的罪』在数字上意味了一种『罪』 91 ，那么由之我们不会得出什
么历史来，这样，『罪』既不会在那『个体的人』也不会在那族类中得到历
史；因为对两者所要求的那前提是相同的，――虽然那族类的历史不是个体人
的历史，正如那个体人的历史也不是那族类的历史，除非让矛盾不断地表达出
那任务。
通过那『最初的罪』，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 92 对于每一个『后来的人』
的最初之罪来说是一样，那『罪』完全地以同样的方式而通过这个人的最初的
罪而进入世界。而相对于那『罪』本身而言，『人的最初之罪在亚当的最初之
罪之前并不存在』，这种说法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完全全地只是一种偶然和无关
的反思，这种反思并不意味了――或者说，这种反思无权使得――亚当的罪更
重或者每一个别人的最初之罪更轻。人们想给出这样一种外观，让一个人身上
的 『 有 罪 性 』 以 量 变 的 方 式 决 定 其 自 身 ， 直 到 它 最 后 通 过 一 种 generatio
æquivoca（无交配繁殖）而产生出一个人的最初之罪93，――这种想法恰恰是一
种逻辑的或者伦理的异端。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正如那特若普（Trop）94 ，虽
然他在那量定的服务之中是一个大师，却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其学位。让那些数
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如果他们能够――去通过那无限趋小的微量而得救吧，
但在生活中这不会有助于一个人去得到其考试证书，更不用说是解释『精神』
了。如果每一个『后来的人』的最初之罪是这样由『有罪性』而导致出，那么
这个人的最初之罪只能是非本质地定性为『那最初的』，而在本质上――如果
我们可以这样想――是依据于其『在那族类的普遍的、下降中的基金之中的』
序列号而得以定性的。但是事情并非是这样；想通过哗众取宠而去赢得一种作
为第一发现者的荣誉，和想通过不愿去想一个人所说的东西――『一个人只做
过别人都做过的事情』――而逃避开，这是同样地糟糕、不附合逻辑、不伦
理、非基督教。有罪性在一个人身上的在场、榜样的力量等等，所有这些只不
过是一种量的定性，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95 ，除非我们假定，一个『个体的人』
是那族类，而不说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其自身和那族类。
创世记中关于那最初之罪的故事，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被相当漫不经心地看
成是一种神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着极好的依据，――既然那被人们作为替
90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二章的 B 中：“Nach der qualitativen Seite wird daher
das bloss quantitative Fortgehen der Allmählichkeit, das keine Grenze an sich selbst ist, absolut
abgebrochen; indem die neu eintretende Qualität nach ihrer bloss quantitativen Beziehung eine gegen
die verschwindende unbestimmt andre, eine gleichgültige ist, ist der Übergang ein Sprung.”
91
“数字上地”：“一种罪（亦即－一号相对于二号）”。
92
基尔克郭尔认为在亚当的罪和其他『后来人』的最初的罪之间没有质的区别。
93
『罪』是指现实的罪。而『有罪性』是指『罪』的可能性，在『有罪性』并不包含实在的
罪。传统的理解没有去有意识地对那（作为实在的罪的）『罪』和那（作为罪的可能性的）
『有罪性』作出区别。
94
根据 J.L.海贝尔的滑稽歌舞剧 Recensenten og Dyret。剧中的特若普（Trop）是一个法理学的
“终生学生（studiosus perpetuus）”，他说：“我能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得到证明书来证
明：我已经是很接近于『去参加拉丁语法学考试』了。” “终生学生（studiosus perpetuus）”
就是指那些入学后久久没有得到学位的大学生。
95
基尔克郭尔原注：
作为那族类的历史的从属者、作为跳跃前的预跑而无法解释这跳跃，它们另外还有什么样的意
义，则是另一个问题。

代物而放在那里的东西恰恰是一个神话，并且是一个糟糕的神话；因为，当理
智沉溺于那神话的东西时，那么搞出来的东西很少不是琐碎无足轻重的东西。
那创世故事是那唯一的辩证连贯的理解。它的整个形态从根本上说被浓缩在那
句句子中：那『罪』通过一个罪而进入了这个世界。如果这不是如此，那么那
『罪』就是作为某种偶然的东西而进入这个世界，这是人毋庸去解释的。理智
所遇上的麻烦恰恰是那理智的胜利，是它的深奥后果，就是，――那『罪』预
设其自身，以至于它如此地进入这个世界：它就其存在而是预设的。这样，那
『罪』是作为一种突然而进入这个世界的，就是说，通过一种跳跃；而这个跳
跃同时也设定了那『质』；但是既然那『质』被设定了，那么在那同一瞬间那
『跳跃』就进入那『质』并且为那『质』所预设，而那『质』则反过来为那
『跳跃』所预设。这个对于那理智是一种蔑视，所以它是一种神话。作为一种
补偿那理智自己创作出一个神话，这神话拒绝那『跳跃』并且把循环解读为一
条直线，现在这样一来，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展开。这理智幻想出人在那『罪的
堕落』之前的状态是怎样的；然后随着理智的这种解说，那投射形象化了的
『无辜性』逐渐地在琐碎的言谈之中一点一点变成『有罪性』，然后，这『有
罪性』就这样地存在在那里了。理智在这种情形下的教导可以和那童谣作比
较 ， ― ― 那 我 们 在 童 年 时 代 用 来 消 遣 的 童 谣 96 ： 一 头 象 到 了 ， 两 头 象 到
了，„„，石头像倒了；在这里从头开始的顺序很自然而然向前推进。如果在
理智的神话里应当有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东西就应当是：那『有罪性』在那
『罪』之先。但是如果这真的是如此，如果那『有罪性』真的是通过别的东西
而不是通过那『罪』而进入，那么那概念就被取消了。但是如果通过那『罪』
而进入，那么无疑那『罪』就在之先出现。这个矛盾是那能够同时适合于『跳
跃』和『内在性』（就是说，那后来的内在性）的唯一辩证结果。
通过亚当的『最初之罪』，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一个句子，它只是一
句普通的句子，但是它包容所有外在的反思，――这反思无疑为那些暧昧含糊
的误解的出现起了很大作用。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
是这并非是如此地和亚当有关。如果是尖锐而准确地说应当是：那『有罪性』
通过那『最初的罪』而进入亚当。人们不会想到要这样说及那后来的人
们，――说那『有罪性』通过他的『最初的罪』而进入世界；但是，那『有罪
性』在他那里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就是说，一种『不是在本质上不同』的方
式）而进入世界；因为，尖锐而准确地说，只有在那『有罪性』通过那『罪』
而进入的情况下，那『有罪性』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
人们之所以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亚当，只是因为亚当的『对于族类的幻想性关
系』之后果必定被显示在所有地方。他的罪是那『传承之罪』。否则人们对他
一无所知。但是那在亚当身上的所见到的『传承之罪』只是那『最初之罪』。
那么，亚当是那唯一没有历史的『个体的人』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族类就
会开始于一个不是『个体的人』的『个体的人』，这样『族类』和『个体的
人』这两个概念就都被取消了。如果那族类中的任何其他的『个体的人』在其
历史之中能够对那族类的历史有着意义，那么亚当也一样有着这种对族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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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在这里我无法直接翻译基尔克郭尔原文中的“Pole een Mester, Pole to Mester --- Politi
Mester”，所以另外编织出一段“一头象到了，两头象到了，„„，石头像倒了”出来。

的意义；如果亚当只通过那『最初之罪』而具有这种意义，那么『历史』这个
概念就被取消，这就是说，那历史结束于它开始的那一瞬间。97
既然那族类现在并非是以每一个『个体的人』而重新开始 98 ，那么那族类的
『有罪性』就当然地得到一种历史。而在那『个体的人』在『质』的跳跃之中
参与于这历史的同时，这历史本身却在一种量的定性之中展开。因此那族类并
非是以每个『个体的人』而重新开始；因为如果那样，那族类就根本不存在
了；但是每一个『个体的人』却以那族类而重新开始。
如果我们说，亚当的罪把那族类的罪带入了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要么对之有一
种幻想的理解，这样每一个概念就被取消掉；要么我们可以同样理由充分地以
之来说及每一个『个体的人』，――他通过他的最初之罪而把他的『有罪性』
带了进来。要让一个在那族类之外的『个体的人』去开始那族类，这是一种理
智神话，正如那神话――让那『有罪性』不是从那『罪』之中、而是从别的什
么东西中开始。我们得到的只是对问题的推迟，而这问题自然还是会转向那作
为第二号的人以求那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那作为第一号的人，既然那
本来的第一号事实上成为了第零号。
那经常迷惑误导和帮助发动各种各样的幻想的观念的东西是那『代』 99 的关
系，――仿佛那后来的人因为世代传承的关系而本质地不同于那最初的。那世
代传承性只是那族类历史中的连续性的表现，它总是在那量的决定性之中运
动，并且因此而无法产生出一个『个体』来；因为，虽然一种动物种类通过一
千代再一千代地保存自己这种类，但是从未生产出一个个体。如果那第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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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问题就总是在于让亚当进入那族类，完完全全地在一种与任何一个其他『个体的人』相同的意
义上进入那族类，那教理神学为了那『和解』的缘故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关于『亚当和基
督相互对应』的学说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相反只是混淆了一切。可以有类比
（Analogie），但是那类比在概念上是不完美的。只有基督是一个大于『个体的人』的『个体
的人』；但也因此他不是在那『开始』出现，而是在『那时间的充实之中（Tidens Fylde）』出
现。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那关于『亚当和基督相互对应』的学说”：见《罗马书》（5：12－21）：“这就如罪是从一
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
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
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豫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
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
人麽。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
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
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麽。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
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
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
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又见《歌林多前书》（15；21－22）：“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
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98
基尔克郭尔原注：
和那在§ 1 之中所表达的完全相反，在那族类的历史继续展开的同时，那个体的人不断地重新开
始。
99
“代（Generation）”，在一些地方我将之翻译为“代”但是大多数地方翻译为“世代传
承”。

不曾从亚当传下，那么他就不会是那第二个人，而是一种空洞的重复，――从
之中既无法出现族类也无法出现个体。每一个单一的亚当成为他自己的雕像，
并且因此只是以一种无所谓的决定性来决定，就是说，数字，并且这是在一种
比『那蓝色的男孩以数字命名』100更加不完美的意义上考虑的。至多每一个单
个的人会成为其自身而不是成为『自身和族类』，得不到什么历史，就象一个
天使没有历史、只是其自己而不参与到任何历史之中。
几乎不用说，这种看法没有犯任何贝拉吉乌斯主义（Pelagianisme）的错误而去
让每一个『个体的人』无视于族类地在其私下的剧院里演出其小小的历史；因
为那族类的历史平静地展开其发展过程，而在之中没有任何『个体的人』在一
个与别人一样的地方开始，然而每一个『个体的人』都重新开始，并且在那同
一瞬间，他就处在那他应当开始其历史的地方了。

§3
概念『无辜性』

到处都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要有一种教理神学的定性，那么我们就必须以
『忘记黑格尔为帮助教理神学而发现的那些东西』为起始点。人会觉得奇怪，
那教理神学101本来希望多多少少是正教信仰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却看见黑格
尔的得意评语102被引用在教理神学之中：『那直接的』的定性是被扬弃，如同
那『直接性』和那『无辜性』是完完全全地同一的。黑格尔非常连贯地让每一
个教条性的概念挥发到这样的程度，使得这概念作为对于那『逻辑性的』的才
华横溢的表达而去诱惑一种被简化了的存在。那『直接的』必须被扬弃取消
掉，这无需黑格尔来告诉我们；而他说出了这个，也并非就是理所当然的不朽
功绩，既然从逻辑上考虑这并非是正确的，――因为那『直接的』，既然它从
来没有存在过，那么它就是不可被扬弃的。『直接性』这个概念属于逻辑学，
但是『无辜性』这和概念却属于伦理学；每一个概念必须以它们所属的科学来
100

那时哥本哈根孤儿院的男孩们都是穿着蓝色的制服，而在他们被送进孤儿院的时候都得到一
个号码，所以相互间常常以号码而不是以名字称呼。
101
这里所指的可能是 Philipp Marheineke。Philipp Marheineke（1780-1846）海德堡的神学教
授，施莱尔马赫的对立者，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 1818 年追随其老师到柏林。他在柏林作为神
学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和统一黑格尔主义和基督教的可能性的发言人。在他的”Grundlehren
der christlichen Dogmatik” (1819)中『直接性』被同一于『无辜』，而依据于黑格尔哲学『无
辜』是一种分不清善和恶的状态，为此那『最初之罪』就成为了导向那觉醒的自我意识的必经
环节。
102
“Das geistige Leben in seiner Unmittelbarkeit erscheint zunächst als Unschuld und unbefangenes
Zutrauen; nun liegt es aber im Wesen des Geistes, dass dieser unmittelbare Zustand aufgehoben wird,
denn das geistige Leben unterscheidet sich dadurch vom natürlichen und näher vom tierische Leben,
dass es nicht in seinem Ansichsein verbleibt sondern für sich ist. Dieser Standpunkt der Entzweiung ist
demnach gleichfalls aufzuheben und der Geist soll durch sich zur Einigkeit zurückkehren“.
(Enzyklopädie, Jub.ausg.VIII, 93)

讨论，不管这时这概念是以怎样的方式属于那科学：是这概念在那里得以发
展，还是这概念通过被预设而得以发展。
如果我们现在说那『无辜性』必须被扬弃，那么这就是不伦理的说法了；因
为，虽然它在它被说出的这一瞬间被扬弃，伦理学却禁止我们忘却这一点：它
只能通过『辜（Skyld）』而被扬弃。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象谈论那『直接性』
一样地谈论『无辜性』，并且在逻辑上粗暴地去让这种最变幻不定的东西作为
消失物、或者在审美上敏感于那『它曾经是的』东西和『它已经消失』这事
实，那么，我们只是 geistreich（有才智）而已，并且忘记了那问题的中心。
正如亚当因为那『辜』而失去那『无辜性』，每一个人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而失
去这种无辜性。如果他不是通过『辜』而失去，那么他所失去的东西也就不是
那 『 无 辜 性 』 ， 而 如 果 在 他 变 得 『 有 辜 （ skyldig ） 』 之 前 不 是 无 辜 的
（uskyldig），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变得『有辜』。
关于亚当的『无辜性』，我们不缺少各种各样的幻想的观念，不管这些观念
是――在教堂布道座上的和那族类起始处的天鹅绒还不象现在这样陈旧的时
候――在时代中达到了象征的尊严，还是更加童话般地倘佯――如同那诗情画
意的可疑发明。人们往亚当身上施加越多幻想成份，就越难以解释『他能够行
罪』这一事实，而他的罪也就变得越可怕。实际上他是一了百了地失去了那整
个荣耀；而对此，只要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人们变得感伤或者风趣、轻率
或者沉郁、历史性地痛悔或者幻想性地欣悦；然而对这之中的要点人们却不去
作出伦理性的理解。
关于那些后来的人们（就是说，除了亚当和夏娃之外的所有人）的『无辜
性』，我们则只有一些微不足道观念。那伦理的严厉忽略了那『伦理的』的界
限，并且诚实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相信：在逃避是如此容易的情况下，那些人
们也不会去利用机会从那一切之中脱身；那『轻率性』什么也没有洞察不到。
但是只有通过『辜』才失去那『无辜性』；每一个人从本质上说是以和亚当完
全同样的方式而失去『无辜性』；这――把所有亚当之外的所有人弄成『有辜
性 （ Skyldigheden ） 』 的 关 注 和 被 吸 引 的 观 众 而 不 是 让 他 们 成 为 『 有 辜 者
（Skyldige）』――这不是伦理学的兴趣所在，而把所有人弄成那『和解救赎
（Forsoningen）』的被吸引的和参与性的观众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得到和解的
被救赎者（Forsonede）』――则不是教理神学的兴趣所在。
当我们如此经常地把教理神学、伦理学和我们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考虑这样的问
题上――“如果亚当没有行罪，那么会发生一些什么？”，那么，这只能说明
我们把一种不正确的心境，并且因此也把一种不正确的概念带在身上。那『无
辜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要这样问，而那『有辜的』则在这样问的时候行
罪；因为他在其审美的好奇心之中想要忽略这一事实：是他自己把那『有辜
性』带进了世界，是他自己通过『辜』失去了那『无辜性』。
因此，那『无辜性』并非是像那『直接的』那样，它不是某种必须被扬弃的东
西、某种以『被扬弃』为其定性的东西、某种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的东西；相
反，虽然它是被扬弃，它却是通过这扬弃并且在这扬弃之中而首次进入存
在，――作为那『它在被扬弃之前所是的而现在所被扬弃的』东西而进入存
在。那『直接性』不是通过『间接性（Middelbarheden）』而被扬弃的，而是在
那『间接性』出现的时候，这『间接性』在同一瞬间取消了那『直接性』。所
以那『直接性』的被扬弃是那『直接性』之中的一种内在运动，或者说这种被
扬弃是那『间接性』在相反方向的一种内在运动。通过这种运动那『间接性』

预设那『直接性』为前提。那『无辜性』是某种东西（Noget），这东西通过一
种『超越（Transcendents）』而被取消，恰恰因为那『无辜性』是『某种东
西』（相反对于那『直接性』的最正确表达是，那被黑格尔用来表达那『纯粹
之在（den rene Væren）』的，是『乌有（Intet）』103）；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当那『无辜性』通过那『超越』而被取消时，从中就出现了某种完全不同的东
西，然而那『间接性』则恰恰就是那『直接性』。那『无辜性』是一种
『质』，它是一种完全能够持续的状态（Tilstand），所以那逻辑性的匆忙――
要尽快将之扬弃的匆忙――在这里就毫无意义了；相反它在逻辑学 104之中就要
努力去赶快一些，因为，甚至在它赶紧的时候，它也总是到达得太迟。那『无
辜性』不是一种『完美性』――一种人们想要拿回来的完美性；因为，一旦人
们想要它，它就已经被失去了，而把时间浪费在想要它的愿望之中则是一种新
的『辜』。那『无辜性』不是一种『不完美性』――一种人们无法在之中逗留
的不完美性；因为它总还一直足以是它自己，而那失去了它的人，就是说是这
样――正如它只能这样地被失去、而不是这可能会让他愉快才要去失去
它，――就是说，通过『辜』而失去它，这样，他无疑也不可能会以那『无辜
性』为代价而去称颂他的完美性吧。
现在那关于创世的故事给出了对于那『无辜性』的正确说明。『无辜性』是
『无知性（Uvidenhed）』。它决不是那『直接的』的『纯粹之在』，但它是
『无知性』。如果我们从外面看那『无知性』，那么它可以被看成是定性为
『向着那知识的』，――但是这一事实却和那『无知性』完完全全地无关。
很明显这样的一种理解没有犯贝拉吉乌斯主义的错误。那族类具有其历史，而
在这历史之中，那『有罪性』具有其连续的量的定性，但是那『无辜性』则不
断地只是通过那『个体的人』的质的跳跃而被失去。这种『有罪性』是那族类
的发展进程，而那『单个的个人』在他的行为之中将之承担下来，――无疑，
这种『有罪性』在那『单个的个人』身上能够作为一种或大或小的素质倾向而
显示出来，但这只是一种『多』或者『少』，一种量的定性，它无法构成
『辜』这个概念。

.

103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一章 A 和 B。
根据丹文版的注脚，在逻辑学之中只有那『直接性』而没有『无辜性』，所以这里的这个
“它”（“相反它在逻辑学”）就应当是成为『直接性』了。但是事实上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之
中有『无辜』这个概念的出现。但是，既然基尔克郭尔说到黑格尔主义的“那『直接性』和那
『无辜性』是完完全全地同一的”，而且这里在谈黑格尔的逻辑，那么两个概念之间的这种含
混就可以理解了。
104

§4
概念『罪的堕落』
如果那『无辜性』就是『无知性』，那么这看起来就是这样：由于那族类的
『有辜性』在其量的定性之下在场于那『单个的人』的『无知性』之中、并且
通过他的行为而作为他的『有辜性』而显示出来，那么这时就会出现一种介于
亚当的『无辜性』和每一个后来的人的『无辜性』之间的差异。答案是已经给
出了：一个『更多』并不构成一种『质』。另外在这里看起来，要解释『一个
后来的人是怎样失去其无辜性的？』这个问题就更容易一些。然而这却只是一
种表面现象。那在最高程度上的『量』定性和那最低程度的一样地解释不了那
『质』的跳跃；如果我能够解释那后来的人身上的『辜』，那么我就也能够解
释亚当的。由于习惯，特别是由于思维匮乏和伦理上的愚蠢，使得那『前一
个』看起来仿佛要比那『后一个』容易。那后果的热暑对准了我们的脑袋，我
们很希望能够偷偷地跑出这热暑。我们会忍受这『有罪性』，与之合作，等等
等等。我们没有必要和自己过不去，那『有罪性』不是一种如同牛痘那样被散
布开的传染病，“并且每一张嘴都应当被塞住” 105。一个人能够以深刻的严肃
说他出生于悲惨并且他的母亲在『罪』之中怀他于胎 106，这完全是对的；但是
根本地说，只有在他自己把那『辜』带入了世界并且把这一切拉到自己身上的
时候，他才有权为所说的那些而伤心，因为『想要审美地为那有罪性而悲伤』
是一种矛盾的说法。那唯一的一个『无辜地为那有罪性而悲伤』的人是基督，
但是他不是将之作为一种他必须认同的命运而为之悲伤，而是他作为那『自由
地选择了去承担整个世界的罪107并承受其惩罚』的人而悲伤。这不是什么审美
的定性，因为基督不仅仅是而且更多于是『个体的人』。
『无辜性』是『无知性』；但是它是怎样被失去的呢？我不打算重复所有那些
天才的和愚蠢的假设，――那些思想家和冥想家们――他们只是出于好奇而去
关心这被人们称作是『罪』的重大人类事件――他们正是以这些假设阻碍了历
史的开始。一方面我不愿意把他人的时间浪费在听我叙述那『我自己曾去浪费
时间而得知的』东西，一方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历史之外、在那些巫师和冥
想家们骑在一把扫帚柄和一支香肠栓之上竞相争快的微光迷朦之中。
那和解释说明有关的科学是心理学，但是它只能为达到那解释而解释，并且尤
其重要的是，必须警惕不要去给出这样一种外观：仿佛是要去解释那没有什么
科学可以解释的、而伦理学只有在『通过教理神学来对之预设』之后才能够进
一步解释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接纳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并在之后重复它几次，并
且以此来认为『那罪如此地进入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混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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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3：19）：“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
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
106
《诗篇》（51：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在旧的丹麦
文版圣经中是《诗篇》（51：7），新版丹文圣经我手头没有】
107
参看《约翰福音》（1：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
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

切。那心理学必须待在其有效范围之内，只有这样它的解释才能够总是有着其
意义。
一种对于那『罪的堕落』的心理学解释在乌斯特里（Usteri）的《圣保罗教义概
念的发展》108之中被清楚而明确地给出。现在神学变得如此地思辩性，以至于
它轻视忽略这类问题；去解释『那直接的必须被扬弃』则无疑要远远容易得
多；而那神学有时候所做的则更是便利得多――它在那『解释』的关键时刻变
得隐形于那些思辩的信徒。乌斯特里的理论发展所针对的是：那『不得吃知识
之树的果实』的禁令本身在亚当身上产生了那『罪』。它根本没有忽视那『伦
理的』，而是承认这禁令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预先安排了这种倾向――这种在亚
当的『质的』跳跃之中迸发出来的倾向。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更进一步把这理论
发展写出来。无疑每一个人都读了它，或者可以去作者的著作中读它。109
这个解释之中所缺少的是：它没有真正要作为一种心理学的解释。自然，这不
是什么责怪；因为它自己没有想要成为『心理学的』，而相反为自己设定了另
一个任务：去发展那使徒保罗的学说和去将自身和那圣经联系在一起。但是在
方面上看，那圣经经常起了有害的作用。在一个人开始进行一种思索的时候，
一些经典的段落固定在他的思维中，而他的解释和知识现在就成为了对于这些
经典段落的一种安排，仿佛所有这一切对于他都是陌生的。越自然越好，哪怕
他在其所有敬畏之中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解释置于圣经的评判之下，并且，如
果解释和圣经不符，那么再尝试重新做解释。这样他就不会进入那种颠倒的尴
尬处境――要在他明白『那解释所要说明的东西是什么』之前先去明白那『解
释』；他也不会进入那种微妙叵测的处境――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圣经段落，
如同那波斯的国王在和埃及人的战争中使用他们的圣兽110。
在一个人让那禁令来作为前提决定那『罪的堕落』的时侯，他就让这禁令唤醒
一种 concupiscentia（欲望）。在这里，那心理学已经跨出了其能力之外了。一
种 concupiscentia（欲望）是一种在『辜』和『罪』之前的、对于『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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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特里（Usteri）的《圣保罗教义概念的发展》：Entwickelung des Paulinischen
Lehrbegriffes. (1824 4, ausg.). 乌斯特里是施莱尔马赫的学生。他的书在他的时代很著名。1833
年很年轻地死去。
109
基尔克郭尔原注：
每一个打算考虑本书主题的读者自然一定是知道法朗茨·巴德尔（Fr. Baader）－－在许多有关
于『诱惑对于自由之巩固的意义』的文献之中――以通常的活力和权威所发挥出来的看法；以
及关于那误解者――在人们实际上应当是把那诱惑看成是那『自由』的必然的『另一个』
（nødvendige Andet）的时候，那误解者则片面地把诱惑理解为导向那『恶的』的诱惑、或者理
解为那种『其定性是让人堕落』的东西。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有法朗茨·巴德尔的著
作在那里。而进一步追随他的思想在这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法朗茨·巴德尔忽略了
各种中介定性（Mellembestemmelser）。从『无辜性』到『辜』的过渡，仅仅是通过了概念
『诱惑』，这样的过渡很容易把上帝导入一种几乎是以想象构成的『与人的关系』，并且忽略
了那介于之间的心理学观察，――既然那中介定性还是成为 concupiscentia（欲望）；并且在最
后，与其说这是一种对那更具体细节的心理学的解释，还不如说是对概念『诱惑』的一种辩证
考究。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法朗茨·巴德尔（Franz Baader）对于意志和自由的学说依据于这样的假设：只有通过一种被各
种不同的外在刺激催迫出来选择，意志才能够自觉于其自由性和决定性（determination）.
110
在佩鲁西亚 (Pelusium)围城战中，波斯王冈比西斯(Cambyses)把那些被埃及人视作是圣兽的
动物赶在他的军队之前。

『罪』的定性，但是它不是『辜』和『罪』，就是说它们是由它引入。那质的
跳跃被削弱；那『罪的堕落』成为了某种连续性的东西。而关于这禁令是怎样
唤醒 concupiscentia（欲望）的，也无法被估量，虽然无论出自异教的还是出自
基督教的经验都很确定，――人的欲望是为了那『被禁止的东西』。但是我们
不能这样想当然地直接去诉诸于那经验，――既然人们能够进一步详细问这是
在生命的哪 一 个 阶 段 里 被 经 历 的 。 concupiscentia （欲 望 ） 这 个『中介定 性
（Mellembestemmelse）』也不是暧昧双义的，――从之上我们马上就能够看
出，它不是什么心理学的解释。那最强烈的，从根本上看，那最肯定的表
达――那新教教堂用来表达那『传承之罪』在人身上存在的最肯定表达，恰恰
是 说 他 与 生 俱 来 地 拥 有 concupiscentia （ 欲 望 ） (Omnes homines secundum
naturam propagati nascuntur cum peccato h. e. sine metu dei, sine fiducia erga deum
et cum concupiscentia)【所有以自然的方式繁殖的人带着罪而被出生，就是说，
没有对上帝的敬畏，没有对上帝的信任，并且带有欲望】 111 。但是，那新教的
学说还是在那后来人的『无辜性』（如果我们能够谈论这样一个人）和亚当的
『无辜性』之间给出了一种本质的差异。
那心理学的解释不能去谈论这一点，而是停留在它灵活的双义性之中，由此那
『辜』在那质的跳跃中突发出来。

§5
概念『恐惧（Angest）』

那『无辜性』就是无知性。在那『无辜性』之中，人还没有被定性为『精神
（Aand）』，而是在『与它的自然性的直接统一』112中被灵魂性113地定性。精
神『梦着』地在人之中。这种理解是和圣经完全一致的 114，――而通过拒绝那
处在无辜性之中的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认识力，圣经使得所有天主教的功绩可观
的幻景想象一下子变得无效了。
在这种状态之中是和平和宁静；而同时也有着某种其他的东西，这东西不是
『不和平』和『争执』，因为没有什么可去争执的。那么，这『其他的』是什
么呢？它是『乌有（Intet）』。那么『乌有』具有怎样的作用呢？它生产恐
惧。这是那『无辜性』的深奥秘密，――这『无辜性』同时就是『恐惧』。
『梦着』地，精神『梦着』地投射其现实性，但是这种现实性是乌有，然而那
『无辜性』总是不断地在自身之外看见这『乌有』。
111

《奥斯堡信条》Ausburg Confession，II,1.
与它的『自然性』的直接的统一体。
113
基尔克郭尔把『灵魂（Sjel）』和『精神』区分开。因而这种区分也进入了形容词和副词：
『灵魂的（sjelelig）』和『精神的』；『灵魂地（sjelelig）』和『精神地』。
114
《创世记》（3：5）：“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
恶。”
112

恐惧是那『梦着的精神』的一种定性，就其本身而言它属于心理学范畴。『醒
着』时，介于那『我』和我的『另一个』 115 之间的差异是被设定了的，『睡
着』时，这差异是被悬而暂止（suspenderet）的，『梦着』时它是一种被暗示
了的『乌有（Intet）』。精神的现实性不断地作为一种形态而显现，这形态诱
惑它的可能性，而在它想要其捕获这种可能性的那一刻又马上消失，是一种只
会恐惧的『乌有』。只要它纯粹地只是在显示自己，它就不能够做别的。『恐
惧』这个概念几乎从来没有被在心理学之中考究过，为此我必须指出，这个概
念是完全地不同于『畏惧（Frygt）』和其它类似的概念：后者是指向某种特定
的东西，而『恐惧』则是那自由的现实性作为那可能性之可能性 116。因此我们
不会在动物那里发现『恐惧』，恰恰是因为那动物在其天性之中没有被定性为
『精神』。
在我们观察『恐惧』之中的那些辩证的定性的时候，就显示出，这些定性恰恰
具备了那心理学的暧昧双义性。『恐惧』是一种同情性的反感和一种反感性的
同情117。我想，人们很容易看出，这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那 concupiscentia（欲
望）的意义上的一种心理学定性。语言用法完美地对之作出肯定，――人们
说：那讨人喜欢的恐惧（Angest），那讨人喜欢的恐惧感（Beængstelse）；人
们说：一种奇怪的恐惧，一种羞怯的恐惧，等等。
那被设定在『无辜性』之中的『恐惧』，首先它不是『辜』，其次它也不是什
么艰难的负担，――这里没有什么『不能汇同于那无辜性之祝福的和谐共鸣』
的苦难。如果我们观察小孩子，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恐惧作为一种『对那童话
性的、对那怪怖的、对那谜一样不可捉摸的东西的寻求』而更确定地被暗示出
来。也存在有这样一种小孩子，在他们那里不具备这种恐惧，但是这并不能说
明什么问题；因为动物也不具备恐惧；并且，『精神』越少『恐惧』就越少。
这种恐惧是那样本质地属于那小孩子，以至于他不愿没有它；虽然这使他恐
惧，但是他还是被这种甜美的恐惧感抓住118。在所有『这种孩提的东西被作为
那精神（Aanden）的梦而得以保留』的文化119中，都有着这种『恐惧』；并且
这恐惧越深奥，这文化就越深刻。只有一种平庸的愚蠢才会去认为这是一种文
化 解 体 。 在 这 里 『 恐 惧 』 和 以 后 的 『 沉 郁 （ Tungsind ） 』 具 有 同 样 的 意
义，――所谓的“以后”是指，『在自由完全经历了其历史的各种不完美形式
之后、在最深刻地意义上走向其自身』的时候120。

115

“我的『另一个』”，亦即：那（对于『我』来说的）其他人或者其它东西。但是在这里，
“我的『另一个』”是指“我的永恒的『精神』”对立于那“作为自然的生物的我自己”。
116
那『精神』的预设前提是自由。只有作为『精神』一个人才是自由的。在『无辜状态』中一
个人还不是『精神』，所以也就并不自由，但是『梦着』地他感觉到那『精神』的可能性。由
此出现那『恐惧』，人具有自由和成为精神的内在可能性，这恐惧是对于这个人没有实现其内
在可能性的『梦着』的理解。在这个阶段里，那自由只是显现为“人的『去实现其内在可能
性』的可能性”。
117
这种爱恨交加的东西相应于卢道夫·奥托（Rudolf Otto）在“Das Heilige”中所写的 et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osum.这一段落所写留有基尔克郭尔年轻时代经历的痕迹，所以，
他在下面的注脚里谈及《非此即彼》。
118
设想那听鬼故事的孩子，又害怕又想听故事被讲下去。
119
基尔克郭尔的原文之中使用的词是 nation，而 Hong&Hong 的英文版中使用 culture，我觉得
这里用“文化”并不失原义而更容易理解所以使用“文化”而不用“民族”这个词。
120
基尔克郭尔原注：

Kommentar [京不特3]: Angest er en
sympathetisk Antipathie og en antipathetisk
Sympathie.

正如那『恐惧』同其对象的关系、同那『某物』――这个『某物』是『乌有』
（语言用法也意味深长地说：为『乌有』而感到恐惧）――的关系是完全暧昧
双义的，于是在这里，这种能够被从『无辜性』导向『辜』的过渡恰恰也会是
那么辩证，以至于它显示出：那『解释』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而如此
正是那『解释』所应当的。
那质的跳跃在一切『暧昧双义性』之外；但是那通过『恐惧』而变得『有辜
的』的人，他说起来是无辜的，――因为这不是他自己，而是那『恐惧』――
一种外来的力量――抓住了他，――一种他所不爱、而是对之感到恐惧的力
量；但是他说起来还是有辜的，因为他在那『恐惧』之中沉沦，――这『恐
惧』――在他害怕这『恐惧』的同时――也是他所爱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没
有比这更暧昧双义的东西了，所以它是那唯一的心理学解释，然而它却――我
在这里再一次重复――决不会想到要去作为一种对那『质的跳跃』的解释。每
一种关于『那禁令诱惑他』或者『那诱惑者欺骗他』的想象，只对于一种表面
的观察来说是具有那足够的『暧昧双义性』；这种想象扭曲伦理学，它带来一
种量的决定，并且它想借助于心理学、以牺牲那『伦理的』为代价而给予
『人』一种恭维，――每一个在伦理上得到了发展的人都必须把这种恭维作为
一种新的并且更深奥的诱惑而予以拒绝。
那『恐惧』显现出来，这是一切所围绕的中心。『人』是一种那『灵魂的』和
那『肉体的』的综合。但是，如果两项没有统一在一个『第三项』之中，那
么，一种综合就是无法想象的。这个『第三项』就是那『精神』 121。在那『无
辜性』之中，『人』不仅仅是动物――当然他首先是动物，如果在他生命的某
一刻之中他仅仅是动物，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人。这样，就是说那『精神』
是在场的，但作为『直接的』，作为『梦着的』。由于现在它是在场的，以某
种方式，它就是一种敌对势力；因 为它不断地干扰那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
系，――这关系当然有着其持续性，但却还是没有具备持续性，因为它要首先
通过那『精神』才得到这持续性。在另一方面，这『精神』是一种友好的势
力，――恰恰是它要建构那关系。那么『人』和这种暧昧双义的势力的关系又
是怎样一种关系，那『精神』又是怎样涉入性地与其自身和与其前提条件发生
关系122的呢？它作为恐惧而去发生其关系。『摆脱其自身』是那『精神』所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参阅《非此即彼》（哥本哈根，1843），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非
此即彼》的第一部份是那种处在其充满恐惧的同情和自我中心之中的『沉郁性
（Tungsindighed）』，而对之的解释则在第二部分之中。
121
基尔克郭尔受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其中就有“正反合”的三分法。而基尔克郭尔对于“什
么是那『作为人』”的定义在《非此即彼》的第二部中有提及，但是完全的定义则在《致死的
病症》的开始部分，比如说：
“„„那『人』是一种『综合』，――『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那『现世的』和那
『永恒的』的综合、『自由』和『必然性』的综合，简之，一种综合。一种综合是一种两者之
间的关系。如此考虑，那『人』尚未是『自我』。
在那两者之间的关系中，那『关系』是那『第三者』作为一种否定的统一体，而那两者使自己
和那『关系』发生关系，并且处在对于那『关系』的『关系』中；这样地在『灵魂』这个定性
之下，『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系。相反，如果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
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是那肯定的第三者，而这就是那『自我』。
„„”
122
“涉入性地与„„发生关系”或者说：“使自己与„„发生关系”是”forholde sig til”。这是
基尔克郭尔经常使用的一个动词结构。这里面包含了“使得自己向„„”的意向性，这样一种

可能做的；只要它的自身在其自身之外，『抓住其自身』也不可能；『人』也
不可能沉沦到无所作为的植物状态，因为他已经被定性为『精神』；他也不可
能逃避那『恐惧』，因为他爱这『恐惧』；而真正要根本地爱它，他又不行，
因为他逃避它。现在那『无辜性』处在一个麻烦的状态。它是『无知性』，但
不是一种动物性的粗野，而是一种由精神所决定的无知性，而恰恰它是恐惧，
因为它的无知性是对于『乌有』的无知。这里没有关于善和恶等等的知识；而
是知识的整个现实性投射在那恐惧之中，－－作为那无知性的巨大乌有。
那『无辜性』还在，但只需去听从一句话，那么那『无知性』就集中了。这句
话自然是那『无辜性』所无法明白的，但是那『恐惧』似乎可以说是得到了它
的第一个捕获物，――取代那『乌有』，它得到了一句无法捉摸的话。在创世
记中是这样说，――上帝对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
吃”，这样，接着理所当然的就是，亚当实在地说并不明白这句话；因为，他
又怎么会知道善恶间的分别，既然这种区分是在享用了那果子之后才会出现？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是那禁令唤醒了『情欲（Lysten）』，那么人就得到一种
知识，而不是『无知性』，因为亚当必定是具备了对于那自由的一种知识，既
然那情欲是使用这种知识的情欲。所以这个解释就是之后才来的。那禁令使他
恐惧，因为那禁令在他身上唤醒了自由的可能性。那种『作为恐惧的乌有而掠
过了那无辜性』的东西 123 ，现在进入了他自己，并且在这里又作为一种『乌
有』，――那恐惧着的『能够（at kunne）之可能性』124。对于什么是他所能够
的做的，他一无所知；因为否则我们就是在预设――通常这就是这样发生
的――预设那『在之后才出现的东西』，预设那『善』与『恶』的差异。只有
那『能够（at kunne）之可能性』在那里作为『无知性』的一种更高的形式，作
为『恐惧』的一种更高表达，因为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它同时存在和不存在，
因为他在更高的意义上既爱它又逃避它。
在禁令的话后面紧跟着是审判的话：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125『死』意味了
什么，亚当自然是不懂的；但是反过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得到一种关
于那『可怕的东西』的想象――如果我们设想那些对他所说的话。在这方面，
甚至动物都能够――在不明白那话语的同时――明白那模仿的表情和那说话者
的声音中的运动。如果我们让那禁令唤醒那情欲，那么我们就也一样必须让惩
罚的话语唤醒一种起着威吓阻止作用的观念。但是这却引发出困惑。那恐怖的
惊骇在这里仅仅成为『恐惧』；因为亚当没有明白那『所说出的』，于是这里
又一次只是那『恐惧』的模糊双义。那被那禁令唤醒的『能够之无限可能性』
挪得更近了，因为这种可能性展示出一种作为其后果的可能性。
这样，那『无辜性』被推到了其极端。在那『恐惧』之中它进入了与那『被禁
止的』和与那『惩罚』的关系。它不是有辜的，但是有着一种『恐惧』，仿佛
它是失落了的。

“参与性地持有一种态度”的投入倾向，一种主动式，一种主观上的行为。与之相反则是“冷
漠而保持距离地观察”，被动而不作出主观上的行为。
123
作为『恐惧』的『乌有』而掠过了那『无辜性』
124
正是因为“能够”去做，才会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被做出来。如果不存在“能够”的可能性，
那么也就不用恐惧。（另外，这个“能够－－at kunne”是动词）。
125
《创世记》（2：17）：“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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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无法达到比这个更进一步的地方，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并且，最重要的
是它能够通过它对人的生命的观察一再地显示这个。
在这里，作为结束我依附到这个圣经故事中。我让那禁令和惩罚的声音作为外
来的东西。这自然是曾经使得许多思想者头痛的问题。然而，这麻烦只让我们
去一笑了之。那『无辜性』完全能够说话，因为它在语言之中拥有对一切『精
神的』的表达。这样我们只须设想亚当对自己说话。于是那故事里的不完美
性――一个『第二者』对亚当说他所不明白的话――这不完美性就消失了，因
为亚当能够说话；但是由此并不在更深的意义上就导出他能够明白那『所说出
的』。这首先是就那『善』和『恶』的差异而言，当然这种差异是存在于那语
言之中，但它却仅仅是为了那自由而存在的。那『无辜性』完全能够说出这种
差异，但是这差异不是为它而存在，并且对于它这差异只具备那种我们在前面
的文字之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意义。

§6
『恐惧』，作为『传承之罪』的预设并向其本原反溯地解释着『传
承之罪』

让我们现在进一步深入到那创世记的故事之中，同时我们尝试去放弃那说它是
神话的固执观念，同时我们提醒自己这个事实：不曾有过任何时代能够象我们
这个时代那样地热衷于创造神话，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它一边自己创造着神
话，一边又同时想要肃清所有神话。
那时亚当被创造了，他为各种动物取名（于是在这里有着语言，虽然是以一种
不完美的方式，如同那小孩子们通过纸板方字块图来认识一种动物），但是没
有为自己找到同伴。夏娃被创造出来，由他的肋骨作成。她处在一种尽可能地
和他亲密无间的关系之中，但是这还仍旧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亚当和夏娃只是
一种数字上的重复。在这种意义上，哪怕有千千万万个亚当也不比只有一个亚
当意味更多。这考虑到人类的传承出自一对人。大自然不喜欢毫无意味的冗滥
多余。一旦『代』的关系被设定了，那么就没有什么人是一种多余；因为每一
个『个体的人』是其自身和那族类。
现在接着是禁令和判决。然而那蛇比大地上的一切动物都要更狡猾，它诱惑了
那女人。虽然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一种神话，但是我们却不可忘记，它完全不会
象那理智神话那样骚扰思维或者混淆概念。这个神话让那内在的东西外在地发
生。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看的是，最早被诱惑的是那女人，而因此她再去诱惑那男
人。在后面，在另一个章节里，我将努力展开说明，在怎样的意义上女人

是――如同人们所说――那弱的『性』，并且那『恐惧』，比起那男人，更多
地是属于她的。126
在前面的文字之中多次提醒道，本书中的观点理解并不拒绝那『有罪性』在世
代传承之中的繁殖，或者换一句话说，那有罪性在那世代传承之中有着其历
史；所说的只是这『有罪性』在各种量的定性之中运动，而那『罪』则不断地
通过那『个体的人』的质的跳跃而进入这个世界。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见那
『代』的量定性的重要意义了。夏娃是那『被派生的』。无疑她被创造得和亚
当一样，但是她是从一个先有的被创造物之中创造出来的。无疑她和亚当一样
地无辜，但是却可以说，在这之中有着对于一种内在倾向的隐约感觉，这种内
在倾向无疑并不是『有罪性』，但是看起来却像一种对于这『被设定在繁殖性
之中的有罪性』的暗示；在这之中有着那『被派生的』，而这种『被派生的』
预先为那『单个的人』决定了这内在倾向，但却并不使得他『有辜』。
在这里我们必须回头看前面在§ 5 之中所谈论的关于『那禁令和那判决的言
辞』。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那『说话的』是那语言，就是说，是亚当自己在
说话，那么，故事中的不完美性就消失了――『怎么会有人去对亚当说那他在
本质上所无法明白的东西？』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了。127
现在剩下那蛇。我不是『才华』的朋友，并且，要去 volente deo（上帝所想要
的）抵制那蛇的诱惑，『在时间的起始点诱惑了亚当和夏娃』的这种诱惑在时
间的进程中则诱惑那些作家――去才华横溢。我宁可直率地承认，我无法把任
何确定的想法和那蛇联系在一起128。另外，那和蛇有关的麻烦是完全另外一回
事，就是说，这麻烦在于让那诱惑作为一种外来的东西而出现。这简直就是和
那圣经的教导直接相抵触，和《雅各书》129中的经典段落――上帝不诱惑任何
人并且不被任何人诱惑而是每一个人被自己诱惑――相矛盾。如果一个人确实
认为通过让人被蛇诱惑而使得上帝不用沾上“诱惑”的名，――因为他认为这
是能够和《雅各书》中的“上帝不诱惑任何人”相符，那么他就得和下一句句
子相碰，上帝不被任何人诱惑；因为那蛇对于人的图谋同时也是――通过卷入
那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一种对上帝的间接诱惑；并且他又要面对那第三句
句子，每一个人被自己诱惑。
现在接下来就是那『罪的堕落』。这是那心理学所无法解释的，因为这是那质
的跳跃。但是，让我们先暂时观察一下那故事之中所给出的后果，以便再一次
把注意集中在那『恐惧』上――那作为『传承之罪』的预设条件的恐惧。

126

基尔克郭尔原注：
对于关于女人（相比于男人）的不完美性，在这里没有给出任何决定性的断言。虽然那『恐
惧』，比起那男人，更多地是属于她的，但那『恐惧』却不是一种不完美性的标志。如果我们
要谈论不完美性，那么这不完美性是在于别的东西之中，就是说，这不完美性是在于：她在那
恐惧之中到自身之外去寻找另一个人，那男人。
127
基尔克郭尔原注：
如果在这里有人还要进一步说：――这样的话，『这第一个人是怎么学会说话的』就成了一个
问题；那么我将回答，这完全对，然而与此同时这问题完全是在我们所考究的范围之外。无论
如何，人们不可以这样去误解，――仿佛我是在按照现代哲学的习惯，通过我回避性的回答而
作出一副『我能够在别的地方回答这个问题』的样子。而是很确定的一点：这里所谈的并不是
要让『人』自己成为那语言的发明者。
128
根据基尔克郭尔草稿中被删去的部分，是一种把蛇作为语言的象征。
129
《雅各书》（1：13－14）：“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那后果是双重的：那罪进入了这世界；那『性别的（det Sexuelle）』被设定
了，并且那『一个』将不可分离于那『另一个』。这对于显示人的原始状态是
极其重要的。就是说，如果那人不是一个休眠在一个『第三项』之中的综合，
那么『一』就无法具有两个结果。如果他不是一种由『精神』承担着的『灵魂
与肉体之综合』，那么，那『性别的』永远也不可能会和那『有罪性』一同进
入这个世界。
我们不用去考虑那些怪诞想法130，只是简单地假定在那『罪的堕落』之前有着
两性的区别，只是除了它尚未存在之时――因为在无知性之中它不存在。这样
我们就一致于那圣经了。131
在那『无辜性』之中亚当作为『精神』是那『梦着的精神』。这样那『综合』
就不是现实的；因为那结合『综合』之中两项的联结物是那『精神』，而这
『精神』尚未被设定为『精神』。在动物那里这『性的区别』能够本能性地得
到发展，但是一个人就不能这样，恰恰因为他是一个『综合』。在那『精神』
设定其自身的一瞬间，它设定那『综合』，但是为了设定『综合』，它必须首
先区分地渗透进这『综合』，而那『感官的』的极端恰恰就是那『性别的』。
只有在那『精神』成为现实的那一刻，人才能达到这个极端。在这之前他不是
动物，但他也不真正地是人；只有到了在他成为了人的那一刻，他才也因为
『他同时也是一个动物』而成为人。
那『有罪性』却不是那『感官性（Sandseligheden）』，绝对不是，但是没有那
『罪』就没有『性别性（Sexualitet）』，而没有『性别性』就没有历史。一个
完美的『精神』既没有那『这一个』有没有那『另一个』，这是为什么那『性
的区别』在那『复活』之中被取消，这也是为什么天使没有历史。虽然米迦勒
132
记录下了所有使命――那些他被派出执行和完成了的使命，但这却不是他的
历史。首先在那『性别的』之中，那『综合』才作为矛盾而被设定，而在同
时，正如所有矛盾，作为一种任务，其历史也在同一瞬间里开始了。这是现实
性，而先于这现实性，在之前是自由的可能性。但是那自由的可能性不是『能
够选择那善的或者那恶的』。这样的一种无思想性不是圣经的兴趣所在正如它
不是『思』的兴趣所在。那『可能性』是『能够（at kunne）』。在一种逻辑体
系中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说那『可能性』走向『现实性』。但是在现实之中却并
非是那么容易，这之中还需要一种『中介定性』。这种『中介定性』就是那
『恐惧』，而这『恐惧』没有去解释那『质的跳跃』，正如它没有去伦理地为
之辩护。那『恐惧』不是一种『必然性』的定性，但也不是那『自由』的定
性，它是一种被困的自由，在那里『自由』不是自由地在自身之中而是被困
的，不是在那『必然性』之中而是在自身之中。如果那『罪』是必然地进入这
个世界（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就不会有『恐惧』。如果那『罪』
是通过一个出自一种抽象的 liberum arbitrium133（自由意志）行动进入这个世界
（这种抽象的自由意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在这个世界里存在，正如它在之
后也没有存在，既然它是一种思想的妨害），那么就也不会有『恐惧』。想要
130

这里可能是指类似于奥古斯丁的那种关于『如果没有那堕落，在天堂里会不会有人的繁殖』
这一类考究。可参看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131
《创世记》（2：25）：“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132
米迦勒（Michael）。《圣经·旧约》中犹太人的守护大天使。
133
liberum arbitrium：一种随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无限的选择自由。他是在基尔克郭尔那里是
一种“思想的妨碍”和“某种不属于任何地方的东西”。基尔克郭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得到这个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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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地解释那『罪』之进入世界，那是在做一件傻事，――只有那种可笑地为
找到一种解释而担忧的人才会做这种傻事。
假如我能够求一个愿望，那么我将愿没有一个读者会深刻到要这样问：如果亚
当没有行『罪』，又将怎样？在那『现实性』得以设定的那一瞬间，那『可能
性』就作为一种诱惑所有思维匮乏的人的『乌有』而走到一边去了。那科学也
不可能去决定要用纪律约束那些人并且抑制其自身！如果一个人问出一个愚蠢
的问题，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不作回应，否者我们无疑就是和那问题一样愚蠢
了。那问题之中愚蠢的地方主要地不是在于问题本身，而是在于这问题是被引
到那科学上面。如果一个人象那聪明的爱尔莎带着她的许多计划一样 134地带着
这个问题，待在家里召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那么这个人算是差不多明白了他
自己的愚蠢了。相反科学是无法解释这一类东西的。每一种科学，要么是处在
一种逻辑的『内在性』之中，要么处在一种『它所无法解释的超验性』的范围
内的『内在性』之中。那『罪』恰恰是那种『超验性』，那种 discrimen rerum
（转折关头），在之中那『罪』进入那『作为那单个的人的单个的人 135』。那
『罪』不会以别的方式进入世界，也不曾以别的方式进入世界。如果那『单个
的人』傻到去问关于那『罪』，如同问及某种和他无关的东西，那么他就是像
一个傻瓜在问问题；因为要么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没有得知的可
能，要么他知道它和明白它并且知道没有什么科学可以向他解释它。无论如
何，那科学还是不时地做到了足够地通融，以至于它以沉思着的假设来回馈多
愁善感的愿望，――关于这些假设，科学却自己在最后承认，它们的解释是不
足的。这无疑也是对的；但是困惑在于，那科学没有去有力地回绝愚蠢的问
题，相反却去鼓励肯定迷信的人们去相信：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科学的冥思者，
在他的身上有着正确答案。人们谈论，那『罪』进入这个世界是在六千年前，
完完全全地以同样的方式如同尼布甲尼撒（Nebucadnezar）变成一只牛是在四
千年之前136。如果人们这样理解问题，那么，那解释与之相符就没有什么好奇
怪的了。那从一个角度看来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被人搞成是最艰难的。那
最淳朴简单的人以其自己的方式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
知道，那『罪』进入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在六千年前；科学通过那冥想家们的
艺术把这个问题公布成为一个有奖征答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
的解答。那『罪』是怎样进入这个世界的，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知道；而如果一
个人要向别人讨教关于这个，那么他将 eo ipso（因为这个原因）而误解它。那
唯一能够帮上一点忙的科学是心理学，然而它还是自己承认：它不解释，并且
它不能和不愿解释更多。假如有什么科学能够解释它，那么一切都混乱了。科
学家应当忘记其自己，这完全是对的；但是因此也如此幸运：那『罪』不是一
种科学的问题；所以没有什么科学家――同样冥想家――有义务去忘记那
『罪』是怎样进入这个世界的。如果他想这样做，如果他想慷慨地忘记他自
己，那么，在他的解释全人类的热情之中他变得就象那个枢密院士那样滑稽可
笑，――他是如此投入地向各种各样的老王老张递送他的名片，以至于他一直
134

见格林童话《聪明的爱尔莎》。故事中爱尔莎之聪明类似于“杞人忧天”。
作为那『单个的人』的『单个的人』
136
传统的创世说法认为上帝造世界是在公元前四千年。尼布甲尼撒活于公元前六百年。
《但以理书》（4：25）：“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
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4：32）：“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
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135

Kommentar [京不特6]: Krise?

到最后忘记了他自己叫什么名字。或者他的哲学狂喜使得他如此地忘我，以至
于他需要有一个和蔼冷静的妻子，他能够这样问她，――如同那索尔丁 137，在
他欣悦忘我地迷失在琐碎话语的客观性之中时，问丽贝卡：丽贝卡，是我在说
话么？
我的可尊敬的同时代里那些备受推崇的科学家们；这些科学家们在他们的、为
那信众们所熟知的『对于体系的关注和寻求』之中，也关心着要在之中为那
『罪』寻找一个位置；他们会认为上面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是不科学的，这完
全可以理解。只让信众们加入这种寻求，或者至少让那些深刻的寻求者成为他
们虔诚的代理祷告的一部分；他们将找到那位置，正如那寻找着『燃烧着的绳
索』的人，在他并不感觉到这绳子在他的手中燃烧的时候，找到了这绳子。

CAPUT II
『恐惧』，作为向前发展138的『传承之罪』

和那『有罪性』一同，那『性别性』被设定了。在同一瞬间那族类的历史开始
了。正如那『有罪性』在族类之中以量的定性而运动，那『恐惧』也是如此。
那『传承之罪』的后果或者『传承之罪』在那『单个的人』身上的存在是恐
惧，这恐惧和亚当的恐惧相比只有量的区别。在『无辜性』的状态之中――这
样一种状态也毫无疑问地可以在那『后来的人』那里谈及――那『传承之罪』
必定是有着那辩证的『暧昧双义』性，而正是由于这种双义性那『辜』在那
『质的飞跃』之中绽出来。相反那恐惧在一个后来的『个体人』身上则可以是
比它在亚当的身上更加深思熟虑，因为那族类所留下的『量的增值』体现在他
身上。那『恐惧』则在这里成为人身上曾经有过的最小程度上的一种『不完美
性』，相反我们要说，一个人越本原那么恐惧就越深，因为那『有罪性』的预
设条件必须被相应地给定――在他确实是进入了那族类的历史的时候，他的个
体的生命假定了这种预设条件。于是那『有罪性』就得到了一种更大的势力，
并且那『传承之罪』是生长着的。『存在有这样的人，他们根本无法感觉到恐
惧』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如果亚当仅仅是一个动物，那么他将不会感受到任何
恐惧』。
后来的人们和亚当一样是一种由『精神』承担着的综合；但是这综合是派生
的，这样，那族类的历史也被一同设定在其中；在那后来的『个体的人』的身
上，这综合之中有那『更多或者更少』是在那『恐惧』之中。但是他的恐惧却
137

索尔丁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心不在焉的卖书人，以他的许多注意力分散的事迹而闻名。有一次
一个顾客进入书店，而索尔丁站在一个梯子上找书。顾客模仿他的声音对他的妻子说了几句
话。索尔丁在梯子上回头问：“丽贝卡，是我在说话么？”
138
“向前发展”，就是说：和 CAPUT I 正好相反。CAPUT I 是回溯，因为要究其根源。这里
是正向考究。

Kommentar [京不特7]: et Mere eller
Mindre

不是对于那『罪』的恐惧；因为那善和恶的差异并不存在，――既然这种差异
只能通过那自由的现实性而存在。如果说这种差异存在，那么这种差异也只是
作为一种被预感到的观念，而这种预感通过那『族类』的历史还是可以再次地
意味着一种『更多或者更少』。
作为个体对于那族类历史的参与结果，那『恐惧』在那后来的『个体的人』身
上更加深思熟虑，――我们可以将之与『习惯』作比较，习惯是第二天性，但
不是一种新的『质』，而只是量的进程，――正是因为那『恐惧』现在以另一
种的含义而进入这个世界。那『罪』进入了『恐惧』，而那『罪』又携带着那
『恐惧』。那『罪』的现实性也就是一种没有持恒的现实性。一方面，那
『罪』的连续性是那恐惧着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一种『拯救』的可能
性则再一次是一种『乌有』――那『个体的人』对之既爱又怕的『乌有』；因
为这一向就是那『可能性』对于那『个体性』的关系。要到那『拯救』确实地
被设定了的这一刻，到了这一刻那『恐惧』才是被克服了。人的和其他受造物
139
的期待渴望140不是――象人们曾经感伤地认为的那样――一种甜蜜的向往；
因为，要让那向往能够成为如此，那『罪』就必须被缴械。那确实地是想要将
自己设定在那『罪』的状态之中的人，并且，不管他对『拯救』有着怎样的期
待，他无疑是会去承认这一点，并且多少地会为那审美的『无拘束性』感到窘
迫 141 。只要我们依旧只是在讨论期待，那么，『罪』在人身上还是有着其势
力，并且自然地把那『期待』看成是敌对的。（我们在后面论述这个问题）。
当那『拯救』被设定了，那『恐惧』就被遗留在了一边，正如那『可能性』。
它因此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它被正当地使用的时候――扮演另一个角色。
（Cap. V.）
那由『罪』所携带着而跟入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或许更确切地说是
在那『个体的人』自己设定那『罪』的时候才出现的，并且也只是很模糊地、
作为那族类历史中的一种『更多或者更少』而在场。所以我们在这里甚至会遇
上这样的现象――一个人看起来只是因为处于对其自身的恐惧之中而成为『有
辜的』，――这种现象在亚当身上则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无疑每一个『个
体的人』不管怎样都只是通过其自身而成为『有辜的』；但是那族类关系之中
的量定的成分在这里达到了其最高值，并且，如果我们不紧紧抓住那前面所给
定的那种差异――那『量的』和那『质的跳跃』之间的差异，那么这种成分就
会具有去混淆每一个观察的控制力。这种现象将在后面成为讨论的对象。在通
常它被忽略；这当然是最容易的。或者它被感伤而动情地解释出来，以一种怯
懦的同情，――这种同情为『自己没有成为这样一个』 142而感谢上帝，却不明
白这样一种感恩词恰恰是对于上帝和对于自己的出卖、不去考虑那生活总是藏
有类似的现象――我们也许不应当去避免这些现象。人是应当有同情，但是，
只有在一个人真正深刻地向自己承认『那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可以发生在
所有人身上』时，只有这时这种同情才是真实的。只有这时一个人才对自己和
139

“受造物”：就是说，那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万物。
《罗马书》（8：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141
在丹麦语中，“无拘束性（Ugeneerthed）”“感到窘迫（genere sig）”有着词义上的联系。
因为“无拘束性（Ugeneerthed）”其实是“『不感到窘迫』性”。但是直译在中文里会变得古
怪：“多少地会为那美学的『不感到窘迫性』而感到窘迫”。所以在这里作一注脚。
142
《路加福音》（18：11）：“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阿，我感谢你，我不像
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140

别人都有用处。精神病院里的医生――他愚蠢到相信自己是永远地聪明并且相
信他自己的这点理智能够保险地抵抗生命中的所有危害，无疑，在某种意义上
他比那些精神失常的更聪明，但在同时他也比他们更蠢，肯定他也不会医好许
多人。
这样『恐惧』现在意味了两样东西：那恐惧，在之中那『个体的人』通过那质
的跳跃而设定那『罪』；和那恐惧，这种恐惧随着那『罪』而进入了和进入这
个世界143，并且，每一次在一个『个体的人』设定那『罪』的时候，这种恐惧
也因此量定地进入这世界。

写一部博学的著作或者把时间浪费在对文学证据文字的搜寻上，不是我的目
的。那些被各种心理学所使用的例子常常缺少那种真正的『心理学－诗意』的
权威性。它们在那里作为一种隔绝的、notarialiter（作为公证者的）证据事
实，但是恰恰因此，对于这样一种孤独的顽固者『要构建一种规则』的尝试，
对此我们不知道是应当哭还是应当笑。一个根据一种正规的标准而投身在心理
学和心理学观察中的人，他获得了一种普遍的『人的可塑度』的知识，这种知
识使得他能够马上构建他的例子，――这例子，虽然它没有那实在性的权威，
但是它还是有着另一种权威性。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观察者，要能够在人们中间
弯腰倾斜并且模仿他们的姿态，这个人就应当比一个走索演员更具有敏捷性；
他的沉默在信任的那一刻应当是具有诱惑性而能引起快感的，这样那『隐藏着
的』能够悄悄地出来在这种人为地达成的隐匿和宁静之中与自己小谈，能够由
此而得到乐趣；这样的话他就也应当在他的灵魂之中具备一种诗人的创意性，
以便能够在一瞬间里马上就――从那种在那『个体的人』身上一直只是部分地
和不规则地出现的东西之中――创造出那整体的和有规律的东西。这样，当他
使自己得以完美之后，他将无需从那些文学收藏中寻找例子并重炒那快被遗忘
的记忆，而是完全新鲜地从水中取出他的观察，――它仿佛还依旧是在其色泽
之中扭动和闪耀。他也将不需疲于奔命地去注意什么。相反他应当象一个警探
144
那样平心静气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却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如果他需要什么
东西，他可以马上做出来；如果他需要什么东西，他依靠他的普遍实践马上就
到手，正如人们在一幢安顿的很好的房子里无需上街去取水，而是借助于高压
在他那一层楼里直接得到。如果他还有什么怀疑而不确定的，他对人的生活是
那样地有判断力而他的眼光是那样地询审性地敏锐，以至于他知道，他应当在
什么地方寻找和在那里容易发现一种合适的个体性可以用来做想象性实验。他
的观察将比一些人的更可信，虽然他没有为之辅助性地给出名字或者给出博学
的引语，――诸如：在萨克森有一个农家女，一个医生对她进行观察；在罗马
住着一个凯撒，历史学家对之进行阐释，等等，仿佛这样的事情一千年中只出
现一次。那么心理学有什么它所关心的东西呢？哦，这每天发生的一切就是它
所关心的，只要观察者在场就行。在他使用自己的谨慎来支配管理他的观察
时，他的观察将有清新的特征和现实的意义。在最后他在自己身上模仿试验他
从别人身上发现的每一种心境、每一种灵魂状态。因此他知道，他是否能够通
过模仿来迷惑这另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这个人拖进那更进一步的行为发展――
143

『进入了』（完成时）和『进入』（现在时）：已经经入的和正在进入这个世界。
“警探”：这有对笔名“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的暗示。“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
斯”可以解释为：那观察哥本哈根之生活的人。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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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进一步的』则是他自己依据于理念而创造出来的。这样，如果我们要观察
一种激情，那么我们就选择我们的个体对象。这时我们需要的是平静、沉默、
隐匿，这样我们就能够发掘出他――我们的个体对象――的秘密。然后我们演
练我们所学到的东西，直到我们能够去迷惑他。然后我们虚构出激情并且在这
时――在激情的超自然的量中――显现在他面前。如果我们是正确地去做了，
那么那对象个体会感受到不可描述的缓解145和满足，就象一个精神病患者在有
人发掘出而诗意地抓住了他的『固着』146并且就此进一步发展这『固着』时所
感受的。如果没有成功，那么有可能是因为操作出错，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那
个体对象是一个糟糕的例子。

§1
客观的『恐惧』

在我们使用『客观的恐惧』这个表达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的是那『无辜性』的
恐惧，它是那在其自身之中的『自由之反思』在其可能性之中147。
通过强调人们忽略了『我们处在这一考究中的另一个地方』这一事实而来进行
反驳的话，那不会是一种理由充分的回答。相反我敢说，更有用的是让我们记
住：『客观的恐惧』这个区分在于它不同于『主观的恐惧』――一种无法在亚
当的『无辜性』状态中找到其位置的区分。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那『主观的恐
惧』是那『被设定在个体的人之中』的恐惧，是这人的『罪』的后果。关于这
种意义上的恐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谈论。如果『恐惧』这个词被这样地
理解，那么『一种客观的恐惧』的对立面就消失了，这时，『恐惧』就恰恰以
它的本真面目出现了，也就是说作为那『主观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恐惧』
之间的区别在于对于那世界和那后来的『个体的人』的『无辜性』状态的考
虑。在这里这样地作出区分：『主观的恐惧』现在用来标示那『存在于那单个
的人的无辜状态之中』的恐惧，它和亚当的恐惧相对应，但是由于世代传承在
量变中的定性，它在量的意义上还是不同于那亚当的恐惧；而『客观的恐惧』
我们则可以将之理解为那世代传承的『有罪性』在整个世界之中的反射
（Reflexen）。
在那前面的章节§ 2 中曾经提请大家记住，“通过亚当的『罪』，那『有罪性』
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说法包含有一种外在的反思；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进
入这种说法，以查找那可能是被包含在这说法中的真理。在亚当设定了『罪』
的那一瞬间，考究的焦点就离开了他，而是去考察每一个后来的『个体的人』
145

对痛苦的缓解。
丹麦文是“fixe Idee”。这里我使用的『固着』是中文的心理学词汇。“固着，固恋特指在
孩提时期形成的某种强烈的依恋，表现为不成熟或神经质行为，并往往贯穿一生。”但是，文
中使用这个词则并不是严格的心理学词义。
147
Frihedens Reflexion i sig selv i sin Mulighed。可以理解为“自由向其自身的回归处于其可能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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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的开始；因为这时那『代』被设定了。如果通过亚当的『罪』，那族
类的『有罪性』以一种等同于『那直立行走』148等等的意义而被设定，那么那
概念『个体的人』就被取消了。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被展开了，我们还反驳了
那种『思维实验性的好奇』――它试图把那『罪』当一种好奇心来处理；那两
难性被提了出来：要么我们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东
西』的提问者；要么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已经知道所问的东西』的提问者，而
其伪装的『无知性』成为一种新的『罪』。
如果我们现在记住所有以上这些东西，那么上面的那一说法就因此而得到了它
那有限的真理。那『第一个』设定那『质』。亚当于是在其自身之中并且也为
那族类设定了那『罪』。但是那族类概念太抽象，它无法设定一种如此具体的
范畴――那『罪』，这种范畴恰恰是通过这样方式而被设定的：那『单个的
人』作为那『单个的人』而设定它。于是那族类中的『有罪性』就仅仅成为一
种量的接近；但是它是从亚当那里开始的。这之中有着那更重大的意义，这意
义是亚当而不是每一个其他『族类中的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在之中有着上面
的那种说法中的真理。甚至一种正教（Orthodoxie），如果它想要明白他自己，
也必须承认这个，既然它教导说：通过亚当的罪，那族类和大自然都落入了那
『罪』。然而就大自然而言，我们就不该说那『罪』是作为那『罪』的『质
（Qvalitet）』而进入的。
既然那『罪』进入了 这个世界，这对于整个受造万物就有了意义。这种在那非
人类的存在中的『罪的效果』，我已经将之标示作『客观恐惧』。
我能够通过提醒大家记起那圣经的话 απνθαξαδνθία ηεο θηηζεσο（受造之物的切
望等候）.（罗马书 8：19）来暗示这之中所意味的东西。由于这里要谈及一种
『切望等候』，那么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说明了那受造之物处在一种非完美性的
状态之中。人们常常在这样的表达和定性――诸如『向往』、『切望等候』、
『期待』等等――中忽略了这一点：这些表达和定性牵涉到一种先行的状态，
而且这种状态因此而在场并在那『向往』得以发展的同时也显示出其自身来。
那期待者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但是他并不是因为某种偶然事件之类而置身之中
的――那样他在之中就完全地感觉自己是陌生的，而是他自己在那同一时刻制
造了这种状态。这样一种向往的表现就是『恐惧』；因为正是在那『恐惧』之
中，他所向往的那种状态表明其自身，而这状态表明之所以其自身，因为仅仅
靠那向往不足以拯救他。
在怎样的意义上那受造物在亚当的『罪』中沉沦败坏；那自由――由于它是通
过『对自由的滥用被设定』而被设定的――是怎样把那『可能性』的反射和
『兔死狐悲』149的战栗投向那受造物的；这种事实在怎样的意义上说是一定会
发生的，因为『人』是一种『综合』，――他的最极端的对立面被设定了，并
且，他的一个对立面之一恰恰是因为人的『罪』而变成了一种比起原先时远远
更极端的对立面？――所有这些问题在一种心理学的考究之中是无法找到空间

148

从动物（猴子）到人也是一种从『弯腰行走』到『直立行走』的过程。
丹文 Medinteresseertheden 可以直译为“合伙利益所在性”，Hong 在英文版中翻译为
complicity（意为：共谋；串通作弊；共犯关系）。但是一方面因为这里所谈的“合伙利益所在
性”是一种悲剧性的『共同沉沦』，一方面考虑到不破坏句子的可读性，所以我将之翻译为
“兔死狐悲”。
149

Kommentar [京不特12]: den oprejste
Gang o.s.v.

的，但是它们属于那『教理神学』、属于那『救赎和解』，――在那『救赎和
解』的解释之中，这科学150解释那『有罪性』的预设前题条件。151
在那受造物中的这种『恐惧』可以毫无问题地被称为『客观恐惧』。它不是由
那受造物所带来的，而它之出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亚当的『罪』，那
『感官性』已被降格到 152 、并且――由于那『罪』继续不断地进入这个世
界――继续不断地被降格到『意味着有罪性』，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光明覆
盖在了受造物之上，――正是因此而产生了这种『客观恐惧』。很容易看出，
上面的这一理解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是警觉的，――它回避着那种理性的解
释――那种认为『感官性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有罪性』的理性解释。在那『罪』
进入了这世界之后，并且每一次在那『罪』进入这世界的时候，『感官性』就
成为『有罪性』，但是它所『成为』的东西并非是它在事先所『是』的东西。
法朗茨·巴德尔曾经经常批驳那句句子：那『有限性』、那『感官性』就其本
身而言是『有罪性』。然而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谨慎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陷入
那从那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出现的贝拉吉乌斯主义（Pelagianisme） 153 。法朗
茨·巴德尔154在其定性中就没有把那族类的历史考虑在内。在那族类的量定中
（就是说，非本质地），那『感官性』是『有罪性』；而对于那『个体的人』
而言，在他通过设定那『罪』而自己去进一步使得『感官性』成为『有罪性』
之前，则并非是如此。
一些谢林 155 学派的人们 156 特别地留意于那『变更（Alteration）』 157 ，――因
『罪』而发生于那受造物的『变更』。在这里我们也曾谈及了那应当是存在于
150

就是说：教理神学。
基尔克郭尔原注：
那教理神学必须被这样建立。每一种科学首先必须有力地抓住其自身的起始点而不是生存于一
种与其他科学的复杂关系之中。如果教理神学以『想要解释有罪性』或者以『想要证明它的实
在性』作为它的开始，那么，从中永远也不会出现什么教理神学，相反那教理神学的整个存在
将变得模糊和漏洞百出。
152
“已被降格到”：注意这里是说“已经”。在丹麦原文中，这里的“被降格”是过去时。而
后面的“被降格到”则是现在时。
153
对于贝拉吉乌斯主义前面有过注脚。贝拉吉乌斯拒绝传承之罪并且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
自由意志而达成拯救。这被标志为异端。法朗茨·巴德尔认为那『有限性』就其本身而言不是
『有罪性』，这是和基尔克郭尔一致的但是要避免异端，就必须也把『有罪性』在那族类中的
量定性也考虑进去。
154
比如说 Fr. Baader: Spekulative Dogmatik XVII Werke VII s. 143 ff.
155
基尔克郭尔原注：
在谢林自己那里常常谈及『恐惧』、『怒（Vrede）』、『苦恼（Qval）』、『疾苦
（Liden）』等等。但是对这一类用辞，我们还是应当一贯地保持一定的怀疑，以便不去将那受
造物中那『罪』的后果混淆于那些也在谢林那里『被用来标示上帝那里的状态和心境的东
西』。就是说，通过这些表达，谢林用来标示那『神圣』――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创造之
娩痛。他用形象的表达来标示那有时也被他自己称为是『那否定的』的东西，――这在黑格尔
那里成为这样的词句：那『否定的』更严格地定性为那『辩证的』。（ηφ έηεξνλ〈那另外
的〉）。那暧昧双义性在谢林这里也有显示，因为他谈论那散布在自然之中的『忧郁
（Melancholie）』，以及关于一种在神圣中的『沉郁（Tungsind）』。说回来，在谢林那里，
那可能的主要想法是，『恐惧』等等主要是用来标示那『神圣』在尽力创造中的苦难。在柏
林，通过比较上帝和歌德以及约翰那斯·冯·缪勒（Joh. von Müller）――两个人都是只有通过
创作才能得到乐趣的，并且通过指出『如果一种这样的祝福不能转达自己那么这就是一种不
幸』，他更确定地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在这里提及这个，因为他的这一表述已经被印在了马
海尼克（Marheineke）的一本小册子里了。马海尼克对之进行了嘲讽。这是一个人所不应当做
的，因为一种有力而血气方刚的神人同性论（Antropomorphisme）还是有相当的价值的。而那
151

那毫无生气的自然之中的那种恐惧。然而，那效果却被减弱了，因为我们一会
儿要去相信我们有一个自然哲学的课题要处理――这课题得助于教理神学而被
聪明地研究，一会儿则是一种教理神学的定性――这定性由于自然景观的魔术
般的反射光辉而欢乐欣喜。
无论如何，在这里我得中断我的离题，――我只是允许了这话题在一时间里跑
出了目前的考察范围。如同那曾经在亚当身上发生过的恐惧，这种恐惧不再会
重来，因为通过亚当，那『有罪性』进入了世界。因为这个原因，这种恐惧现
在就得到了两种类似物：那在自然中的『客观恐惧』和那在『个体的人』身上
的『主观恐惧』；在这客观的和主观的两者之中――比那在亚当身上的恐
惧――后者包含了一种『更多』而前者包含了一种『更少』。

§2
主观恐惧

如果一个人经过了的反思之后而敢于设定『恐惧』，那么反思得越彻底地，这
恐惧看起来也就越容易进入『辜』。但是，这里要注意不要受那『渐进法
（Approximation）』的各种定性的欺骗；――没有什么『更多的』能够导出那
『跳跃』，也没有什么『更容易的』能够真正地使得那解释变得更容易 158。如
果我们不坚持住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处在这样的风险之中――突然面对一种现
象，在之中一切发生得如此容易以至于那过渡只是一种简单的过渡；或者处在
错误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例子――一切能够变得多么古怪，如果形而上学
和教理神学被如此地扭曲：人们形而上学地对待教理神学而教理神学化地对待形而上学。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解的注释：
那散布在自然之中的『忧郁（Melancholie）』 ：见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Werke I. Abth.VII s.399.
约翰那斯·冯·缪勒（Joh. von Müller）：（1759－1819）德国历史学家。
马海尼克（Marheineke）的一本小册子：Zur Kritik der Schellingschen Offenbarungsphilosophie,
Berlin 1843
156
G. H. Schubert, A.K.A. Eschenmayer, Johann Josef von GörresHenrik Steffens.
157
基尔克郭尔原注：
『变更』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那『暧昧双义性』，就是说，我们在『去变化』、『去扭曲』、
『去使之出离其本原状态（那事物成为一种别的东西）』的意义上说『去变更（at
alterere）』，但是我们也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说『被变更（at blive altereret）』――是说『被吓
嚇』，恰恰是因为后者在根本上是前者不可避免的后果。据我所知，说拉丁语的人根本就不使
用这个词，而是够奇怪地使用 adulterare（诱奸、伪造和扭曲）。法国人说 altérer les Monnaies
（伪造钞票）和 étre altéré（被吓嚇）。我们在日常言谈中通常以『被吓嚇』的意义来使用这个
词，这样我们可能听见一个普通人说：我被完全地吓嚇（altereret）了。至少我曾经听见一个小
贩婆这样说。
158
那渐进法的定性是一种由趋近到充实的过程。如果相信趋近能够导致跳跃，那就是相信量变
导致质变。但是对于基尔克郭尔这不是人的精神发展状况。在跳跃之前的所谓『更多』或者
『更少』只是一种和『质』毫无关系的『量的定性』。

这样的风险之中――不敢让思想得出其结论，因为那纯粹的经验观察永远也不
会结束。因此，尽管那恐惧变得越来越多地经过反思，那『辜』――它以那质
的跳跃而绽现于那『恐惧』之中――依旧保持那同样的可靠性，完全如同那亚
当的『辜』；而那恐惧则也依旧保持那同样的暧昧双义性。
如果要拒绝『每一个后来的个体人具有，或者必须被预设为具备过，一种类似
于亚当所具的无辜性状态』，那么这种拒绝会使得每一个人都觉得震惊而不可
接受，仿佛这是要去取消所有思想；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这
样的『个体的人』：他不是『个体的人』而只是作为一种样本而使得自己和其
种类发生了关系，尽管与此同时他在那『个体的人』的定性之下必须被看作是
『有辜的』。
我们能够把『恐惧』和『晕眩（Svimmelhed）』作比较。一个人，如果他的眼
睛对着一个张开豁口的深渊看下去，那么他变得晕眩。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呢？这是由于他的眼睛、并且在同样的程度上也是由于那深渊；因为如果他没
有向下看的话„„。这样，那『恐惧』就是那『自由』的晕眩，――它之所以
出现是因为那『精神』要设定那『综合』，而这时那『自由』对着其自身的
『可能性』看下去、并且抓住那『有限性（Endeligheden）』以支承住自己。在
这种晕眩之中，自由倒下沉陷了。更进一步的话，那心理学就无法并且也不愿
深入下去了。159正是在这一刻，一切都改变了，而那『自由』――在它重新站
起来的时候――它看见自己是『有辜的』。在上面的这两个瞬间的间隔中是那
『跳跃』――它不曾并且也无法被被任何科学解释。那在『恐惧』之中变得有
辜的人，他变得『在最大可能程度上暧昧双义地有辜』 160。『恐惧』是一种女
性的『虚弱（Afmagt）』，在这种虚弱之中那『自由』晕到，从心理学上看那
『罪的堕落』总是发生在虚弱之中；而另外那『恐惧』也是那『最自私的』
161
，并且，没有一种对于自由的表现是象那『每一种具体化』的可能性那样地
自私的。这就再一次地是那不可抵抗的事实，――这一事实决定了那『个体的
人』的那种暧昧双义的、同情的和反感的关系。在那『恐惧』之中存在有那
『可能性』的自私的『无限性』，这种『可能性』之『无限性』不是作为一种
选择而去诱惑，而是妩媚诱人地以它那种讨人喜欢的恐惧感来使人不安162。
在那后来的『个体的人』身上，那恐惧就是更深入地经过了反思的恐惧。这可
以这样表达：那作为那恐惧的对象的『乌有』仿佛是多多少少地成为了『某物
159

关于这个，作者在引言中有所谈及。因为心理学只能描述状态，而无法描述这些状态之间的
过渡，就是说，那跳跃。科学无法解释这跳跃，它是一种选择的标示，一种伦理的表达，它是
和自由有关并且无法成为因果关系的对象――那些处于因果之链中的环节是和自由无关的。
160
“暧昧双义地有辜”：这在前一个 Caput 的§5（“概念『恐惧』）之中有所谈及。那『恐
惧』具有暧昧双义的特征，这时有人的双重性――作为精神生物和作为自然生物――所决定
的。精神阻止了人沉沦为动物，而自然的束缚则使得人无法成为那纯粹的精神。这时一个人就
在行动上麻痹了，这种状态有着恐惧的烙印。那恐惧的进一步被定性为这样一种状态：在“那
『自由』对着其自身的『可能性』看下去”的时候，也就是说，在那『自由』意识到去设定那
『综合』的可能性的时候，也就是说，在那『自由』意识到成为那『精神』的可能性的时
候，――在这时，它不敢去实现这可能性，而是“有限地抓住其自身”。而这时，那『罪的堕
落』就发生了。而这个『辜』之所以是暧昧双义的，那是因为它同时是一个人有辜和无辜的表
达。
161
“那『恐惧』也是那『最自私的』”：因为在它努力要搞明白『精神』和『自然』之间的选
择时，它完完全全地只考虑其自身。
162
“而是妩媚诱人地以它那种讨人喜欢的恐惧感来使人不安”：如果套用基尔克郭尔的语言游
戏,也可以直译为：“而是妩媚诱人地以它那种讨人喜欢的恐惧感来使人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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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get）』。我们不是说它在事实上成为了某种东西或者在事实上意味了某种
东西；我们不是说现在――代替那『乌有』――应当有那『罪』或者别的东西
来作替代物；因为，所有那些有效于亚当的『无辜性』的东西，在这里也同样
有效于那后来的『个体的人』的『无辜性』。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那『自由』
而存在着，并且只是在那『单个的人』通过那质的跳跃而自己设定那『罪』的
时候，才存在着。那『恐惧』的『乌有』在这里是各种预感的一个『集结
（Complexus）』，――这些预感在其自身之中反思自身，越来越接近地移向那
『个体的人』，虽然从本质上看它们再一次在那恐惧之中意味着乌有，――但
是注意了，这不是一种和那『个体的人』无关的『乌有』，而是一种活泼地与
那 『 无 辜 性 』 的 『 无 知 性 』 163 进 行 着 沟 通 的 『 乌 有 』 。 那 种 『 反 思 性
（Reflekterethed）』是一种『秉赋预设（Prædisponeren）』 164 ，――在那『个
体的人』变得『有辜』之前，这『秉赋预设』从本质上看意味了乌有，然而在
那『个体的人』通过那『质的跳跃』而变得『有辜』时，它就是一种『预设条
件』――在这种『预设条件』下那『个体的人』超越出其自身，因为那『罪』
自然不是在『它自己被设定』之前预设其自身（――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一
种宿命论了），而是在『它自己被设定』之时预设其自身。
现在我们将更详尽地考察那『某物』――那『恐惧』的『乌有』在那后来的
『个体的人』身上所能够意味着的那个『某物』。在那心理学的审思之中，它
确实地是被作为某种东西的。但是那心理学的审思并不忘记：如果一个『个体
的人』通过这个『某物』是自然而然地变得『有辜』的话，那么一切考虑就都
被取消了。
这个『某物』――那『传承之罪』stricte sic dicta（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所意
味的正是这个『某物』，――它是

甲．『世代传承』关系的后果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不应当是关于那医生所从事的工作，诸如一个人
是否畸形地出生等话题，也不应当是关于『通过那表格化的调查报告来得出一
个结论』。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合适的心境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
人被这样教导，认为冰雹和坏收成必须被归咎于那魔鬼，于是这可以是非常善
意的，但是这样的教导在本质上是一种聪明才华，它稀释了『那恶的』这个概
念，并且把一种几乎是打趣的语气带了进来，正如『那愚蠢的魔鬼』这种说法
是一种审美上的俏皮。――这样，当我们在那概念“信仰”之中这样片面的强
调那历史的成分以至于忘记了它在那『个体的人』之中的原始独特性时，这信
仰就变成了一种有限的琐碎而不是一种自由的无限。其后果就是：我们说不定
就会象霍尔贝尔格（Holberg）的杰若尼姆斯（Jeronymus）谈论爱拉斯穆斯

163

一个人在无辜性的状态之中怀有一种完全不确定的恐惧，在他开始反思时，这恐惧就具有了
更具体的形式――一个由各种预感结成的“集结”它成为一种『秉赋（Prædisposition）』，一
种『罪』的预设前提。而『罪』预设其自身。这里我使用中文的心理学用词『秉赋』。后者意
味了『一种先天的倾向性或者敏感性』，在医学上，『诱因』也是使用这个词。
164
丹文 Prædisponeren，相关于前面一个注脚中的『秉赋（Prædisposition）』（英文的
predisposition）。但是 Prædisponeren 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动名词，所以我翻译为“秉赋预设”。

（Erasmus）那样谈论那信仰――杰若尼姆斯说，爱拉斯穆斯在信仰之中有迷失
于异端的看法因为他假设了大地是圆的而不是平面的，――这『平面的』是那
住在山上的人代代相传所一直相信的。于是一个人如果穿宽松裤而山上的所有
人都穿紧身裤，那么他就也能够以这样方式而在其信仰之中迷失于异端。如果
有人给出关于『有罪性』状况的表格化的调查报告，为这种状况画出一张地
图，在之中他用各种颜色和地貌标示来帮助识别概况，那么这个人就是在作尝
试把那『罪』作为一种自然的反常事件来处理，――不是去取消，而是去统
计，如同是统计大气压和降雨量；那带来结果的中间值和平均值是在另一种意
义上的胡说八道，完全不能去和那些纯经验的科学作比较。如果一个人非常认
真地说『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3 3/8 英寸有罪性』，或者说『在兰格多克那里只
有 2 1/4，而在巴莱塔尼那里则有 3 7/8』，那么这肯定成为一种非常可笑的胡言
乱语。这样的例子和那些在引言里出现的例子一样都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接
下去的讨论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进行，而这些例子则正是取自这领域。
通过那『罪』，那『感官性』成为了『有罪性』 165。这句句子有双重意义。通
过那『罪』，那『感官性』成为『有罪性』；并且，通过亚当，那『罪』进入
了这个世界。166这两种定性必须一直被保持在相互间的平衡中；因为，否则就
会有说出某些不真的东西来。从前那『感官性』成为了『有罪性』，就是那
『代』167的历史；而那『感官性』成为『有罪性』，就是那『个体的人』的质
的跳跃。168
前面有提醒过注意（Cap. 1 § 6）：夏娃的『成为（Tilblivelse）』已经具象比喻
地预示了『世代传承』关系的后果。以一种方式，她标示出了那『派生的』。
那『派生的』永远也不象那『原型的』那么完美。 169然而那差异在这里只是一
种量的差异。那后来的『个体的人』在本质上是和那『第一个』一样地独特。
对于一切后来的『个体的人』，那差异是 in pleno（共同的）：那『派生
（Derivationen）』；但是对于那『单个的人』，这『派生』又一次意味了一种
『更多』或者一种『更少』。
那女人的这种『派生』则还包含了更多的一种解释――在怎样的意义上她比男
人更虚弱，这是一种在所有时代都被推定了的说法，不管这是一个帕夏 170还是
一个浪漫骑士所说的。然而不管怎样，那差异和这一事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尽管有着『差异性』，那男人和那女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那差异的表现在
于：比起亚当，那『恐惧』在夏娃身上更多地经过了反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女人比男人更感性化。这里自然不是在谈一种经验的状态或者一种平均值，而
是一种那『综合』的差异性。如果在那『综合』的一个部分之中有着一种『更
多』，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在那『精神』设定其自身的时候，那区分的
沟壑变得更深，而那『恐惧』则要在那『自由』的可能性中拥有更大的活动空
165

注意。这里是一个过去时态。
注意。这里的并列句前句中“那『感官性』成为『有罪性』”是现在时，而后句中的“那
『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是过去时。
167
Generationen。在一些地方我将之翻译为“世代传承”，而在这里翻作“代”比较合适。
168
再次注意时态的区别。“成为了”和“成为”之间的不同在这里构成了两种定性的不同。
169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自然是针对人类而言是如此，因为那『个体的人』被定性为精神；而在动物那里则相反，每
一个后来的样本和那第一个样本没有优劣之差，或者确切地说，『成为那第一个』是毫无意义
的。
170
帕夏（Pascha）：从前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官员的称号。
166

Kommentar [京不特15]: sandselig

间。在那创世记的故事中是夏娃诱惑了亚当。但是由此却绝不会导致她的
『辜』大于亚当的，更不是说那『恐惧』是一种不完美性；因为恰恰相反，那
『恐惧』之大是对于那完美性之大的预言。
在这里这种考究已经显示出，那『感官性』的情况和那『恐惧』的情况相对
应。一旦那『世代传承』的关系呈现出来，那么关于夏娃的所有说法就只是一
种暗示――一种对于『每一个后来的个体的人与亚当的关系』的暗示，也就是
说，当那『感官性』在那『世代传承』中被增值了的时候，那『恐惧』也被增
值了。『世代传承』之关系的后果则以这样一种方式意味了一种『更
多』，――没有任何『个体的人』能够跑出这个『更多』，这个『更多』是所
有后来的『个体的人』相对亚当而言的『更多』；但是它永远也不会是一种这
样的『更多』：他变得从本质上不同与亚当。
然而，在我们进入这个关系之前，我首先想进一步阐明那命题：女人比男人更
感性化和更具恐惧。
那女人比那男人更感性化，是由她的身理结构当即显示出来的。对之进一步展
开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那生理学的工作。相反我将以另一种方式展示我的命
题，也就是通过审美地将她领到她理念的观点上――这是那美丽，同时提请人
注意『美丽是她的理念观点』这一事实恰恰显示了她比那男人更感性化。之后
我将伦理地将她领到她理念的观点上――这是那生育性，同时提请人注意『生
育性是她的理念观点』这一事实恰恰显示了她比那男人更感性化。
当那美丽占了优势的时候，它导致一种综合，在这种综合之中那『精神』是被
排除在外的。这就是整个希腊文化中的秘密。正是因此在那希腊式的美丽之上
有着一种安全感，一种宁静的庄严；但是也正是因此在那里有着一种恐惧――
但是那希腊人却并不感觉到这恐惧，尽管他塑形的美丽在这恐惧之中战栗着。
所以在那希腊式的美丽有着一种『无忧无虑（Sorgløshed）』，因为那『精神』
是被排斥在外的，然而也因此有着一种深奥不解的悲哀。所以那『感官性』不
是有罪性，而是一种不解的谜，它怀着恐惧；所以那『天真（Naiveteten）』伴
随着一种不可解说的『乌有』，――这『乌有』是那『恐惧』的乌有。
固然那希腊的美丽在本质上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那男人和女人，也就是说不是
『精神地』理解；然而它还是在那『等同性』之中作出一种差异来。那『精神
的』在那脸上有着其表情。在男性的美丽，那脸和脸上的表情比起在那女性的
美丽更本质，虽然那雕塑物的永恒青春恒常地阻碍那更深的『精神的』的显
现。对之进一步进行展开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是想在一个简单的暗示中指出
那差异性。维纳斯在本质上会是同样地美丽，在她以任何一种睡姿被创作出来
的时候，是的她可能恰恰是最美的，而那『睡着的』恰恰是那『精神』缺席的
表现。由此可以得出，那『个体性』越是年长和越是精神地发展了，这人在睡
觉时就越不美丽，相反那睡眠之中的小孩子是最美丽的。维纳斯从大海里出
现，被展示在放松的姿势里，或者在一种恰恰把面部表情降低成为那『非本质
的』的姿势中。而如果相反展示一个阿波罗，那么让他有一种睡觉的姿势就是
不合适的；同样，一个丘比特也是如此。睡觉的话，阿波罗变得不美而丘比特
变得可笑。唯有巴库斯171（Bacchus）可以作为一种例外，但是他在那希腊艺术
之中恰恰是介于男性的和女性的美丽之间的那种无差别（Indifferentsen），因

171

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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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的各种形式也是女性的。在一个盖尼米得（Ganymed）172那里，不管怎么
说，那面部的表情已经是更本质的了。
当那美丽成为另一个概念的时候，那罗曼蒂克又重新在那本质的『等同性』之
中重复那『差异性』。那『精神』的历史（这恰恰是那『精神』的秘密――它
总是有着历史）敢在那男人的脸上如此地留下其烙印，以至于只要它的印痕是
清晰和高贵的，人们就会忘记一切；而与此同时那女人则以另一种方式作为一
种整体，虽然脸部得到了一种比古典主义时期更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
这表达必须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整体。所以沉默不仅仅是那女人的最高智慧，并
且也是她的最高的美。
伦理地看女人在那生育之中达到其顶峰。所以圣经说，她的欲望应当是向着她
的丈夫173。无疑那男人也有那向着女人的欲望，但是他的生命却并不是在这种
欲望之中达到顶点，――如果他的生命不是糟糕或者迷失了的话。而这『女人
在这之中达到顶点』正显示了，她是更感性化的。
那女人比男人更具恐惧。这并不在于她在身理上有较少的力量，因为那一类恐
惧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这是在于，她是更感性化的，而在本质上又和那
男人一样是精神地定性了的。那人们所经常谈论的，说她是那更软弱的性，对
于我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那样她完全可以因此而比那男人具备更少恐
惧。在这里，『恐惧』不断地是在『自由』的意义上被考察的。当那创世记的
故事和所有类似的情形相反让那女人诱惑那男人，那么从更进一步的考察上看
这是完全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一诱惑恰恰是一种女性的诱惑，既然亚当从根
本上说只能通过夏娃而被蛇诱惑。否则的话，如果是说及诱惑，语言上的用法
（哄骗、劝诱等）一般总是把那优越性强调在男人的一边。
我将只是通过一种想象实验性的观察来显示那能够被假设为是在所有的经验之
中都得到了认可的东西。如果我想象一个年轻无邪的女孩，现在让一个男人用
一种欲望的目光盯着她看，这时她就变得恐惧。另外，她会变得愤慨，等等，
但是首先是恐惧。相反如果我想象一个女人用一种欲望的目光盯着一个年轻无
邪的男孩，那么他的心境不会是恐惧，而至多一种带有厌恶的谦逊，恰恰因为
他更多地是被定性为『精神』。
通过亚当的『罪』，那『有罪性』进入了这个世界，以及那『性别性』，而且
对于亚当这『性别性』还正好意味了『有罪性』。那『性别的』被设定了。关
于那『天真性（Naiveteten）』，已经有许许多多对之的谈论――口述地或者笔
录地被引进了这个世界。然而不管怎么说，只有那『无辜性』是天真的，但也
是无知的。一旦那『性别的』已经被意识到了，如果还是要谈论『天真性』，
那么这种关于『天真性』谈论就是思维匮乏、就是感情用事，乃至有时更糟糕
－－是一种情欲的伪装。但是，并不因为那人不再是天真的，就会理所当然地
得出『他行罪』。只有那些174无聊的奉迎之辞才恰恰通过把注意焦点从那『真
实的』和那『道德的』上面移开而去引诱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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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尼米得，本是特洛伊的美少年，后来宙斯将他带走做神的司酒。
《创世记》（3：16）：“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
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174
在原文中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因为他所指的“这些”是前一句的否定。在前一句
中，他说“并不因为那人不再是天真的，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出『他行罪』”，而他说的“这些
173

不可否认的是：这关于『那性别的』之意义的整个问题，以及这问题在那单个
范围之中的意义，――一直到这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得到了很贫乏的答复，
并且特别是――很少得到在那正确的心境之中的答复。去弄一些关于『那性别
的』的笑话，是一种不足取的手艺；去警喻劝戒，不是麻烦的；去以一种『把
那麻烦忽略掉』的方式来宣讲有关『那性别的』，也并不难；然而要真正带着
人情味地对之进行谈论，才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让舞台和宣教
坛去接手对这问题的回答，――去让它们『这一个不愿意去说那另一个所说的
话 175 』，并且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个』的解释变得惊人地不同于『那另一
个』的解释，那么，我们所做的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放弃一切并且把那沉重的
负担放在人们的肩上而我们自己则对这负担一个指头也不肯动176，――同时在
两种解释之中找到意义，而那些与之相应的学说则持续地只为这一个（或者那
一个）作阐述。也许我们会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矛盾情况，如果不
是这个时代人们完善了自己的思想匮乏性，――思想匮乏地浪费『那美好地造
化了的生命』，思想匮乏地喧哗着去参与所有对于某种伟大而惊人的理念的谈
论，――在这种理念的实现之中他们联合在那对于联合体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
仰之中，哪怕这种信仰就和那啤酒馆老板一样地神奇――这啤酒馆老板他以比
进货价更便宜一块钱的价钱出售他的啤酒却还是计算着利润：“因为那达成利
润的是那量”。既然事实是如此，那么我一点也不会奇怪这个时代没有人把注
意力放在这样一种思考上。但是我也知道，如果苏格拉底还活着，那么他会去
考虑这样的问题，虽然他会做得比我所能做的更好，――或者我应当说――更
神圣；并且我确信他会这样 对我说：啊，我的朋友，在这些问题上你做得
对――你思考这些东西并且它们是值得深思的；是啊，我们能够尽宵夜谈地坐
着，却无法终结对于『人的本性』之奇妙的探索。这一确信对于我来说要比整
个同时代的欢呼要无限地更有价值得多；因为这种确信使得我的灵魂坚定不
移，而那欢呼则使得它疑惑。
那『性别的』就其自身而言不是那『有罪的』。对之的真正『无知性』――在
这『性别的』应当是本质性地在场的时候――是仅仅为动物而存在的，这就是
为什么动物被那『本能』的盲目性所支配而盲目地行动。如果有一种『无知
性』，它同时也还是一种对于那『不存在的东西』的无知，那么它就是那小孩
子的『无知性』。那『无辜性』是一种意味着『无知性』的知识。它和那道德
上的『无知性』的区别是很容易被显示出来的，因为后者是按一种知识而被定
性了的。以那『无知性』开始了一种知识，这知识的最初定性是『无知性』。
这就是那概念『羞怯性（Schaam）』177。在那『羞怯性』之中有着一种恐惧，
因为那『精神』是在那『综合』之差异的尖端点上被这样地定性的：那『精
神』不仅仅是作为肉体而被定性的，而是作为『带有两性差异的肉体』而被定
性的。然而那『羞怯性』无疑却是一种关于那『两性的差异』的知识，而不是
一种对于那『两性的差异』的关系（Forhold），就是说那『性驱力（Driften）

无聊的逢迎之词”是指“因为那人不再是天真的，就会理所当然地得出『他行罪』”这种说
法。
175
就是说，意见之争中的“这一个”和“那一个”都固执己见，相互不接受对方的解释。
176
《马太福音》（23：4）：“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
不肯动。”
177
“羞怯性”的丹麦语是 Blufærdighed。那括号和之中的老式德语 Schaam，是保留那基尔克郭
尔原文之中的外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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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就其本身地在场。那『羞怯性』的根本意义在于：那『精神』――可
以这样说――在那『综合』的尖端点上无法承认自己。因此，那『羞怯性』的
恐惧是如此地惊人地暧昧双义。在之中没有任何的感性化的情欲 179，但是却还
是有着一种『羞耻性（Skamfuldhed）』，――为了什么而感到羞耻？为了『乌
有』。并且，那『个体的人』还是可能因为羞耻心（Skam）而死，而被伤害的
『羞怯性』是那最深的苦痛，因为它是那一切之中最不可解释的。正因此那
『羞怯性』的恐惧能够被其自身唤醒。而在这里，重要的自然是，要扮演这个
脚色的却不是那『情欲（Lysten）』。一个对于情欲扮演了这脚色的例子可以
在佛里德里克·施莱格尔（Fr. Schlegel）的童话里找到（Sämmtliche Werke〈著
作全集〉。第七卷。第 15 页，在关于梅林的故事中）。
在那『羞怯性』之中那『两性的差异』被设定了，但是那对于其『另一个』的
关系却没有被设定。后者在那『性驱力』之中发生。但既然那『性驱力』不是
本能或者说仅仅的本能，它 eo ipso（正因此）有着一种 ηεινο（目的），这目的
是繁殖，而那『静止的』则是爱情（Elskoven），那『纯粹地爱欲的（reent
Erotiske）』。那『精神』仍旧还没有被一起设定。只要它被设定，――不仅仅
是作为建构着那『综合』，而是作为精神，一旦它这样地被设定，那『爱欲
的』就消失了。对此那异教中的最高表达是：那『爱欲的』是那『喜剧的』。
自然，这不应当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去理解－－就好象一个好色者认为那『爱欲
的』是那『喜剧的』，并且是他的淫荡笑话的材料；而是应当理解为－－它是
一种智性的力量和优势，它使得那『爱欲的』和那『对之道德上的关系』这两
者在精神的『无差别』之中都中性化了。这一点具有一种极深的根源。那在
『羞怯性』之中的『恐惧』是在于：那时，那『精神』觉得自己是一种外来陌
生的；但是，现在那精神完完全全地获胜并且将那『性别的』看作一种外来
的陌生者和看成是那『喜剧的』。那『精神』的这种自由自然是那『羞怯性』
所不具备的。这『性别的』是那种巨大的矛盾（Wiederspruch）  的表现：那
不朽的精神被定性作为 genus（性别）。这一矛盾把自己作为那深深的 Schaam
（羞怯性），它隐藏这种矛盾并且不敢去理解它。在那『性爱的』之中，这种
矛盾在那『美丽』之中得到理解；因为那『美丽』恰恰是那『灵魂的』和那
『肉体的』的统一体。但是这种矛盾，――这种由那『爱欲的』在那美丽之中
作出解释的『矛盾』，对于那精神来说同时既是那『美丽』又是那『喜剧
的』。因此那『精神』为那『爱欲的』给出的表达是：它同时既是那『美丽』
又是那『喜剧的』。在这里没有任何对那『爱欲的』的感性化 183的反射；因为
这种感性化的反射是肉体快感，并且那『个体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卑下的，
他的处境远远地比那『爱欲的』的『美丽』低下得多；而这是那『精神』的成
178

性驱力（Driften）：那发动性欲的力。
『感性化的欲望』用日常语言说：肉欲。
180
Hong&Hong 的英译本之中，理解为 This power has a very deep source。在没有更进一步的说
服材料的前题下，我不能接受这种理解。我认为这 Dette har en meget dyb Grund 中的 Dette 表示
“上面所谈”。
181
这一句是过去时的句子，表明了之前的各种关系。而后面，在分号之后的句子是现在时态
（现在完成时和现在时）。
182
“矛盾”，丹麦语为 Modsigelse 。那括号和之中的德语 Wiederspruch 是保留那基尔克郭尔原
文之中的外来语。而现代德语中“矛盾”应当是 Widerspruch，我吃不准那基尔克郭尔原文在这
里是一个笔误还是印刷错误，或者还是因为老式德语 Widerspruch 是不是写为 Wiederspruch。
183
肉欲的。
179

熟。这一点自然只有极少人在其纯粹性之中明白。但是苏格拉底就明白。在色
诺芬因此而让苏格拉底说『人们应当爱那丑陋的女人』 184 的时候，这一陈
述――就和一切别的被色诺芬帮过一手的东西一样――就成为了一种令人厌恶
的、心胸狭窄的庸俗，而这种庸俗正是世上万物中最不象苏格拉底的东西。那
意义在于，苏格拉底把那『爱欲的』设定在了『无关紧要 185 』之中，而那矛
盾，作为那『喜剧的』的根本，则被他正确地表达在那相应的、反讽性的矛盾
之中――『人们应当爱那丑陋的』。 186然而这样的一种解读很少在其庄严的纯
粹性之中出现。这还必须有一种『协作』存在才行――也就是，在『幸福的历
史发展』和『原始的天赋』之间的一种奇怪的相互影响必须存在；如果有任何
异议的可能，哪怕是很遥远的，那么这种看法就是令人反感的一种感情用事。
184

这里指的可能是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之中所说（第二卷·第六章·第 32 节）。但是在
之中不是说爱女人，而是在说吻一个男人。苏格拉底认为，应当去吻那些丑陋的人，因为他们
会愿意接受，并且相信他们是因为其灵魂的美丽而被称为是那美的。
185
『无关紧要（Indifferents）』，我在前面翻译为『无差别』，它也含有『无所谓』的意思。
在这里用『无关紧要』更好。
186
基尔克郭尔原注：
那苏格拉底对克里托布洛斯所谈论的关于『吻』，也应当被这样理解。我想每一个人都很明白
这一点：苏格拉底这么充满激情地谈论『吻的危险性』，不可能会是严肃的，并且他也不是那
种不敢对着女人看的害羞的呆子。无疑在南方国家里和在那些更热情奔放的民族那里，『吻』
比起在北方这里意味了更多东西（关于这个我们可以查阅 Puteanus 在一封写给 Joh. Bapt.
Saccum 的信中所说： nesciunt nostræ virgines ullum libidinis rudimentum osculis aut osculis inesse,
ideoque fruuntur. Vestræ sciunt.（我们的――比利时的――女孩子不知道，在一个吻或者眼神的
一瞥之中有着一种情欲的前奏，并且因此而放任自己于之中，但是你们的――意大利的女
孩――就知道。对照 Kempius dissertatio de osculis 根据培尔所写），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
说法完全不像苏格拉底――不管是作为反讽者还是作为道德家的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象一个
道德家一样地对自己过高要求，那么这个人就唤醒情欲，并且诱惑那学生几乎是不情愿地去以
反讽对待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和阿斯帕齐娅的关系就显示出如此。他和她交往，对她的暧昧的
生活方式根本无所谓。他只想向她学习（Athenæus），并且作为老师她也确实是有才能
的，――传说中总是讲到，男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去她那里只是为了向她学习。相反，在阿斯
帕齐娅想要以自己的可爱来（情欲地）影响苏格拉底时，想来苏格拉底向她解释了『人们应当
爱那丑陋的』，并且她完全不应当再进一步努力施展魅力了，――因为，就为达到目的而言，
他已经在粘西比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满足了（参看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对自己与粘西比的关系
的看法』的叙述）。――既然这事实一次一次不幸地地重复――人们总是带着先入之见而进入
对所有东西的阅读，那么就不用奇怪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怀有一种把一个反讽者当作一个放荡者
的观念。而恰恰很有可能反过来在反讽者们那里我们能够找到那另一种理解方式的例子――把
那『爱欲的』理解为那『喜剧的』。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苏格拉底对克里托布洛斯所谈论的关于『吻』：“你知道和一个美男子接吻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难道不知道你会立刻丧失自由而变成一个奴隶？会花费很多金钱在有害的娱乐上？会被许多事
所纠缠而不能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上？甚至还会追求那些连疯子都不屑做的事？”（色诺
芬《回忆苏格拉底》第一卷·第三章·第 8 节）
拉丁文的引文：来自培尔（Piierre Bayle）的 Dictionaire 之中的 Puteanus 一条。基尔克郭尔是通
过阅读莱布尼茨而知道培尔的。
阿斯帕齐娅：希腊的高级妓女，以其智慧、机智、美貌而著称。
“他只想向她学习”，出自 Athenæus（大约公元二百年）的 Deipnosophista，第五。
“传说中总是讲到”：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24，2。
粘西比：苏格拉底之妻，著名悍妇。
『苏格拉底对自己与粘西比的关系的看法』：苏格拉底说，他之所以娶她，是因为他相信，如
果他能够受得了她，那么他和人类之中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

在基督教之中，那『宗教的』使得那『爱欲的』被悬而暂止了，不仅仅是――
因为一种伦理性的误解――被作为那『有罪的』，而是被作为那『无差异
的』，因为在『精神』之中没有男人或者女人的差异 187 。在这里，那『爱欲
的』不是反讽地被中性化了的，而是被悬而暂止了，因为这是那基督教将那
『精神』向前推进的倾向。当那『精神』在『羞怯性』之中因置身于那两性的
差异之中感到恐惧和害羞的时侯，那『个体性』就突然地跳了出来，不是去伦
理地渗透这种差异，而是从『精神』的最高层面里抓出一种解释。这就是寺庙
观点的一个方面，不管它是现在是被更进一步地确定为『伦理上的严格』还是
作为『最有影响的沉思』。188
如此在那『羞怯性』之中那『恐惧』被设定了，那么它在一切『爱欲的享乐』
之中都在场；但并非因为这是有罪的，绝不是；如果这是有罪的话，那么， 189
哪怕教士为此祝福那夫妇十次都不管用。甚至在那『爱欲的』尽可能地把自己
表达为美丽的、纯洁的和道德的――在其快乐之中不受任何『淫欲的反思』的
骚扰――的时候，那『恐惧』还是在场的，但不是干扰着的，而是作为一种环
节而在场。
在这些方面，要进行观察是极其困难的。也许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使用医生们所
使用的那种谨慎――如果不是确定了自己决不会把自己的脉搏当成病人的脉
搏，那么医生就不会去顺便观察脉搏；这样我们在这里必须小心，看清楚我们
所发现的那种运动不是『那观察者对其观察的不安』。然而同时确认这一点：
所有诗人描述那爱情，不管爱情被想象得怎样纯洁和无辜，他们总是把那恐惧
也设定在之中。对之的进一步考究是一个审美者的工作了。但是，为什么会有
这种『恐惧』？因为在那爱欲的顶峰，那『精神』是无法参与的。在这里我就
以一种希腊人的方式说吧。那『精神』无疑是在场的；因为正是它构建那『综
合』，但是它不能在那『爱欲的』之中表现自己；它觉得自己是外来陌生的。
它仿佛是在对那『爱欲的』说：朋友，在这里我不能作第三者，所以在这样的
时候我会总是躲藏着。但是这恰恰就是那『恐惧』，这恰恰就也是那『羞
怯』；因为，如果我们以为，那教堂的仪式或者那男人『只恋妻子一个人』的
忠贞是足够了，那么我们就愚蠢。有许多婚姻被亵渎了，虽然不是因为一个外
来者。但是当那『爱欲的』是纯洁的、无辜的和美丽的时，这种恐惧就是友好
而温柔的，所以在谈论那『甜蜜的恐惧感』的时候，那诗人是对的。不过，很
明显，在女人身上，那『恐惧』大于在男人身上的恐惧。

187

《加拉太书》：“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
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188
基尔克郭尔原注：
不管它对于那没有习惯于无畏地观察这一类现象的人来说是多么地奇怪，这里还是有着一种完
美的类比：苏格拉底的那种把那『爱欲的』作为那『喜剧的』的反讽理解，和一个僧侣对
mulieres subintroductæ（被秘密地带入的女人）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类比。那『滥用』自然是
只牵涉到那些有心思于滥用的人。
对基尔克郭尔原注的注脚：
mulieres subintroductæ（被秘密地带入的女人）：在中世纪被称为“教会的情妇”。但是在原始
意义上这种关系不是作为一种“情妇”而出现的，而是作为纯粹的『精神性的共处』。这里基
尔克郭尔说的就是指这种『精神性的共处』。
189
“如果这是有罪的话，那么，”是我加出来的，因为他后面句子所指的是前一句的否定形
式。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前面所谈的，回到『世代传承』关系在那『个体的人』身
上的后果，――这是所有后来的『个体的人』在其对亚当的关系之中所具的那
种『更多』。在那怀孕的一刻，那『精神』离开得最远而因此那『恐惧』最
大。在这种『恐惧』之中，那新的『个体的人』成为存在。在诞生的那一刻，
那『恐惧』再一次在女人那里达到顶峰；而在这一刻，那新的『个体的人』进
入这世界。一个正在分娩的人感到恐惧，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生理学有它
的解释，那心理学也必须有自己的解释。作为那『分娩着的』，那女人再一次
处在那『综合』中一方的极端点上，所以那『精神』战栗着，因为它在这一刻
不具备其任务，它仿佛是被悬而暂止了。然而，那『恐惧』却是那『人的天
性』的完美性的表现，并且因此只有在那原始民族中我们才可能看得到类似于
那动物的轻松生产的情况。
但是『恐惧』越多，『感官性』也就越多190。那生殖出来的『个体的人』比那
本原的更多感性，而这个『更多』――就每一个后来的『个体的人』相对于亚
当而言――是那『世代传承』的普遍的『更多』。
但是这个『就每一个后来的个体人相对于亚当而言』的『恐惧和感官性之更
多』自然地能够在那『单个的人』身上意味一种『更多』和『更少』。在这里
有着『无差异性』，――这些『无差异性』实在是如此地可怕，以至于没有人
敢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去想它们，就是说，以真正的『人的同情』对之进行考
虑，――除非他以一种『不会因为任何东西而胆战』的坚定去确信，在这个世
界上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更多』，来通过一个简单的过渡把那『量
的』变成那『质的』。那圣经教导的是191，上帝在孩子们的身上报复他们的父
亲所犯的过错，一直延续到三、四代；这足够响亮地宣告着那生活。想要通过
这样的解释――说『那说法是一种犹太人的学说』――而使自己逃出那『可怕
的』，这是徒劳的。基督教从来没有同意过要赋予每一个『单个的人』以那
『在外在的意义上重新开始』的特权。每一个『个体的人』在一种历史的关联
之中开始，而那大自然的后果还是一如既往。差异只是在于：基督教教导人去
使自己提高超越那『更多』，并且把那不这样做的人审判为『他不愿意这样
做』。
恰恰因为在这里那『感官性』被定性为一种『更多』，那『精神』的恐惧，因
为它将去承担那『感官性』，成为一种更大的恐惧。在这里有那『可怕的』作
为最大值：对于那『罪』的恐惧产生那『罪』192。如果我们把那邪恶的各种欲
望看成是那『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天性，那我们就不会得到那种暧昧双义
性，――正是在这暧昧双义中，那『个体的人』同时成为有辜和无辜。在『恐
惧』的虚弱之中，那『个体的人』沉沦，但是正因此他才同时是有辜的和无
辜。
我在这里不想列举关于那『无限地波动着的更多和更少』的细节化了的例子。

190

亚当不是被生殖的而是被创造的。正因为繁殖，那生殖出来的『个体』比亚当具有更多感官
性。在时间之中的代代相传的量的累积使得感官性量被放大。
191
见《出埃及记》（20：5）：“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又见
《申命记》（5：9）。
192
后来的心理学通过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路而达到了同样的结果。参见佛洛伊德的《自我和本
我》和《关于有辜感》（Freud: Das Ich und das ES, s.67 和 Über das Schuldgefühl, s.65）。

这些例子必须首先得到一种全面的和谨慎的『美学－心理学的处理』，才可能
具备某种意义。

乙．那『历史性的关系』的后果
这里，如果我要在一句话之中表达这个『更多』――就每一个后来的『个体的
人』相对于亚当而言的『更多』，那么我将说它是：『那感官性可以意味有罪
性』，这就是说，对之的这种蒙昧知识、以及对那『罪』的所有其他可能意味
的蒙昧知识、以及一种对于『那历史性的 de te fabula narratur（那寓言是讲
你）』的被误解的历史性学识，这种曲解的要点在于，那个体的本原性被排除
并且那『个体的人』立刻将自己混淆于那族类及其历史。我们说的不是『感官
性是有罪性』，而是『那罪使得它成为有罪性』。如果我们现在设想这样一个
后来的『个体的人』，那么每一个这样的个体都具备一种历史环境，在这种环
境中我们可以看见『那感官性可以意味有罪性』。对于那『个体的人』本身而
言，那『感官性』并不意味『有罪性』，但是这一知识赋予那『恐惧』一种
『更多』。这样，那『精神』不仅仅是被设定在与那『感官性』的对立面的关
系之中，而且也是在那『有罪性』的对立面的关系之中。这样就自然而然有了
这样的结论：那无辜的『个体的人』尚未明白这种知识；因为只有在一种
『质』的意义上这知识才能够被理解，然而这知识却又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于
是，那自由在其可能性之中――使得自己向那『感性的』发生着关系――成为
更大的恐惧。
这种普遍的『更多』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说来能够意味着一个『更多』和一
个『更少』，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就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伟大的『差异
（Differents）』上。在基督教进入了这个世界并且设定了那『赎救』 193之后，
在那『感官性』之上被投下了一种对立的光，这种光是在那异教之中所没有
的，并且它的使命正是为了支持肯定这一陈述：『感官性是有罪性』。
在那基督教的『差异』之中，那个『更多』再一次能够意味着一个『更多』和
『更少』。这在于那单个的无辜『个体的人』与那历史环境的关系之中。从这
方面看，那『最不同的』能够造成那『相同的』。那『自由』的可能性在『恐
惧』之中宣告其自身的降临。这时一种预告能够使得那『个体的人』在『恐
惧』之中沉沦（记住，我一直只是在从心理学的角度谈问题并且从来没有取消
那质的跳跃），并且，尽管有着这种预告那意向则自然地是恰恰相反。那『有
罪者』的『罪』能够拯救某一个『个体的人』而毁灭另一个。一种笑话可以起
到和『严肃』完全相同的作用，反之亦然。『谈话』和『沉默』能够造成与其
目的相反的效果。在这方面是漫无边际的，所以如果在这里看那量的『更多』
或者『更少』，我们就看见了这种定性的正确性；因为那『量的』恰恰是那无
穷的极限194。

193

『赎救（Forløsningen）』：是特指通过耶稣的牺牲使人从那『罪』中得到救赎。
『那无穷的极限（den uendelige Grændse）』：参看黑格尔的逻辑学第一卷·第二部分·第
二章的 C。
194

Kommentar [京不特17]: 奉献
（Tilegnelse）：学习、盗用、专供。en
misforstaaet historisk Tilegnelse af det
Historiske de te fabula narratur

我并不想在这里通过那想象实验性的观察而对之进一步深化，因为这会推迟文
本的进程。而生活则是足够丰富多样的，如果我们懂得怎样去看它；我们根本
无须跑到巴黎或者伦敦，――并且，如果我们不会去看生活，那么去哪里也没
有用。
进一步说，那『恐惧』还是一如既往地是那同样的『暧昧双义性』。在这一点
上会出现一个极大值，它和前面所出现的那个『对于那罪的恐惧产生那罪』相
对应，这里它就是：那『个体的人』在并非是对于『成为有辜』而是对于『被
当作有辜』的恐惧之中，变得有辜。
另外，那最高的『更多』在这一方面就是：一个『个体的人』从他的『最初的
觉醒』开始起一直是如此地被安置和受影响的――『感官性』对于他已经是同
一于『有罪性』了；并且，如果他在那整个外在世界之中彻底找不到支撑点，
那么这个最高的『更多』将会以那『冲突』的最令人头痛的形象出现。这时，
如果附加在这个最高的『更多』之后是这样一种混淆：那『个体的人』把他自
己和他那关于『有罪性』的历史知识混淆了，并且在那『恐惧』的苍白之中马
上把自己作为『个体的人』而归入同样的范畴――记不起那『自由』的“假如
你也这样做”，那么，这个最高的『更多』就是在场的。
在这里被如此简要地指出的，也就是，我们必须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才能够理解
而且有很多东西被确定而清晰地说过了，它已曾足够频繁地作为过审思考虑的
对象。这种审思我们通常称作是关于『那例子的力量』的审思。无法否认的
是――虽然在我们这最近的超级哲学时代之中并非如此：关于它人们提供了许
许多多很好说法，尽管常常缺少一种心理学的『中介定性』来说明那例子是怎
样会得以起作用的。另外，我们有时在这些领域之中过于随便地处理事情而没
有察觉到，哪怕是在最小的细节上的一个小小的错误都足以能去混淆生命的巨
大『帐目清算表』。那心理学的注意力完全被钉死在了那种单个的现象上，却
没有在同时完成其各种永恒的范畴，并且没有足够小心地通过把每一个单个的
『个体的人』拯救进那族类――不管代价多大――而拯救人类。那例子本来应
当是对小孩子起作用的。人们把那小孩子看成好好的是一个天使，但是那败坏
的了环境把他也推进那『败坏』之中。人们不停地说了又说，那环境是多么地
坏，――于是，然后那小孩子就被败坏了。但是，如果这是在一种简单的量的
过程之中发生的话，那么每一个概念就都被取消了。对此人们并没有留意。人
们把从根本上那小孩子看成是如此地邪恶的，以至于从那好的例子之中根本不
会得到什么收获。然而人们还是留意使得这孩子不至于邪恶到如此程度，以至
于他能够不仅仅愚弄其父母，并且也愚弄所有『人的』 195话语和思想，正如一
种 rana paradoxa（悖论之蛙）196嘲弄和挑衅所有科学家对于蛙的分类。有许多
人，他们完全能够明白去观察那『单个的人』，但却没有能力在同时记着那
『整体的』in mente（在头脑中）；然而每一个这样的观察――虽然如果在别的
地方会是很有用处的――只会产生出理解上的混乱。或者，那小孩子，如同那
大多数孩子，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是后来进入了好的圈子而成为了好的
或者进入了坏的圈子而成为坏的。各种『中介定性』！各种『中介定性』！人
195

这里这个“人的”是一个形容词。
在基尔克郭尔的时代据说有一种带有蛙腿和螈蝾尾动物，其生长过程和蛙的生长过程相反，
从爬行动物最终成为鱼。rana paradoxa 被用以表示这种动物。但是后来显示出这只是一种个子
大的“半蛙”而已。参见 Cepede\s Naturgeschichte der Amphibien ved Bechstein, Weimar 1800 II.
391 页和图版 XXXI。
196

们拿出一种具备『暧昧双义性』的『中介定性』，这『暧昧双义性』挽救着这
种想法（如果没有它，那么，对于那小孩子的拯救就是一种幻觉）：那小孩
子，不管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之中，既能够成为有辜的又能够成为无辜的。如果
人们不是及时而又明白地具备各种『中介定性』，那么『传承之罪』、
『罪』、『族类』、『个体的人』这些概念就失去了，而那『小孩子』也随着
一起失去了。
这样，那『感官性』就不是那『有罪性』，但是，在『罪』被设定了的的时候
和在『罪』正被设定的的时候197，这『罪』使得『感官性』变成『有罪性』。
自然而然地，这『有罪性』因此而在这里也意味了某种别的东西。但是那
『罪』进一步意味了什么，这问题就和我们这里的考究无关了，――我们这里
的工作只是在心理学方面深入到那种状态：那种在『罪』之前的、――按心理
学的说法是――或多或少地在『罪』之前预设着某种倾向的状态。
通过食用那知识之树的果子，那『善和恶之间的差异』就进入了世界，而同时
那性别的不同也作为『性驱力』而进入世界。这是怎么发生的，没有什么科学
能够解释。心理学在这方面最深入并且解释那最后的一种近似性，亦即那『自
由』在『可能性的恐惧』、或者『可能性的乌有』、或者『恐惧的乌有』之中
的『向自己显示自身』。如果那『恐惧』的对象是一种『某物』，那么我们就
得不到『跳跃』，而只是达成一种『量的过渡』。那后来的『个体的人』相对
于亚当是一种『更多』，并且在和别的『个体的人』的关系之中又是一种更多
或者更少，但是不管怎样，在本质上那『恐惧』的对象是『乌有』。如果它的
对象是这样的一种『某物』，以至于从本质上看――就是说在自由的方面
看――意味了『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得不到『跳跃』，而只是达成一种
『量的过渡』：一种使得每一个概念都被搞混乱的『量的过渡』。甚至在我说
“对于一个在那『跳跃』之前的『个体的人』而言，那『感官性』是作为『有
罪性』而被设定的”的时候，其实就本质而言它是并非被如此设定的；因为在
本质上，他并没有设定，并且他也并不明白这些。甚至在我说『在那被繁殖的
个体的人之中被设定了一种感官性的更多』的时侯，从那『跳跃』的角度上
看，这却只不过是一种无效的『更多』。
这样，如果科学有任何别的心理学『中介定性』，能够和『恐惧』一样地具有
那教理神学的和伦理学的和心理学的长处，那么我们更愿意使用这别的中介定
性。
另外我们很容易认识到，这里所展开的这些完全能够完美地一致于这样一种人
们通常给出的对于『罪』的说明――『罪』是那『自私的』。但是，当人们深
入到这种定性的时候，人们根本不会进入这种对于上述的心理学难点的解释，
正如人们也把那『罪』定性得过于『灵化（pneumatisk）』，而没有足够地去
留意到这个事实：那『罪』通过『被设定』而去――正如设定一种精神的后
果――在同样的程度上设定一种感性的后果。
当人们在那新的科学198里那么频繁地把『罪』解释为那『自私的』199的时候，
令人不解的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恰恰在这之中有着这样一种决定性，决定了
197

注意。前半句是过去时而后半句是现在时。
康德和黑格尔都人在其自身之中拥有那去认识和实现『善』的可能性。这是和基督教义冲突
的地方。
198

那『罪』的『解释』在任何科学之中的不可能存在；因为那『自私的』恰恰是
那『单个的』，而『这意味了什么』这个问题只有那『单个的人』――作为那
『单个的人』――才能够知道，既然，如果在那普遍的各种范畴之下看，它只
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意味『一切』：这个『一切』就是完全意味作『乌有』。
因此，『那罪是那自私的』这种定性――正是在人们同时坚持强调这种定性在
科学上看是如此空洞无物以至于它意味了完全『乌有』的时候――可以是非常
正确的。最后，在这种定性之中，这『自私的』没有去考虑到对于『罪』和
『传承之罪』的那种区分，也没有去考虑『在怎样的意义上这一个解释那另一
个』――用那『罪』解释那『传承之罪』和用那『传承之罪』解释那『罪』。
一旦人们想要科学地去谈论这种『自私的』，一切就都在『同语反复』之中消
失；否则就是人们变得才华横溢200，这样，一切都被搞混了。谁曾忘记：自然
哲学在整个『受造物』之中看见那『自私的』，在那星辰的运动之中看见
它――当然这种运动是持恒地被捆绑在对于那普遍规律的服从之上；那自然之
中的离心力是那『自私的』。在人们把一个概念已经推到了这样遥远的一个极
端的时候，那么这概念完全可以躺下，以便尽可能把醉意睡去而重新变得清
醒。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时代已经不知疲倦地参与在那『使得每一样东西都
去意味一切』的运动之中了。难道人们没有时常看见，某一个才华横溢的神秘
教义传播者是多么出色而勇敢地滥用精力于一整个神话学说 201以便让所有单个
的神话通过他的鹰眼而成为他的口琴上的一种心血来潮的冲动？难道人们没有
时常看见一整套的基督教用语因为某一个理论家自命不凡的处理而退化到毁
灭？
如果一个人没有首先没有使自己明确那『自我』意味了什么，那么把罪说成是
那『自私的』并不起什么作用。而那“自我”恰恰意味了『那普遍的被作为那
单个的而设定』的矛盾。只有当『那单个的』这个概念被给定了之后，只有在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谈论『那自私的』，但是，哪怕有着那无数千千万万个这样
的自我生存过，还是没有任何科学能够说出它是什么――如果不是再次以一种
完全普遍的方式说出它的话202。这是生命的奇迹：每一个关注其自身的人都知
康德指出人并不具有一种先天的邪恶意志，并且人的感性本质不是邪恶的。邪恶之所以会在人
身上出现是由于那人从他的自爱和自利之中、而不是从那无私的道德律中导出那最强烈的诱
因。见康德的《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1。 Stück III。
而对于黑格尔，邪恶则是主要地来源于坚持人的主观个性对立于那『普遍的』。见黑格尔的
《法哲学》§139。
199
那『自私的』在这里解释为那主观对于那神圣的『生命根本』的背弃。
200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几乎所有“才华横溢”之类的用词都是有着一种反讽意义：才华横
溢，――乃至无中生有。
201
这里可能是指格隆德维（Grundtvig）的《北欧神话（Nordens Mythologi）》.
202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考虑下去的；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这种关于『思和在是一』的新原则延伸得
有多么远，――如果人们没有以不合时宜的和部分地愚蠢的误解来为害这个原则、而在另一方面也不想要
一种和『思维匮乏』联系在一起的最高原则。只有那『普遍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它『被思』并且『可
被思』（不仅仅是想象实验性地；因为，又有什么东西是人所无法想的呢）并且『是作为那可被思的』。
那『单个的』的关键恰恰在于它对于『那普遍的』的否定的『涉入关系（Sig-Forholden）』，它对之的抵
制；但是一旦它被思作不在，它就马上被取消了；并且一旦它被思，它就马上被改变；这样地：要么一个
人不思它――而只以为自己在思它，要么一个人思它――并且仅仅以为它被放入了思想。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道『那任何科学都不知道的东西』，――既然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而这恰恰是
那句希腊语 γλσζη ζαπηνλ（认识你自己）203意味深长的地方，它已经太久地被
以德国的方式204理解为是关于那纯粹的自我意识，那唯心主义的飘逸。无疑现
在是人们努力以希腊的方式来理解它的庄严时刻了，并且再一次如此地理解
它，如同那希腊人――如果他们具备了基督教的各种预设前提的话――会那样
地理解它。但是，那真正的“自我”要在那『质的跳跃』之中才得以设定。在
之前的状态之中我们是无法对之进行谈论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要以那『自私
的』来解释『罪』，那么他就被卷进了模糊性之中，既然反过来必须通过那
『罪』并且在那『罪』之中，那『自私的』才『成为（vorder）』 205 。如果要
说那『自私的』是导致亚当的『罪』原因，那么这个解释就是一种游戏
了，――在这种游戏之中解释者找到他自己预先藏起的东西。如果要说那『自
私的』致使了亚当的『罪』的发生，那么那中介状态就被跳过了，并且这解释
获得一种可疑的方便。由此进一步，人们就无法得知那『性别的』的意味。这
里我又回到了我从前的立足点上了。那『性别的』不是那『有罪性』，但是假
如――暂时我为求方便并且是糟糕地说――假如亚当没有行『罪』，那么那
『性别的』就永远也不会作为那『性驱力』而进入存在。一个完美的『精神』
是不能被想象为是有性别地被决定的。这是谐和于那教堂的关于『复活的性
质』206学说的，是谐和于那教堂式的关于『天使』的观念 207的，是谐和于那教
理神学的在基督人格208方面的定性的。这样――这里只是为给出一个暗示――
在基督在所有各种『人的』诱惑中被试探的同时，这方面的诱惑从来没有被提
及，这一点恰恰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说明：他经受住了所有诱惑。
那『感官性』不是有罪性。在那『无辜性』之中的感官性不是那『有罪性』；
然而那『感官性』还是有在那里，亚当无疑是需要饮食等等的。那『两性的差

『思和在是一』：对于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们，『思』和『在』可以是一体的。『思』是逻
辑的，逻辑是必然的，而如果『在』同一于『思』，那么『在』就为必然所决定。但是基尔克
郭尔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以必然性来决定那『单个的人』的存在的“新原则”。那『单个的人』
的存在中有着自由。
203
基尔克郭尔原注：
那拉丁语的句子 unum noris omnes（知一则知一切）轻率地说是表达同样的意义；并且，如果
我们把 unum 理解为观察自身、并且不去他多地考察那 omnes，而是严肃地坚持那『一』――
它事实上是一切，那么在事实上这句拉丁语也是表达同样的意义。人们通常不相信这个，甚至
认为这太过骄傲；人们之所以会这样想的原因其实是在于他们太胆小太惰性而不敢去明白和获
得对于『那真正的骄傲』的理解。
204

黑格尔的 Enzyklopädie§377。
“反过来必须通过那『罪』并且在那『罪』之中，那『自私的』才『成为（vorder）』”这
句句子以日常用语可以翻译为“反过来必须通过那『罪』并且在那『罪』之中，那『自私的』
才得以形成”，但是因为考虑到『成为（vorder）』这个动词是一个很关键的状态描述，正如
另一个关键状态描述的动词『存在（er）』（或者也翻译为『在』）。所以我在这里宁可牺牲
可读性而那保留原本意味。
206
根据 Hase 的 Hutterus redivivus§130,7.在人类的复活，性别得以保留，但是不再有男精女
乳。
207
天使没有性别。见《路加福音》（20：34－36）：“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
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
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208
『无罪性』作为基督的人性。Bretschneider 的 Dogmatik. II§136。
205

异』是在那『无辜性』之中被设定的，但不是就其本身而被设定。首先是在那
『罪』被设定的那一瞬间，那『两性的差异』才也被设定为『性驱力』。
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我必须避免每一种误解的后果，仿佛――比方
说――现在那真正的任务应当是抽象掉那『性别的』，――就是说，在外在的
意义上消灭那『性别的』。如果那『性别的』曾经是作为那『综合』的极端而
被设定的，那么所有的抽象毫无用处了。这任务自然是将那『性别的』纳入那
『精神』的定性。（这里有着那『爱欲的』的所有道德问题）。对之的实现是
那『爱』在一个人身上的胜利，――在之中那『精神』如此地得胜：那『性别
的』被忘却并且只在遗忘之中被回忆。当这种情况发生了的时候，那『感官
性』就在『精神』之中崇高清晰化了，而那『恐惧』则被驱逐掉了。
如果人们要拿这种观点――不管人们是愿意称之为是基督教的还是顺便人们喜
欢叫它是什么――和那希腊的观点作比较，那么我相信那『所赢得的』要多于
那『所失去的』。无疑，相当一部分忧郁的、爱欲的 Heiterkeit（欢悦性）209失
去了，但是赢得的是『精神』的一种定性，而这是那希腊文化所不懂的。唯一
的那些真正地失落的，是那许多至今不变地继续以那六千年前――那『罪』进
入这个世界――一般的方式生活的人们；仿佛那『罪』是一种和他们无关的新
奇事物；他们是真正的失落者，因为他们没有赢得那希腊的 Heiterkeit，――这
种欢悦性恰恰是无法被赢得，却能够被失去――，并且他们也没有赢得那『精
神』的永恒定性。

CAPUT III

『恐惧』作为那『罪』的后果，它是『罪的意识』的『不出现
（Udeblivelse）』

在前面的两个章节中不断地坚持了这样的看法：人是『灵魂』和『肉体』的、
由『精神』构建和承担的一种『综合』。那『恐惧』是，――我要使用一个新

209

在他的 Gymnasial-Reden 中黑格尔谈及了希腊的这种忧郁的欢悦性是在自然的第一天堂之后
的第二天堂。

Kommentar [京不特18]: 考虑对照另
一个近义词“Fravær（缺席）”，如果
在语言使用上没有冲突，可以考虑把
“Udeblivelse”翻译为“缺席”以取代
“不出现”。

的表达来说明那『前面说过的而又同时指向后面所要说的』同一样东西――那
『恐惧』是那『个体人的生命』之中的『瞬间』。
在那更新近的哲学之中，有一个范畴常常被使用在逻辑的考察之中――正如它
被使用在历史哲学的考察之中，这个范畴是：那『过渡（Overgangen）』。对
之的更进一步的说明则是我们所从来得不到的。人们毫无顾忌地使用它，并
且，在黑格尔和黑格尔学派使得全世界震惊于那伟大的思想――那哲学的无预
设前提的开始210、或者说『除了那出自一切（Alt）的完美的无预设前提性之外
不可以有其他东西先行于哲学之前』 211――的同时，人们却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使用着那『过渡』、『否定（Negationen）』、『中介
（Mediationen）』212，也就是说，黑格尔思想中的运动诸原则：在它们被使用
的时候，它们并不是预先曾在那体系的进展之中出现过的。如果这不算是一种
预设，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是预设了；因为，去使用某种『没有在任何地方被
作出解释的东西』，其实就正是在预设这种东西。那体系应当具备那奇妙的透
明和内视（Indadskuen） 213 ，以便它『希腊静修式地 214 』、毫不动摇地注目于
那中心的『乌有』 215 ，如此持久地注目，直到『一切』说明其自身、并且这
『一切』的全部内容通过其自身而进入存在。我们知道，这种内向的公开化是
属于那体系的。然而，我们看见这个体系却并非如此；那体系化的思想似乎在
为了其内在的动态而在向『隐秘性』致敬。那『否定』、『过渡』和『中介』
是三个伪装了的、可疑的、秘密的『谍探／动因』（agentia〈主要动因〉）
216
，――这动因发动出一切运动。黑格尔不会将它们称作骚动因素，既然它们
之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展开其活动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最高许可的，――以至于
人们甚至在逻辑之中都使用各种来自那『过渡』的时间性中的术语和表达法：
210

“在传统的认识论中，环绕着‘基本原理’总是会出现许多麻烦；而在现象学的系统过程的
一开始看起来不存在什么‘第一基本原理’，但是黑格尔为了摈弃传统的带有独断论出发点的
体系建筑的所付出的代价是，他作出一些预先的设定并把思想方式的循环容纳在自己的哲学之
中。就我们所见，哲学总是要预先设定某种前提条件，这也是黑格尔所考察的；但是他没有就
此停留在他自己通过对上面所提及的各种独断论的前提条件的分析而达到的结果上，相反他马
上给出了一个从本质上说更强的形而上学前提条件，因此他也就走进了同样的陷阱，――这些
陷阱恰恰是他在一针见血地批判那些传统的认识论时所指出的致命缺陷。”――京不特《自我
的辩证法》。『黑格尔与《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对主体－客体（主观－客观）问题的新尝
试／４．《精神现象学》真的是一个成功的计划么？』
211
“除了那出自『一切（Alt）』的完美『无预设前提性』之外，不可以有其他东西先行于哲学
之前”。
212
『否定』、『过渡』和『中介』这三者在黑格尔的 Enzyklopädie§161 之中表示一种在逻辑
之中的运动和发展。这是黑格尔的发明，但是正是基尔克郭尔主要抨击目标。对于基尔克郭
尔，那些单个的逻辑概念必须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和不变性，这正是那思维的、抽象的必然性，
它不同于那以自由为预设条件的生命范畴。
213
或译作“内省”，就是说，是向自身『内在』的观照。
214
『希腊静修式地（omphalopsychitisk ）』：“omphalopsychitisk”不是丹麦语，它是由
omphalopsychoi 以丹麦构词方式派生出的形容词。Omphalopsychoi 是希腊语。它由两的部分构
成：omphalos（肚脐眼）和 psychoi（灵魂）构成。希腊的僧侣静修士认为通过使自己处于完全
宁静的状态并且凝神内视于自己的肚脐能够达到一种对于神圣荣耀的观照。
215
那中心的『乌有』：黑格尔的哲学是从纯粹的『在』开始的，而这种『纯粹之在』是一种乌
有。
216
在原文之中，文字是如此 Agenter (agentia)。“三个伪装了的、可疑的、秘密的 Agenter
(agentia)”在括号外的是丹麦语的 Agenter “谍探”和“作用者、作用物、动因”，而在括号内
的 agentia 是拉丁文的“主要原因”或者“主发条”。基尔克郭尔在这里借用了 Agenter 的多义
性。

“于是”、“当„„时”、“作为『正存在着的』它是如此”、“作为『正成
为着的』它是如此”等等。
然而现在这已如其愿，我们就让那『逻辑』自己去想办法吧。『过渡』这个词
在逻辑中存在着并且成为了一种才华 217。它属于那『历史性的自由』的领域，
因为那过渡是一种状态，并且是现实的。 218把『过渡』带入那纯粹『形而上学
的』是困难的，柏拉图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麻烦，因此，『瞬间
（Øieblikket）』219这个概念使得他伤了很大的脑筋。而忽略这麻烦则肯定不是
217

这里的这个才华横溢的『无中生有』是指黑格尔把『过渡』这一类概念用在了逻辑之中，虽
然这一类概念实际上是属于『存在』的领域。在《哲学碎片》中有写到“过渡”：“那『成为
（Tilblivelsen）』的变化是现实性，那『过渡』通过那『自由』而发生。”
218
基尔克郭尔原注：
正是因此，在亚里士多德说『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过渡是一种 ρηλεζηο（运动）』的时侯，这句
话不是在逻辑的意义上、而是在那『历史性的自由』的意义上说的。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释：
ρηλεζηο（运动或者动力）对于亚里士多德意味了一切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运动就是从质料
到形式、潜能到实在、从可能性到实在性的过程。历史就在于从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过渡。而这
种“ρηλεζηο”就是一种『实现可能性』或者『对可能的现实化』。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三
书中说：对于那『可能的』的实现因其可能性的特性，它是运动。一样东西进入运动并且改
变，当且仅当这这东西的『对可能的现实化』就是这运动。但是在这种『对可能的现实化』之
中却并没有什么逻辑性的自我发展。
219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时，那『瞬间』被柏拉图纯粹抽象地理解。为了能够熟悉于这『瞬间』的辩证法，一个人可
以首先知道那『瞬间』在『时间』的定性之下是那『不存在着的（Ikke-Værende）』。那『不
存在着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们的 ην κε νλ〈那不存在着的〉， ην ρελνλ〈那空的〉）在古代
哲学里引起的兴趣不少于现代哲学。本体论地，埃利亚哲学家们如此理解那『不存在着的』：
关于那『不存在着的』，能够被说出的东西，只在它的对立面中被说出，――只有那『存在着
的』存在。如果一个人要进一步追下去，那么他能够看见，它在所有领域里再一次出现。在形
而上学的预备教育中，这句子被如此表达：那说出『那不存在着的』的人，什么也没有说。
（这种误解在《智者篇》里被驳斥，并且，以一种更形象易懂的方式在一个较早的对话录《高
尔吉亚》之中已经被驳斥了）。最后，在实践性的领域里，那些智者诡辩家们这样地使用那
『不存在着的』，――他们以之来取消所有道德的概念：那『不存在着的』不存在，ergo（所
以）一切都是真的，ergo 一切都是好的，ergo『欺骗』之类根本不存在。对此，苏格拉底在更
多的对话之中进行了驳斥。而柏拉图则主要地是在《智者篇》之中对之进行论述，――《智者
篇》和所有柏拉图的对话录一样，在同时也把它自己所教导的东西艺术地形象化；因为那智
者――其定义和概念是那对话所寻求的、而同时这对话主要是讨论那『不存在着的』――他自
己是一种『不存在着的』，这样，在这场打击智者的战争之中，那概念和例子同时进入存在，
而这战争以『不是他被消灭而是他进入存在』而结束，而他的这种『不是被消灭而是进入存
在』对他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虽然他有那『能够象马尔斯的盔甲那样使得他遁形』的诡辩
术，他在这里还是不能不现身出来。在那更新近的哲学之中，人们根本没有在本质上更深入到
对于那『不存在着的』的理解中，尽管它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那希腊的哲学和那现代哲学是
如此地被展示出的：一切在于――去使得那『不存在着的』存在；因为使之离开和消失看起来
是如此地极其容易。那基督教的看法则是如此地被展示出来的：那『不存在着的』作为一种
『乌有』而到处存在，而由这『乌有』之中被创造出那些：作为外表和虚华，作为罪，作为远
离那『精神』的『感官性』，作为被那『永恒』忘却了的『现世性（Timeligheden）』；所以
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去使得那『不存在着的』离开而让那『存在着的』出现。只有在这样的
定位中，那概念『和解救赎（Forsoning）』才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被历史性地正确理解了――那
基督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带进了这个世界。如果人们以相反的定位去理解（也就是说，那运
动的出发点是：那『不存在着的』不存在），那么人们就使得那『和解救赎』化成了轻烟而把
里外倒置了。――柏拉图是在《巴门尼德篇》中提出了“那『瞬间』”的。这一对话录致力于

展示那些概念本身之中的矛盾，对此苏格拉底以一种如此确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以至于它没有
去达成让那古希腊的美丽哲学负愧，而是能够用来使得一种新近的自以为是的哲学抱羞――这
种新近的哲学不象那希腊的哲学那样对自己作出极大要求，相反它是对人们和人们的惊叹提出
要求。苏格拉底指出，如果一个人能够展示出一件――参与在那『各种不同的』之中的――单
个事物中的矛盾（ην ελαληηνλ〈那对立的〉），那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显
示出那些概念本身之中的矛盾，这才是可赞叹的。（αιι’ εη φ εζηηλ ελ, απην ηνπην πνιια
απνδεημεη ραη απ ηα πνιια δε έλ, ηνπην εδε ζαπκαζνκαη. ραη πεξη ησλ αιισλ άπαλησλ ψζαπησδ. 〈但
是如果有人能够证明那概念『一』本身是『多』，并且反过来，『多』是『一』，那么这会使
我惊叹。〉§ 129. B.C.）然而这发展程式却是那『想象性实验的』辩证法。人们同时设想，那
『一（ην έλ）』在并且那『一』不在；那么现在就显示出对它自身来说和对那『另外的』来说
的将出现的后果。这时，那『瞬间』就显示为这种奇怪的存在物（αηνπνλ〈没有位置的东西〉
这希腊词在这里很适当），它处于运动和静止之间却不在时间之中；并且，进入它和出离它，
那『运动的』变成静止的而那『静止的』变成运动的。因此，那『瞬间』就成为了那『过渡范
畴』一般（κεηαβνει〈变化〉）；因为，柏拉图显示了，在与那『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过渡』
的关系中，这『瞬间』也是如此，另外，从多样性到单一性、从等同性到不同性，等等，也是
那『瞬间』，――在这『瞬间』之中既没有 έλ（一）也没有 πνιια（多），既不被定性也不被
混合（νυηε δηαρξίλεηαη νυηε μπγρξίλεηαη〈既不分开也不合成〉§ 157 A）。所有这些要归功于柏
拉图将疑难的地方明确化；但尽管如此，那『瞬间』还是无声的原子的抽象，我们也不可能通
过忽略它而给出解释。如果现在逻辑要说自己没有那『过渡』（而如果逻辑有这种范畴，那它
就必须为自己在那体系本身之中找到位置，虽然它同时也运作于那体系），那么我们将更清楚
地看见，那些历史性的领域和所有那立足于一种历史性预设的知识都有着那『瞬间』。对于去
终结那异教的哲学及那在基督教之中同样地异教的思辩（Spekulation），这个范畴有着极重要
的意义。『那瞬间是这样一种抽象』这一观点的后果在那对话《巴门尼德篇》中的另一处显示
出来。在那『一性』被设定作是具有那时间的定性时，就显示出，那矛盾是怎样出现的：那
『一性』（ην έλ）变得比自身和比那『多性』（ην πνιια）更年老和更年轻，并且又比自身和
比那『多性』既不是更老也不是更年轻（§ 151 E）。不管怎样，我们说，那『一性』必须存
在；现在它的这种存在就被定性为如此：对于一种存在物或者对于一种在那现在的时间之中的
本质性的参与（ηφ δέ είλαη άιιν ηί έζηη ή κέζεμηδ νχζίαδ κεηά ρξφλνπ ηνυ παξφληνδ 〈这『去存在』
不是对于『存在』在现时中的参与吗〉§ 151. E）。在对于那些矛盾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中，现在
显示出，那『现在的』（ηφ λυλ）在那『现在的』、那『永恒的』和那『瞬间』之间徘徊不
定。这个『现在』（ηφ λυλ）处于“曾经是（var）”和“将成为（vil blive）”之间，而那『一
性』无疑是不可能――在它从那『过去的』走向那『将来的』的时候――跳过那『现在』。它
停留在那『现在』之中，不『成为』更老而『是』更老。在那更新近的哲学之中，那抽象在那
『纯粹的在（rene Væren）』达到了顶峰；但是那『纯粹的在』是对于那『永恒』的最抽象的
表达，并且作为『乌有』它又恰恰是那『瞬间』。这里再次显示出这“瞬间”是多么重要，因
为只有借助于这个范畴，我们才能够赋予那『永恒』意义，因为那『永恒』和那『瞬间』成为
两个极端对立，而否则那辩证法的巫术使得那『永恒』和那『瞬间』去意味了那同一样东西。
只有在基督教之中，『感官性』、『现世性』和那『瞬间』才变得能够被理解，恰恰因为只有
在基督教之中，那『永恒』才变成是本质的。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瞬间』”：这里这个注脚中对于基尔克郭尔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对那异教的和那基督教
的『瞬间』理解作出区分，那样才能真正进入两种存在观的根本区分。
“能够象马尔斯的盔甲那样使得他遁形”：看来是一种混淆，因为在希腊传说之中是“哈德斯
（Hades）的盔甲”能够使得人遁形。在对阿瑞斯（Ares）战斗中，雅典娜穿了这种盔甲。希腊
的阿瑞斯同一于罗马的马尔斯。
“那概念『和解救赎（Forsoning）』才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被历史性地正确理解了”：这里，作
为基督教的对立面，指的不仅仅是那希腊的，也是那黑格尔式的。在黑格尔的 Enzyklopädie§
566 中，黑格尔写有：“unendliche Rückkehr und Versöhnung der entäusserten Welt mit dem
ewigen Wesen, das Zurückgehen desselben aus der Erscheinung in die Einheit seiner Fülle”。

比柏拉图“走得更远”；这样忽略它――虔诚地欺骗着思维以至于让那『思辩
（Speculationen）』变得流通无碍而让『逻辑』中的『运动』开始运作，这样
做就是把那『思辩』当做一种极其有限的事物来处理。然而我还记得我有一次
曾经听一个『思辩着的人』说：一个人不可以在事先对那些困难考虑得太多；
因为那样他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开始思辩。如果所谈的只是『有机会开始思
辩』，而不是关于一个人的思辩成为真正的思辩，那么这确实说得很果断：一
个人只是应当努力去得以开始思辩，如同人们可以去赞美这样的事――一个没
有能力驾着他自己的车去鹿园的人会说：我们根本无须为此担心，我们完全可
以乘坐一驾“咖啡磨盘”220。当然也确实是这样：这两种驾驶者都有希望到达
鹿园。相反，那果断得不想为交通工具担心的人，即使是在某种罕见的情形之
下他能够『有机会开始思辩』，他也几乎不会去开始进行思辩。
在那『历史性的自由』的领域里，那『过渡』是一个状态。然而我们――为了
正确地理解它――不可忘记，那『新的』是通过那『跳跃』而出现的。也就是
说，如果不坚持这一点，那么，那『过渡』就会有一种过分优势的『量的超
重』压在那『跳跃』的弹性上。
那么，『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综合，并且同时也是那『现世的』和那
『永恒的』的综合。这一点被足够频繁地说及，对此我没有什么反对的；因为
去发现各种新鲜事物并不是我的愿望，但是它无疑是我的快乐和我所深爱的对
『那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东西』的思考活动。
牵涉到那后面的这一个综合，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它的构建不同于那第
一个。在那第一个之中『灵魂』和『肉体』是那『综合』的两个环节，而那
『精神』是那『第三』，但以这样一种方式，――只有在把握住了那『精神』
的时侯，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谈论那『综合』。那第二个综合只有两个环节：那
『现世的』和那『永恒的』。那么，那『第三』又在哪里呢？而如果没有那
『第三』，那么从根本上就没有『综合』；因为，一种『综合』是一种矛盾，
如果不在一个『第三』之中，它就无法圆满；因为，『那综合是一种矛盾』这
种说法恰恰陈述了『它不存在』。那么，那『现世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定性为那无边的『延续（Succession）』，那么看起来也就
是近似于将之定性为『现在的（nærværende）』、『过去的（forbigangen）』
和『将来的（tilkommende）』。然而这种区分却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认为
这区分在那『时间』本身之中；因为只有通过那『时间』对于那『永恒』的关
系和通过那『永恒』在『时间』之中的反映（Reflexion），这种区分才会出
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那『时间』的无边连续之中只找到一个立足点，亦
即，一个『现在的』――它是这『划分』的中的划定者，那么这划分就是完全
正确的。然而恰恰因为每一个『时刻』，正如『时刻』们的总和，是一种『行
进』（一种『已过』），那么，就没有什么『时刻』是一种『现在的』；只要
是如此，那么在那『时间』之中就既不会有一个『现在的』也不会有一个『过
去的』或者一个『将来的』。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成立，那是因为我们
“不被定性也不被混合（νυηε δηαρξίλεηαη νυηε μπγρξίλεηαη〈既不分开也不合成〉§ 157 A）”：
基尔克郭尔所翻出来的“不被定性也不被混合”不是那后面希腊文的正确翻译，而正确的是
“既不分开也不合成”。
“在那更新近的哲学之中”：“那更新近的哲学”是指黑格尔的哲学，这种从『纯粹之在』开
始的哲学。『纯粹之在』是那最抽象的起点，随着发展一点点走向具体。
220
基尔克郭尔时代的一种出租马车，一般等在哥本哈根的某一个城门口以载带乘客去鹿园。

把一个『时刻』空间化（spatierer）了；但是因此那无穷的连续也就被停止
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使用了『想象（Forestillingen）』，并且不是去想 221 那
『时间』、而是把它作为那『想象』的对象。但是即使这样，这过程中也还是
有问题，因为，哪怕是作为『想象』的对象，那『时间』无穷的连续是一种无
穷地无内容的『现在的』。（这是对于那『永恒的』的拙劣模仿）。印度人谈
论一种统治了七万年的国王统承222；而关于这些国王则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我设想是如此）。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作为一种关于『时间』的例
子，那么那七万年对于那『思』是一种无边的消失，而对于那『想象』则扩展
和空间化为那对于一种『无穷地无内容的乌有』的幻相之观。223而一旦我们反
过来让那『一个』跟在那『另一个』的后面，那么我们就在设定那『现在
的』。
那『现在的』却不是『时间』的概念――除非它恰恰是作为一种『无边地无内
容的』，而这『无边地无内容的』则又恰恰是那『无边的消失』。如果不考虑
这一点，那么，不管它是怎么快地在我们这里消失，我们还是设定了这『现在
的』，并且，在设定了它之后我们又让它在这些定性之中在场：那『过去的』
和那『将来的』。
反之，那『永恒的』则是那『现在的』。作为『思』的对象，那『永恒的』是
那『现在的』作为那被扬弃了的『延续』（在之前，那『时间』是那正过去着
的『延续』）。对于那『想象』，这『永恒』是一种『向前进
（Fortgaaen）』，但是这种『向前进』却并不出发，因为那『永恒的』对于
『想象』来说是那无边地充满内容的『现在的』。这样，在那『永恒的』之中
也没有那『过去的』和那『将来的』的区分，因为那『现在的』被设定为那被
扬弃了的『延续』。
这样，那『时间』是那无边的『延续』；那『生命』，如果它在那『时间』之
中并且只是那『时间』的，那么它不具备任何『现在的』。有时候，人们习惯
于――为了给那感性的生命定性――这样说：这『生命』在那『瞬间』之中并
且只在那『瞬间』之中。这样，『瞬间』这概念，我们将之理解为出自那『永
恒的』的那种抽象，这抽象――如果它要成为那『现在的』――是对之的拙劣
221

“不是去想”――而是去想象。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虽然我认为其实在后面文字之中我们足以区分出这里所强调的“想”和
“想象”。『想（at tænke）』是指“直接地想”，英文为 think，对应的名词我一般使用
『思』这个中文词；而这里的这个名词“想象（Forestillingen）”，则有作为“重现其摹像”
或者“表象”表现的意义，英文为 representation。
222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Jub.Ausg. XI 222）：“So heisst es von Königen, sie hätten
siebzigtausend Jahr oder mehr regiert.”
223
基尔克郭尔原注：
顺便说一下，这是空间。那经验丰富的读者恰恰将在这之中看见我这描述之正确性的证据，因为，对于那
抽象的思维『时』和『空』是完全地同一的（nacheinander〈相承〉和 nebeneinander〈相邻〉）；而对于
那『想象』则成为如此，并且在对上帝的定性中确实是如此，――他是所有地方之现在的。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顺便说一下，这是空间。”见黑格尔 Enzyklopädie§259 f。
“所有地方之现在的（allestedsnærværende）”，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或者“全在”。这里我
是对之进行硬译，为的是保持这个词中的空间意义（allesteds／一切地方）和时间意义
（nærværende／现在的）。

模仿。那『现在的』是那『永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永恒的』是那
『现在的』；并且那『现在的』是那『充实的（Fyldige）』。在这种意义上，
那拉丁人这样地说那神圣：他是 præsens (præsentes dii)（在场〈上帝作为『在
场的』〉224）；――在那被用于那『神圣』的词中，他同时也标示了『神圣』
的有力辅助。
那『瞬间』把那『现在的』标示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不具备『过去的』和『将
来的』；因为恰恰在之中有着那『感性的生命』的不完美性。那『永恒的』也
把那『现在的』标示为不具备『过去的』和『将来的』，而这则是那『永恒
的』的完美性。
如果这时人们想要用那『瞬间』来为那『时间』定性，并且让那『瞬间』标示
对于那『过去的』和那『将来的』――以及同样地对于那『现在的』――的那
种纯粹抽象的排斥，那么，那『瞬间』就恰恰不是那『现在的』；因为，如果
纯粹抽象地构想的的话，介于那『过去的』和那『将来的』之间可以有一种中
间物，而这种中间物根本不存在。但是这样看起来，那『瞬间』不仅仅是一种
『时间』的定性，――既然那『时间』的定性只是『流逝』；这就是为什么那
『时间』――如果这『时间』要通过某种在『时间』之中呈现的定性而被决定
的话――是那『过去的时间』。反过来，如果那『时间』和那『永恒』要相互
接触，那么这接触就必须是发生在『时间』之中；而这时，我们就正是处在这
『瞬间』上。
“那瞬间”225是一个图像化的表达，因此并不是可以随便相与的。但是，看在
字面，这是一个美丽的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象目光一瞥那样快，然而它却是
相称于那『永恒的』的内容。这样，当英戈波尔 226 （Ingeborg）向大海看出去
寻找弗利提欧福（Frithiof）的时候，这就是一幅描绘『那图像化的词汇所意味
的东西』的画面。一次她身上的感情迸发、一声叹息或者一句话，作为一种声
音已经在自身之中具备了更多那『时间』的定性，并且在『消失』的意义上是
更『现在的』，而那『永恒的』则没有很多地在场于之中，――所以是一声叹
息，一句话，等等，就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助那灵魂去摆脱那沉重的负担，恰恰
因为那沉重的负担――只须被诉说出――已经开始在成为一种『过去的』了。
所以，一『瞥』是『时间』的一种标示，但是有必要注意，这『时间』是处在
那决定命运的冲突之中的『时间』――它正被那『永恒』触摸。 227那被我们称
作『瞬间』的，柏拉图将之称为 ην έμαίθλεο（那突然的）。
224

不管是丹麦语还是拉丁语，“现在”和“在场”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的文字中要考
虑到“现在”和“在场”的这种内在关系。如果在英语中，可以考虑一下 present 这个词作为形
容词或者加了冠词而名词化之后的含义：the present（那『现在的』，或者，那『在场的』）和
be present（在场）。如果实在在中文里挖，那么可以这样考虑：“现在”是一种“正在”，而
“在场”也是一种“正在”。
225
Øieblik 如果按本原构词直译的话就是“目瞥”或者“目光一闪”。德语中是 Augenblick。幸
运的是，从释义的意义上说，Øieblik 这个词和汉语的『瞬间』或者『霎那』同义，而从构词的
意义上也是多少算相近。所以接下来的文字在理解上就不会有太大的不适。
226
Tegnér: Frithiofs Saga IX.
227
基尔克郭尔原注：
奇怪的是，那希腊的艺术在雕塑中达到顶峰，而这雕塑恰恰缺少那『瞥』。然而这是有原因
的，因为希腊人没有在最深的意义上把握那『精神』的概念，也因此就没有在最深的意义上把
握『感官性』和『现世性』。反过来则是多么醒目的不同：在基督教中人们恰恰形象化地把上
帝描述为一只眼睛。

不管怎样在词源学上对之做解释，它是和『那无形的』这一定性有着关系的，
因为『时间』和『永恒』被同样抽象地理解，既然人们缺乏『现世性』这个概
念，而这又是由于人们缺乏『精神』这个概念。在拉丁语中它是那
momentum，其词源（来自 movere〈移动〉）只是表示那单单的『消失』228。
这样地理解，那『瞬间』实在地说不是『时间』的原子，而是『永恒』的原
子。这是那『永恒』在『时间』中的第一个反射，它的第一个尝试，仿佛要停
止『时间』。所以希腊文化不明白那『瞬间』；因为，虽然这希腊文化是把握
了那『永恒』的原子，但是却没有搞明白它是那『瞬间』，没有去向前地对之
定性，而是向后地229；因为，对于这希腊文化，那『永恒』的原子本质上是那
『永恒』，于是，不管是『时间』还是『永恒』都没有得到它们真正应得的
230
。
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的综合不是一种第二综合，而是那第一种综合的
表达，――根据这第一综合，『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综合，由『精
神』承担。一旦那『精神』被设定了，那『瞬间』马上就在那里了。因此人们
可以有权以一种责备的态度说及那『人』，责备他只生活在那『瞬间』，既然
这瞬间是通过随机的抽象而发生的。那『自然』就不在『瞬间』之中。
在那『现世性』上所发生的正如在那『感官性』上所发生的；因为比起那『自
然』在『时间』之中表面上安全的『持恒（Bestaaen）』，那『现世性』就显
得更不完美，那『瞬间』就显得更微不足道。然而恰恰相反：那『自然』之所
以有此『安全性』， 是因为那『时间』对于『自然』来说根本不具备任何意
义。首先是在那『瞬间』之中，历史才得以开始。『人』的感官性通过那
『罪』而被设定为『有罪性』，也就是，比动物的感官性更低；然而这恰恰是
因为那『更高的』在这里开始了；因为这时候那『精神』开始出现了。
那『瞬间』是那种『暧昧双义的』，在之中『时间』和『永恒』相互触摸；并
且那概念『现世性』也以此而被设定，在这里『时间』不断地切断『永恒』而
228

基尔克郭尔原注：
在《新约全书》之中有着一个对于那『瞬间』的诗意阐释。保罗说，世界将消亡 έλ άηφκσ ραί
έλ ξηπε φθζαικνυ（在一个不可分的微量、在一眨眼之间）。由此他也表达了：那『瞬间』是相
称于那『永恒』的，因为毁灭的那个瞬间在同一瞬间里表达了永恒。允许我把我所想的东西形
象化表达出来，而如果有人觉得我的形象例子有冒犯的地方则请原谅。这里在哥本哈根曾经有
过两个艺术家，他们可能自己没有想到过，他们的表演能够具有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他们登
场，相互面对面，并且在这时开始模仿地演出一场激情冲突。当他们的模仿戏完全展开、观众
的眼睛追随着剧情并且等待后续的时侯，他们突然停止，在这个时候，以那瞬间的模仿表情，
保留着他们的不可动摇的石像般的姿态。这之中的效果可以是极度地喜剧性的，因为那『瞬
间』偶然地变得相称于那『永恒的』。那雕塑的效果在于：那永恒的表情恰恰是被永恒地表
达；而那喜剧的则相反在于：那偶然的表情成为永远的。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解：
“保罗说„„”：《歌林多前书》（15：52）：“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
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έλ άηφκσ”：“在一个原子”，所以说成“在一个不可分的微量”。因为在古希腊原子意味
了“一个不可分的微量”。
229
那希腊式的对那『永恒的』的关系是对理念的回忆，一种『思』，因为人们以『回忆』来接
近那『过去的』。所以基尔克郭尔说是『向后』；而作为对立面，那基督教的『永恒的』是那
『将来的』，而要去实现那『永恒的』是一种向前，并且要求一种意志的行为。
230
基督教要求在『时间』里实现那永恒，只有这样，『时间』和『永恒』两者才都得到其真正
的现实性而那『永恒的』进入那『现世的』，切点就是那『瞬间』。

『永恒』不断地渗透『时间』。只有在那个时候，上面谈及的那种划分才得到
其意义：那『现在的时间』、那『过去的时间』、那『将来的时间』。
通过这个划分大家马上就可以注意到，那『将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比那『现在
的』和那『过去的』意味了更多；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那『将来的』是那『整
体』，在之中那『过去的』是一个『部分』，并且那『将来的』在某种意义上
意味了那『整体』。这是因为，那『永恒的』首先意味了那『将来的』，或者
说，那『将来的』是那『身份不明者（Incognito）』，在之中那『永恒』――
那与『时间』不相配不可相比较的『永恒』――还是将保持它和那『时间』之
间的交往。语言惯用法中常常把那『将来的』理解为同一于那『永恒的』（那
将来的生命――那永恒的生命）。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既然希腊人没有那
『永恒的』的这个概念，那么他们就也没有那『将来的』的这个概念。所以我
们不能去责备那希腊生活在『瞬间』之中的迷失，或者更确切地我们根本不能
说它是迷失了的；因为，那『现世性』被希腊人天真地理解如同他们对那『感
官性』的理解，因为在他们那里缺少『精神』的定性。
那『瞬间性』和那『将来的』又设定了那『过去的』。如果实在要说那希腊生
活标示了某种『时间』的定性，那么它就是那『过去的』，不过，这种定性不
是在“与那『现在的』和那『将来的』之关系”上被定性，而是作为『时间』
之一般的定性，作为一种『流逝（Gaaenforbi）』。在这里，那柏拉图式的『回
忆』231就显示出了其意义了。那希腊式的『永恒的』在于『向后』作为那『过
去的』，――人们只能后退地进入它。232然而不管怎样，这是那『永恒的』的
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它是那『过去的』，不管是它在这里是从哲学上
（那哲学性的『死灭』233），还是历史性地，被进一步定性。
总之，我们能够在对那这些概念――『过去的』、那『将来的』、那『永恒
的』――的定性过程中，看见那『瞬间的』是怎样被定性了的。如果那『瞬
间』不存在，那么，那『永恒的』就向后地作为那『过去的』而出现。这就如
同：我设想一个人在一条路上走但没有落下脚步，那么，在他的身后那『路』
就作为那『被走掉的』而出现。如果那『瞬间』是被设定了，但只是作为
discrimen（分割），那么，那『将来的』就是那『永恒的』。如果那『瞬间』
是被设定了，那么，那『永恒的』就存在，并且那『将来的』――它作为那
『过去的』重来――也存在。这一点在那希腊的、犹太的、基督教的看法之中
很清晰地被显示出来。在基督教中一切问题都是环绕着这样一个概念，――这
个概念使得一切都焕然一新，这个概念就是『时间之充实（Tidens Fylde）』
234
；但是『时间之充实』是作为那『永恒的』的『瞬间』，并且这个『永恒
的』同时也是那『将来的』和那『过去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那么我
们就无法从异端的和背叛的大杂烩中拯救出任何一个概念，――这种大杂烩消
灭那概念。我们不是从其本身之中得到那『过去的』，而是在一种与那『将来
231

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死：我们在这一次的生命里找到各种现象，比如说对于那『美的』和那
『善的』这些抽象概念的认识，这些现象只能够用对于前生的回忆来作解释。见《斐多篇》。
232
基尔克郭尔的原注：
在这里我们应当再次记住我所强调的那个范畴，『重复（Gjentagelsen）』，由此范畴人们『向
前进地』进入永恒。
233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从那『感性的』之中死灭掉而进入到那『永恒的』。见《斐
多篇》。
234
见《加拉太书》（4：4）：“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
以下”。

的』的简单的连续性（Continuitet）之中得到它的（这样一来，这些概念――
『皈依（Omvendelse）235』、『和解236』、『赎救237』――就在那世界历史的
意义之中迷失掉了，并且也在那个体人的历史性发展之中迷失掉了）。我们不
是从其本身之中得到那『将来的』，而是在一种与那『现在的』的简单的连续
性之中得到它的（这样一来，这些概念――『复活 238』和『审判』――就被毁
灭了）。
让我们现在设想一下亚当，然后回想：每一个后来的『个体的人』都是以完全
同样的方式开始的，――只限于那『量的不同性』，而这『量的不同性』则是
那世代传承关系和那历史性的关系的后果。对于亚当，正如对于那后来的『个
体的人』，那『瞬间』是在那里存在着的。那『灵魂的』和那『肉体的』的
『综合』要由『精神』来设定，但那『精神』是那永恒的，并且因为这个原
因，这『综合』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成立：只有当那『精神』设定这个『第
一个综合』并且也连同那『第二个综合』――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的
综合――的时候，只有这时这『综合』才存在。只要那『永恒的』还没有被设
定，那『瞬间』就不存在，或者只是那 discrimen（分割）。于是那『永恒
的』――由于那『精神』在那『无辜性』之中只被定性为『梦着的精神』――
那『永恒的』就显示为那『将来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这是那『永恒
的』的最初表达，它的『身份不明状态（Incognito）』。正如（在前面章节
中）那精神――在它将被设定在那『综合』之中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在
它将去设定那『综合』的时候――作为那『精神』（『自由』）的可能性而在
『个体性』之中表现为『恐惧』；这样，那『将来的』在这里就又一次是那
『永恒的』（『自由』）的可能性而在『个体性』之中作为『恐惧』。在『自
由』的可能性在那『自由』面前显示出来的时候，自由沉沦；而这时候，那
『现世性』，则正如那『感官性』，以其作为『有罪性』的意义而出现。这里
再一次重复：这只是对于向那『质的跳跃』的最后心理学接近的最终心理学表
达。亚当和那后来的『个体的人』之间的差异是在于：那『将来的』对于后者
比对于亚当是更加深思熟虑的。从心理学上说，这个 『更加』可以是意味着那
『可怕的』；但是如果定位在那『质的跳跃』上，那么这个『更加』就只意味
了那『非本质的』。相比于亚当之不同性的最大值是在于：那『将来的』似乎
是被那『过去的』抢先了；或者说是在于那种恐惧――那种对于『那可能性在
还没有存在之前就已经失落』的恐惧。
那『可能的』完全地和那『将来的』相对应。那『可能的』对于那『自由』来
说是那『将来的』，而那『将来的』对于那『时间』来说是『可能的』。在那
个体人的生命之中，『恐惧』则同时对应于这两者。因此一种正确到位的语言
使用法把恐惧和那『将来的』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对那
『过去的』感到恐惧，那么这看起来和上面所说有冲突。然而通过进一步的考
究，我们就发现，只有在那『将来的』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的时侯，我们才这
样说。那『过去的』，对之我感到恐惧，必定是处在一种对于我的可能性关系
235

Omvendelse 的在宗教意义上本义是“信仰或信念的转变”，但是在基督教的精神环境里，一
般都是指异教信者“信仰或信念的转变”而转化皈依基督教，而不是指相反方向的改信教。
236
『赎救（Forsoning）』也就是『赎救和解』：神人和解；耶稣带来的上帝与人类的和解。
237
对此前面有过注脚――『赎救（Forløsningen）』：是特指通过耶稣的牺牲使人从那『罪』中
得到救赎。
238
『复活（Opstandelse）』：耶稣复活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后的第三日复活。

Kommentar [京不特19]: 对这一句是
不是要做注解：Det gjentages atter her, at
dette kun er det sidste psychologiske
Udtryk for den sidste psychologiske
Approximation til det qualitative Spring.？
触及这个问题：『那跳跃』是科学所无
法解释的，而能够解释的只是那种『趋
近』。

之中。如果我这样为一种过去的不幸感到恐惧，那么这不幸并不存在，因为它
已经是过去的了，但是因为它能够被重复，就是说，成为『将来的』。如果我
为一种过去的过错感到恐惧，那么这是因为我并没有把它放置在一种对于我的
本质性关系之中――作为过去的，并且以某种欺骗的方式阻止它去成为过去
的。就是说，如果它真的是过去的，那么我就无法感到恐惧，而只会懊悔。如
果我不懊悔，那么，我首先是允许了我自己去使得『我对于那过错的关系』辩
证化，但因此那『过错』自身则成为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什么『过去的』。如
果我是对惩罚感到恐惧，那么这是因为这种惩罚被放置在一种对于那『过错』
的辩证关系中（否则我承受我应受的的惩罚），这样，我是为那『可能的』和
那『将来的』而感到恐惧。
这样我们就又到了我们在第一个卡不特（Cap. 1.）中所处的位置。恐惧是那心
理学的状态，――它先行于那『罪』，它尽其可能地向着那『罪』靠近，尽其
可能地对之感到恐惧却不对之作出解释，而那『罪』则要在一个『质的跳跃』
中才绽发出来。
在『罪』被设定的那一瞬间，那『现世性』就是『有罪性』。239 我们不说那
239

基尔克郭尔原注：
由『现世性作为有罪性』这种定性又导出那『死亡』作为惩罚。这是一种向前的进展，其类
比，si placet（如果有人想要）能够在这里找到：即使是在它对于那外在的现象的关系中，那死
亡也是依据那程度上的正比来宣告其自身――有机体越完美，死亡对之就越可怕。一种植物的
死亡和腐败所散布出的气味几乎比它的调味后的气息更美味，而相反动物的腐烂则污染空气。
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正是这样：『人』被估价得越高，死亡就越可怕。动物在根本上说不
死；但是，当那『精神』被设定为『精神』的时候，那死亡就作为那『可怕的』而显示出来。
死亡的恐惧因此和生产的恐惧相对应，然而在这里我无须再重复那些被部分正确地、部分才华
横溢地、部分心花怒放地、部分轻率地说出的关于『死亡是一种变化（Metamorphose）』旧
话。在死亡的瞬间，『人』处在那『综合』的最极端的点上；那『精神』仿佛是无法在场；因
为『精神』无法死，但是它却能够等待，因为那『肉体』则必须死。那异教的死亡观，――正
如它对『感官性』的看法更天真，对『现世性』的看法更无忧无虑，异教的死亡观更柔和更迷
人，但是却缺少那最终极的。如果我们阅读莱辛关于『古典艺术是怎样表现死亡的』的美丽论
文，我们无法否认：在这个沉睡着的守护神的形象中、或者通过观察那美丽的庄严――以此那
死亡的守护神倾斜自己的头或者熄灭那火炬，我们忧伤舒心地被感动。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
话，有着某种不可描述的东西，劝说着和诱惑着，在于将自己交付于一个这样的导师，他已调
和为一种记忆而在这种记忆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回忆。但是，在另一方面，追随那个沉默的导
师却又是险恶不祥的；因为它什么都不隐藏，他的形象不是什么『身份不明者』；正如他所
是，如此是那『死亡』，并且由此消逝。这之中有着一种不可解释的忧伤：这个守护神以他那
友好的姿势俯身向那『正在死去的人』，并且以他最后一吻中的气息灭去那最后的生命火花；
而同时那『被经历了的』则一点一点地已经消失，只是那死亡仍旧在那里如同一种秘密――自
身未被解释地――解释着：整个生命是一种游戏，而在这种游戏之中结局是『大大小小的一
切』象小学生们一样出去，而最后那『灵魂』本身象老师一样出去。然而在之中也有着那『毁
灭』的黯哑无声，――这整一个过程只是一场孩子的游戏，而现在游戏结束了。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莱辛关于『古典艺术是怎样表现死亡的』的美丽论文”：Wie die Alten den Tod gebildet,
Werke VIII s. 197-248 Malzahn.
“小学生们一样出去”：基尔克郭尔用的是一个用来描述火烧纸的时候的火星的成语用法。在
安徒生童话《亚麻布》中有提到这个：“„„一天全部的纸被拿出来放在炉子上，这纸将被烧
掉，因为他们说这纸不能卖到杂贷店里去包黄油和糖。屋里的所有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因为他
们想要看烧纸。纸成为火焰欢快地跳动，然后能看见灰烬里的红火星，它们跳来跳去。一个接
一个，迅速地消失如同风。他们把这叫做“看那孩子们出学校”，而最后的一颗火星是老
师。„„”

『现世性』是『有罪性』，正如我们不说那『感官性』是『有罪性』，但是在
那『罪』被设定了的时候，那『现世性』就意味了『有罪性』。因此，如果一
个人只是生活在那『瞬间』――作为那『永恒的』的『抽象』的――那『瞬
间』之中，那么这个人在行罪。如果亚当――为求方便并且是糟糕地，我将
说――假如亚当没有行『罪』，那么他在那同一『瞬间』已经过到那『永恒』
之中去了。而反过来，一旦那『罪』设定了，那么再徒劳地想要从那『现世
性』之中抽象出来，那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想要从那『感官性』之中抽象出来\
一样徒劳。240

§I
那『无精神性』的恐惧
如果我们观察那生活，那么我们马上会确信：虽然这里所展开的论述都是对
的，就是说，『恐惧』是那最后的心理学状态，从这种状态之中那『罪』通过
那『质的跳跃』而绽出；然而整个异教和它在基督教之中的重复 241在于一种量
的定性，那『罪』的『质的跳跃』并非是从这种量的定性中绽出。上面所说的
这种状态却不是那『无辜性』的状态，并且那『精神』的立场看，它恰恰是那
『有罪性』的状态。
相当奇怪的是，基督教的正教（Orthodoxie）一直教导说那异教在于那『罪』
中，而那『罪』的意识则要通过基督教才得以设定。然而那正教是对的，如果
我们进一步准确地作解释。通过各种量的定性，那异教如同时间的渐进，从来
没有在一种最深刻地意义上进入那『罪』，而这恰恰是『罪』。
我们很容易就能显示那异教的这种情况。但是那在基督教之中的异教则不同。
那『基督教中的异教』的生命既不是有辜的也不是无辜的，它从根本上是不知
道有这样的差异的――介于那『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和『永恒
的』之间的区别。它的生命和它的历史向前，如同那旧日的文字在纸张上连成
一气，因为人们没有使用任何分隔符号，一个词、一个句子蹭擦上另一个词
句。美学地看，这是极端地喜剧性的；因为，听一条小溪吟唱着流过那『生
命』固然是美丽的，而在同时，如果一个由理性生物们构成的集合被毫无意义
地转化为一种永恒的嗫喏，那就是喜剧的了。哲学是不是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
来把这种 plebs（多数）作为一种范畴使用――通过使之作为那『更大的』的实
体（Substratet），如同那植物慢慢变成泥土的运动，首先是泥炭块，然后更进
一步，――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从那『精神』的立场看，这样的一种存在是

240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里被展开的这些完全也可以在第一个卡不特（Cap. I）中得到论述。但是我选择了将之放在这
里，因为因为它直接导向那后续的文字。
241
是指黑格尔的哲学中的倾向。

『罪』，而至少我们能够为之所做的是：通过说出这个，而向这种存在要求出
那『精神』。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异教的问题。这样一种存在只能在基督教之中。之所以这
样是因为，那『精神』被设定的越高，那『排除性』显得也就越深刻；那失去
的东西所处的位置越高，νί άπειγερφηεο（那失去了情感的人）（以弗所书 4：
19）在他们的赎返242中就越悲惨。如果我们把这种『无精神性』的极乐和异教
之中的奴隶们的状态作比较，那么相比之下，那奴隶状态还有一些意义；因为
它本身是完全的乌有。相反『无精神性』的迷失则是一切之中最可怕的；因为
它恰恰是这样一种不幸：那『无精神性』具备一种相对于『精神』的关系，而
在这关系中『精神』是『无有』。因此，那『无精神性』在一种特定的程度上
能够拥有『精神』的全部内容，但是在这里注意，不是作为『精神』，而是作
为鬼魂幽灵、胡言乱语、成词滥调等等。他能够拥有那『真相』，但是注意，
不是作为『真相』而拥有，而是作为谣言和老女人的碎嘴。从美学上看，这就
是『无精神性』中的那种深刻地『喜剧的』，某种人们通常不会去留意的东
西，因为那表达者本身对于『精神』多多少少没有安全感的。因此，当那『无
精神性』要被表达出来时，人们宁可说一些纯粹的胡言，因为人们没有勇气去
让它使用人们自己要使用的词语。这是不安全感。那『无精神性』能够说出和
那最丰富的『精神』所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只是那『无精神性』说出这些并非
依据于『精神』。作为一种被定性为『无精神的』的人，『人』就成为了说话
的机器；并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他做到诸如背诵一种冗长的哲学用语、一
种信仰的忏悔和一种政治宣叙。难道不奇怪么，――那唯一的反讽者和那最伟
大的幽默家要联合在一起来说那『看起来是一切之中最简单的东西』 243：人必
须区分那『人所明白的』和那『人所不明白的』；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那『无
精神的』人去做到逐字逐句地说出同样的话？只有一个证明『精神』的证据
244
，它就是那『精神』在一个人自身之中所给出的的证据；每一个要求其他东
西的人，也许能够碰巧在剩余之中找到证据，但是他却已经是被定性为了『无
精神的』了。
在那『无精神性』之中没有恐惧，因为它对于恐惧来说太幸福满足太缺少精神
了。但是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原因，并且因为这个原因那『异教』不同于那
『无精神性』，因为就定位而言前者是向着『精神』，而后者则是背离着『精
神』。那异教，如果我们想这样说的话，是一种精神的缺席，这样就是远远地
和那『无精神性』有着区别。因为这个关系，那异教也要远远地好过『无精神
性』。那『无精神性』是那『精神』的僵滞，是那『理念性』的歪曲。所以那
『无精神性』在根本上是不笨的，如果我们谈的是背诵各种文字；但是在这样
的意义上是笨的，如果我们说盐，如果盐变得笨了，245那么我们用什么去给出
242

也就是说以苦行来赎罪。本意为“满足”这里有着宗教的转义，所以作为“苦行赎罪”的意
思。
243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和哈曼。见扉页格言。
244
《哥多林前书》（2：4）：“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
能的明证。”
245
“如果盐变得笨了”――如果盐失去了其能力。见《马太福音》（5：13）：“你们是世上
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路加福
音》（14：34）：“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这里“失了味”――
失去了『咸』的能力，在基尔克郭尔所对应的文字关联中使用到了希腊的词义中和“笨”的相
关处。

Kommentar [京不特20]: Dette har sin
Grund i, at jo høiere Aanden er sat, desto
dybere viser Udelukkelsen sig, og jo høiere
det er, der er tabt, desto elendigere ere…在
这里，这个“排斥性”或许应当换以更
明确的说法。

咸味呢？在之中恰恰是有着它的迷失，但也恰恰有着它的安全感：它不明白任
何精神的东西，它也不去把握任何作为任务的东西，哪怕它能够以其无力的黏
性摸索一切。如果偶然地在某一次它被精神接触到并且在一瞬间里象一只被以
电流刺激的青蛙那样痉挛，那么，一种完全相应于那异教的物神崇拜
（Fetischisme）的现象就出场了。对于那『无精神性』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
它知道，对于那『精神』不存在任何权威，然而既然它自己――很不幸地
说――不是『精神』，那么，尽管它有着它的知识，它还是完全的偶像崇拜
者。它以同样的恭敬心崇拜一个傻瓜和一个英雄；而别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
是它的根本崇拜对象是一个牛皮哄哄的骗子。
这时，虽然在那『无精神性』之中没有恐惧――因为它完全不可能像『精神』
那样作为恐惧，那是那恐惧还是在那里，只是等待着。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欠
债者很幸运地躲过那借贷者并且通过种种借口推脱他；但是有一个借贷者却从
不失败，――它就是那『精神』。所以，从那『精神』的立场看，在那『无精
神性』中也是有着恐惧的，只是隐藏着和伪装着。甚至那『观察』都会为由此
得出的情景而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作为那『恐惧』的形态――如果我们让我们
的想象去达成这样一种形态的话――看上去是很可怕的，而如果这『恐惧』发
现它必须伪装自己而不以它的真实面目出现――虽然在事实上它还是它真实的
本身，那么它的这种形态就会更骇人。当死亡在其真实形态之中作为那瘦削阴
沉的收割者246而出现的时候，这时人们看见它并不是没有惊恐；但是，如果它
为了嘲弄那些自以为能够嘲弄它的人们而乔装打扮了出现，这时如果只有那观
察者看见，――那个面生的人，他以他的礼貌抓住了所有的人并且使得所有人
欢悦于其情欲的狂热纵欢，这时如果只有那观察者看见这个人就是死神，那么
他就被一种深深的惊骇完全占据了。

§2
在命运的方面对恐惧进行辩证定性

在通常人们习惯于说，那异教处于那『罪』之中；或许换一种说法更好：它处
在『恐惧』之中。那异教从根本上说就是『感官性』，但是，那是一种这样的
『感官性』：它具有一种对于『精神』的关系，虽然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那
『精神』还没有被设定为『精神』。而这种『可能性』，恰恰就是『恐惧』。
如果我们进一步问，恐惧的对象是什么，那么那答案就必定是――不管是在这
里还是任何别的地方：它是『乌有』。『恐惧』和『乌有』持恒地相互对应。
一旦那『自由』的和那『精神』的现实性被设定，那么那『恐惧』就马上被消
除。然而现在，在那异教之中进一步看，那『恐惧』的『乌有』意味了什么
呢？它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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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那死神。

命运是一种对于『精神』的关系，作为外在的；它是『精神』和一个『其他
（Andet）』之间的一种关系，――这里的这个『其他』不是精神，但是却是那
『命运』所必须对之达成一种精神关系的东西。『命运』可以意味那恰恰相反
的，既然它是一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体。对于这一点我们并没有
一直很关注。我们谈论过那异教的『宿命（Fatum）』247（而这个概念在那东方
的理解和那希腊的理解之中又有着不同的意义修正），仿佛它是那『必然
性』。这种『必然性』的一点剩余被留在了那基督教的看法里，――而在这看
法中，这“一点剩余”就正好意味作那命运，就是说，那偶然的，那从天意方
面看是不可测的东西。然而，其实本非是如此；因为『命运』恰恰是『必然
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体。说『命运是盲目的』，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说法；
因为那盲目向前的人，是在同样程度上既必然又偶然地向前。一种并不意识到
其自身的『必然性』，eo ipso（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其对于下一个瞬间的关
系中就是『偶然性』。这时，那『命运』是那『恐惧』的『乌有』。它是『乌
有』，因为一旦那『精神』被设定，那『恐惧』就被取消；而那『命运』也被
取消，因为由此那『天意（Forsynet）』也被设定了。因此，关于命运我们可以
这样说――也就是那保罗关于偶像的说法248：在世界上没有偶像；但是，对于
那异教徒的宗教性，那偶像还是其对象。
这样，在那命运之中，那异教徒的恐惧有着其对象，其『乌有』。他无法进入
『与那命运的关系』，因为，如果在一个瞬间里那『命运』是那『必然的』，
那么接下来的一瞬间它就是那『偶然的』。但是他却是在『与那命运的关系』
之中，而这个关系就是恐惧。而要向命运更进一步的话，那异教徒就无法达到
了。那异教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深奥得足以能够为那命运问题投出一道新的光
明。那解释命运的人必须向那命运本身一样地暧昧双义。那『神谕
（Oraklet）』也正是如此。但是那神谕又恰恰能够意味作那相反的东西。这
时，那异教徒对于神谕的关系又是『恐惧』。这里，在异教之中有着那深刻而
不可解释的『悲剧的东西』。那『悲剧的』并不在于『那神谕的陈述是暧昧多
义的』，而是在于『那异教徒不敢让自己不向神谕问命运』。他在对之的关系
之中，他不敢让自己不向之咨询，虽然在那谕示命运的瞬间他是处在一种对之
的暧昧双义的关系中（同情并且反感）。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在想着那神
谕的解释。
概念『辜』和『罪』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并没有出现在那异教之中。因为，假
如这种概念要出现，那么这时那异教就会在这样的一种矛盾里幻灭掉：一个人
因为其命运而变得有辜。这其实就是那最深刻的矛盾，并且在这种矛盾中爆发
出了那基督教。那异教不懂这个，因为在那对于『辜』这个概念的定性上那异
教的理解太轻率。
概念『辜』和『罪』恰恰设定那『单个的人』作为那『单个的人』。不去谈每
一个和那整个世界的关系、和那过去的关系；这里只是谈一点：『他是有辜
的』，然而他却要通过那命运而成为『有辜的』；也就是说，通过所有上面
『不去谈』的那些关系而变得有辜；由此他将成为『某种东西』，――某种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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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中，他数次提到和那在意义上『必然性』同一的『宿命』。
《哥多林前书》（8：4）：“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
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在当时丹麦的权威译本里是“一个偶像是这个世界上的虚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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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要去取消那概念『命运』的东西，并且他要通过那命运而去成为这个『某
种东西』。
这一矛盾，如果是被以一种误解了的方式而解说出来，那么它将导致那误解了
的『传承之罪』概念；而如果这一矛盾是被以一种正确理解了，那么它将给出
那真实的概念，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每一个『个体的人』是其自身和那族
类，并且那后来的『个体的人』在本质上和那第一个没有区别。在那『恐惧』
的可能性之中，那『自由』被命运压倒并且沉沦下去；在这时，那『自由』的
现实性却带着这样一种说明而站立起来：『它成为有辜的249』。那恐惧在它最
极端的点上――正是在这里那『个体的人』似乎已经变得是有辜的――还仍旧
不是那『辜』。这时，那『罪』出现，既不是作为一种必然性也不是作为一种
偶然事件；所以，和那『罪』的概念相应的是那『天意（Forsynet）』。
在那基督教之内，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着这样的情况：那『精神』在场、但
在本质上却并没有被作为『精神』而设定，那么我们就能看见相关于命运的那
种『异教的恐惧』。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天才，那么这种现象就再清楚不过了。
那『天才』就其本身而言直接地就是卓越的主观性。他尚未被设定 为『精
神』；因为，就其本身他只通过『精神』而被设定。作为『直接的』，他能够
是『精神』（这里有着那欺骗性的因素，仿佛他的超凡才能是『作为精神而被
设定』的精神）；然而这时，他在他自身之外有着一个『其他』而这个『其
他』不是『精神』，并且他自己也处在一个对于『精神』的外在关系中。所以
这『天才』不断地能够发现『命运』；并且越是深刻的天才，他发现『命运』
的程度也越深刻。在那『无精神性』看来，这自然是一种荒唐事，但在事实上
这却是伟大的；因为，没有什么人是带着那『天意』的理念而被出生的，而有
那些人以为，人可以通过教育而循序 渐进地得到它，那么他们是犯了大错
误，――当然我并不想因此而拒绝那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现那命运，那天才
恰恰显示出了他的原始的力量；然而这也显示出他的无能。对于那直接的『精
神』――那天才就一直是这样一种『直接的』精神，只是他 sensu eminentiori
（在一种出色的意义上）是直接的『精神』――，那命运就是极限。那『天
意』要在那『罪』之中才被设定，为此那天才要有一场极大的奋斗才能达到；
而如果他达不到那『天意』，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在他身上确实地研究那命运。
那『天才』是一种全能的 Ansich（自在）250，这种『自在』就其本身而言要撼
动整个世界。为了一种秩序的缘故，与他同时有另一个形态出现了，这形态就
是那『命运』。那『命运』是『乌有』；而那是天才，正是他自己发现那『命
运』；并且，越是深刻的天才，他发现『命运』的程度也越深刻；因为那个形
态只是那『天意』的预测。这时，如果他继续是仅仅作为天才并且使自己的意
识外向，那么他就必须去完善那令人惊奇的事情，而同时又将总是屈从于那命
运，――虽然如果不是外在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形而可见的，那么内在地是
这样。所以一个天才的存在总是如同一个童话，――如果他没有在最深的意义
上内向到自身之中。那天才能够做一切，然而他却依赖于一种卑微性，没有人
明白这种卑微性，而那天才则通过其自己的全能赋予这种卑微性以全能的重要
性。因此，一个少尉能够――如果他是一个天才――成为皇帝和改变世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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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为有辜的”在这里这个“成为”是一个过去时，恰恰因为这是那『自由』的现实性所
带来的一种解释，解释那『已经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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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在这里使用这个『自在』是黑格尔的用语。自在者就其自身的『如此』而在。

以只出现了一个帝国和一个皇帝。然而也是因此，那军队能够整队进入战斗，
战机是绝对地有利，可能在下一个瞬间就会失去这种机会，一王国的英雄请求
着战斗的命令，但是他不能；他必须等到那六月十四日，为什么？因为那是马
伦戈251的战役日。所以一切都可以是完了的，他自己停留在军团的前方，只是
等待着：那太阳应当升起因而能够让人们留心于那震撼战士们心灵的讲演，并
且那太阳应当比以往更辉煌地升起，对每一个人成为一片振奋和激荡的景观；
但是那只是对他例外，因为那太阳并非是如此辉煌地在奥斯特利茨升起 252，并
且只有那奥斯特利茨的那种太阳导致胜利并使他欢欣。由此那不可解释的激
情，――一个这样的人常常会以这样一种激情对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人光火，
虽然他在别的情况下甚至也可能向敌人显示人道和仁慈。是啊，不幸那男人，
不幸那女人，不幸那无辜的孩子，不幸那原野里的动物，不幸那鸟，其飞行，
不幸那那树，其枝杈在他要取得其预示的那一瞬间挡在了他面前。
那『外在的』就其本身对于那天才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没有人能够懂得他。一
切在于他自己在他那秘密朋友（那命运）在场的情况下是怎样对之理解的。一
切都可能失去；最笨的人和最聪明的人一致地劝他不要去进行那不会有结果的
冒险。然而那『天才』知道，他比整个世界更强有力，只要在这一点上对那无
形的文本不存在有可疑的注释――在这文本之中他阅读那命运的意志。如果他
以自己的愿望去阅读它，那么他以他那全能的声音对那船长说：“你只须航
行，你驶着恺撒和他的幸运”253。一切都可以赢得，而在他得到情报的同一瞬
间，可能有一句话被一同带了出来，而这句话的意义没有任何受造物，乃至在
天上的上帝自己都不明白（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上帝也不明白那天才），于是那
天才瘫倒在其无能之中。
这样，那天才是被放在那『普通的』之外的。他通过他对于那命运的信仰而伟
大，要么胜利要么崩陷；因为他通过自己而胜利，并且通过自己而崩陷，或者
更确切地说两者都是通过命运。通常人们只是在他胜利的时候赞慕他的伟大，
但是他的最伟大之处却是在于『他崩陷在他自己的手中』。这一点不能理解为
那命运没有外在地宣告自身。相反，恰恰是在从人情上说已经赢得了一切的那
一瞬间，他发现那可疑的阅读方式，这时他瘫倒；这时，人们很可能会惊呼：
要有怎样的一个巨人才能如此推翻他。恰恰没有人能够推翻他，――如果不是
他自己。那信仰――那信仰使得世界的国家和土地屈服于他那有力的手下面而
人们以为在看一种神话――，那同样的信仰推翻了他，而他的崩陷则是一个更
加深奥无解的神话。
所以和那些普通人相比，天才在另一种时刻里有恐惧感。普通人在危险的那一
刻才发现危险，而在此之前则是安全的，并且在危险过去之后又是安全的。那
天才在危险的那一刻是最强有力的，相反他的恐惧在于那之前的瞬间和之后的
瞬间，这战栗的一刻，这时他必须和那伟大的面生者交往，――这面生者就是
那命运。可能他的恐惧恰恰是在那之后的一刻最强烈，因为『那确定性的不耐
烦』总是和『那距离胜利时刻之远』成反比例而生长，既然人们离那胜利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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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伦戈。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1800 年 6 月 14 日拿破仑在此击败奥地利军队。
奥斯特利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城镇。1805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在这区域里致命地击败
了亚历山大一世及弗兰西斯二世的俄奥联军。
253
在凯撒的军队无法从布林地西姆（Brundisium）到达凯撒所在的伊庇鲁斯（Epirus），凯撒
尝试着去将他们接过来。当时半路有风暴，驶船者要转向„„。详见普鲁塔克的《凯撒》第三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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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那可丧失的也就恒定地越来越多，而到那胜利的瞬间则是最多，因为那命
运的一致性恰恰就是不一致性。
那天才就其本身而言，他不能『宗教地』把握自己，所以他既不会进入那
『罪』也不会进入那『天意』，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他处在那恐惧对于命运的关
系之中。不曾有什么天才不具备这种恐惧而存在，除非他同时也是『宗教
的』。
如果那天才通过作为是『直接的』定性并且让意识外向而继续停留在原处，那
么他无疑变得伟大并且其成就惊人，但是他永远也不会达到其自己、永远也不
会变得对其自己而说是伟大的。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外向的，如果我可以这样
说，他是那行星运动的中心――发射着一切，不会进入存在。那天才对于其自
己来说的意义是无意义，或者说这种意义只是一种完全类似于那法罗人故事中
的感应心的那种可疑的忧郁：因为这样的感应心，那法罗群岛的一个岛上的那
些居民们会很高兴，如果在这岛上生活着一个土生土长的法罗人，他通过以不
同的欧洲语言写出的文字而使得整个欧洲惊奇并且通过他的不朽贡献而转化了
各种科学，但他却从来没有写过一行法罗语乃至最后忘记了怎样说法罗语。那
『天才』在最深的意义上对于他自己来说不会成为有什么意义的，他的领域无
法定性得比那命运的各种关系更高，诸如和幸福、不幸、尊敬、荣誉、权力、
不朽的名望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现世的定性。对于恐惧的每一种更深刻的辩
证定性都被排除在了外面。那最后的一种定性会是这个：如此地被看作是『有
辜的』，以至于那恐惧并不是对准那『辜』本身而是对准了它的外表，――这
是一种荣誉的定性。这种『灵魂状态』无疑是适合于去作为一种诗化的处理对
象。这些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但是那『天才』就会马上以这样一方式深
刻地对之进行把握，以至于他不去和那些人发生 争议，而是去和那『生存
（Tilværelsen）』的更深奥的神秘发生争议。
这样一种天才性的『存在』，虽然它有着它的光辉、荣耀和重大意义，这种存
在是『罪』；无疑，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要有勇气；并且，在人们学会满足
那『欲求的灵魂』的饥饿之前几乎不会明白它。然而它是确乎如此。当然不管
怎么说这样一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是幸福的，但是这种幸福说明不了
任何问题。人们无疑能够将自己的天赋看作是一种消遣的工具，并且――在人
们实现这天赋的时候――无法在任何一个瞬间里是自己超出那些范畴――而那
『现世的』就在于这些范畴之中。只有通过一种宗教的考虑，那『天才』和
『才能』才在最深可的意义上被合理化。如果我们拿这样一个天才塔列朗 254来
看，那么在他身上有着那可能性去对生活作出一种远远更深刻的思考。他避免
了这种可能性。他追随了他身上的外向定性。作为阴谋家，他那令人惊叹的天
才光辉四射地显示出来，他那一张一弛的精神弹力，他的天才的饱和作用力
（这里使用一个化学家用来描述腐蚀性酸的用词）是令人惊叹的，但是他属于
那『现世性』。如果这样一个天才藐视了那作为『直接的』现世性，并且内向
地投入内心和投向那神圣的，那么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宗教天才 255啊？但是，
他又要去承受怎样的苦恼啊！去追随那『直接的』定性对于生命是一种轻松，
一个人是伟大还是渺小，而那奖酬也是根据他是伟大或者渺小而定；而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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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公爵，主教，拿破仑的外交大臣，沙皇的朋友，
路易十八的总理，等等等等。叛卖和政治投机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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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宗教天才”是指『一个怀有宗教感的天才』，而不是指『一个善于理解或者利用
宗教的天才』或者『宗教领域里的天才』。

Kommentar [京不特21]: 我认为 Hong
的英译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解决这个句
子，所以他自己改动了句子。但是这个
句子并非没救，如果我把分句理解为一
种插入的句式：
“Man kan jo opfatte sin Begravelse som et
Adspredelsesmiddel, og idet man realiserer
den intet Øieblik hæve sig over de
Kategorier, i hvilke det Timelige ligger.“
改点为：Man kan jo opfatte sin Begravelse
som et Adspredelsesmiddel, og ――――
idet man realiserer den ―――intet Øieblik
hæve sig over de Kategorier, i hvilke det
Timelige ligger.

个人尚未在精神上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不会知道，哪怕是『通过所
有族类而不朽』的荣誉也只不过是那『现世性』的一种定性，那么这人不会知
道，那些东西――那些『使得人们的灵魂为了去得到它们而在愿望和追求之中
无法入眠』的东西――相比于那一种『不朽性』只是某种非常不完美的东
西，――这种『不朽性』是为每一个人的存在的，并且，如果它被保留给了
『一个人』，那么它就会引起全世界的公正的嫉妒；――如果这一个人256尚未
在精神上成熟到这样的程度，那么他不应当在他对『精神』和『不朽性』的解
释上更进一步深入下去了。

§3
在『辜』的方面对恐惧进行辩证定性

通常人们说，那犹太教是律法的立足点。然而人们却也可以这样来表达这种说
法：那犹太教处在『恐惧』之中。但是那『恐惧』的『无有』在这里却不意味
作命运而是意味作某种其他东西。正是在这个范围里，『感到恐惧于――乌
有』这句句子显得最悖论化（paradox）；因为那『辜』无疑是『某物』257。然
而另一个说法也还依旧正确：只要它是那『恐惧』的对象，那么它就是『乌
有』。那『暧昧双义性』在这关系之中；因为，一旦那『辜』被设定，那『恐
惧』就消失，并且有那『悔』在那里。这关系作为那『恐惧』的一种关系总是
既同情又反感的。这看起来似乎又是悖论化的，然而却并非如此；因为在那
『恐惧』畏惧的同时 258 ，它与它的对象保持有一种微妙交流，无法对之忽
视，――是的不会，因为如果那『个体的人』要这样做的话，那么那『悔』就
会出现。这对于某些人可能是一种充满麻烦的说法，那我也没办法。如果一个
人那具备了那种――如果我敢这样说――只有神圣的控告人才具备的那种坚定
不移，――当然不是在一种对于别人、而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关系中，如果他具
备这种坚定不移，那么他就不会认为这是充满麻烦的了。另外，那生命提供了
足够多的现象，在这些现象中那『个体的人』在那『恐惧』之中几乎是带着欲
望地凝视着那『辜』，然而却也畏惧着它。在那『精神』的眼中，『辜』具有
那种力量，――那种蛇的目光里所具备的、使人神魂颠倒的力量。在这一点上
256

这是一个长句子，所以我在这里插入这加以提醒的分句“――如果这一个人尚未在精神上成
熟到这样程度”和前面“而如果一个人尚未在精神上成熟到这样程度――以至于他不会知
道„„”呼应，因为两者之间的所有内容都是对于“尚未在精神上成熟到这样程度”描述。
257
也就意味了那『辜』不是『无有』。
258
正因为『恐惧』的对象是『无有』所以人们感到恐惧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恐惧』作
为动词用，那么，我们不知道所恐惧的对象是什么；相反畏惧是有具体对象，比如说对于上帝
的畏惧。所以，基尔克郭尔的另一部著作《畏惧与颤栗》中所谈的那『畏惧』和这里所谈的那
『恐惧』是完全两回事。
这里的这句“那『恐惧』畏惧”中，“那『恐惧』”是名词，“畏惧”是动词。

有着那卡珀克拉田学派259观点中的真理：通过『罪』而达到完美。它在那决定
性的瞬间具有其真理，因为那直接的『精神』通过『精神』而被作为『精神』
设定；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要 in concreto（具体实在地）被实现，
那么我们就是在亵渎了。
那犹太教恰恰是因为这个而比那希腊文化走得更远，并且由此我们能够――在
他对于那『辜』的充满恐惧的关系中――看见那同情的环节；任何代价都无法
使它放弃这种关系而去获得那希腊文化中更轻率的表达语：『命运』、『幸
福』和『不幸』。那在犹太教之中的恐惧是对于那『辜』的恐惧。那『辜』是
一种力量，它到处散布它自己，而在它笼罩那存在（Tilværelsen）的时候，却
没有人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能够理解它。那要来解释它的，必定也是有着那同
样的特性，如同那神谕对应于那命运。相应于那异教之中的神谕，在犹太教中
所对应的是那『牺牲（Offeret）』。为此，那『牺牲』却是同样没有人能够明
白的。此中有着那在犹太教里的深刻的『悲剧的』，类似地相对于那异教里的
『神谕』。那犹太人在那『牺牲』之中寻找其出路，但是这帮不了他 260，因为
那真正将起得了作用的是：那恐惧对于那『辜』的关系被取消、而一个『现实
的』261关系被设定。既然这情况没有发生，那么那『牺牲』就变得暧昧双义，
而这在它的『重复（Gjentagelse）』之中得到表达，而那『重复』的更进一步
后果将是一种纯粹怀疑――一种带有『对那牺牲行为本身的反思』性质的纯粹
怀疑。
这样，那在之前所得出的，在这里也一样有效：只有一同于那『罪』，那『天
意』才存在；只有和那『罪』一同，那『和解』才被设定，并且其『牺牲』不
被重复。之所以这样，那原因不在那『牺牲』的――如果我敢说――外在完美
性，但是那『牺牲』的完美性所对应的是：那『罪』的『现实的关系』被设定
了。一旦那『罪』的『现实的关系』没有被设定，那么那『牺牲』就必须被重
复 262 。（这样，那『牺牲』在天主教里面被重复，而同时人们却承认那『牺
牲』的绝对完美性。）
在这些世界历史性的关系之中被简要地暗示出来了的这种情况，在基督教里重
复于那各种『个体性』之中。有一些关系在那些不怎么独特的人们身上不是很
容易地就能被范畴化，而在这里，那『天才』再一次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关系。
大体上说，那『天才』只是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每一个其他人：他有意识地在他

259

“那卡珀克拉田学派的观点（den carpokratianske Anskuelse）”：卡珀克拉田学派，二世纪
的一个诺斯替主义教派。该教派认为，人首先必须进入各种各样的行为经历――甚至是最坏的
和邪恶的――才能够达成完满。如果人达不到这些经历，那么人不断地重新投生。
另外可以对照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看来，辩证的发展在否定的力量之下进行着：如果没有矛
盾冲突，历史就停滞不前。所以，那所谓的“邪恶”只是一种环节，而就其本身并没有价值区
别。这样看起来黑格尔也就同时在为各种悲惨现象作辩解：比如说，那『罪』是人类觉醒的必
然性产物，或者因为不稳定历史才得以发展，或者战争的必然性被看作是历史进程的驱动力
量。等等。
260

在《希伯来书》（9：11）－（10：1）中有对“牺牲”情形的描述。
这里的这个『现实的』，正是作为那『可能的』（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另一个用词“潜能
的”）的对立面。如果一旦它是『现实的』，那么它就不再是『可能的』或者『抽象的』。
262
在天主教的弥撒中保留了『牺牲』的仪式。
对于基尔克郭尔，那在《旧约》中的对于『牺牲』的重复暗示了其『不完美性』，――那罪的
现实的关系没有被设定。
261

Kommentar [京不特22]: 见《希伯来
书》（9：11）－（10：1）：“但现在
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
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
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
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
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
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
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
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
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
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神麽。为此他作了新
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
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
永远的产业。凡有遗命，必须等到留遗
命的人死了。（遗命原文与约字同）因
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
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麽。所以前约也
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
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
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
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
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
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
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
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
作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
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
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
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
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
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
带着牛羊血进入圣所。（牛羊的血原文
作不是自己的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
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
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
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
有审判。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
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
他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
本物的真像，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
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的『历史预设条件』中完全如同亚当那样原始地进入开始。每一次有一个『天
才』出生，就仿佛是对那『存在』进行着一场考验；因为他走通涉遍并且经历
所有那『已经过去的』，直到他赶上他自己。所以，那『天才』所具的对于那
『过去的』的知识是完全地不同于那种由『世界历史性的概观』中所给出的知
识。
关于那『天才』能够停留在他的『直接的』定性之中，我们已经在前文之中打
下过伏笔；而那关于『这情形是一种罪』的解释，也同时蕴含了一种对于那
『天才』的真正敬礼。每一个人生都是被宗教性地设计过的。如果想要拒绝这
一点，那么一切就被混淆在困惑之中，并且是在取消那概念『个体的人』、
『族类』、『不朽性』。在这一点上，这――『人们使用其敏锐的洞察
力』――曾是一个愿望，因为在这里有着极其麻烦的问题。如果说一个人是一
个善于谋划的头脑，他应当去做外交官或者警探；说一个人具有喜剧模仿的能
力，他应当去做演员；说一个人什么能力也没有，他应当去做市政机关里的火
夫；所有这样的说法，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
是什么『观』，因为它们只是在说明显的自得其义的东西。但是要说明我的
『宗教性存在』怎样去相关于和表现在我的『外在』之中，这是一个任务。然
而在我们的时代又有谁愿意麻烦自己去对这一类东西进行思考，――尽管比起
任何从前，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那『现在的』生活显得越来越象一种忽而即逝
地擦过的瞬间？不是通过上面所说的思考而去抓住那『永恒的』，相反人们只
是去学着把生命从自己和邻人263身上驱逐出去、从那瞬间之中驱逐出去，――
而这恰恰发生在他们对那瞬间的追逐之中。如果一个人只需能够参与，只一次
地去跳出那『瞬间』的华尔兹舞步，那么他就生活 264了，那么他就被那些不幸
的人们羡慕了――那些不幸的人，虽然不是天生地，却冲头冲脑地闯进生命，
冲头冲脑地继续投入却从来没有达到生活――，而这时他生活了；因为，这对
于一个『人生』说来比一个『年轻女孩短暂的美丽可爱』更有价值，――而那
种『女孩短暂的美丽可爱』，如果它在一个晚上迷醉了那众多的舞者而在清晨
时刻才消失，已经是保养得非常地好了。关于一种宗教性的存在是怎样渗透和
交织在一种『外在的』之中的，――这种问题则没有时间考虑。就算这个人没
有在那『绝望』的匆忙之中奔命，然而在最接近的地方有什么他还是去抓什
么。以这样一种方式或许他在这个世界里甚至成为某种『伟大的』；这时，如
果他再额外地偶尔去一下教堂的话，那么一切就是十全十美了。这看起来是说
明了：对于某些『个体的人』，那『宗教的』是那『绝对的』，而对其他人则
不是265，然后晚安，生活中的所有意义！那『外在的任务』距离那『宗教的』
263

“邻人”是基督教常用的伦理用语。《马太福音》的（19：19）中说“当爱人如己”，按照
一个细节的翻译就是“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
264
这个“生活”是动词，在这里就是说“以『生命本身为目的』地活”，虽然有可能带有反讽
的意义，虽然这时所说的“生活”也许就是其反面。我在这里对内容就不作阐释了。
但是下面仅仅关于“生活”这个动词：
比较尼采的表达――“更多地生活，而不是更长久地生活”。那种“如同行尸走肉地活”则恰
恰不应当是这个动词“生活”所标示的东西。无论对于尼采还是对于基尔克郭尔，那『如同行
尸走肉地活』不是『生活』。
265
基尔克郭尔原注：
在那些希腊人那里，这关于『那宗教的』的问题就不能这样地被提出。然而如果阅读柏拉图在一处解说和
使用的那些，还是感觉很美好的。当埃庇米修斯（Epimetheus）以各种各样的礼物武装人们的时候，这
样，他问宙斯，这时是不是应当把那在『善的』和『恶的』之间作选择的能力也分发出去，如同他分发了
那其他礼物，这样一个人得到这种能力，而正如另一个人得到雄辩力的天赋，再另一个诗歌才能，再另一

Kommentar [京不特23]: Paa dette
Punkt var det at ønske, at man anvendte sin
Skarpsindighed, thi her ligger saare
vanskelige Problemer。――如果在这里牵
涉到丹麦语所说的“ønsketaenkning”，
那么，Hong 的英文翻译在这一句子上就
有这问题。

Kommentar [京不特24]: Et ”hvad”。

本身越远，这考察自然是变得更困难。我们必须进入一种怎样的宗教沉思才能
够达到一种这样的外在的任务，比如说，『去成为一个喜剧演员』。我不否
认，如此可以做到；因为那对『那宗教的』有所知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 266比金
子软并且是绝对地可比较的。中世纪的错误不是那宗教的沉思，而是人们太早
地停止。这里再一次成为了一个关于那『重复』的问题：就是说，一种个体性
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在他开始了那宗教沉思之后――完全地重新
得到自己，――丝毫不差地。在中世纪人们中断了这沉思。这样，在一个个体
性――在他要去重新获得自己的时候――这时碰上了这样的情况时侯――比如
说，他有一个笑话、对于那『喜剧的』的感觉，等等，这时他则把所有这种东
西作为某种『不完美的』而消灭掉。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则只是太容易地把那
中世纪的态度看成一种愚蠢；因为，如果一个人有笑话或者那『喜剧的』的才
能，那么他就无疑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267，他又能再想要什么？这样的说明对于
那问题的自然是没有哪怕是稍微的一点感觉，因为，虽然今天人们是生来比从
前的人们更聪明于去搞明白世界，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对于那『宗教的』却也
是天生盲目的。不管怎么说，在那中世纪我们也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是关于
上面所说的这种审思被更深入地进行了下去。比如说这样，如果一个画家宗教
性地解读出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才能却无法在那种最接近那『宗教的』的创
作中表现出来，那么，这时我们能够看见，一个这样的艺术家会同样虔诚地集
中精力去画一个维纳斯，同样虔诚地把他的艺术使命看成是能够通过把教众们
的目光抓入那天堂的美丽形像而去帮助教堂。然而就这个方面，我们有必要等
待这样的『个体的人』们的出现，――他们，尽管有着外在的天赋，却不去选
择那宽阔的道路，而是选择了那苦痛、那困境和那恐惧，在之中他们宗教性地
凝神于――同时也仿佛是在失去――那种『只具有着足够的诱惑性而使人求之
不得的』东西。一种这样的搏斗毋庸置疑是非常容易使人精疲力竭的；因为在
搏斗中会出现这样的瞬间：在之中他们几乎是要后悔自己开始了这种努力，并
且忧伤地，――是的，可能有时候几乎是快要绝望地――，回想那微笑着的生
活，――如果他们那时追随了那『才能』的直接的驱动力的话，那种生活将会
是对他们开放着的268。然而， 在那困境的最极端惊骇之中，当一切看起来都失
去了，――因为他努力想要前行那路是无法走通的，而同时他又已经自己把那
『才能』的微笑之路割弃了――，这时，他，留心着的他，毋庸置疑地将听见
一种声音在说：好呵，我的孩子！只须向前；因为那失去一切的人，他赢得一
切。269

个艺术的天赋。但是宙斯说，这种能力应当一致地分发给所有人，因为它在同样本质的意义上属于每一个
人。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以各种各样的礼物武装人们的时候”：丹麦语中“天赋”是一种“礼物”。
266
就是说：“『那宗教的』”。
267
“幸运的家伙”，在原文之中是 en Lykkens Pamphilius，我暂时没有找到典故的出处。丹文
版的第 4 版（1991）《全集》没有说明、Hong 的英文译本也没有说明这个典故。
268
“如果他们那时追随了那『才能』的直接的驱动力的话，那种生活将会是对他们开放着
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去选择那『宗教的』，而是走上那宽广的大道、继续作为一个
『直接的』天才，那么那世俗的鲜花会向他们微笑着。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另一种条道路。
269
可比较《路加福音》（17：33）：“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
生命。”

现在我们将观察一个宗教性的天才，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不愿意停留在他的
『直接性』之中的天才。他是否将在某个时刻向转为外向，对于他是一个以后
的问题。他首先所要做的是使得自己内向于他的自身。正如那直接的天才有着
那命运，那么他有着那『辜』作为追随着他的那形态。也就是在他投身内向于
他自己的时候，他也是 eo ipso（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投身向上帝；并且，这时
这也是一种仪式性的规则：当那有限的精神要看见上帝时，它必定以『作为有
辜的』而开始。在他投身内向于他自己的时候，他发现那『辜』。越是伟大的
天才，越是深刻地发现那『辜』。这对于那『无精神性』是一种荒唐事，――
这个事实对于我来说一种快乐和一种令人愉快的标志。那『天才』不同于大多
数人并且不愿意满足于去混同在那大多数之中。之所以这样，却不是因为他看
不起那些人们，而是因为他是本原地只和自己有关，而所有其他人和他们的解
释对他不起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他能够如此深刻地发现那『辜』，――这一事实显示出，这个概念对于他是
sensu eminentiori（在一种出色的意义上）在场的，正如其对立面『无辜性』也
是如此。如此也同样就是那直接的天才相对于那『命运』的关系；因为每一个
人都有其与命运的小小关系，但是这种小小的关系成为了那些『无聊的废话』
中的话题，――这些『无聊的废话』并不留意那塔列朗（并且在他之前扬就已
经说过了）270所发现、却没有象那『无聊的废话』那么好地去完成的说法：那
语言是为了隐藏思想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思想。271
这样，在他投入内向于他自己的时侯，他发现了那『自由』。那命运是他所不
畏惧的；因为向外他没有任何任务，并且那自由对于他是他的福佑，『自由』
不是去这个世界上做这做那的自由，不是去成为国王和皇帝或者这个时代的
“街头谩骂雄辩家”的自由，而是去觉悟『他是自由』的自由。然而那『个体
的人』达到的程度越高，为一切所付的代价也就越高；因为一种秩序的缘故，
与这种『自由』的 Ansich（自在）一同，另一个形态也进入了存在，――它就
是那『辜』。这『辜』就是――那『命运』所曾经是的东西――他唯一所畏惧
的；272然而他的『畏惧』却不是那种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谈到的『最大值』――
对于『被看作是有辜的』的畏惧，而是对于『是有辜的』的畏惧。
在怎样的程度上他发现那自由，那么在怎样的程度上那『罪』的恐惧在那『可
能性』的状态中落在他身上。只有那『辜』是他所畏惧的；因为这『辜』是那
唯一能够使得他丧失那『自由』的。在这里很容易看出，在这里那自由绝不是
『对抗（Trods）』，或者那种在有限的意义上的『自私的自由』。通过一种这

270

在 1807 年，塔列朗对西班牙的外交使节说：人们使用语言来隐藏思想。
扬（Young）在他的《热爱名声（Love of Fame）中写道：
“Where the Nature’ end of landuage is declined
and men talk only to conceal their mind”
271
“那语言是为了隐藏思想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思想。”我并不想破坏基尔
克郭尔句子中的本来意图，所以按照它的结构翻译。但是作一解释。如果要在翻译中强调出句
子的另一层意思，那么就是：“那语言是为了隐藏思想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那语言是为
了隐藏那――人们其实并不具备的东西――思想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那语言通过对思想的隐
藏，恰恰隐藏了『人们其实并没有思想』这一事实。”
272
在他不是『那宗教的人』的时候，他所畏惧的『那唯一的』是那『命运』；而现在是那
『辜』取代了命运的位置。他作为『那宗教的人』，不畏惧命运，但是他所畏惧的『那唯一
的』是那『辜』。

Kommentar [京不特25]: sjouerprokla
mant

样的假设273人们通常是想要寻求对那『罪』的来源，然而这却是浪费的徒劳，
因为对于这样一种『预设前提』的假设给出了一个更大的麻烦，――比那解释
本身所具的麻烦更大。在那『自由』被这样地理解的时候，它在那『必然性』
中有着其对立面，这显示出，人们是在一种反思的定性之中解读那自由的。
不，那『自由』的对立面是『辜』，并且那『自由』之中最伟大的是：它不断
地只和它自己有关，在它的可能性之中投射那『辜』，从而通过它自己而设定
那『辜』，并且，如果那『辜』现实地被设定，那么『自由』通过自己而设定
『辜』。如果人们不留心这个，那么人们就是才华横溢地把自由和某种完全别
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和力（Kraft）混淆在了一起。
这时，我们说那『自由』畏惧那『辜』，那么，它所畏惧的不是『去认识它自
己是有辜的，――如果它是有辜的』，而它所畏惧的是『成为有辜的』；并且
因此，一旦那『辜』被设定，那『自由』又马上作为『悔』出现。但是那『自
由』对于那『辜』的关系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一种可能性。在这里，通过
『不从那原始的决定中逃避开』、通过『不跑到自己之外去张三李四那里寻求
决定』、通过『不满足于通常的讨价还价』，那『天才』再次显示出自己。只
有通过其自身，那『自由』才得知它是不是『自由』或者那『辜』是不是被设
定。所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假设更可笑了：去假设『一个人是不是罪人或者是
否有辜的』这样的问题从属在这样的标题之下：背诵阅读。
那『自由』对于那『辜』的关系是『恐惧』，因为那『自由』和那『辜』还仍
旧是『可能性』。于是那『自由』以这种一种方式，――带着所有其激情――
满心渴望地注目凝视着它自身，并且要保持不让那『辜』靠近，这样在那『自
由』之中不会有任何一丁点那『辜』的碎片；但是，这时那『自由』却无法不
去注目于那『辜』，而这种『注目』是那『恐惧』的暧昧双义性，正如那『放
弃』本身在那可能性的范围内是一种『觊觎欲求』。
于是，正是在这时，我们能够看见，在怎样的意义上，对于那后来的『个体的
人』比起亚当，在那『恐惧』之中有着一个『更多』 274。那『辜』是一种更具
体的观念，它在那『可能性』对于那『自由』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可能的。最
后仿佛是整个世界的『辜』联合起来以使得他成为『有辜的』，并且同样地，
仿佛是它通过成为『有辜的』而变得在全世界的『辜』中是『有辜的』。就是
说，『辜』有着一种辩证的特性：它是不可转移的，但是那成为『有辜的』的
人，同时在那导致出『辜』的东西上，也成为『有辜的』；因为『辜』从来没
有什么外在的『导致者』；那陷在了『诱惑』之中的人，他自己在那『诱惑』
中是『有辜的』。
这在那『可能性』的关系中看起来是一种幻觉；但是一旦那『悔』和那现实的
罪一同绽出来时，这时它就有了那现实的罪作为其对象。在那『自由』的可能
性之中是这样的：那『辜』被发现得越深刻，那『天才』就越伟大；因为
『人』的伟大唯独依赖于他身上所具的『上帝关系』的能量，――虽然这种
『上帝关系』得到一个完全错误的表达而被表现为命运。

273

这『假设』是指的是前面分句中的反面，就是说，那前面句子里被否定的种种，――这『假
设』是把自由假设为『对抗』或者『自私的自由』。
274
基尔克郭尔原注：
然而我们却不可忘记，这种类比在这里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所正在论述的不是那后来的『个
体的人』身上的『无辜性』，而是那被抑制的『罪的意识』。

Kommentar [京不特26]: at man har
opfattet Friheden i en ReflexionsBestemmelse,我的翻译是"人们是在一种
反思的定性之中解读那自由的"，而
Hong 的英文译本解作"人们把那自由理
解为一种反思的定性"。有必要和大家讨
论一下。当然我是相信我自己的理解是
正确的。

正如命运在最终抓住了那『直接的天才』，并且这从根本上说是他最高峰的瞬
间，不是那闪光的、向外的『实现（Realisation）』――这种『实现』使得人们
惊奇，甚至使得那手工艺人都停下自己的日常忙作而为之诧异――，而是那
『瞬间』：那直接的天才由于他自己而――出自命运地――瘫倒沉陷在自己面
前275；而与之相应，那『辜』抓住了那『宗教的天才』，并且这是那最高峰的
瞬间，在这瞬间他是伟大的，而这『瞬间』不是当他的虔诚的景象如同一种特
殊的安息日的喜庆， 而是当他通过他自己而为他自己沉陷到那『罪的意识』的
深处。

CAPUT IV
那『罪』的恐惧
或者
『恐惧』在那『单个的人』的身上作为那『罪』的后果

通过那『质的飞跃』，那『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并且以这种方式它持续不断
地进入。一旦这个被设定，那么人们按理就应当相信，那恐惧是被取消了，既
然那恐惧被定性为那『自由』在那『可能性』之中的『向自己显示自己』 276。
那『质的跳跃』无疑是那现实性，并且因此那可能性无疑被取消，并且那恐惧
也被取消。然而这却并非如此。一方面也就是那现实性不是一个环节，一方面
那被设定了的现实性是一个没有获得依据的现实性。这样，那恐惧又重新进入
275

这个句子是不得已而成为这样：“那『瞬间』：那直接的天才由于它自己而――出自命运
地――瘫倒沉陷在自己面前。”
这里毕竟是有着相当的概念成分，虽然这是一段修辞性很强的文字。如果纯粹概念性地直译，
可为：“那『瞬间』，当他（那直接的天才）通过他自己，为了他自己而通过那命运，沉陷瘫
倒。”这里强调了三点：他的沉沦在于，一是通过他自己、因他自己、以他自己的行为，一是
有意识地为他自己、对于他自己，一是通过命运、因命运。这就突出了上面所说的『天才只和
自己有关』，没有别的人――哪怕是无比的巨人――能够撼动那直接的天才；“他通过他对于
那命运的信仰而伟大，要么胜利要么崩陷；因为他通过自己而胜利，并且通过自己而崩陷，或
者更确切地说两者都是通过命运。通常人们只是在他胜利的时候赞慕他的伟大，但是他的最伟
大之处却是在于『他崩陷在他自己的手中』。”就是这样，“同一瞬间，可能有一句话被一同
带了出来，而这句话的意义没有任何受造物，乃至在天上的上帝自己都不明白（因为在某种意
义上上帝也不明白那天才），于是那天才瘫倒在其无能之中。”
276
这里的这个『向自己显示自己』作为名词用.。丹麦文原文 Frihedens Visen sig for sig selv i
Muligheden 中，Visen sig for sig selv 就是一个名词化的反身动词加入了关系词而作为了哲学名
词――『向自己显示自己』。在丹麦语里是绝对的『非日常用语』，――非文科学生不懂。

与那『被设定的』和与那『将来的』的那关系中。然而那恐惧的对象在这个时
候是一种『被定性了的东西』，它的『乌有』是现实的『某物』，因为『善
的』和『恶的』277之间的那种区分是 in concreto（具体实在地）被设定了，并
且那恐惧因此而失去了其辩证的『暧昧双义性』。不管是对于亚当还是对于每
一个后来的『个体的人』这都是如此；因为在那『质的跳跃』，他们是完全地
相同的。
在那『罪』通过那『质的跳跃』而被设定在那『单个的人』中时，于是『善
的』和『恶的』之间的那种差异也被设定了。那种认为『人必行罪』的愚蠢和
我们毫无关系，相反我们反对每一种仅仅是想象性实验的知识；我们曾经说
过，在这里我们再次重复：那『罪』预设其自身正如那『自由』，并且它和那
自由一样，是无法以那些在它之前的东西来解释的。如果让那『自由』作为一
种 liberum arbitrium 278 （自由意志）而开始的话，――对于这种“自由意志”
（根据莱布尼茨，它不属于任何地方）来说，选择那『善的』和选择那『恶
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么这就是从根本上使得每一种解释都变得不可
能。去把『善的』和『恶的』作为那『自由』的对象，就是去使得那『自由』
和那概念『善的』『恶的』都变成有限的。那『自由』是无限的并且是从『乌
有』中产生。所以，想要说『人』是必然地行『罪』的，就是想要把那『跳

277

基尔克郭尔原注：

『什么是那善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向我们的时代靠近了的问题，因为它对于那教堂、国家和那
『道德的』间关系的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人们却有必要小心。那『真的』迄
今为止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有着一种偏爱，因为人们理解和描述出了那『三部性』：那『美的』、那『善
的』和那『真的』――人们是在那『真的』（在那认识）之中进行理解和描述的。那『善的』根本就是不
可定义。那『善的』是那『自由』。因为对于那『自由』或者说是在那『自由』之中才有了『善的』和
『恶的』那种差异，而这种差异从来就不是 in abstracto（抽象普遍的）而只是 in concreto（具体实在
的）。由此，在那苏格拉底的方法中就出现了那种对于没有经验的人说来是骚扰性的成分：当时苏格拉底
即便就把这种看起来是无限地抽象的――那『善的』召回到那最『具体的』上。那方法是完全地正确的，
唯一的错误（从那希腊精神的角度说，他做得完全对）是，他解读的是那『善的』的外在的一面（那『有
用的』、那『有限的目的论』的）。『善的』和『恶的』之间的那种差异无疑是对那『自由』而言的，但
是不是 in abstracto。这个『把自由当成是抽象的』误解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把那『自由』弄成了某种
别的东西，弄成了一种思的对象。但是那『自由』永远也不会是 in abstracto。在人们要给那『自由』一个
瞬间――让『自由』去选择『善的』和『恶的』而不自己参与在这所选择出部分中，那么那『自由』在这
样瞬间之中恰恰不是『自由』而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反思，于是，这想象性实验除了能用来使人糊涂之外又
能帮得了什么别的忙？如果（sit venia verbo〈原谅我的这种说法〉）那自由停留在那『善的』之中，那么
他对那『恶的』就一无所知。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一下关于上帝（如果要误解这个，那么这不是我的
错），上帝对那『恶的』无所知。对此，我绝对不认为那『恶的』只是那『否定的』，das Aufzuhebende
（那要被扬弃的）；而是说，『上帝对恶无所知，并且不能也不愿对恶有所知』，――这正是对那『恶
的』的绝对惩罚。在这种意义上，《新约全书》中用来标示对上帝之远离的那介词 άπφ（从„„远
离），――我敢说，是对那『恶的』的忽略。当人们有限的解读上帝时，那么，『如果上帝忽略那恶
的』，对于那『恶的』来说当然是一种轻松；但是既然那上帝是那『无限的』，那么他的忽略就是那活生
生的『消灭』。因为，那『恶的』无法离开上帝，甚至为了『作为那恶的』，它也不能没有上帝。我将引
用一段圣经中的段落《帖撒罗尼迦后书》（1：9）之中谈论那些不知上帝而不听从福音书的人：

ντηηλεοδίρεληίζνπζηλνιεζξνλ αίψληνλ άπφ πξνζψπνπ ηνυ ρπξίνπ, ραί απφ ηήο δφμεο ηήο ίζρχνο
αχηνυ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

278

liberum arbitrium：一种随机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无限的选择自由。他是在基尔克郭尔那里是
一种“思想的妨碍”和“某种不属于任何地方的东西”。（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对此作过注
脚）

跃』的放进一条直线。之所以这样一种处理方式279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看起来最
可靠的，那是因为思维匮乏在大多数人那里是最自然的，并且所有这许多世纪
下来，这样的人们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把上面的那种观察处理方式看作是
值得赞美的，而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标签也是徒劳：ιφγνο αξγφο(Chrysipp.) ignava
ratio (Cicero), sophisma pigrum, la raison paresseuse (Leibnitz).280〈使人懒惰的论
证法（克吕喜伯斯）使人懒惰的论证法（西塞罗）使人懒惰的论证法（莱布尼
茨）〉。
那心理学现在又以那『恐惧』作为其对象，然而它却必须谨慎。那『个体的生
命』的历史在一种运动之中从一个状态到一个状态地向前。每一个状态都通过
一次跳跃而被设定。正如那『罪』进入世界，它继续不断地进入，――如果它
不被停止。但是它的每一次重复却不是一种简单的后果，而是一次新的跳跃。
在每一个新的『跳跃』之前有着一种状态，作为那最接近的『心理学上的趋
近』。这种状态是那心理学的对象。那『可能性』在每一个状态之中在场，并
且那『恐惧』也因此在场。在那『罪』被设定以后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只有
在那『善的』之中才有着『状态』和『过渡』的统一。

§1
对于那『恶的』的恐惧

甲）那被设定了的『罪』无疑是一种被取消了的可能性，但是它也同时是一种
没有获得依据的现实性。这样那『恐惧』使自己与它发生关系。既然它是一种
没有获得依据的现实性，那么它必须又一次被否定。这个工作将由那恐惧去完
成。这里是那『恐惧』的独创性诡辩的操作舞台。在那『罪』的现实性象那司
令官 281 那样用冰凉的右手握住那『自由』的一只手的时候，另一只手在向那
『幻觉』、那『欺骗』和那『海市蜃楼』的雄辩打手势。282
乙）那被设定的『罪』在其自身283同时也是后果，虽然它是一个『对于那自由
来说是陌生的』的后果。这个『后果』宣示其自身，而那恐惧是对这一后果的
『将要到来』的关系，――这种『将要到来』是一种新的状态的可能性。不管
279

“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就是指把『罪』看成一种必然性。
所有这些 ιφγνο αξγφο(Chrysipp.) ignava ratio (Cicero), sophisma pigrum, la raison paresseuse
(Leibnitz).都是说『使人懒惰的论证法』。克吕喜伯斯（古希腊哲学家）用它来标示那宿命
观，――『不管人怎样努力，事物发展的结果纯粹依据于那命运』。后来古罗马的西塞罗在他
的论命运中也这样标示（de fato 12, 28）。基尔克郭尔是从莱布尼茨的《神正论》中得到这些说
法的（Theodicee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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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璜》第二幕最后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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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考虑到这考察的形式，我只能完全简短地对那单个的状态作出暗示，几乎是以代数的方式。这
里不是用以作出一个根本描述的地方。
283
如果用对黑格尔术语的理解来说，这里说『在其自身』就是『自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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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体的人』已经陷得多深，它还是能够继续陷得更深，而这个“能够”
是那恐惧的对象。在这里，那恐惧越是放松，就越是意味了那『罪』的后果已
经进入那『个体的人』in succum et sanguinem（在肉和血中284），并且那『罪』
已经在那个体性之中居住得到户籍了。
在这里，那『罪』自然是意味作那具体的；因为一个人永远也不会『一般地』
或者『普遍地』去行罪。甚至那种『罪』 285 ――想要回到『罪』的现实性之
前，也不是一种『一般的』罪，并且一种这样的『一般的罪』出来就没有出现
过。如果一个人对『人』有所知，那么他就会很清楚地知道那诡辩术的一贯行
径：持续不断地抓住单个的一点而论争，而这一『点』则不断地变更着。那恐
惧想要驱走那『罪』的现实，并不是全部地，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更确切
地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让那『罪』的现实继续逗留，但注意，――只是在
某种特定的程度上。因此，这恐惧不是倾向于和那『量的定性』玩一点点小的
游戏了；这『恐惧』越使得到发展，它就越大胆地敢于在更大的范围里玩这游
戏；但是一旦那『量的定性』的玩闹和消遣将要把那『个体的人』抓进那『质
的跳跃』的时候――这『质的跳跃』如同那食蚁动物隐蔽在那用散沙做成的漏
斗形沙堆里伺机等待着，这时这『恐惧』则小心翼翼地撤回自己，这时这『恐
惧』有一个小小的『点』，――这『点』是必须被挽救的并且是没有『罪』
的，而到了下一个『瞬间』则是另一个点。深刻而严肃地在那『悔』之中形成
的那种『罪的意识』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为了我自己和为了
『思』和为了别人，我无疑还是应当小心，不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种情
况――谢林286就很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在某一处以一种与音乐天才同
样的意义来谈论行为之天才，等等。这样的话，人们有时候就会――毫不意识
到地――以一句说明性的话来消灭一切。如果不是每一个人本质地参与在那
『绝对的』之中，那么一切就都完了。所以，在那宗教性的范围里我们不应当
把天才作为一种『仅仅是单个现象的』特殊天赋去谈论；因为在这里，那天赋
是那『去想要（at ville）』287，而如果一个人是『不去想要』的，那么我们至
少应当以『不去可怜他』而表示对他的尊重。
伦理地说，那『罪』不是状态。相反那『状态』则持续地是对于那下一个状态
的那最后的『心理学上的趋近』。这时那恐惧持续地在场作为那『新的状态』
的可能性。在那第一个被描述的状态（甲）中，那恐惧是更引起注目的，相反
在『乙』之中它越来越多地消失。但是，那恐惧却还是在那『个体的人』之
外，并且从那『精神』的立场看，它比任何其他的恐惧都要大。在『甲』中，
那『恐惧』是对于『罪』的现实性的恐惧，由这种现实性中它诡辩地导出了那
可能性，――而从伦理上看，它则是在行罪。在这里，那恐惧的运动是和它在
那无辜性之中时的运动正相反，――在那无辜性之中，从心理学上说，那恐惧
284

本意应当是“在盐和血中”。因为无论丹麦语还是汉语“血肉”的意义更明确，所以些“在
肉和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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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是伦理地说，因为那伦理学不考虑状态，而只考虑那状态在同一瞬间怎样地是一种新的
『罪』。
286
谢林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谈及天才。“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Vierter Hauptabschnitt / Zweiter Satz.
287
这个『想要（at ville）』是动词，转型为作为名词的 vilje，就是『意志』（或者『愿
望』）。所谓的“意志”就是一种“使自己其实现自己之『想要』的精神力量”；“我想要去
完成它，――于是我去完成它，无论艰辛”，――是为意志。

是从那『罪』的可能性之中导致出那现实性，而从伦理学上看这『罪』的现实
性恰恰是通过那『质的跳跃』而出现。在『乙』之中，那『恐惧』是对于那
『罪』的『进一步可能性』的恐惧。在这里，如果那恐惧在减少，那么，我们
在这一点上的解释就是来自这样的事实――那『罪』的后果在取得胜利。
丙）那『被设定的罪』是一种没有获得依据的现实性，它是现实性并且被那
『个体的人』在『悔』中设定为现实性，但是那『悔』没有成为那『个体的
人』的自由。对于『罪』，那『悔』被减小为一种可能性，换一句话说就是那
『悔』无法取消那『罪』，它只能为那『罪』悲哀。那『罪』行进到它的后果
中，那『悔』一步一步地追随着它，但总是要迟上一个瞬间。它强迫自己去看
那 『 可 怕 的 』 ， 它 如 同 那 疯 狂 的 李 尔 （ O du zertrümmert Meisterstück der
Schöpfung!〈啊，你这被毁的造物主之杰作！〉 288 ），它失去那支配中的统治
权而只保留了去为自己悲伤的力量。在这里，那恐惧达到了其最高点。那
『悔』失去了理智，而那恐惧被强化为『悔』。『罪』的后果行进着，它拖带
着那『个体的人』如同一个女人――一个刽子手抓着她的头发拖着，而她在绝
望之中哀叫。那恐惧在前面，它在那后果到来之前就发现那后果，如同一个人
能够在自己身上感觉到那风暴即将来临；那后果更加接近，那『个体的人』战
栗得象一匹马――它哀鸣地停在那它曾经受惊吓的地点。那『罪』在取得胜
利。那恐惧绝望地投入那『悔』的怀抱。那『悔』作最后冒险。它把那『罪』
的后果理解为苦罚、而把那『迷失』理解为『罪』的后果。它是迷失了的，对
它的审判已经被宣告了，对它的定罪是确定的，并且那判决的加重是：那『个
体的人』被拖着通过一生而到那执邢地点。换一句话说就是，那『悔』已经变
得疯狂了。
那生活能够给出机会让我们去观察这里所提示的东西。一种这样的状态在那本
质完全败坏了的人那里是很罕见的，而通常只是在那些更深刻的人身上才有；
因为在『让自己不去属于那（甲）或者（乙）』的狂迷意志中，要有着一种相
当可观的本原性和一种忍耐性。那疯狂『悔』在每一瞬间都能够作出一种诡
辩，没有什么辩证法能够战胜这诡辩。这样的一种『悔』有着一种悲戚，它在
那激情的表达和辩证法中比那真正的『悔』远远地更强有力（它在别的意义上
自然是更无能；然而却很奇怪――那观察过这种情况的人肯定注意到了：这样
一种『悔』是具备着怎样一种天赋的说服力和怎样的一种雄辩去解除所有异议
们的武装、去说服所有走近它的人们，却只是为了在它的消遣 289过去之后重新
对自己绝望）。想通过字词和句子来停止这种恐怖是一种浪费的徒劳；而那想
得到要去这样做的人能够总是肯定这个：如果和它所使用的『初级的辩术』相
比较，那么他的大道理就会变得好象是小孩子的咿哑声。这种现象既能够显示
在人身上那感性的方面（对酗酒、鸦片、纵情声色的沉溺，等等），也能够在
更高的方面（骄傲、虚荣、愤怒、仇恨、挑衅、狡猾、嫉妒，等等）。那『个
288

《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
有一次，丹麦哲学家哈斯（Jørgen Hass）曾经对我说：在基尔克郭尔那时代，丹麦的高等教育
中的外语主要是德语，而学人文和神学的人们也学拉丁文和希腊文；英文相对是一种不是很重
要的外语。基尔克郭尔读的莎士比亚是德译本的。“译文的文字比原文更漂亮。”哈斯评价
说。
这里的《李尔王》引文是德文译本的，由 A.W. v. Schlegel 和 L. Tieck 翻译。Schakespeare’s
dramatische Werke (Berlin:1839-40)
289
“消遣”丹麦语 Adspredelse，有消遣、分散注意力、转移、注意力转向和散射的意思。中文
相应的心理学词汇是『导离』。这个词是基尔克郭尔经常使用的。

体的人』能够为他的愤怒而懊悔，并且他越深刻，那『悔』也就越深。但是那
『悔』无法使他自由，――在这一点上他搞错290。那机会到来；那恐惧已经发
现它，每一个想法都在战栗；并且那恐惧吮吸了那『悔』的力量并且摇撼其
头；这仿佛就是那『愤怒』已经战胜了，他已经预感到那『自由』的悲
戚，――这悲戚是留给那下一个瞬间的；这瞬间来到，那『愤怒』得到胜利。
不管那『罪』的后果是什么，只要那现象依据于一种有规则的尺度而显示出
来，那么这就是标志着一种『更深刻的本质』291。我们在生活中很少看见这种
现象；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作为观察者才能够比较经常地看见这现象，这是因
为它可以是被隐藏起来并且经常被驱赶，因为『人』们使用某种明智规则来驱
逐这种最高生命的胚胎。我们只须去问道于张三李四，这样我们马上就能够成
为大多数人那样；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几个可靠的人的断言来确保我们确实如
此。要确保自己不受那『精神』的试探，最有效的手段是尽快地去变得『无精
神』，越快越好。如果我们及时地留心于这个，那么一切都会没有问题，而关
于那试探，这时我们能够对之进行解释：它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多只能被看成
是一种刺激性的诗意虚构。在从前那通向完美的道路是狭窄而且孤独的，在流
浪中不断地为迷路而不安，遭到那『罪』的抢劫袭击，被那『过去的』的箭矢
追逐――这箭矢就象那锡西厄牧人的箭一样危险；现在我们去那『完美性』的
旅行则是和那些令人愉快的旅伴一同乘火车去，并且在我们还没对之有所知的
时候，我们已经到了。
那唯一的、能够真正解除那『悔』之诡辩的武装的，是『信仰（Tro）』，去相
信『那状态本身是一种新的罪』的勇气，去『毫无恐惧地放弃恐惧』的勇
气；――那有那『信仰』能够做到『毫无恐惧地放弃恐惧』，但是它却不因此
而消灭那恐惧，而是持恒不断地――自己永远年轻――从那『恐惧』的死亡瞬
间脱离出来。这只有那『信仰』能够做到；因为只有在信仰之中那综合才是永
远地并且每一瞬间地可能的。
不难看出，所有在这里所论述的这些都属于心理学。从伦理学上看，一切围绕
着这样一个主题：使得那『个体的人』正确地被安置在与『罪』的关系之中。
一旦他在那里，他就马上『懊悔着地』在那『罪』之中。在这同一瞬间，――
从那理念上看，他又回归到那教理神学。那『悔』是那最高的伦理矛盾 292，部
分地因为那伦理恰恰要求了那『理念性』必须满足于接受『悔』，部分地因
为――考虑到它所要取消的东西――那『悔』变得辩证地暧昧双义，那『教理
神学』在那『和解（Forsoningen）』之中才首次取消这种『暧昧双义性』，而
在那『和解』之中那『传承之罪』的定性变得清晰。另外那『悔』推迟『行
为』，而这『行为』是那伦理所真正要求的。最后，那『悔』必须把自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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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指的是前面分句中的反面，就是说，那前面句子里被否定的东西。就是说：“那
『悔』无法使他自由；他以为『悔』可以使他自由，然而在这一点上他搞错了。”
291
在这里，一方面基尔克郭的原句结构几乎是无法被保留在汉语译文中，一方面这个段落差不
多是修辞多于概念，所以我在逻辑上等同的把句子的结构改变掉了。如果按照原文结构翻译，
那么应当是这样：“不管那『罪』的后果是什么：『那现象依据于一种有规则的尺度而显示出
来』总是是一种『更深刻的本质』的标志。” 『那现象依据于一种有规则的尺度而显示出来』
这个主语太长，感觉是难以让一般读者接受。
292
可参见《畏惧和颤栗》中„„（我将在两年后完成《畏惧和颤栗》的翻译。

其对象，因为那『悔』的瞬间成为那『行为』的匮乏。因此，在那老费希特 293
说『没有时间去懊悔』的时候，那是一种真正的伦理突发，充满了精力和勇
气。然而他也因此而没有把那『悔』带到他的辩证尖端上，――在那里它作为
设定的将通过新的『悔』而取消它自己，并且，它这时在那里沉陷。
在这个段落里所展开的，――正如在这文本的所有地方，是人们在心理学上能
够称为是『那自由对于罪的心理学态度』或者『心理学上趋近的状态』的东
西。它们没有被假定要去伦理地解释那『罪』。

§2
对于那『善的』的恐惧
（那『魔性的（det Dæmoniske）』）

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很少听见那『魔性的』。在《新约全书》里有着这方面的故
事，这些单个的故事通常使人停顿下来。由于那些神学家们试图对之作出解
释，他们忘我地深入到那对于某种不自然的『罪』的观察之中，在这样的观察
中人们也能够发现这样的例子：那『动物性的』有了这样一种支配『人』的力
量，以至于它几乎是以一种动物的口齿不清的声音，或者通过一种动物的模仿
行为和动物的目光来宣示其自身，――不管这时是那『动物性』在『人』这里
赢得了一种显著的形态（那占相术的表达，拉瓦塔） 294，还是它在那偶然一瞥
中――象一个消失着的速递邮差那样――让人去预感那居住在之中的东西，正
如那『疯狂』在一瞬间中的一道目光或者一个动作――这一瞬间比那最短暂一
刻还要短，它滑稽模仿、取笑、歪曲那理智的、脑子清醒的、才华横溢的
人，――而正是和这个人一起，我们一同站着和交谈着。那些神学家们在这方
面所提的可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重要的是：他们由此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
题。通常那现象是被描述为如此，这样我们清楚地看出这里所谈的是那『罪』
的奴役，一种状态――或许对这种状态的最好描述是通过这个方法：回想我们
有这样一种游戏，在游戏中用一块大斗篷覆盖起两个人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只
有一个人，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则作出相对于那所说的话完全是偶然随意的
手势；因为那动物以人的形态为外表就是如此，并且在这个时候不断地通过它
的手势和搞笑动作来对他作怪样。但是，那『罪』的奴役还不是那『魔性
的』。一旦那『罪』被设定，并且那『个体的人』停留在那『罪』中，那么马
上就有两种构成物，在前面的段落中我们描述了这两种之中的一种。如果我们
不对此有所注意，那么我们就无法为那『魔性的』定性。那『个体的人』在那
293

见费希特的《人的定性》（好象有中译本叫作《人的使命》）：”Die Stimmung des
Menschen” (1800) Werke II s.311.
294
拉瓦塔（Johann Caspar Lavater）: Physiognomische Fragmente (Leipzig 1775-78)。在之中各种
动物的占相术是无足轻重的。

『罪』中，而他的恐惧是对于那『恶的』的恐惧。从更高的立场看，这一构成
物是在那『善的』之中；因为，由这个缘故它才对于那『恶的』感到恐惧。另
一种构成物就是那『魔性的』。那『个体的人』在那『恶的』之中并且对于那
『善的』感到恐惧。那『罪』的奴役是对于那『恶的』的一种不自由的关系，
然而那『魔性的』则是一种对于那『善的』的不自由的关系。
因此，那『魔性的』要在它和那『善的』有所接触时才变得清晰，而那『善
的』是从外面而靠向那『魔性的』的边缘。因为这个原因，值得注意那『魔性
的』在《新约全书》中恰恰是要通过基督对之的靠近才显示出来；并且不管那
魔鬼是一个群鬼的（参看《马太福音》8：28-34；《马可福音》5：1-20；《路
加福音》8：26-39）还是一个哑鬼（参见《路加福音》11：14），那现象是同
样的，是那对于那『善的』的恐惧；因为那恐惧同样能够在哑然之中表现自
己，正如能够在嚎叫中表现。那『善的』自然是意味了那『自由』的重建、救
赎、拯救或者不管人们把它叫什么。
在早先经常由谈及关于那『魔性的』。去弄一个学业或者已经通过一个学
业――这学业使得一个人能够背诵和引用各种博学和古怪的书――，这在这里
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人们能够很轻易地去概述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
是『可能的』并且在不同的时候也曾经是『现实的』；这样做则可能有着其意
义，――既然诸观点的不同性能够导入对概念的定性。
人们能够把那『魔性的』看成是『美学－形而上学的』。那现象却是属于『不
幸』、『命运』等等的定性范围内，并且能够被看作是类似于『天生的思维有
问题』等等。人们怜悯地使自己去和那现象发生关系。但是正如那『去愿望
（at ønske）』对于所有独行艺术家是不可取的，那怜悯在那样一种意义上也是
这样，――在这种意义上，怜悯通常被认为是在所有『社会性的艺术鉴赏力和
天资』中最糟糕的。那『怜悯』对那受难者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相反人们在怜
悯中其实只是在保护人们自己的自我中心观（Egoisme）。人们不敢在更深的意
义上对这一类问题进行考虑，而这时人们通过『怜悯』来拯救自己。只有当那
『怜悯者』在其『怜悯』中使自己如此地去和那『受苦的』发生关系，――他
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懂得，这里问题关键所在是他的事情；只有当他如此地去认
同于那受苦者，――在他为解释而拼命努力的时候，他在为自己而拼命努力，
放弃一切『无思想性295』、『柔软温情』和『怯懦』；――只有在这时候，那
『怜悯』才得到外在意义，并且只有在这时候，那『怜悯』才或许找到了那内
在意义；因为那『怜悯者』是不同于那『受苦的』的――他是在一种更高的形
式中受苦。当那『怜悯』如此地使自己去和那『魔性的』发生关系，那么那问
题关键所在不是某些安慰的言辞或者一种小捐献或者耸一下肩膀；因为如果一
个人在哀叹，那么他必须得到某种『可以为之哀叹』的东西。如果那『魔性
的』是一种命运，那么它将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这是无法否认的，哪怕在我
们这怯懦的时代人们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通过『娱乐消遣』和『喧嚣业的土
耳其音乐』来杜绝各种孤独的想法们，――正如人们在美州的森林中以火炬、
以吼叫和以击钹之声来似的防范那野生动物的接近。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我
们的时代对那些最高的精神的『试探』所知如此之少，然而却如此越来越多增
长了关于『男人之间和男女之间的所有那些勾心斗角的冲突』的知识，――这
295

在大多数地方我将“无思想性”翻译为“思维匮乏”。但是在这里还是使用“无思想性”更
合适。

种勾心斗角是那上层社会优雅的社交和晚会生活的所必不可少的。如果那真正
的人性的『怜悯』把那『痛苦（Lidelsen）』作为保证和担保者而接收过来，那
么它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在怎样的程度上那是『命运』而在怎样的程度上那是
『辜』。作出这一区分，必须是带着那『自由』所顾虑的、并且也是精力旺盛
的『激情』，这样，哪怕世界崩溃，一个人也敢坚持住这种区分，虽然看起来
他好象是通过他的坚定不移而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人们曾经带着一种伦理审判的倾向来看待那『魔性的』。大家都很清楚地知
道，人们曾以怎样可怕的严厉去追踪、发现和惩罚那『魔性的』。在我们的时
代，人们在听故事的时候为之感到惊怖，人们在这样的想法里变得多愁善
感――『在我们这启蒙后的时代里，人们的行为不再是那样』。无疑，事情完
全可以是这样，但是那『感伤的怜悯』真的是那样远远地更值得赞美么？『去
审判和谴责那种行为』不是我的事，我的事情只是观察它。那时 296这行为在伦
理上是那样严厉，这恰恰显示了，这行为的『怜悯』具有更高的质量。由于它
在思想中把自己认同为那现象，因而除了说『那是辜』之外它没有进一步的解
释。因此它保持坚信，那『魔性的』在最后――根据它的更好的可能性――会
自己去希望所有残酷和严厉被使用在他身上。297如果我们从一个类似的层面里
找一个例子，那么，是不是奥古斯丁 298推荐使用惩罚、乃至用死刑来对待异端
的？难道他缺少怜悯么？或者说，他的行为中『区别于我们时代』的差异性更
确切地就是在于，――他的怜悯没有使得他怯懦而想去这样地说及他自己：如
果这种异端的情况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么上帝保佑会有一个教堂，它不会放弃
我而相反会使用所有的权柄来挽救我。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害怕正是那苏格
拉底曾经说的299，『为了得到医治而让自己去被医生剖割和烧炙』。
人们曾经带着一种治病救人的倾向来看待那『魔性的』。这自然是：mit Pulver
und mit Pillen（以粉剂和片剂）――然后用『灌肠』！这时那药房和医生联合
在一起。那病人被送走隔离，这样别人就不会害怕。在我们这勇敢的时代人们
不敢对病人说：他要死了；人们不敢去叫教士，唯恐他会因为惊骇而死；人们
不敢对那病人说，在当天有人死于同样的病症。那病人被送走隔离，那『怜
悯』询问他的情况，医生许诺尽快地发表一份表格统计的调查报告以得出一个
平均统计数。在人们得到了一个平均数的时候，一切就得到了解释。那带着治
病救人倾向的观察把那现象看成是纯粹的身理的和肉体的，并且――如同医生
经常所做的而 in specie（特别地是）在霍夫曼的一篇小说中的一个医生――定
一个价钱，并且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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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之中没有“那时”，但是因为从那句子“这行为在伦理上是那样严厉”开始，后面都是
过去时，所以冠以“那时”。这里是指向前面所说的“人们曾经„„”。
297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里是一种伦理上的发展：一个人会感到一种安慰和缓解，如果有人――甚至在他处在最痛苦
的时候――有勇气对他说：『这不是命运，这是辜』，他感到安慰和缓解，只要这是以一种诚
实而严肃方式对他说出的；如果一个人在伦理上并没有发展到如此程度，那么他就并非是从真
正的意义上得到了伦理发展；因为那伦理的个体性最怕的『命运』和美学的胡言乱语，它们在
那『怜悯』的斗篷之下想要从他那里骗走那宝石――那『自由』。
298
从各种文字看起来奥古斯丁并没有推荐使用死刑来对付异端。在一些信件中他表达了对于
“使用死刑来对付异端”的反对。不过他有写过赞同使用强制来使人去信仰的文字。
299
在《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把那些不公正的人们对于惩罚的畏惧和小孩子对于“被剖割和
烧炙――因为痛”的害怕相比较。

『三种如此不同的观察方式是可能的』，――这显示出了那现象的暧昧双义
性：它以一种方式属于所有这三个领域，那身理的、心理的和灵的。这所指示
出的是，那『魔性的』具有一个远远超出通常所能想象的范围，――能够用来
对此作解释的是：『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由『精神』承担的『综
合』，并且因此任何其中一项的瓦解会在其他项中得以体现。但是在他开始留
意到那『魔性的』有着怎样的一种范围的时候，这时也许将显示出：很多人属
于这『魔性的』，各种不同的人――甚至一些想要研究这一现象的人，都属于
这范畴；并且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明确地有它的烙印，正如每一个人是一个
『罪人』那样明确。
但是，由于那『魔性的』在时间的进程中曾经被意味作各种不同的东西，并且
最后发展为『它意味作它所想意味的东西』，于是我们最好是去对概念作一点
定性。在这方面，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我们把那『魔性的』指定在了我们为
之安排出的那位置之中。在那『无辜性』之中，不用说，是不可能谈及那『魔
性的』的。而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放弃每一个关于『与那恶的达成了一种
交易』等等的幻想观念――通过这样的观念人就变得完全是『恶的』了。由于
这些幻想观念的缘故，在那种在早先时代的严厉行为之中就出现了矛盾。人们
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假设300，然而人们还是想要去惩罚。但是那惩罚本身则不仅
仅是一种自卫，而且同时也是为了拯救（要么通过一种较轻的惩罚来拯救那相
关的人，要么通过死刑来拯救其他相关的人）；但如果我们还能够说及拯救，
那么，那『个体的人』就并非是完全地处于那恶的势力之下；如果它完全地处
在恶的势力之下，那『去惩罚』的行为就是一种矛盾。如果在这里被提出这样
的问题：那『魔性的』在怎样的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那么我就必须
回答，――那『魔性的』是一种状态。出自这一状态，那『单个的有罪的行
为』能够持续不断地绽发出来。但是这状态是一种可能性，虽然在对于那『无
辜性』的关系中，它自然地再次是一种通过那『质的跳跃』而被设定的『现实
性』。
那『魔性的』是对于那『善的』的恐惧。在那『无辜性』中，那『自由』没有
被设定为自由，而那『自由』的可能性在那『个体性』中是恐惧301 。而在那
『魔性的』的之中，那关系则反过来。那『自由』被设定为『不自由』；因为
那『自由』已经迷失了。而在这里，那『自由』的可能性又是恐惧。那『差
异』是绝对的：因为，那『自由』的可能性在这里显示为对于那『不自由』的
一种关系；它和那『无辜性』恰恰相反，――那『无辜性』是一种『奔向那自
由』的定性。
那『魔性的』是一种『不自由』，这『不自由』要关闭它自己。然而，这『魔
性的』却存在着并且成为一种『不可能性』，这『不可能性』总是保留着一种
关系，虽然这关系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消失了，但它却其实在那里；并且，在和
那『善的』的接触的那一瞬间，那恐惧马上就显示出来。（参见：那前面鉴于
《新约全书》中的故事所述的文字）。
那『魔性的』是那『内闭的（ det Indesluttede ）』和那『非自愿地公开的
（det ufrivilligt Aabenbare）』。这两种定性标示――它们标示并且应当是
标示――那同一样东西；因为，那『内闭的』恰恰是那『哑然的』，而如果它
300
301

就是说假设人“完全是『恶的』”。
” 在那『无辜性』„„”是过去时的，拿来和“那『魔性的』”作比较。

Kommentar [京不特27]: Dette er og
bliver imidlertid en Umulighed, den
beholder altid et Forhold, og selv om dette
ganske tilsyneladende er forsvundet, er det
der dog, og Angesten viser sig strax i
Berøringens Øieblik.
“『存在』并且『成为』”如果过按照
Hong 的英文译本中的理解，那么，就是
“『是』并且『继续是』”。但是我觉
得 Hong 的英文翻法“is and remains”是
不对的。
Kommentar [京不特28]: hvad de og
skulle。但从这从句看是完全不符合语法
的。――Disse tvende Bestemmelser
betegne, hvad de og skulle, det Samme。

要表达自己，那么这种『表达自己』必定是违背它自己的意志的；这是因为在
那『不自由』中有着『自由』作为一种根本，――这『自由』通过它自己与外
面的『自由』间的沟通而反抗并且在这时背叛了那『不自由』；这样，恰恰是
那『个体的人』自己违背自己意志地在那『恐惧』之中背叛他自己。因此，我
们在这里必须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中考虑那『内闭的』；因为，如果是象我们通
常那样地使用这个词的话，那么它可以是意味了那最高的自由。布鲁托斯、英
国的亨利五世作为王子，302等等就是这样地内闭的，直到那适当时机到来――
显示出他们的『内闭性』是和那『善的』所定的一种契约。所以这样的一种内
闭性是和一种『扩展性（Udvidethed）』同一的，并且，在一种更加美丽和高
贵的意义上看，没有什么『个体性』能够比那『内闭在一种伟大理念的子宫中
的』更扩展了。那『自由』恰恰是那『扩展着的』。与之相反的是，我认为，
人们 θαη’ εμνρήλ（在一种显著的意义上）能够使用『内闭的』这一描述来形容
关于那『不自由』。人们通常使用一个更形而上学化的表达来形容关于那『恶
的』：它是那『否定性的』；对此那伦理的表达恰恰是――如果人们考虑到那
『否定性的』在那『个体的人』身上的作用――那『内闭的』。那『魔性的』
不是和什么别的东西关闭在一起，而是将自己关闭在自己之内，而那『存在
（Tilværelsen）』中深奥的东西就在于这一点：那『不自由』恰恰使得自己去
成为一个囚徒。那『自由』是持恒地沟通着的（哪怕人们去考虑用辞中的宗教
意义也没有关系303，构不成损害），那『不自由』变得越来越内闭并且不想要
那『沟通』。我们能够在一切领域里看见这种情况。它在疑病症
（Hypochondrie304）中、在忧郁症（Grillenfængerie）中显示出来；它在那些最
高的激情之中――如果这些激情在那深刻的误解之中引进了那种禁止交谈制度
305
――显示出来。306如果现在那『自由』触摸到了那『内闭性』，那么它就变
得恐惧。人们在日常言谈中有这样一句话，非常说明问题。人们说一个人：他
不愿意说出来（han vil ikke rykke ud med Sproget307）。那『内闭的』恰恰是那
『哑的』；那语言、那言辞恰恰是那『拯救着的』，――它们将人从那『内闭
的』的空洞抽象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让那『魔性的』在这里意味作 x，外来
的那自由对之的关系 x，对于那『魔性的』的公开化有着这个定律是：它违背
意愿地说出来 308 。在那语言也就是有着沟通。因此在《新约全书》中，一个
『魔性的』在基督靠近时对基督说 ηί εκνη θαη ζνί（我和你有什么关系）；他继
302

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布鲁托斯是《裘利乌斯·恺撒》中的凯撒的谋杀者，而亨利五
世则是《亨利五世》所描述的人物。
303
所谓“用辞中的宗教意义”是指“沟通（communicere）”这个词意味作“领受圣餐”。
304
Hypochondrie：神经性的顽固信念，相信自己病了，或者可能要生病，在既没有生病也没有
潜在病症的时侯有着那病症的痛苦感觉。或译『忧郁症』，因为在希腊语中腹腔部
（hypochondria）被认为是忧郁的源泉地。这里使用拉丁语，而其实后面那丹文化了的德语
Grillenfængerie，差不多同一个意思。
305
丹文为 Tavsheds-systemet。是指监狱之中禁止犯人交谈的制度。
306
基尔克郭尔原注:
其实已经说过，但是在这里再次说：那『魔性的』有着一种不同的领域，它和人们通常所以为
的那种情况完全不同。在那前面的段落中，那些在别的定位上的各种构成物（Formationerne）
是暗示出来的；而在这里所接着的是另一系列构成物，并且，就象我所对之描述的那样，那区
分能够从头到尾地被作出。如果人们有更好的区分方式，那么人们可以选择那更好的；但是人
们在这些领域里谨慎一些总是好的；因为否则一切都搞到一起。
307
han vil ikke rykke ud med Sproget，如果字面直译，可以翻译为：他不愿意交出那语言。
308
直译就是；“它违背意愿地交出语言”。

续说：基督过来是为了败坏他（对那『善的』的恐惧）。或者，一个『魔性
的』请求基督走另一条路309。（参见§1，在那恐惧是对于那『恶的』的时候，
那么那『个体的人』就会去请求拯救。）
对此的例子很多，生活在所有可能的领域和所有可能的程度提供了许许多多这
样的例子。一个冥顽不化的罪犯不想认罪（这之中恰恰是有着那『魔性
的』，――他不愿意通过惩罚的痛苦来和那『善的』进行沟通）。这对这种罪
犯有着一种也许是很少使用的方法。这方法就是沉默和眼神的力量。如果一个
审问者具备身理上的力量和精神上的弹性而忍耐着不放松他的肌肉，如果他有
力量这样忍耐 16 小时之久，那么他最后将会成功地使得那罪犯不自觉地认罪。
没有一个受着天良压迫的人能够忍受沉默。如果我们把他放在孤独的监狱，那
么他变得迟钝。但是这种沉默――那法官在场而书记们等着书写口供――这种
沉默是那最深刻尖锐的问话，是那最可怕的折磨，但却是一种被许可的方式；
然而这进程却也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那能够强制那『内闭性』说话
的只有两种：要么是一个更高的恶魔（因为每一个魔鬼在其时代内统治），要
么是那『善的』――那能够绝对地沉默的『善的』；并且如果在这里有任何诡
诈通过那『沉默审讯』想要使得那『内闭性』难堪，那么那审讯者自己将会感
到羞耻，并且将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最后他变得害怕自己并且不得不打破沉
默。在直接面对那低级的恶魔和那低级的『人的本性』――其上帝意识并没有
发展得很强劲――的时候，那『内闭性』无条件地取得胜利，因为那前一种无
法忍耐而那后一种在所有的『无辜性』之中习惯于生活在那种『找到食物就
吃』的状态中并且朴实率性。多么不可思议，那『内闭的』能够这么有力地控
制这样的人们，他们最后是怎样地乞求又乞求，――只是为了乞求一句能够打
破沉默的言辞；但是，以这样的方式践踏那弱者也是令人厌恶的。也许人们以
为，这样的事情只是在王公们和耶稣会教士们中间会发生；为了对此有一个清
晰的观念，人们必须去想到多米提安 310、克伦威尔、阿尔巴，乃至一个耶稣会
的将军――他好象就这一类的通称。但这绝不是如此，这样的事情发生得远远
地更频繁。然而在对这现象进行评判时，人们必须小心：虽然那现象是同样
的，但是导致那现象的原因这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因为那行使『内闭性』的暴
政和酷刑的人，他自己会希望说话、会等待一个更高的恶魔――这恶魔能够导
致那『公开化（Aabenbarelsen 311）』。但是那『内闭性』的执邢者也会自私地
使自己去和他自己的内闭性发生关系。不过对此我可以单独写一整部著作，虽
然我没有根据我们时代的观察家们之间的惯例和默契规则而去过巴黎或者伦
敦，――仿佛人们以这样的方式312能够学到某种伟大的东西――完全不同于空
话和旅行推销员智慧的东西。如果只要一个人留心自己，那么一个观察者只需
5 个男人 5 个女人和十个小孩子就足以去发现所有不同的『人的』灵魂状态。
我能够去说的无疑也是具有它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每一个牵涉到小孩子或者和
他们有关的人有着意义。出于一种无限的重要性，我们应当通过那种关于那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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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基尔克郭尔在这里搞错了。
但是在《马太福音》中有（5：17）：“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310
多米提安（Domitian）：罗马皇帝（81-96 年），他完成了对不列颠的征服。89 年以后开始
专制统治，后为暴君。在他的皇后和廷臣的安排下，他被刺杀了。
311
『Aabenbarelsen』：圣经所说的『启示』就是上帝所带来的『公开化』。西文中是同一个
词，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不可翻译为『启示』，虽然有必要说明其实是同一个词。
312
就是说通过“去过巴黎或者伦敦”这样的方式。

Kommentar [京不特29]: Man troer
maaskee, at Sligt kun forekommer blandt
Fyrster og Jesuiter, at man for at gjøre sig
en tydelig Forestilling derom, maa tænke
paa Domitian, Cromwell, Alba, eller en
Jesuitergeneral, der er ligesom et Appellativ
derfor.
写明白阿尔巴和耶稣会将军的的故事。

高的『内闭性』的观念去提高那孩子的修养，并且将它们从那被误解的东西中
拯救出来。如果是外在地看，那么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敢放手让那
孩子自己走路；但是从精神的方面考虑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从精神的方面考
虑，那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们不可能通过雇佣一个保姆和买一架幼儿学步车
就能够脱身不管了。这之中的艺术在于我们要持恒地在场却同时又不在场；在
于那孩子能够得以发展自己，而同时我们又必须清楚了然地知道那孩子的发展
过程。这之中的艺术在于：在最高的程度上依据于那最大地可能的尺度而让那
孩子随他自己去，并且――我这样地表达这一表面的『放任』――我们同时又
对这过程中的一切了然于胸。人们完全能够找到时间去这样做，甚至即使一个
人是王家官员，只要他想要，也不会有问题。只要一个人想要，那么他就能够
达成一切。那父亲或者抚养者，他为那被托养的孩子的做了一切，却不去阻止
那孩子变为『内闭的』，那么他总是为自己招致了极大的责任。
那『魔性的』是那『内闭的』，那『魔性的』是对于那『善的』的恐惧。我们
现在让那『内闭的』作为 x，并且它的内容为 x，这 x 就是：去作为那『最可怕
的』和那『最不具重要性的』；那充满恐怖的事物――它在那生命中的在场可
能不是很多人所能够梦想到的，和那没有人去注意的琐细之事 313；那么，作为
x 那『善的』又意味作什么呢？它意味了那『公开化』。 314而『公开化』又可
以意味作那『最崇高的』（在那显著意义上的『赎救』）和那『最不重要的』
（一种出自偶然性的发言），这不可骚扰我们的理解，那范畴还是那同样的范
畴；那些现象共同地具有这个性质：它们都是那『魔性的』，哪怕在其他方面
的差异性足以使人晕眩。在这里那『公开化』是那『善的』；因为那『公开
化』是『拯救』的最初表现。所以那老古话说，如果人们敢提及那句话，那么
巫术的魔力就会消失，并且，在人们提及了那梦游者的名字时，他就醒过来
了。
那『内闭性』许多冲突――考虑到那『公开化』――又可以是无限地不同的，
无以数计地斑驳多样；因为那『精神性的生命』的生长元气并不比大自然弱，
而那『精神性的状态』在差异性上比那花朵们的差异性更繁复。那『内闭性』
会希望得到『公开化』：它可以 是外来地被引发，可以是发生于那『内闭
性』。（这是一种误解的情况，因为这是一种对于那『在公开化中被设定的』
自由和那『设定公开化』的自由的一种女人性的关系。所以，哪怕那『内闭
的』的状态变得更幸福，那『不自由』完全可以继续逗留。）它会在某种程度
上想要得到『公开化』，但是保留了一点剩余，以便重新开始那『内闭性』。
313

基尔克郭尔原注：
如果『观察』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要具备外在意义，那么，『能够使用其范畴』是一种 conditio
sine qua non（不可缺少的条件）。当那现象在场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大多数人变得对之有所
注意，但是却没有能力解释，因为他们缺少那范畴；而如果他们得到了这范畴，那么他们就重
新有了那钥匙，――这钥匙在所有被留下那现象踪迹的地方打开大门；因为那些在范畴之下的
现象听从这范畴，如同那指环的精灵们听从那指环。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释：
“指环的精灵们”：出自《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故事。
314
基尔克郭尔原注：
我勤奋地使用『公开化』这个词，在这里我也能够把这『善的』叫做『透明性』。如果我得去
害怕任何人将会误解这用词『公开化』以及它对于那『魔性的』的关系之发展，――仿佛是不
断地有着一种关于『外在的某种东西』的说法，一种可把握的公开招供，但是作为『外在的』
它却什么用处都没有；――如果是那样，那么我一定会选择另一个用词了。

（这是发生在那些『低级的精神』上的情况，这『低级的精神』做不出任何 en
gros〈大规模的〉）事情。）它会想要得到『公开化』，但是 incognito（匿名
地）。（这是那『内闭性』的最微妙的矛盾。然而在『诗人－存在』中可以找
到对之的例子。）那『公开性』本来会是已经得到了胜利，但是在同一时刻，
那『内闭性』冒险作最后的尝试并诡诈到足以去把那『公开性』本身转化为一
种神秘化， 而且那『内闭性』得到了胜利。315
然而我却不敢继续，――在我所完成的只是『代数地命名』的地方，我已不敢
继续，更不用说如果我想要去解说，想要去打破那『内闭性』的沉默而让它的
独白能够被人听见；因为那『独白』恰恰是它的话语，所以，在人们想要标示
一个内闭的人时，人们说：它和它自己交谈。但是在这里，我只是给予“allem
einen Sinn, aber keine Zunge（一切以一种理解，但是不给予舌头）”，如同那
内闭的哈姆莱特告诫他的两个朋友。316
然而，我却想要提示一种冲突，这种冲突的矛盾和那『内闭性』本身一样可
怕。那『内闭的』个体人在『内闭性』中隐藏着某种东西，这东西可以是极其
可怕的，以至于他不敢说出它来，甚至不敢对他自己说出它来，因为那仿佛就
是他通过这一行为－－『说出』――本身而又去行了新的『罪』，或者仿佛就
是它又在诱惑他。为了使这个现象发生，在那『个体的人』身上必须有着一种
罕有的『纯粹性』和『不纯性』混合。所以看起来可能性最大的是，这现象在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发生：那『个体的人』――在他完成了『那可怕的』时――
他无法控制住他自己。这样，一个人在迷醉的状态 317中会去做下他自己只能够
依稀地记得的事情，但却知道这事情是如此过分，以至于连他自己都几乎无法
接受干了这事的是他自己。这同样的事情也能够发生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这
个人曾经疯狂并且保留了一种对于那从前状态的回忆。决定『那现象是不是魔
性的』的，是那『个体的人』对于那『公开化』的态度，――他是否想要带着
『自由』一同去渗透进上面说提及的那一事实中，并且在那『自由』中接手这
事实。一旦他不想如此，那么那现象就是魔性的。我们必须很清楚地坚持住这
315

基尔克郭尔原注:
人们很容易看出：那『内闭性』eo ipso（因为这个原因）意味作谎言，或者――如果人们想要
那么说――，意味作『不真实』。而『不真实』恰恰就是那『不自由』，――对『公开化』感
到恐惧的那种『不自由』。所以，那魔鬼也被称作是『谎言之父』。这时在『谎言』和『不真
实』之间、在『谎言』和『谎言』之间以及在『不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有着极大的区
别，――这其实是我一向承认了的；但是那范畴则是同一个范畴。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释：
“那魔鬼也被称作是『谎言之父』”：见《约翰福音》（8：44）：“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
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
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316
基尔克郭尔所读的莎士比亚是德文版，英文版的文字为：“And whatsoever else shall hap tonight, Give it an understanding, but tongue（不管今夜将发生什么事情，请给予它以理解但不给予
以舌头。）”
“哈姆莱特告诫他的两个朋友”是在《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二场。（中文版流畅的文学翻译
为：“要是它借着我的父王的形貌出现，即使地狱张开嘴来，叫我不要作声，我也一定要对它
说话。要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别人，那么就要请求你们大家继续保持沉
默；无论今夜发生什么事情，都请放在心里，不要在口舌之间泄漏出去。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忠诚。好，再会；今晚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之间，我要到露台上来看你们。”）
317
一些基尔克郭尔研究者认为这里的段落牵涉到基尔克郭尔对自己年轻时代的回忆。许多地方
暗示了一种个人的心灵经历。

个；因为，甚至那『想要如此的』在本质上也还是魔性的。也就是，说他有两
种意志，一种是低级的、失去控制的意志――想要那『公开化』；一种是更强
的――想要那『内闭性』；但是这一事实――『那后一个意志是更强烈
的』――这一事实显示出他在本质上是魔性的。
那『内闭的』是那不自愿的『公开化』。那个体性在本原上越弱，或者说，那
『自由』的弹性在那『内闭性』运作中被消耗得越多，那秘密就越是有可能在
最后从一个人身上暴露出来。那最无足轻重的接触，一道瞥过的目光，等等，
足以使得那种『可怕的』，或者――就对于那『内闭性』的内容而言――那种
可笑的腹语术，得以开始。这种腹语术本身可以是直接地宣告着或者间接地，
就好象一个疯狂者这样地泄漏出他的精神失常，――他指着另一个人说：他让
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他肯定是精神疯狂了。在那不幸的人终于去把自己所隐藏
的秘密强加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时，那『公开化』就能够在言辞之中宣告其自
身。它能够在面部表情中、在眼神中宣告其自身；因为世界上存在有这样的目
光――在之中一个人不自愿地公开那被隐瞒的东西。有一种责难问罪的目光，
它公开那人们几乎是怕去理解的东西；一种沮丧的、乞求的目光，并不是全然
是在诱惑那好奇心去窥探入那不自愿的内情流露。相对于那『内闭性』的内
容，所有这一切又可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如此地，那是滑稽荒谬、小心眼、
虚荣、幼稚、小小嫉妒的表达、医学上的小疯狂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它
们以那种方式在那『不自愿性』318的恐惧之中公开了自己。
那『魔性的』是那『突然的（det Pludselige）』。那『突然的』是从另一个方面
对于那『内闭的』的一个新的表达。在考虑到那内容的时候，那『魔性的』被
定性为那『内闭的』，而在考虑那时间的时候，那『魔性的』被定性为那『突
然的』。那『内闭的』是那『个体性』中那种『否定地使自己发生关系』的作
用。319那『内闭性』持恒地把自己越来越深地关闭起来以隔绝于那『沟通』。
但那『沟通』则又是对那连续性的表达，而对于那『连续性』的否定是那『突
然的』。人们可以相信那『内闭性』具有一种超级的连续性，但是事实上却恰
恰相反，尽管相比于那种乏味软弱而总是给人留下印象的『从自身之中堕落出
来』，它有着一种连续性的表象。那『内闭性』所具的『连续性』最好是能够
和那种晕眩作比较，――一种不断地旋转于其尖端的陀螺必定是有着这样的晕
眩。如果这时那『内闭性』没有把那内闭的人搞得彻底精神失常――一种
Einerlei（单调性）的悲哀的 perpetuum mobile（永恒运动），那么那『个体
性』还是会保留一种特定的与那『剩余的人生』的连续性。相对于这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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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愿性（Ufrivilligheden）』。在丹麦语中有两个词表达了“不自愿”。一个是
uvilkårlig，一个是 ufrivillig。前者更多地强调“非有意识地”和“偶然自发地”而后者则更多
地强调“有意识地不”和“不情愿地”。这里的这个『不自愿性』意味了“不情愿”和“对意
志的违背”。
319
这一句的丹麦文为“Det Indesluttede var Virkningen af den negtende Sig-Forholden i
Individualitet.”。这里“Sig-Forholden”是对动词“forholde sig til”的直接名词化。
我之所以翻译成“『否定地使自己发生关系』”，而不是象 Hong 那样将之改写为“否定的自
我关系”，那是因为“否定地使自己发生关系”意义完全不同“否定的自我关系”，而基尔克
郭尔的这个“使自己与„„发生关系”不管是作为动词还是作为名词意义都是很关键性的。
“forholde sig til”这个动词结构里面包含了“使得自己向„„”的意向性，这样一种“参与性
地持有一种态度”的投入倾向，一种主动式，一种主观上的行为。与之相反则是“冷漠而保持
距离地观察”，被动而不作出主观上的行为。

性，上面所提及的那种『内闭性』的『表象－连续性』 320在这时恰恰就会将自
己显示为那『突然的』。在某一个瞬间它在那里，而下一个瞬间它又消失掉
了；而正如它消失掉，这时它却又完完全全地在那里。它无法被合并在或者完
成在任何连续性之中，而一种如此地表现自己的东西正是那『突然的』。
如果现在那『魔性的』是某种『肉体的（Somatisk）』，那么它就永远也不会
是那『突然的』。如果那高热或者精神失常等等重新又来，那么人们最后就发
现一种与之有关的规律，并且这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取消着那『突然的』。而
那『突然的』不认任何规律。它不属于那些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心理现象，是
那『不自由』的表现。
那『突然的』作为那『魔性的』是对于那『善的』的恐惧。那『善的』在这里
意味作那连续性；因为那『拯救』的最初表达是那连续性。在那『个体性』的
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和生活相连续地――向前发展的同时，那『内闭性』在
那个体人那里保存了自己――作为一种『连续性』的密咒式胡言乱语只和它自
己沟通，所以一直是作为那『突然的』。
相对于那『内闭性』的内容，那『突然的』可以意味作那『可怕的』，但是那
『突然的』的作用对于那观察者来说也可以显得很滑稽可笑。从这方面看，每
一个『个体性』都承受有这种『突然性』，正如每一个『个体性』都有患有
『固定观念』。
我不想再进一步深入这个主题，只是为了强调我的范畴，我要在这里提醒一
下：那『突然的』总是来源于对于那『善的』的恐惧，因为有着某种『自由』
不愿渗透进去的东西。在对于那『恶的』的恐惧之中的那些构成物中，相应于
这『突然的』的是『软弱』。
如果一个人想要以另一种方式来搞清楚那『魔性的』怎样地就是那『突然
的』，那么他可以纯粹审美地考虑这个问题：这样才能使得那『魔性的』被最
好地描述出来。假如人们要描述一个靡菲斯特，这时如果人们更多地是想要把
他作为戏剧行为中的一种作用力，而不是要去从根本上解读出他，那么人们完
全可以给他那台词。这样一来，靡菲斯特本身从根本上并没有被描述出来，而
是被简化为了一个恶毒机智的阴谋脑袋。这却是一个简化，相反一个民间传说
已经看见过了那真正的靡菲斯特。它描述说，这魔鬼坐了 3000 年思辩着要毁垮
人类，最后他找到了办法。这里，强调是在于那 3000 年，而对于这个数字所引
出的想象恰恰是对于那『魔性的』的孵卵似的『内闭性』的现象。如果人们不
想以上面提示的这种方式来简化靡菲斯特，那么就得选择另一种想象方式。这
里将显示出那靡菲斯特本质上是模仿性的。 321那些从恶毒性的深渊里传响出来
320

在英文版中，Hong 干脆就把『（Skin-Continuitet）』改译写为『伪连续性
（pseudocontinuity）』，我觉得这改得很好。用“伪（pseudo）”字在英文中有助于理解。
321
基尔克郭尔原注：
《非此即彼》的作者指出了：唐璜在本质上是音乐性的。恰恰在同一种意义上这也有效于靡菲
斯特：他在本质上是模仿性的。发生在那『模仿性的』中的，也发生在那『音乐性的』中；人
们相信了一切都能够成为模仿性的，并且一切能够成为音乐性的。人们创作了一台芭蕾舞叫做
《浮士德》。如果它的创作者确实懂得了在『把靡菲斯特理解为模仿性的』之中有着怎样的意
义，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想到要把《浮士德》弄成芭蕾舞。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非此即彼》的作者指出了”：等我翻译出《非此即彼》后将有说明。
“一台芭蕾舞叫做《浮士德》”：布农维尔的作品，第一次上演是 1832 年。

的最可怕言词也无法导出如同那『跳跃』的『突然性』一般的那种效果，――
这种『跳跃之突然性』处在那『模仿性的』的范围之内。虽然那言词是可怕
的，虽然那打破沉默的是一个莎士比亚、一个拜伦、一个雪莱，那言词总是保
持了它的『赎救性的』力量；因为，哪怕是所有绝望和所有『恶的』的恐怖在
一个言词之中，但是它却无法象那『沉默』那样地更使人惊恐。那『模仿性
的』在这时能够表达那『突然的』，但是那『模仿性的』就其本身而言却并不
因此而就是那『突然的』。从这方面看，那芭蕾大师布农维尔322在他自己对于
靡菲斯特的那种再现中所达到的成就是伟大的。那恐怖，――在看见靡菲斯特
跳进窗户并且继续站着保持那跳跃的姿势时，这种攫人的恐怖！在那跳跃中的
这种蹦起，让我们想起食肉类的猛禽和猛兽的跃起，而由于这种动作在通常是
从一种完全静止的姿势中爆发出来，所以它更加倍地使人惊骇，――这是一种
无限地撼人的效果。因此靡菲斯特必须尽可能少地走平常步子；因为那步子本
身是一种向着那种跃起的过渡，它包含了一种预感的跳跃可能性。靡菲斯特芭
蕾舞《浮士德》中的首次登场因而不是一种戏剧性的爆场，而是一种极其深刻
的思考。那言词和那话语，不管它们是怎样简短，却总是有着一种特定的连续
性，――如果我们完全 in abstracto（抽象地）考虑这样一个理由：它们是在时
间之中发出声音。但是，那『突然的』是从那连续性之中、从那『先行的』和
那『后续的』之中彻底抽象出来，――它是这种完全的抽象。如此正是那靡菲
斯特的情形。人们还看不见他，――于是他站在那里，活生生地、完整地，他
站在那跳跃起的状态中――我们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强烈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疾速
了。如果那跳跃转化为行走，那么那效果就减弱了。由于这时靡菲斯特是这样
地被再现出来，那么他的登场就导致那『魔性的』的作用，它的到来比那夜里
的贼更突然，因为如果是那贼，我们还是能够想象他会是蹑手蹑脚地溜进来
的。而同时靡菲斯特也自己公开了其本质，――作为那『魔性的』它恰恰是那
『突然的』。如此，那『魔性的』是那『突然的』在运动中向前：如此，那
『魔性的』在一个人身上开始其作用；如此就是那个人自己，因为他是魔性
的，――不管那『魔性的』是完完全全地占据了他、还是仅仅无限小地有一部
分在他身上出现。那『魔性的』总是如此；而如此地，那『不自由』就变得恐
惧；如此地，它的恐惧开始运动。由此我们看见那『魔性的』的对于那『模仿
性的』的倾向，不是在那『美的』的意义上，而是在那『突然的』、那『疾发
的』的意义上；――它是那『生活』经常会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某种东西。
那『魔性的』是那『无内容的』，那『无聊的（det Kedsommelige）』323

由于我在对那『突然的』的讨论中曾经提请过大家注意那美学的问题――『怎
样才能再现那魔性的』，那么，为了阐明这里已经说及的这些，我想再次把那
个问题摆出来。一旦人们让一个恶魔发言，并且在这时要把他再现出来，那
么，那要去完成这项工作的艺术家就把上会搞明白各种范畴。他知道，那『魔
性的』在本质上是模仿性的；那『突然的』却是他所无法达到的，因为这『突
然的』妨碍他的台词。他并不想欺骗而去让人觉得他仿佛通过『让不假思索的
言语脱口而出』等等方式而能够制造出某种真正的效果 。于是他正确地去选择
322

布农维尔（Auguste Bournonville（1805－1879）丹麦芭蕾学派的奠基人。
关于 det Kedsommelige：这里的这个『无聊』绝对不可理解为那作为『低级趣味』的同义词
的那种『无聊』，也不是『穷极无聊』的『无聊』，而是一种『枯燥的、索然无味的』状态。
我本来打算将之翻译为“那『索然无味的』”，但是如果我能够在避免误会的情况下使用『无
聊』这个词，那么我觉得用“那『无聊的』”更好一些。
323

那恰恰是反面的东西。――那『无聊的』。和那『突然的』相应的那种连续
性，是那能够被人称作是『绝灭性（Uddøethed）』的东西。那『无聊性』，那
『绝灭性』也就是一种在『乌有』之中的连续性。现在我们可以对前面所说的
那个民间传说中的数字作出稍有不同的理解了。那 3000 年着重强调的不是定位
于那『突然的』，而是在于：这种巨大的跨度引发出那观念――对于那『恶
的』的可怕的『空虚（Tomhed）』和『无内容』的那种想象。那『自由』在连
续性中是平静的，与之相反的是那『突然的』，但是作为对立面的除了『那突
然的』还有那『平静（Ro）』，――如果人们看见一个看起来仿佛是已经死去
并且被埋葬了很久的人，那么这时这种『平静』就会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一
个明白这一点的艺术家也会发现：在他知道了怎样再现那『魔性的』的同时，
他也为那『喜剧的』找到了表达。那喜剧的效果能够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达到。
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去考虑对于那『恶的』的所有伦理上的定性，并且只去使
用对于『空虚』的那些形而上学的定性，那么他就得到了那『意味索然的（det
Trivielle）』，而由此很轻易地就能够展开一种喜剧的层面。324
那『无内容的』，那『无聊的』再次标示那『内闭的』。相对于那『突然
的』，『那内闭的』这个定性反思于那『内容』。而如果我现在把『那无内容
的』，『那无聊的』这个定性也考虑进来，那么，它就反思于那『内容』，而
把那『内闭的』则反思于那『形式』――这『形式』对应于那『内容』。那整
个概念定性便完成了；因为那『无内容性』的形式恰恰是那『内闭性』。人们
一直记得，在我的用语中，人不可能内闭在上帝中，或者在那『善的』之中，
因为这种『内闭性』恰恰意味作那最高的『扩展性』。这样，在一个人之中，
那良心越是确定地得到了发展，这个人就越是得到了扩展，尽管从别的角度他
看是把自己关闭隔绝出整个世界。
如果我现在打算让人去留意更新的哲学术语，那么我能够说，那『魔性的』是
那『否定的』，并且是『乌有』如同那精灵女孩从后面看是一个空窿。然而我
并不想这样做，因为这套术语在来来往往之中已经变得如此地可爱和可变通，
以至于它可以去标示任何需要被标示的东西。那『否定的』――如果我要使用
这个词的话――意味作『乌有』的形式，正如那『无内容的』对应于那『内闭
的』。然而那『否定的』却有着这样一个错误：它更多地是向外地被定性，它
决定对『其他』的那关系，这个『其他』是被否定的；而那『内闭的』则恰恰
决定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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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所以小温斯吕夫（Winsløv）在《那不可分的》之中对于克里斯特（Klister）的再现是如此地深
刻，因为他正确地把那『无聊的』理解作了那『喜剧的』。这样一种情况有着巨大的喜剧效
果，如果我们恰恰去着重强调那『无聊的』：一种恋爱过程――在它处在真实状态中的时候它
拥有那『连续性』的内容――正是那相反的东西――一种无限的空虚，并非是因为克里斯特是
一个邪恶的人或者没有信仰等等，――恰恰相反，他是在真挚地恋爱着；而是因为在这里他是
编外志愿者，正如他在海关的情形。克里斯特在海关的职位只能被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来展开
一种喜剧的层面；因为，说到底，在他没有得到升职时，他又能做什么呢？但是考虑到他的爱
情，那么他则是他自己的主人。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温斯吕夫”（1827－1834）扮演 J.L.海贝尔《那不可分的》剧中的克里斯特（Klister，意味胶
黏）。

Kommentar [京不特30]: 我奇怪基尔
克郭尔是怎么得出这个辩证关系的：
I Forhold til det Pludselige reflekterede
Bestemmelsen det Indesluttede paa
Gehalten. Naar jeg nu tager Bestemmelsen
det Indholdsløse, det Kedsommelige med,
da reflekterer dette paa Gehalten og det
Indesluttede paa Formen, der svarer til
Gehalten.

如果人们是这样地来理解那『否定的』，那么我绝不反对它被用来标示那『魔
性的』，只要那『否定的』会有能力去清除掉头脑里的所有迷魂汤――那最新
的哲学在它头脑里所灌注的那迷魂汤。那『否定的』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杂耍形
象，并且这个词总是能够使我发笑， 正如人们要是在生活中或者在贝尔曼
（Bellmann）325的歌中遇到这样的有趣形象之一，就难免会发笑，――这样一
个形象，他首先是号手然后变成低级关税员然后变成酒馆老板然后又变成邮递
员，等等等等。人们把『反讽』这样地解释为那『否定的』。这种解释的第一
个发明人是黑格尔326，但是奇怪得很，他对『反讽』所知并不多。人们对这个
却并不关心：那把反讽带进世界并且为这个孩子命名的人，是苏格拉底；他的
『反讽』恰恰是那『内闭性』，――它的开始是关闭自己以隔绝于人众、关闭
自己于自身，以便去在那『神圣的』之中扩展；它的开始是关起自己的门而去
嘲弄那门外的人们，以便去暗中讲话 327；――人们对这些不感兴趣。因为某种
偶然现象的关系，人们把这个词提了出来，然后它就是『反讽』。由此接着的
是那些学舌的人们，――这些学舌者，纵然有着他们的世界历史性的概观――
当然这种概观却是不幸地缺少所有意图，他们对于那各种概念的所知就好像那
高贵的年轻人对于葡萄干的所知：这年轻人去食品店执照考试，遇到这样的问
题，葡萄干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我们是从岔街口的那个教授那里得到我们
的葡萄干328。
我们现在再回到那定性，――那『魔性的』是对于那『善的』的恐惧。如果在
一方面那『不自由』能够完全地内闭自己和赋予自己实体存在，如果在另一方
面它并不是持恒地想要如此329（之中矛盾在于：那『不自由』想要某种东西，
而这时它恰恰已失去了它的意志），那么，那『魔性的』就不是对于那『善
的』的恐惧。因此，那恐惧也很清晰地在『接触的瞬间 330』显示出来。不管是
那『魔性的』在那单个的『个体性』之中意味作那『可怕的』，还是它只是作
为太阳中的黑点或者皮肤鸡眼上的白点而在场，那完全的『魔性的』或者那部
分的『魔性的』在性质上具有同样的能力，而那『一小点的』和那『完全被魔
性环抱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是对于那『善的』的恐惧。那『罪』的奴役在这时
无疑也是『不自由』，但是其定位在于――正如前面所展开的――另一种，它
325

Karl Michael Bellmann 著名于描述瑞典民间生活的瑞典作家，死于 1795 年。
见黑格尔的《Vermische Schriften: Über Solgers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und Briefwechsel》I,
Sec.IV 4.
关于黑格尔和苏格拉底对于概念『反讽』在理解上的区别，可参见《概念『反讽』》――我将
在几年后翻译。另外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有谈及苏格拉底的反讽和罗曼蒂克的反讽之分。
327
见《马太福音》（6：6）：“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328
丹麦语“教授”是 Professor，而“供应商”是 Provisor。这位年轻人首先是对“葡萄干是从
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误解，所以想回答：“我们是从岔街口的那个供应商那里得到我们的葡萄
干”；然后他又发不准音，把 Provisor 说成 Professor。
329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一点必须坚持，虽然那『魔性的』和那『语言用法的幻觉』使用这样的表达来描述这种状
态，以至于诱使人们几乎去忘记了这个事实：那『不自由』是『自由』的现象，而且它不能用
自然范畴来解释。甚至在那『不自由』以最强烈的表达来说它不『想要』它自己的时候，那只
是一个非真相，在它之中持恒地有着一种意志，这意志比那『希望』更强有力。那状态可以是
极具欺骗性的；通过去反作用和去坚持那范畴以反对一个人的诡辩，人们会将这个人带向绝
望。人们无须对此感到害怕，但是却也不要年轻气盛地去想象实验地在这些领域里用自己作尝
试。
330
就是说，和那『善的』的接触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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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mentar [京不特31]: pudserlige

Kommentar [京不特32]: Derpaa følge
Eftersnakkerne, der tiltrods for deres
verdenshistoriske Oversigt, som uheldigviis
mangler al Contemplation,
是“意图”还是“周密的深思”？

是对于那『恶的』的恐惧。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一点，那么我们什么也解释不
了。
因此，那『不自由』，那『魔性的』是一种状态。那心理学对之如此看。而那
伦理学则正相反，它考虑的是：从这种状态之中那新的『罪』是怎样不断地绽
发出来的；因为只有那『善的』是『状态』和『运动』的统一体。
那自由却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而迷失，并且同样地那『魔性的』可以是不同的。
我现在将在以下的各种小标题中观察这种差异性：那『自由』肉体－心理地失
去的，那『自由』精神地失去的331。
读者一定已经从前面的文字中开始熟悉，我在一个相当广的范围里使用『那魔
性的』这个概念；但是也注意，这范围之广没有超出这概念本身所达到的广
度。把那『魔性的』搞成一种枭鸣鬼叫，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人们对『枭鸣
鬼叫』一类在一开始厌恶然后忽略，因为那是在好几百年前世界上有这一类东
西。但是把那『魔性的』看成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这种假设是一种极大
的愚蠢；因为它也许出来就不曾象在我们的时代这样被广泛地散布开过，只有
在今天，它在那精神的领域里特别地显示出来。

一、那『自由』在肉体－心理的意义上失去
我的意图不在于在这里卖弄一种对于『灵魂－肉体』关系的言过其实的哲学审
思，――在怎样的意义上那灵魂自己产生出其肉体（这种说法被希腊化地解读
或者被德国化地解读），在怎样的意义上那自由通过一种 Corporisations-Akt
（化身行动）332――回顾谢林的表达――而自己设定它自己的『体』的。所有
这些在这里并不必要，我能够根据我的需要，尽可能地以我有限的能力来表达
出我的看法：那『肉体』是『灵魂』的器官，并且如此地也是那『精神』的其
官。一旦这种辅助性的关系结束，一旦那『肉体』进行反抗，一旦那『自由』
和『肉体』同谋起来反对它自己，那么，那『不自由』就马上作为那『魔性
的』而出现。如果还会有人仍然没有敏锐地搞明白『这个§（章节）里所展开的
东西』和『那前面章节所展开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那么我将在这里再次显示
这差异。只要那『自由』自己没有投奔那反抗的队列，那么那『天翻地覆』的
恐惧无疑就会在场，但是那是作为对于那『恶的』的恐惧，而不是对于那『善
的』的恐惧。

331

这里所说的三分法是一种类似诺斯替教义的分类法：
在诺斯替教的用语中，人被根据其在精神完美性的程度上分类：物的（hylisk）、魂的
（psychiske）和灵的（pneumatisk）。基尔克郭尔多少是受这种三分法的影响的。这里的所说
是：“肉体地（somatisk）”、“心理地（psychisk）”、“精神地（pneumatisk）”。
332
Corporisations-Akt 是这样一种行动，在这种行动中灵魂取得一种肉体的形式。我在这里使用
“化身”这个词类似佛教用词，因为谢林所谈的这种“行动”类似于佛教中的那种倾向于“由
『意』而化『形』”的世间诸相是心性『化身』的说法。当然佛教用语的『化身』不是
Corporisations 的一种准确的翻译，但是这里的句子本身是一笔带过地谈及，并且这个词的字面
本身有着“身体化”或者“物体化”的意思，所以我在括号里用『化身』作为解释。
关于 Corporisations-Akt 见谢林的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Werke 1. Abth.VII.)

现在我们将很容易看出那『魔性的』在这个领域里包括了怎样的多样性，――
在之中有一些是如此地微渺，以至于它们仿佛只能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有一些
是如此辩证；以至于人们在使用其范畴的时候要具有极大的适应性，以去看出
那各种微妙变化是属于这种范畴的。一种过分的敏感性，一种过分的易怒，神
经衰弱、歇斯底里、疑病症，等等是――或者能够是――那之中的各种微妙差
别。这使得我们难以 in abstracto（抽象地）谈论这些，因为那样话题就变得完
全代数化了。我在这里不能做更多的什么。
在这个领域，那最极端的极端是那――人们通常也称作是――那『动物性的迷
失（den dyriske Fortabthed）』。在这种状态的那『魔性的』显示在：它――就
象《新约全书》的那种『恶魔的』那样――在对于那拯救的关系中说：ηί εκνη
θαη ζνί（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因此它避开对于那『善的』的每一个接触，不
管这接触这时是确实地威胁以帮助它达到『自由』，还是完全仅仅是偶然地接
触到它。而这也已经是足够了；那恐惧是非常地迅速的。因此从这样一个『魔
性的』那里我们很平常地听到这样一种答辞，――它包括了整个这种状态的可
怕：就让我逗留在我的悲惨状态中吧！或者，在这样一个『魔性的』谈及了他
过去的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刻时，我们听见他会说：从前我也许是可以被拯救
的！这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答辞了。使得他感到恐惧的不是惩罚，不是
痛责，而相反是每一个词――每一个要去和那种『在不自由之中沉毁了的自
由』发生关系的词。那恐惧也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一现象中表现出来。我们在这
样的一些『魔性的』之中能够发现一种凝聚力，在这种凝聚力的作用下它们如
此恐惧而不可拆解地依附在一起，以至于没有什么友谊在亲密性上能够与之相
比。那法国医生杜夏特勒（Duchatelet）333在他的著作中为之给出了例子。在这
个范围里，这种『恐惧』的社会性也会到处显示出来。光是这种社会性就包含
了一种对于这一事实的确定：那『魔性的』是在场的；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发
现那样一种类似状态――类似于『罪的奴役』的表现，那么那社会性不会显示
出来，因为那恐惧是对于那『恶的』的恐惧。
对此我不希望进一步继续。对于我来说，这里的首要事务只是保持我计划进程
中的条理性。

二、那『自由』在精神的意义上失去
甲）一般说明。那『魔性的』的这一种构成物是非常广泛地到处分布的，并且
在这里我们将遇上那各种不同的现象。那『魔性的』自然不是依据于那不同的
智能内容，而是依据于那自由对于那『内容』的关系――那已有的内容 334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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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夏特勒（Parent Duchatelet）所著 De la prostitution de la ville de Paris.
基尔克郭尔的这一引用是出自卢森克兰茨的《心理学》，在之中卢森克兰茨引用了 De la
prostitution de la ville de Paris 中第 VII 章中的文字。
334
基尔克郭尔原注：
在那《新约全书》中有这样的名词 ζνθία δαηκνληψδεο（魔鬼一样的智慧）（《雅各书》3：15）。象在这
一段落中所描述的那样的话，那范畴没有变得清晰。如果我们相反考虑那段落（2：19）θαη ηα δαηκφληα
πηζηεχνπζη θαη θξίζζνπζη（甚至那些魔鬼都相信并打颤），那么我们恰恰看见――在那魔性的知识中――
那『不自由』对于那已有知识的关系。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释：

『就智能性而言是可能的』的内容335，因为那『魔性的』能够将自己表现为：
“以后再考虑”的惰性、『除了是好奇之外再不会成为其他东西』的好奇、不
诚实的自欺、『依赖他人』的女人气的软弱、自大的『目空一切』、『庸庸碌
碌』，等等。
智能地看，那『自由』的内容是真相，而那『真相』使人自由。然而恰恰因
此，那『真相』是那『自由』的作为，如此地：那『自由』不断地招致真相。
明显地，在这里我并不考虑那『最新的哲学』的才华 336，――它知道『思』的
必然性也是『思』的自由，并且因此，在它谈论那『思』的自由时，它只谈论
那『永恒的思』的内在运动。如此的才华只能用来迷惑和使得人际间的沟通变
得艰难。相反我所谈的是某种非常简单普通的：那『真相』只是对于那『单个
的人』的真相，因为他自己在行动中得出『真相』。如果那真相是以某种其他
方式而对于那『个体的人』是真相，并且如果他妨碍了那『真相』以上述这种
方式来『对于他是真相』，那么，我们就有了一种『魔性的现象』。那『真
相』总是有着许多宣扬者，但是问题在于一个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不是想要
认识真相，是不是想要让它渗透进自己的本质、接受其一切后果而不在紧急时
刻为自己留出后路并给予那『后果』一个『犹大之吻』。
现在，在我们这更新近的时代讨论了太多『真理』 337，现在是维护那『确定性
（Visheden）』和那『真挚性（Inderligheden）』时候了，――不是在那抽象的
意义上――费希特338正是在抽象的意义中使用这个词，而是在一种完完全全具
体的意义上。
确定性和真挚性只能通过行为而被达成并且只能在行为之中存在，它们决定一
个『个体的人』是不是魔性的。我们只要坚持这个范畴，一切就都会到位，并
且这个问题也变得明了：诸如随意性（Vilkaarlighed）、不信（Vantro）、对宗
教的嘲笑，等等，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缺少内容，而是缺少那『确定
性 』 ， 在 同 样 的 意 义 上 ， 迷 信 （ Overtro ） 、 奴 性 （ Servilisme ） 、 伪 虔 信
（Devotisme）也完全是如此。那『否定的现象』缺少的恰恰是那『确定性』，
因为他们处在对于那内容的恐惧之中。
我并没有这种兴趣去用伟大的用词描述整个时代；但是如果一个人观察了现今
生存着的族类，那么他又怎么会去否认，这族类中的关系失调以及它的恐惧和
不安的根源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那真相在范围的大小、在量的多少乃至部分
地在抽象的清晰度上单方面地增长，而与此同时那确定性却是在不断地减少。
在我们的时代，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形而上学努力和逻辑努力没有被作出
过，――为了去给出一种新的、详尽的、『绝对正确地结合了从前的一切』的
证据来佐证灵魂的不朽性，但奇怪的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那确定性却在
减少。那『不朽性』的想法就其自身而言，在它的结果中有着一种力量和精
《雅各书》（3：15）：“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
的。”
《雅各书》（2：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
335
这里我不得不打破基尔克郭尔原来的句子结构。按原句型直译是：
“而是依据于那自由对于那已有的内容和那『就智能性而言是可能的』的内容的关系”
336
Jvf. Stilling, Philosophiske Betragtninger osv. S.34, 37.
337
『真理』和『真相』是同一个词：Sandheden。
338
见费希特的 Ueber den Begriff der Wissenschaftslehre (Werke I) s. 40。在之中强调了关于哲学
第一基本定律的确定性。

义，在它的假设之中有着一种责任性――这种责任性可能会以一种人们所畏惧
的方式来改变整个生命。这时人们就通过绞尽脑汁地去给出一种新的证明来拯
救和抚慰自己的灵魂。但这样一种『证明』除了是一种在天主教意义上的杰作
之外又能是什么东西呢！每一个这样的个体性――让我们逗留在这个例子
中――知道去给出『灵魂不朽性证明』却自己并不确信；如果有某些现象要如
此影响他，要促使他进一步去面对关于这问题的进一步理解，――『一个人是
不朽的』到底意味了什么，那么，这样的个体性于是就会对每一种这样的现象
总是感到恐惧。这将使得他烦恼；如果有一个完全朴素简单的人以一种完全朴
素简单的方式谈及那『不朽性』，那么他会觉得受到一种令他不舒服的影
响。――在相反的方向，可能是缺乏真挚性。一个追随那最严格的正教的信徒
可以是魔性的。他知道所有那一切；他遵从那神圣的；对于他真理是一种各种
仪式的总和；他谈论在上帝的座前会集并且知道要鞠躬多少次；他了知一切，
如同那种在使用字母 ABC 而不是在设定 DEF 的时侯能够证明一条数学定理的
人。所以，一旦他听说某种在形式细节上不符合同样秩序的东西，他就变得恐
惧。难道他不象一个现代的思辩哲学家么？――那种『为那灵魂的不朽性发现
了新的证明但是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却因为笔记本没有带在身上而无法展开
证明』的现代的思辩哲学家。这两种人所都缺乏的，是那确定性。――不信和
迷信都是那『不自由』的形式。在那『迷信』中，那『客体性』被认作是一种
象美杜莎339的头一样的力量去僵化那『主体性』，并且那『不自由』不想要让
那魔咒被解除。那『不信』的最高的――可能是最自由的――表达是『嘲
弄』。但是那『嘲弄』缺少的恰恰是那『确定性』，所以才有嘲弄行为。并且
有那么许多『嘲弄者的存在』不愿――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洞察它的内在――回
想那种恐惧，――正是以这种恐惧那『魔性的』喊出：ηί εκνη θαη ζνί（我和你
有什么关系）。因此这是一个令人留意的现象，――象一个嘲弄者地对于那瞬
间的欢呼感到自负而且易怒的人可能很少。
难道不是以那样一种刻苦的热情 ，以那样一种对时间、勤奋、书写材料的投
入，我们时代的思辩哲学家们下了功夫去导出一个完全的上帝存在证明？但是
在那『证明』的卓越增长的同时，那『确定性』看来却是在以同样的进度减
少。关于上帝存在的想法――一旦它对于那『个体的人』的自由被设定为如
此――具有一种『无所不在』，虽然人们并不希望行恶，但对于那一本正经的
个体性来说这种『无所不在』带有一种令人尴尬的东西。为了同这种观念美好
而真挚地共处，就必须真正地有着『真挚性』，这比起做一个模范丈夫是一种
更大的壮举。如果听见一种关于『存在有上帝』的完全简单朴素的谈论，难道
一个这样的个体性还能够不感觉到这种多么令他不舒服的影响么。对于上帝存
在的证明是一个人偶尔以自己的博学而形而上学地从事的一项活动，但是关于
上帝的想法则在每一个时刻都会不自觉地在人的脑海中浮现。类似于上面所说
的这样的一种『个体性』缺少的是什么？是真挚性。――在相反的方向，也能
够是缺乏真挚性。那些所谓的 『圣者』经常习惯于去作为世界所嘲笑的对象。
他们自己对之的解释是『那世界是邪恶的』。然而这却并非完全正确。当那
“圣者”不自由地处在与他的虔诚的关系之中时，也就是说在他缺少那真挚性
的时侯，那么，纯粹的从审美上看，他是喜剧的（滑稽可笑的）。只要是如
此，那么世界就有权去笑话他。如果一个罗圈腿的人没有作出任何一个舞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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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的蛇发女怪。被柏修斯所杀。

能力，却要作为舞蹈大师而登场，那么他是滑稽可笑的。在那『宗教的』，也
是如此。人们听一个这样的『圣者』仿佛在为自己计数，完全地如同那无法跳
舞却懂得如此多以至于能够打拍子，虽然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幸运到能够进入那
拍子的程度。如此，那“圣者”知道，那『宗教的』是绝对可作理性比较的，
那『宗教的』不是某种只属于一些特定场合和瞬间的东西，并且一个人一直可
以把这『宗教的』带在身上。但是在他要使之成为『可作理性比较的』时，他
自己不是自由的；并且，人们注意到，他是怎样轻轻地为自己计数的；人们看
见，虽然他记着数，他又是怎样以他天堂般的目光和合拢的手掌等等在错失和
谬误之中跌撞的。因此，一个这样的『个体性』对于每一个没有经过这一种训
练的人是如此恐惧，以至于 它为了要肯定自己而不得不抓住这种伟大的思
路――世界仇恨那『虔诚的』。
这样，那『确定性』和『真挚性』无疑是那『主体性』，但并非是在完全抽象
的意义上这样说。一切都变得如此骇人地伟大，这从根本上说是那新知识的不
幸。那抽象的『主体性』恰恰是和那抽象的『客体性』一样地被确定并且在同
样的程度上缺少那『真挚性』。如果一个人是对之进行 in abstracto（抽象地）
谈论，那么他就无法看到这一点，并且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由此便是正确的：
那抽象的主体性缺少内容。如果人们是 in concreto（具体现实地）谈论这问
题，那么上面所说的这一点就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将自己搞成一种抽象的那
种个体性恰恰缺少『真挚性』，正如那种只会把自己搞成仪式大师的个体性。
乙）对于那『真挚性』的『被排除（Udelukkelse）』或者『不出现』的图式
（ Schema 340 ） 。 那 『 真 挚 性 』 的 『 不 出 现 』 总 是 一 种 『 反 思 定 性
（Reflexionsbestemmelse）』，所以每一种形式都是一种双重形式。既然人们完
全习惯于抽象地谈论那『精神』的各种定性，这样人们就可能会难以去认识这
一点。人们习惯于设定那『直接性』，而在它的对面设定那『反思』（那『真
挚性』），而在这两者之上，那『综合』（或者那『实体性』、『主体性』、
『同一性』，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另外也将这种同一性称作『理性
（Fornuft）』、『理念（Idee）』、『精神』）。但是在那『现实性』的领域
并非如此。在这领域里那『直接性』也是那『真挚性』的直接性。因此，那
『真挚性』的『不出现』首先是在于那『反思』之中。
这样，那『真挚性』的『不出现』每一种形式要么是『主动－被动』或者『被
动－主动』，并且不管它是两者中的哪一个，它都在于那『自我反思
（Selvreflexionen）』之中。根据那『真挚性』的定性变得越来越具体，那形式
本身贯穿各种细微差别的一整个相当可观的系列。老古话里有说『去理解』和
『去理解』是两回事，这里也是如此。那『真挚性』是一种理解，但是 in
concreto 是在于这种『理解』怎样地是『去理解』。去理解一个讲演是一回
事，去理解那讲演之中私下所指的东西是另一回事；去理解一个人自己所讲的
东西是一回事，而在那所讲的东西之中去理解自己是另一回事。意识的内容越
具体，那理解也就越具体；而一旦这理解在那相对于意识的关系中不出现，我
们就有了那『不自由』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要对那『自由』隔绝自己。这样
如果我们看一种具体的宗教意识，并且这种宗教意识同时也包容有一个历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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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在这里考虑到国内哲学界将康德的术语“Schema”翻译为“图型”或者“图
式”，所以在这里翻译为“图式”。意思为：一种大纲或者概括或者样式，用来体现某些事物
的特征，特别是用来表现抽象事物的特性。

Kommentar [京不特33]: Man pleier at
sætte Umiddelbarheden, ligeoverfor den
Reflexionen (Inderligheden) og derpaa
Synthesen (eller Substantialitet,
Subjektivitet, Identitet, i hvad man saa
forøvrigt kalder denne Identitet: Fornuft,
Idee, Aand). Men i Virkelighedens Sphære
er det ikke saaledes.
在这里，看来 Hong 的英译是完全错误
的：Usually immediacy is posited in
opposition to reflection (inwardness) and
then the Synthesis (or substantiality,
subjectivity, identity, that in which this
identity is aid to consist: reason, idea, spirit).

节，那么那『理解』就必须是在于对之的关系之中。这里，我们在这方面就有
了一个对于那『魔性的』的两个相似的形式的例子。这样当一个严格的正教徒
运用他的勤奋和博学去证明那《新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那相应的使徒，
那么慢慢地那真挚性就消失了，并且在最后变成了，――相比于那他所想要理
解的东西，他在去理解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一个自由思想者使用他的所
有思想敏锐性去揭示，《新约全书》是在二世纪才被写成的，那么这里他所畏
惧的恰恰是那真挚性，并且因此他不得不把《新约全书》和其他书籍安置在同
一类别中。341那『意识』所能够具备的最具体内容，是关于其自身的意识，关
于那『个体的人』自身的意识，不是那纯粹的『自我意识』，而是那样一种
『自我意识』――它是如此地具体，以至于没有任何作家曾经――甚至那语言
最丰富的、那最具想象力的作家都不曾――有能力去描述出一个这样的『自我
意识』，――哪怕仅仅是一个；而同时每一个人却都是一个这样的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不是『沉思』；因为，那以为它是『沉思』的人并没有懂得他自
己，既然看着自己在同时处在那『成为（Vorden）』之中、并且因此而不可能
去作为一个对于那『沉思』来说是『完成的』的对象。因此，这种自我意识是
『作为（Gjerning）』，而这种『作为』则又是那『真挚性』；并且，每当那
『真挚性』没有去和这种『意识』相对应时，那么――一旦那『真挚性』的
『不出现』表现为对于『获取这真挚性』的恐惧――这时就存在着『那魔性
的』的一种形式。
如果那『真挚性』的『不出现』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而发生，那么，所有对之的
讨论都是浪费的徒劳。然而事实也并非是如此，因此在它的每一个现象之中都
有着一种主动性，虽然这种主动性是通过一种被动性而开始的。那些『从那主
动性开始』的现象是更引人注目的，所以人们很容易明白它们；但是人们却因
此忘记，在这主动性之中又出现一种被动性，并且――在人们谈论那『魔性
的』的时候――从来没有把那反面的现象考虑进去。
为了显示出这图式的正确性，我将在这里对一些例子进行考察。
『不信』－『迷信』。它们完全地相互对应，两者都缺少那『真挚性』，区别
只在于『不信』是通过主动性而被动，『迷信』是通过被动性而主动；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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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另外，那『魔性的』在那些宗教的邻域中甚至能够具有一种欺骗性的相似性，――相似于那试探。in
abstracto（抽象地）永远也无法决定它是什么。如此，一个虔诚信仰着的基督徒会陷入那恐惧：对『领圣
餐』变得恐惧。这是一种试探，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试探，将在他和那恐惧的关系中显示出来。一种魔
性的本性则相反能够走得更远，他的宗教意识能够变得如此具体，以至于那『真挚性』――这真挚性是他
所恐惧的并且它在它的恐惧中努力要逃避开的 ――是那对于『理解圣餐仪式』的纯粹私下理解。只有在
某一点上他会附和，而在这时他中断而只想要保持作为（不参与而旁观着的）了知者，想要以某种方式变
得不仅仅是那经验的、历史地决定的、有限的『个体性』。因此，那处在『宗教的试探』中的人想要去达
到那『试探』想要阻止他去达到的东西，而相反那『魔性的』则自己想要离开――他顺从于他身上那种更
强的意志（那『不自由』的意志），虽然他身上的一种较弱的意志则想去达到这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强调
这种区分；因为，否则我们继续并且如此抽象地考虑那『魔性的』，以至于它永远也不会发生，仿佛那
『不自由』的意志是如此构建的而并非是那『自由』的意志――虽然它可以是如此微弱――持恒地在那
『自相矛盾』中在场。――关于到那些宗教性的试探，如果有人想要这方面材料，那么他能够在格尔斯
（Görres）的《神秘主义》中找到很丰富的材料。然而我诚实地承认，我从来没有勇气将这本书真正读
完，因为在之中有着这样一种恐惧。但是据我所读，我能够知道，他并非总是知道在那『魔性的』和那
『试探』之间作区分，所以在使用他的这部著作时，人们有必要小心。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格尔斯（Görres）的《神秘主义》：J. Görres: Die Christliche Mystik. 4. bd. 1836.

Kommentar [京不特34]: Dette maa
man fastholde; thi ellers gaaer man hen og
tænker det Dæmoniske saa abstrakt, at det
aldrig er forekommet, som var Ufrihedens
Villie constitueret som saadan, og ikke
Frihedens Villie bestandig, om end nok saa
svagt, tilstede i Selvmodsigelsen.
我们必须坚持强调这种区分；因为，否
则我们继续并且如此抽象地考虑那『魔
性的』，以至于它永远也不会发生，仿
佛那『不自由』的意志是如此构建的而
并非是那『自由』的意志――虽然它可
以是如此微弱――持恒地在那『自相矛
盾』中在场。
问题一：这里的这个“它”（at det
aldrig er forekommet）。
问题二：og ikke Frihedens Villie
bestandig、、、这个句子和前面部分的
哪一个分句相关？

是，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那『更男性化的』，而那另一个则是『更女性的』
构成物，并且两种构成物的内容都是『自我反思（Selvreflexion）』。本质地
看，两者是完全同一的。『不信』和『迷信』都是对于信仰的恐惧；而『不
信』从那『不自由』的主动性开始，『迷信』从那『不自由』的被动性开始。
通常人们只考虑那『迷信』的被动性，因而它看起来不是很突出或者更可原
谅，――依据于人们是使用『美学－伦理学』还是『伦理学』范畴。在那『迷
信』之中有着一种弱点，它迷惑着人们，然而在那『迷信』之中还是必定总要
有足够的主动性，它才能保持它的被动性。那『迷信』对于其自身是不信的，
而那『不信』对于其自身是迷信的。两者的内容都是『自我反思』。那『迷
信』的惰性、畏缩、怯懦觉得停留在那『自我反思』之中要好过放弃它；而那
『不信』的对抗、骄傲、自负觉得待在那『自我反思』之中要大胆过放弃它。
如此的『自我反思』的最精致的形式总是这样的一种：通过希望出离这种状态
它变得对自己感兴趣，而同时它却舒服自得地继续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
『虚伪（Hyklerie）』－『愤慨（Forargelse）』。它们相互对应。『虚伪』
是通过主动性开始，『愤慨』是通过被动性开始。通常人们对『愤慨』的评判
比较温和，但是如果那『个体的人』继续停留在『愤慨』之中，那么在它之中
就必定是恰恰有着相当的主动性，以至于它维护那『愤慨』中『承受苦楚』而
不想要摆脱。在那『愤慨』之中有着一种接受性（因为一棵树和一块石头不会
愤慨），这种接受性在对于『愤慨』的取消中也是被考虑进去的。那『愤慨』
的被动性则在另一方面觉得保持原状更柔弱，它仿佛是在让那『愤慨』的后果
连本带利地加利――继续拖欠。因此『虚伪』是对自己的『愤慨』，而『愤
慨』是对自己的『虚伪』。两者都是缺少那『真挚性』而不敢苏醒。因此所有
『虚伪』终结于对自己虚伪，因为那『虚伪者』正是对自己愤慨或者自己使自
己愤慨，所以所有『愤慨』――如果没有被取消――终结于对于他人的『虚
伪』，因为那愤慨者通过那深刻的主动性――正借助于过这种主动性他逗留在
那『愤慨』之中――把上面所说的那种接受性改变为某种其他东西，所以这时
他必须对他人虚伪。这样的情况也会在生命中发生：一种愤慨的个体性最后使
用这种『愤慨』作为无花果叶子342去掩盖那本来可能是需要一套虚伪外衣的东
西。
『骄傲（ Stolthed ）』－『畏缩（ Feighed ）』。『骄傲』是通过主动性开始，
『畏缩』是通过被动性开始，在其他方面它们是同一的；因为在那『畏缩』之
中恰恰有着相当多的主动性而使得对于那『善的』的那种恐惧能够得以维持。
『骄傲』是一种深刻的『畏缩』；因为它畏缩到足以不愿去理解那『骄傲的』
实在地说是什么；一旦这种理解渗透进它，它就畏缩，瓦解于一声爆响，破碎
如一个气泡。那『畏缩』是一种深刻的『骄傲』，因为它畏缩到足以不愿去理
解，――甚至不愿理解那被误解的『骄傲』的各种要求；但是通过这样地萎缩
自己，它恰恰是显示了自己的『骄傲』，――也通过考虑它没有接受任何挫
折，所以它是为那『骄傲』的否定表达而骄傲：它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失败。这
样的情况也会在生命中发生：一个非常骄傲的『个体性』畏缩到『从来不敢去
冒险做什么』的程度，畏缩到尽可能地卑微――恰恰是为了拯救他的『骄
傲』。如果我们去把一个『主动－骄傲的』和一个『被动－骄傲的』安排在一
342

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用以遮羞的是无花果树叶。《创世记》（3：7）：“他们二人的眼睛
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

起，那么我们恰恰是在这样的瞬间――在那前者崩溃的时侯――得到机会向自
己证明，那『畏缩的』在根本上是多么骄傲。343
丙）什么是那『确定性』和那『真挚性』？要对之给出定义无疑是困难的。但
是在这里我却要说：那是『严肃』344。现在无疑每个人都明白这个词，但是在
另一方面却相当奇怪：能够比这个词更少地被作为考虑对象的词并不多。在麦
克白谋杀了那国王之后，他呼喊道：
Von jezt giebt es nichts Ernstes mehr im Leben:
Alles ist Tand, gestorben Ruhm und Gnade!
Der Lebenswein ist ausgeschenkt.
（从现在开始，生命中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严肃的
一切都是不值钱的儿戏，死去了的荣誉和慈悲！
那生命之酒已经斟完）345
这时，麦克白确实是一个谋杀者，因此那言词在他的口中具有一种可怕的撼动
性的真相；但是每一个丧失了那真挚性的个体，他也可以说“der Lebenswein ist
ausgeschenkt（那生命之酒已经斟完）”，并且也因此说“jezt giebt es nichts
Ernstes mehr im Leben, Alles ist Tand（现在生命中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严肃，一切
都是不值钱的儿戏），因为那『真挚性』恰恰是跳向一种永恒生命的源泉，而
从这种源泉之中产生出来的恰恰是『严肃』。当传道者说：一切都是浮华无意
义 346 ，这是他恰恰是有着那『严肃』in mente（在心中）。而相反，在那『严
肃』失去了之后，这就是“一切都是浮华无意义”，这时又只是一种『主动－
被动的』表达（那『沉郁性』的对抗）或者一种『被动－主动的』表达（那
『轻率性』的和那『风趣性』的对抗），这是要么是那『去哭』或者那『去
343

基尔克郭尔原注：
笛卡尔在他的《de affectionibus（论情绪激动）》中提请读者注意这个问题：对应于每一个激情
持恒地有着另一种激情，但是只有惊奇例外。那具体的论证过程是相当弱的，但是引起我的关
注的却是他在“惊奇”上作出一个例外，恰恰因为它――如众所周知的――根据柏拉图的概念
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构成了那哲学的激情和那种被所有哲学思考作为开始的激情。另外，和
『惊奇（Beundring）』相应的是『嫉妒（Misundelse）』，并且，那新的哲学无疑也会谈论那
『怀疑』。但是在之中恰恰是那新的哲学的错误所在：它要以那『否定的』作为开始，而不是
以那『正定的（det Positive）』――那『正定的』总是那『最初的』，正如在这样一种意义上
人们说 omnis affirmatio est negatio（每一个肯定都是一个否定），在之中人们首先设定
affirmatio（肯定的）。这个关于『那最初的究竟是那正定的还是那否定的』的问题有着非凡的
意义，而那唯一宣称自己是那『正定的』的新近哲学家看来就是赫尔巴特（Herbart）了。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释：
“笛卡尔在他的《de affectionibus》中提请读者注意这个问题”：《de affectionibus》Pars I Artic.
LIII.
赫尔巴特（Johann F. Herbart）：对立于康德和所有唯心主义哲学，赫尔巴特强调，事物的现实
性和确定的『在』作为那绝对正定（absolute Position）排斥一切否定。（AllgemeineMetaphysik,
I-II. / Königsberg 1828-29/ II, §§201-4）
344
Alvor：“严肃”，有时我也将之翻译作“认真”。
345
《麦克白》，第二幕第三场。在谋杀被发现和公开了之后。（中文版流畅的文学翻译为：
“要是我在这件变故发生以前一小时死去，我就可以说是活过了一段幸福的时间；因为从这一
刻起，人生已经失去它的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荣名和美德已经死了，生命的美酒
已经喝完，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无味的渣滓，当作酒窖里的珍宝。”）
346
《传道书》（1：2）：“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笑』的可能性，但是那严肃则是迷失了的。
在我的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里，我并不知道存在有一种对于『什么是严肃』的
定义。如果这在事实上真是如此，那么我将为之高兴，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那种
现代的流畅而融汇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废止了定义，而是因为相对于
『存在』的概念这『对于定义的回避』总是显露出一种很确定的机敏，因为我
们不可能倾向于――在那『定义』的形式中――去理解那『在本质上必须以其
他方式理解』的东西，那『我们自己已经以其他方式去理解了』的东西，那
『我们以完全另一种方式所喜爱』的东西，――恰恰通过那『定义』的形式，
这东西对于我们很容易就成为陌生的、别的东西。那真正爱着的人，不会通过
去忙碌于一种关于『到底什么是爱』的定义而找到欢喜或者满足，更不用说因
此而使爱得以增长。那如果一个人有着这样的生活，他日常地却是喜庆地接触
着『存在有一个上帝』的观念，那么他基本上是不会去希望自己去――通过他
自己去拼凑一个对于『上帝是什么』的定义――败坏自己的这种观念，或者看
着它被败坏。关于那『严肃』也是如此，这是一件如此严肃的的事情，以至于
对之的定义本身就是一种轻率性。但是我却不说这个，仿佛我的思想不清晰，
或者仿佛害怕某个超级聪明的理论家――他在概念发展中顽固如同一个在定理
证明中的数学家并且在和所有别的事物的关系中他所说的也因此像一个数学家
说『这能够证明什么』，――仿佛害怕这样一个理论家变得对我有怀疑，似乎
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因为在我的思想中，我在这里所说的恰恰证
明――比任何一个『概念之发展』更好的证明：我严肃地知道这谈论的是关于
什么。
虽然我现在并不倾向于去给出一个定义或者以那『抽象』的笑话去谈论『严
肃』，我还是想要给出一些介绍性的说明。在卢森克兰茨 347的《心理学》348中
有着一个对于『性情（Gemyt）』的定义。他在第 322 页中说：『性情』是感
情和自我意识的统一体。在那早期的发展中他极好地解释道：dass das Gefühl
zum Selbstbewusstsein sich aufschliesse, und umgekehrt, dass der Inhalt des
Selbstbewusstseins von dem Subject als der seinige gefühlt wird. Erst diese Einheit
kann man Gemüth nennen. Denn fehlt die Klarheit der Erkenntniss, das Wissen vom
Gefühl, so existirt nur der Drang des Naturgeistes, der Turgor der Unmittelbarkeit.
Fehlt aber das Gefühl, so existirt nur ein abstracter Begriff, der nicht die letzte
Innigkeit des geistigen Daseins erreicht hat, der nicht mit dem Selbst des Geistes
Eines geworden ist. (cfr. p. 320 og 21).【那『感情』对那『自我意识』打开其自
身,并且反之亦然；那『自我意识』的内容被那『主体』作为『它自己的』而感
觉到。只有这种『统一体』我们才能够称作『性情』。这时，如果缺少那『认
347

卢森克兰茨：《Psychologie oder die Wissenshaft vom subjektiven Geist》（1. Ausg. Königsberg
1837）
348
基尔克郭尔的原注：
我很高兴去设想我的读者们所阅读的总是和我所阅读的一样多。这个假设条件对于那『阅读
的』和那『写作的』来是都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方式。这样我就设想我的读者是熟悉我所提及的
那个文本，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将忠告他去认识这文本；因为它确实是造诣很深的，并且如
果这作者――他本来恰恰是以他的常识和对人的生活的人文关注而使自己杰出――能够放弃他
对于空洞图式的狂热迷信，那么他就能够避免在一些时候变得可笑。他在这个章节（§ §）中所
说的，就像他通常的文本一样，其思路发展是非常好的，那唯一使得人偶尔无法理解的是那种
宏伟的图式，――以及那完全具体的发展怎么能够和这图式相对应。（作为例子，我在这里想
提及 209－211 页。Das Selbst - und das Selbst. 1. Der Tod. 2. Der Gegensatz von Herrschaft und
Knechtschaft〈那自我――和那自我。1、那死亡。2、那主人地位和奴隶地位间的对立〉）。

识』的清晰性，对于那『感情』的知识，那么，只会有那『自然精神』的『渴
求』存在着，那『直接性』的绷涨（Turgor）。如果缺少『感情』，那么就只
存在一种抽象的概念，这概念不曾达到那『精神性的存在』的最后『真挚
性』、也没有和那『精神』的自我成为一体。】如果现在我们回溯地追踪他对
于那『感情』的定性作为精神的 unmittelbare Einheit seiner Seelenhaftigkeit und
seines Bewusstseins (p. 242) 【其感知觉和其意识的直接的统一体】，并且回
想：在那 Seelenhaftigkeit（感知觉）的定性中考虑到了和那直接的『自然定
性』的统一体，那么通过把所有这些收集在一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关于一种
具体的人格的观念。
『严肃』和『性情』现在这样地相互对应：『严肃』是对于『什么是性情』的
一种更高的和那最深的表达。那『性情』是那『直接性』的一种定性，相反
『严肃』是那『性情』所获得的本原性，它在那『自由』的责任性中所保存的
本原性，它在那『极乐』的享受中所确定的本原性。它的本原性在它的历史发
展中恰恰显示出那『严肃』中的那『永恒的』，为此那『严肃』永远也不会成
为习惯。卢森克兰茨只在那现象学349、而不在那灵物学（Pneumatologien）中论
述『习惯』；而『习惯』也属于那后者，并且一旦那『永恒的』离开那『重
复』，『习惯』就出现了。当那『本原性』在那『严肃』之中被获得和被保存
时，于是就有一种『延续（Succession）』和『重复』，而一旦那『本原性』不
出现在那『重复』时，那么那『习惯』就在那里。那严肃的人是通过那『本原
性』而严肃，――他与这本原性一同回到那『重复』之中。我们说一种活生生
和真挚的感情保存这种本原性，但是那『感情』的真挚性是一把火，――一旦
那『严肃』不去关注它，它就会冷却；而在另一方面，那『感情』的真挚性在
心境中是无常的，就是说，这一时它会比那一时更真挚。为了使得一切尽可能
地具体，我将使用一个例子。一个神职人员每个星期天都应当说出那指定的教
堂祷告，或者他每个星期天都要为不同的孩子施洗。现在，让他满怀热情，等
等，那火焰燃烧出来，他要震颤，去感动等等，但是这一次更多而那一次更
少。只有那『严肃』能够有规律地在每个星期天带着同样的本原性回到那同一
件事情上。350
但是这种『同一件事情』，――那『严肃』带着同样的『严肃』所要重新回到
的这种『同一件事情』，只能是那『严肃』自己；因为否则就成为死板了。那
『严肃』在这种意义上意味作那人格本身，并且只有一种严肃的人格是一种现
实的人格，并且只有一种严肃的人格能够带着『严肃』去做事，因为属于『带
着严肃去做事』的最首要的一件事是去知道，那『严肃』的对象是什么。
在生活中关于『严肃』的谈论并不少；一个人变得对国债严肃，另一个人变得
对那些范畴严肃，第三个人对一场戏剧演出严肃，等等。那『反讽』发现了这
种情况就是如此的发生的，并且他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很多文章；因为每一个
『在不适当的地方变得严肃』的人，他 eo ipso（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是滑稽可
笑的，虽然，甚至一个被同样滑稽可笑地漫画出来的『同时代』和『同时代舆
349

“卢森克兰茨只在那现象学„„”是不对的。事实上卢森克兰茨是在《人类学
（Anthoropologien）》的第 2 部分、第 3 章中讨论了关于“习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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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在《重复》中）说：“那『重复』是那『存
在』的『严肃』”（第 6 页）并且去作为那王家的骑师则不是那生命的严肃，虽然这样一个骑
师――每次他登上他的马――带着所有可能的严肃去做他的工作。

论观点』可以是对之有高度严肃的态度。所以决定『一个个体在其最深的根本
上有什么用处』的最确定的衡量尺度是：我们通过这个人自己的多嘴而得知
的，或者我们通过诱骗他吐露出其秘密而得知的这个问题――那使得他在生活
中变得严肃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一个人无疑是能够生来具有其『性情』，但是
他不会是天生就带有『严肃』的。那种表达语“那使得他在生活中变得严肃的
东西”就必须在一种特别强调的意义上被理解：那『个体性』从这个表达语中
最深刻地标明了其『严肃』的开始；因为，如果现在那『严肃』有了某种东西
作为它的对象，而在一个人在真正地变得对这东西严肃之后，他就完全能
够――如果他想要这样――严肃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事物，――但是这里的问题
是：他是不是首先变得对那『严肃』的对象严肃。这对象是每一个人都具备
的，因为它是一个人他自己；如果一个人不对自己变得严肃，而只是对某些别
的东西――某种宏伟和喧嚣的东西――变得严肃，那么尽管他有着各种严肃，
他仍不过是一个滑稽角色，――虽然他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欺骗那『反讽』，他
还是会 volente deo（按上帝所愿）而变得可笑，因为那『反讽』对于『严肃』
是猜疑警戒着的。而相反如果一个人在那恰当的地方变得严肃，他则恰恰将通
过以一种既动情又逗笑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其他东西而证明其『精神』的健康，
尽管那些『严肃』的轻信者们在看见他以一种逗笑的态度来对待那『使得他们
可怕地严肃』的东西时，会觉得凉到脊椎中。但是在对那『严肃』的关系中，
这个人就应当知道不去容忍任何逗笑滑稽，――如果他忘记这一点，那么，那
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会是象那发生在阿尔巴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351身上的――在阿尔巴图斯·马格努斯自负地在其思辩上冒犯对抗那
神圣时352，他突然地变得愚蠢；那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会是象那发生在柏
勒罗丰（Bellerophon）353――在理念的差使中，柏勒罗丰安稳地坐在其飞马柏
351

阿尔巴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德国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
基尔克郭尔原注:
参看马巴赫（Marbach）《哲学历史（Geschiche der Philosophie）》2den D. p. 302 Not. :Albertus
repente ex asino factus philosophus et ex philosopho asinus.（阿尔巴图斯突然从一只驴子变成一个
哲学家，并且从一个哲学家被变成一只驴子） Cfr. Tennemann. 8de B. 2den D. p. 485 Not.。人们
有关于另一个经院哲学家的更确切的描述，西蒙·托尔纳森西斯，――他认为上帝必定是有欠
于他，因为他证明了那『三位一体』；因为，如果他愿意，那么„„profecto si malignando et
adversando vellem, fortioribus argumentis scirem illam infirmare et deprimendo improbare.（如果我
出于恶意和敌意想要那样做的话，那么我完全能够以更强的推理来使之无效而通过削减推理来
证明它的反面）。因为这个原因那好好的人成为了一个使用两年时间来学会认识字母的傻瓜。
参看特纳曼（Tennemann）《哲学历史（Geschiche der Philosophie）》8de B. p. 314 Not.现在我
们由它去，――不管是他确实说过这话，还是他还说过那些人们认为他说过的话――在中世纪
的关于三大欺骗者的那个著名亵渎话；无疑，他在辩证中或者在思辩中并不缺少奋发的严肃，
但是他在『理解其自己』中缺少这严肃。类似于这个故事的事件有许多，在我们的时代里那
『思辩』使用了这样的一种权威性以至于它几乎尝试了使得上帝对自己不确定，――仿佛上帝
成为了一个君主在恐惧地坐着等待知道某一个诸侯会议要让他作绝对君王还是让他做一个有限
的君王。
352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三大欺骗者”：摩西、基督和莫罕默德。在 Tennemann 的相同文字中有记录。
353
柏勒罗丰：希腊神话中，柏勒罗丰是科林斯的英雄，骑飞马（柏加索斯）去杀死了吐火女怪
喀迈拉。但是，看来基尔克郭尔在这里把民间神话中的主题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
《Sthenebonia》混在了一起。根据神话，柏勒罗丰想骑着飞马上天时激怒了宙斯，所以他坠落
了。而在《Sthenebonia》中，柏勒罗丰在杀死了喀迈拉后回到阿尔戈斯、把那曾经陷害过他的
阿尔戈斯王后骗上飞马而扔入海中。

加索斯上，但是在他想要滥用那飞马而骑去和一个大地上的世俗女人约会时，
他将就掉了下来。
那『真挚性』，那『确定性』是『严肃』。这看上去有点贫乏；如果我还进一
步说了，它是那『主体性』、那纯粹的『主体性』、那 übergreifende（环抱性
的）『主体性』，那么我就说出了某种东西，――而这『某种东西』无疑是使
得『更多东西』严肃了起来。然而，我也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严
肃』。一旦缺少了那『真挚性』，那『精神』就被有限化了。所以说那『真挚
性』是那『永恒』，或者说它在一个人身上是那『永恒的』的『定性』。
如果我们现在要正确地研究那『魔性的』，那么，我们只须去看那『永恒的』
在那『个体性』之中是怎样被解读的，于是我们马上知道答案。在这一方面，
这新近的时代为那观察提供了一个很广的视野。在我们的时代，那『永恒的』
被人们足够频繁地谈论，――它被摈弃和被假设；而不管是对之摈弃还是对之
假设（考虑到其进行方式），都显示出了一种『真挚性』的匮乏。而如果一个
人没有正确地理解了――总之是没有具体地理解了那『永恒的』 354，那么这个
人就缺少『真挚性』和『严肃』。
我并不想在这里写得非常详细，但是我还是将指出一些要点。
甲 ） 人 们 在 一 个 人 身 上 否 认 那 『 永 恒 的 』 。 在 同 一 瞬 间 ， der Lebenswein
ausgeschenkt（那生命之酒已经斟完），并且每一个这样的『个体性』都是魔性
的。如果人们设定那『永恒的』，那么那『现在的』就是一种『其他』――一
种不同于『那人们所想要的』的『其他』。这是人们所畏惧的，而如此人们便
是处在对于那『善的』的恐惧之中。如果一个『人』想要如此，他在这时可以
继续拒绝那『永恒的』，但是他却并不因此而能完全地灭绝那『永恒的』的生
机。虽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种意义上想要认可那『永恒的』，然而在另
一种意义上和在更高的程度上人们却畏惧去这样做；但是，不管人们在多么广
的范围里地拒绝它，人们还是无法完全摆脱它。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只是太畏
惧那『永恒的』了，甚至当人们在那抽象的措辞和那恭维『永恒的』的措辞中
认可它时，也对之心怀畏惧。现在，那些单个的政府生存在对不安定因素的畏
惧之中，与此现象平行的则是：只是太多的『个体性』生存在对不安定因素的
畏惧之中，而这种所谓的不安定因素恰恰是那真正的安定性，――他们生存在
对那『永恒性』的畏惧之中。这样，人们宣告那『瞬间』；正如『那通往沉沦
之路以好的意图铺成』，这样最好地消灭那『永恒性』是通过那纯粹的『瞬
间』。但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可怕地匆忙呢？如果没有任何『永恒性』存在，
那么那瞬间还是会那么久，一如『永恒性』存在。但是那对于『永恒性』的恐
惧把那『瞬间』弄成了一种抽象。――另外，对于那『永恒的』的这种否认能
够直接和间接地以很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嘲笑』、作为『在常识中的无
趣陶醉』、作为『忙碌』、作为『那现世性的狂热』，等等。
乙）人们完全抽象地解读那『永恒的』。如同那些蓝色的山，那『永恒的』是
那『现世性』的界限，但是，那些精力充沛地生活在『现世性』中的人们达不
到那界限。那守望的『单个的人』是一个站在那『时间』外面的边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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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克郭尔原注:
无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说过：那『永恒的』是那真正的『重
复』。

Kommentar [京不特35]: Det Evige er
ligesom de blaae Bjerge Grændsen for
Timeligheden。
那 de blaae Bjerge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
故？否则那就是美国的“蓝岭”。

丙）人们为那幻想而把那『永恒性』曲置在那『时间』之中。如此解读之下，
它导致出一种迷人的效果；人们不知道那是梦还是现实；那『永恒性』忧郁
地、梦想般地、恶作剧地窥入那『瞬间』，如同那月亮的光纤颤着步子进入一
个被照亮的林子或者房厅。对于那『永恒的』的想法成为一种幻想的忙碌追
求，而心境则持恒地是这样一个心境：是我在做梦，还是那『永恒性』在梦见
我？355
或者，人们纯粹地并且没有掺杂地为那『幻想』而解读它，――丝毫不带有这
种迷人挑逗的双重性。这种解读在这个的句子中得到了一种确定的表达：那
『艺术』是对那『永恒的生命』的一种预期 356；因为那『诗』和『艺术』只是
那『幻想』的『和解』，并且，它固然有那『直观（Intuition）』的 Sinnigkeit
（深思熟虑），但却毫无那『严肃』的 Innigkeit（真挚性）。――人们用那
『幻想』的金箔来精心描绘那『永恒性』，――人们向往着这永恒性。――人
们以神圣的启示来窥想那『永恒性』，扮演但丁的角色 357，而那但丁――不管
他认可了怎么多的『幻想－观点』――却没有暂止过那伦理的『判断行为』的
效果。
丁）人们形而上学地解读那『永恒性』。一个人说『我－我』 358，一直到他自
己成为一切之中最可笑的：那纯粹的自我，那永恒的自我意识。一个人谈论关
于那『不朽性』，一直到他自己――不是变得不朽而是――成为那『不朽
性』。不去考虑所有这些，――尽管如此他突然发现，他并没有使得那『不朽
性』进入他的体系，这时他专注于要在一个附录中为之找到位置。考虑到这种
可笑性，那保罗·缪勒（Poul Møller）359所说很对：那『不朽性』必定是在所
有地方都在场。但如果是那样，那么那『现世性』就成为了某种『其他东
西』，――完全不同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或者，人们如此形而上学地解
读那『永恒性』：那『现世性』被喜剧性地保存在它之中 360。纯粹美学－形而
上学地看，那『现世性』是喜剧性的，因为它是那『矛盾』，而那『喜剧的』
总是在于这个范畴之中。现在，如果人们纯粹形而上学地解读那『永恒性』，
并且因为某种不管是怎样的原因而想要让那『现世性』进入之中，那么这无疑
就变得相当喜剧性了：那永恒的『精神』保留了那关于『他曾经数次处在经济
窘况』等等的记忆。但是，这整个用来维护那『永恒性』的苦劳就是浪费了的
徒劳，就是伪警报；因为纯粹形而上学地看，没有人变得不朽，没有人得以肯
定地明确其『不朽性』。然而，如果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而达到这『不朽
355

在基尔克郭尔删去的草稿中提及了白蒂娜的信。Anna Elisabeth von Arnim （1785-1859）让
白蒂娜（Bettina）以《歌德和一个小孩的通信》写一卷想象的信函。白蒂娜是 Clemens
Brentano 的姐妹。
356
见保罗·缪勒（Poul Møller）的《Efterladte Skrifter》第二版，第 90 页。（“那艺术是对那
极乐生命的一种预期”）。
357
这是暗示海贝尔（J.L. Heiberg）的启示喜剧《一个死后的灵魂（En Sjæl efter Døden）》
（1841）以及 H. L. Martensen 对之的剧评（以剧名为标题，刊载于 Fædrelandet 1841,
sp.3299）。
358
『我－我』：费希特的哲学体系是从这样一个“我－我（Ich-Ich）”开始的，而谢林类似于
此，都是绝对自我对于经验自我的设定。黑格尔从自然意识发展达到自我意识，自我对自我得
以认识，因而也达到了一个“我－我”关系而自我之发展得以继续。
359
保罗·缪勒的关于不朽性的论文。《Værker》第二板，V. 第 65-76 页。
360
暗示了 H. L. Martensen 的剧评《一个死后的灵魂》（刊载于 Fædrelandet 1841, sp.3299）。见
前面的注脚。

性』，那么那『喜剧的』也不会去强行参与。虽然那『基督教』教导一个人必
须清算自己所说的每一句不恰当的话 361，而我们则简单地理解这个――关于那
完全的回忆，有时它在生活之中已经能够显示出不容误认的征兆；虽然那基督
教的教导只有通过其对立于那希腊文化中的那种关于忘却的观念才能够最尖锐
地被阐明，――在那希腊观念中，那些『不朽的』首先是喝那『遗忘之河
（Lethe）』362里的水以便忘却；但是由此却绝不会导致出，那『回忆』以一种
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方式而必须成为喜剧性的，――这里说『直接的方式』是通
过人们回忆各种可笑性,『间接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可笑性将被转化成为本质的
决定。恰恰因为那『清算』和那『审判』是那『本质的』，这种『本质的』相
对于那『非本质的』就起着一种『遗忘之河』的作用，同时也确定无疑：许多
东西能够出乎人们的意料地显示出是本质的。在那生活的滑稽事、偶然性和偏
僻旮旯中，那『灵魂』并不曾本质地在场，而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将消失，只是
并非对于这灵魂来说，――这灵魂在这『将消失的』之中曾经是本质的，但是
这对于他却并没有喜剧性的意味。如果人们彻底地对那『喜剧的』进行了思
考、对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持恒地清楚自己的范畴，那么人们就很容易明
白，那『喜剧的』恰恰是属于那『现世性』，因为那『矛盾』是在于这『现世
性』之中。美学地和形而上学地看，人们无法中止它，无法阻止它在最后吞噬
下整个『现世性』；如果一个人发展成长到足以运用这『喜剧的』但却又没有
成熟到有能力区分 inter et inter（于一个和另一个之间），这种情况就会在这个
人身上发生。在那『永恒性』之中则相反：所有矛盾都被取消，那『现世性』
被那『永恒性』渗透并且被保留于之中；然而在那之中没有任何那『喜剧的』
的痕迹。
但是人们不会去严肃地思考那『永恒性』，而是对之恐惧；那恐惧想出上百种
逃避借口。而这个恰恰是那『魔性的』。

CAPUT V
『恐惧』作为『通过那信仰而拯救着的』

在格林童话中363，我们有一个关于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出去历险以求学会恐
惧。我们让那个历险记自己按其进程发展，而不去关注『在他的路上他是怎样
地遇上各种可怕的事情的』。相反我要说，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受的一个历
险过程：去学会恐惧，这样他就既不会因为『从来没有恐惧过』也不会因为
『沉陷在那恐惧之中』而迷失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正确地恐惧，那么他
就学会了那『最终极的』。
361

《马太福音》（12：36）：“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
出来。”
362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X 中有对于遗忘之河的描述。
363
相应可看中文版格林童话中的《傻小子学害怕》。

Kommentar [京不特36]: I Livets
Pudseerligheder, Tilfældigheder,
Kringelkrogerier har Sjelen ikke
væsentligen været tilstede, og derfor vil alt
dette forsvinde, kun ikke for den Sjel, der
var væsentlig deri, men for ham vil det
neppe faae comisk Betydning.
这个 dette 是指什么？是指『那本质
的』、还是那生活中的各种„„。

如果一个『人』是『动物』或者『天使』，那么他就无法恐惧。而既然他是一
种综合，那么他就能够恐惧；并且恐惧越深，人就越伟大；――然而这里所说
却不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人们在通常所认为的恐惧，对于那『外在的』、对
于那在『人』之外的东西的恐惧；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生产出那『恐惧』。只
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是我们所说的 『对于基督的解读』，――他恐惧一直到
『死』364，以及当他对犹大这样说365的时候：你马上要做你所要做的事情。甚
至路德自己在布道时所恐惧的那可怕的言辞 366――“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
什么你背弃了我？”，甚至这言辞都不算怎么强烈地表达出那痛苦；因为在上
面所提的两者中，那后者用于标示一种状态――基督所处的那状态，而前者则
标示了对于一种并不存在的状态的关系。
那『恐惧』是那『自由』的可能性，只有这种『恐惧』才是通过那『信仰』绝
对地起着教育改善作用的，因为它消蚀所有『有限性』，揭露它们的所有欺
骗。
没有什么审讯者能够象那『恐惧』那样地准备好了如此可怕的痛苦折磨；没有
什么谍探能够象那『恐惧』那样地深知去如此诡诈地在那一瞬间打击那『可疑
的』――在他最弱的那一瞬间，或者说，深知去如此诡诈地设置捕获他的陷
阱；没有任何敏锐的审判者能够象那『恐惧』那样地懂得怎样去审察，――是
的，去审察那『被控的』，――不管是在那消闲之中、在那喧嚣之中、在工作
中、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那『恐惧』绝不让那『被控的』得以逃脱。
如果一个人通过那『恐惧』而受到教育，那么他就是通过那『可能性』而受到
教育；并且只有在一个人通过那『可能性』而受到教育时，他才是依据于其无
限性而受到教育。因此，那『可能性』是所有范畴中最沉重的。当然我们常常
听见那相反的说法，说那『可能性』是如此轻易而那『现实性』是如此沉重。
但是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听见这种说法的呢？是从一些可悲的人们那里，――
他们从来就不曾知道什么是『可能性』，并且，在那现实性向他们显示出他们
做不了并且将做不了任何事情，而现在却谎言一样地唤醒一种『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是那么美丽、那么迷人，而在这种『可能性』的根
本上却至多只是一小点青春的胡闹――这种胡闹其实是一个人应当感到羞愧的
东西。因此，这种『可能性』――对此人们说『它是如此轻易』－－通常被理
解为幸福、幸运等等的可能性。但是这完全不是那『可能性』，这是一种谎言
般的杜撰，――那人性上的『堕落』精心打扮出它来却是为了有理由去抱怨生
活、为了有理由去操纵、为了有机会去变得自大。不，在那『可能性』之中一
切是同样地可能，而如果一个人真正是通过那『可能性』而得到教养，那么他
就象理解那『微笑的』一样地理解了那『可怕的』。如果这样一个人这时走出
那『可能性』的学校并且比小孩子知道其 ABC 更好地知道：向那『生活』他绝
364

《马太福音》（26：37-38）：“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儆醒。”
《马可福音》（14：33-34）：“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
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儆醒。”
《约翰福音》（12：27）：“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阿，救我脱离这时候。但
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365
《约翰福音》（13：27）：“他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
吧。”
366
《马可福音》（15：34）：“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
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Kommentar [京不特37]: 这里所指是
哪两者？是不是“他恐惧一直到
『死』，以及当他对犹大说”？
Kun i denne Forstand er det at opfatte, naar
det hedder om Christus, at han ængstedes
indtil Døden, samt naar han siger til Judas,
hvad Du gjør det gjøre Du snart. End ikke
det forfærdelige Ord, som selv Luther
ængstedes ved at prædike over: min Gud,
min Gud hvi haver Du forladt mig, end ikke
dette Ord udtrykker Lidelsen saa stærkt; thi
ved det sidste betegnes en Tilstand, i
hvilken Christus befinder sig, det første
betegner Forholdet til en Tilstand, som ikke
er.

对没有什么可要求的并且那『可怕的』、『迷失』、『湮灭』门对门地和每一
个人相邻而居；并且如果他彻底地懂得了：他所恐惧的每一种『恐惧』将在下
一个瞬间发生在他身上；那么，他将给予那『现实性』另一种解释，他将赞美
那『现实性』，并且，虽然这『现实性』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将记住，比起
那『可能性』之沉重，这『现实性』还是远远地要轻易得多。那『可能性』只
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因为那『有限性』和那些有限的关系――在这些关
系之中一个『个体的人』被赋予其所在的位置，这时这些关系可以是卑微的、
日常的或者世界历史性的，――所有这些『有限的』都只能够有限地进行教
育，并且人们总是能够说服它们、总是从它们之中得出一小点『其他』来、总
是讨价还价、总是马马虎虎地从之中逃避出来、总是稍稍地保持处于局外状
态、总是阻碍人从中绝对地学些什么，――而如果人们是想从中绝对地学某些
东西，那么，那『个体的人』就必须重新在自己身上具备那『可能性』并且自
己去得出他所将去学的东西，虽然这『东西』在下一个瞬间完全不承认自己是
由他得出的并且绝对地剥夺走他的权力。
但是为了一个『个体的人』要如此去通过那『可能性』而绝对地并且无限地得
到教育，他就必须诚实地面对那『可能性』并且具备那『信仰』。在这里我将
那『信仰』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黑格尔367在某个地方以他的方式正确地将之
称作那『内在的确定性』――它预期那『无限性』。如果那『可能性』的发现
过程被诚实地运作，那么那『可能性』将发现所有『有限性』而在那『无限
性』的形态之中使之理念化，并且它在那『恐惧』之中压倒那『个体的
人』――直到他在那『信仰』的预期之中重新战胜那些『有限性』。
我这里所说的可能会使得很多人觉得是一种朦胧晦涩而糟糕的言谈，――既然
他们为自己从来没有恐惧过而感到骄傲。对此我将回答，一个人无疑是不应当
为各种人、为各种『有限性』而感到恐惧，但只有当一个人彻底经受了那『可
能性』的恐惧之后，他才被教化成了不去恐惧，――并不是因为他逃避开那生
命的各种可怕，而是因为和那『可能性』的可怕相比，生命中的这些『可怕』
就总是成为微弱的。相反，如果那言谈者认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
恐惧过』，那么我将很高兴地将他引进我的解释中：这是因为他是非常地『无
精神』。
如果一个『个体的人』――他应当通过这『可能性』而得到教化――欺骗那
『可能性』，那么他永远也无法达到那『信仰』，那么他的信仰成为一种『有
限性』的睿智――正如他的学校是那『有限性』的学校。但是，人们以每一种
方式来欺骗那『可能性』；因为，否则每一个人――只要他把头探出窗户――
就必定能够看见足够多的东西，由之中那『可能性』可以开始其实施。我们有
一件考多维克基（Chodowiecki）的版画描绘『加来斯的自首』368，以四个不同
气质的人观察，而那艺术家任务是让那不同的印象在那不同气质的表达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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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对信仰有相应描述。（Philosophie der Religion，第一部分，C，I，
2。
368
十八世纪法国加尔文教徒让·卡拉斯的儿子安东尼打算改信天主教，后来自杀。一些天主教
徒指控卡拉斯为阻止安东尼转信天主教而谋杀了他。法庭无法拿出证据证明安东尼是被谋杀，
但是判卡拉斯轮刑。1762 年，卡拉斯被处决。为求昭雪此案，伏尔泰四处奔走，最后得以申诉
翻案。1766 年，原判决被撤销。德国画家和版画家达尼尔·考多维克基（Daniel Chodowiecki）
以卡拉斯告别家人为主题创作有版画《卡拉斯的告别》。这里，基尔克郭尔把《卡拉斯的告
别》弄错为《加来斯的自首》。

Kommentar [京不特38]: Naar
Mulighedens Opdagelser redeligen
forvaltes, da vil Muligheden opdage alle
Endeligheder, men idealisere dem i
Uendelighedens Skikkelse, i Angesten
overvælde Individet, indtil han atter
beseirer dem i Troens Anticipation.
句子不清晰。1）i Angesten overvælde
Individet。2）dem。

以反映出来。那最日常的生活对事件作出了足够的显示，但是那问题是在于那
对自己诚实的『个体性』中的可能性。人们讲述关于一个印度的隐士两年中饮
露水为生：他有一次进城品尝了葡萄酒，于是就深陷在酒中不能自拔。就象每
一个类似的故事，人们能够以许多方式去理解这个故事：人们能够使之喜剧
化，人们能够使之悲剧化；但是对于那通过『可能性』而得以教化的『个体
性』，他只需这样一个故事就已足够。在同一瞬间他已经绝对地同一于那个
『不幸的』；他不认识那『有限性』的任何可供他逃避的后路。现在那『可能
性』的恐惧在他身上找到猎物，直到它必须安全地将他交付到那『信仰』之
中；他无法在别的地方找到其安宁，因为每一个别的歇脚点都只是清谈，虽然
这在人们眼中是睿智。因此那『可能性』这样看来是绝对地教化的。在那现实
性中从来没有什么人变得如此地不幸――一般说来一个人总还保存了一小点剩
余，并且那常识的道理说得不错：如果一个人是见机行事的，那么他就知道怎
样找门路。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经受了那『可能性』的『不幸』课程，那么
他失去了『一切』，――没有人曾在那『现实性』中这样地失去过『一切』。
而如果他不去欺骗那『可能性』――这『可能性』将教他：不要去劝说那『恐
惧』――这『恐惧』将拯救他，那么他也就又重新得到『一切』，――这是没
有人在那『现实性』中能够做到的，虽然他得到了十倍于『一切』的；因为那
『可能性』的信徒得到那『无限性』，而那『其他』的灵魂则已经在那『有限
性』中气绝了。在那『现实性』之中没有人会沉陷得如此之深，――因为无疑
他能够沉陷得更深、无疑有另外的一个人或者许多人能够沉陷得比他更深。但
是如果一个人在那『可能性』中沉陷，――他的目光晕眩、他的眼睛混沌，这
样他抓不住那衡量尺度――这尺度是张三李四们递给那沉陷者的救命稻草；他
的耳朵被关上，这样他就听不见在他的时代『人』的集市标价是多少，听不见
别人说：他和那大多数人一样地有用。他绝对地沉陷，但是这时他重新从那深
渊的底处回升出来，――比起对『那生活中的任何麻烦和可怕的东西』摆脱，
这就更轻易得多。只是我并不否认，如果一个人通过那『可能性』而得到教
化，那么他就面临了，――不是象那些通过『有限性』而得以教化的人那样地
面临『进入坏人圈子脱离正道』的危险，而是面临了一种根本沉沦的危险，也
就是自杀。如果他――在他开始了那教化的时候――如果他误解了那『恐
惧』，那么那『恐惧』就不是带领他走向那『信仰』，而是带领他离开那『信
仰』，这时他就迷失了。相反，如果一个人得到教化，他居留于那『恐惧』之
中，他不让它无数的赝品伪造来欺骗自己，他准确无误地记得那『过去的』；
那么在最后，那『恐惧』的各种袭击来临，虽然可怕，但是他却不会逃避它
们。那『恐惧』对于他成为一种辅助性的『精神』，它违背他的意愿地将他领
导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当它这时报到它的出现、当它狡猾地作出一种好像它发
明了一种新的磨难工具――仿佛它现在远远地要比任何时候更可怕；这时，他
并不退缩，更不试图借助于喧嚣和紊乱来防范它，而是向它表示欢迎，他喜庆
地向它问候――如同苏格拉底喜庆地摇动他的毒酒杯 369 ，他关上门和它独
处――就象一个病人在那疼痛的手术要开始的时候对那手术师说：现在我已经
就绪。这时，那『恐惧』进入他的灵魂并搜查一切，而且使得那『有限的』和
『狭隘的』感到恐惧而离开他；这时，它将他领导到他想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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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柏拉图《斐多》。

当某种异乎寻常的事件进入了那生活时，当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英雄把诸多英雄
召集到身边并且完成各种丰功伟绩时，当一种转折关头出现并且一切都得到意
义时，――这时，人们都希望加入；因为这一切起着教化作用。可能是这样
吧。但是，现在我们有着远远比这更容易的方式来得到远远更深刻的教化。让
我们设想一个那『可能性』的门徒，让他处在那日德兰（Jylland） 370 的荒野
里――那里什么事件都没有或者说那里最大的事件是一只黑松鸡哗啦啦地飞
起，但是他体验了『一切』，比起那在世界历史的剧场里被欢呼的人――如果
这个人没有通过那『可能性』而得到教化――所经历的，他对这『一切』的经
历要更完美、更准确、更彻底。
在那『个体的人』通过那『恐惧』而被教化向那『信仰』的时候，那『恐惧』
则恰恰要去消灭它自己所导致出的那些东西。那『恐惧』发现那『命运』，但
是在那『个体的人』想要去信托那『命运』的时候，那『恐惧』就转向而拿走
那『命运』；因为那『命运』如同那『恐惧』，而那『恐惧』如同那『可能
性』，是一封巫术变幻符简371。如果那『个体性』在自己这里没有进行相对于
那『命运』的转化，那么他就总是会保留一种辩证的残余，――没有什么『有
限性』能够肃清这残余，正如一个人不会这样地失去对于抽奖的信心：他不是
通过其自身，而是通过『他持续不断地在这抽奖赌博中输掉』这一事实而失去
信心。甚至相对于那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一旦那『个体性』想要从什么事物中
逃避或者想要在什么事物中碰运气，那么那『恐惧』马上就迅速降临。就其本
身而言它是一种『微不足道』，并且在外面从那『有限性』的角度看，那『个
体人』也无法从相关问题中学到些什么；但是那『恐惧』毫不犹豫，它马上把
那『无限性』的、那『范畴』的胜利投入在这之中，而那『个体性』是无法战
胜它的。这样的一种『个体性』不可能在外在的意义上去畏惧那『命运』、不
可能去畏惧其变幻莫测和其挫败；因为在他之中那『恐惧』自己已经造就了那
『命运』，并且绝对地从他那里剥夺去了一切那『命运能够从他那里剥夺的东
西』。苏格拉底在《克拉提鲁斯（Kratyll）》说，『被自己欺骗』是可怕的，
因为人们在自身之中总是有着那『欺骗者』；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可以说，『在
自身之中有着这样的一个欺骗者』是一种幸福，――这欺骗者虔诚地进行着欺
骗并且总是――在那『有限性』开始把事情搞糟之前――使得那孩子断奶。甚
至，如果在我们的时代一种『个体性』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在那『可能性』之
中得到教化，那么对于每一个人――只要他具备一个深刻的根本并且渴望去学
习那『善的』，――对于每一个这样的人来说，这时代还是有着一种很好的品
质。一个时代越是和平宁静，一切进行得越是有条理――这样那『善的』就有
了回报，那么，一种个体性就越容易在这样的问题上欺骗自己：在他的追求之
中他是不是有一个美丽的――但说到底还是――有限的目标？相反，在这种时
代人们不用超过十六岁就能够看出：那马上要在生活的舞台上登场的人，――
他完全如同那个从耶利哥出发而陷入匪徒之手的人 372 。如果一个人不愿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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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本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西兰岛、菲英岛和日德兰半岛。日德兰为最大部分，南面和
德国接壤，北面和挪威瑞典隔海。
371
“巫术变幻符简”（Hexebrev）：类似于万花筒，看起来好像是魔术一样的符简：一个封套
中有各种可组合的人和动物的碎片，每一次封套被打开和翻动，里面的碎片就被重新组合。
372
可能基尔克郭尔将“去耶利哥”误作为“从耶利哥出发”。见《路加福音》（10：30）：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
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Kommentar [京不特39]: Naar
Individualiteten ikke saaledes omdannes
ved sig selv i Forhold til Skjebnen, saa vil
han altid beholde en dialektisk Rest, som
ingen Endelighed kan udrydde, ligesaa lidet
som Den vil tabe Troen paa Lotteriet, der
ikke taber den ved sig selv, men skal tabe
den derved at han bestandig taber i Spillet.
Hong 的英文翻译为：
When the individuality is not thus
transformed by himself in relation to fate,
he will always retain a dialectical remnant
that no finitude can remove, just as no man
will lose faith in the lottery if he does not
lost it by himself but is supposed to lose it
by continuely losing when he gambles.
Kommentar [京不特40]: I sig selv er
det en Ubetydelighed, og udenfra af
Endeligheden kan Individet Intet lære
desangaaende, men Angesten gjør kort
Proces, den sætter øieblikkelig
Uendelighedens, Kategoriens Trumf i, og
den kan Individualiteten ikke stikke.
“gjør kort Proces”：本义应当是：settle
the question out of hand，make no bones
about it。
但是 Hong 的翻译是：But anxiety takes
swift action。

『有限性』的悲惨之中沉陷，那么他就被迫在那最深刻的意义上去袭向那『无
限性』。一种这样的初步趋向定位是对于『那可能性中的教化』的一种类似，
并且如果不是通过可能性，这样的一种趋向定位就不可能产生。这样，当那睿
智完成了它的无数精打细算，当那游戏赢了的时候，――这时，那『恐惧』来
临了，甚至先于那游戏在那『现实性中』成为胜利或者失败，并且那『恐惧』
对那魔鬼设立了一个十字架373；这样那『睿智』就什么都做不了，并且，对立
于这情形――那『恐惧』通过那『可能性』的全能来教化，在相比之下那『睿
智』的最机敏组合就象幽灵一样地消失。甚至在那『最微不足道的』之中，一
旦那『个体性』想要作出一个狡智的转向――那只是狡智、想要从某种东西那
里溜走，并且完全有着成功的几率――因为那『现实性』并非象那『恐惧』一
样是一个敏锐的考核者；――这时，那『恐惧』就马上在那里了。如果它遭到
了拒绝，――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一种『微不足道』，那么，那『恐惧』将使得
这种『微不足道』变得显著，如同那小城马伦戈在欧洲历史中变得显著，因为
在这里那伟大的战役发生在马伦戈。如果一个『个体性』不是这样地通过他自
己而戒绝那『睿智』，那么这种戒绝就永远也不会真正彻底地发生；因为那
『有限性』总是零打碎敲地作出解释，而从来不会是整个地，并且如果一个人
的『睿智』总是出错（并且这本身在那『现实性』之中是不可思议的），那么
他能够在那『睿智』之中寻找原因并且去努力去变得更机智。借助于那『信
仰』，那『恐惧』教导那『个体性』去依靠那『上帝的眷顾（Forsynet）』。如
此的关系也是对于那『辜』，它是那『恐惧』的另一个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是
通过那『有限性』而认识了他的『有辜性』，那么他就迷失在那『有限性』之
中；并且，如果不是以一种外在的、法律的、高度地不完美的方式，『一个人
是不是有辜的』这个问题无法被有限地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只去通过对于
那警察判断和高级法庭审判的各种类似来认识自己的『辜』，那么他从根本上
永远也不会明白：他是有辜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是有辜的，那么他就是
无限地有辜的。于是，如果这样一个『个体性』――他只是通过那『有限性』
而得到教化――如果他没有得到一种警察判断或者公意判断来说明他是有辜
的，那么这时他就成为某种隶属于那『一切之中最可笑的和最可怜的』的东
西，一个美德模范――他比大多数人要稍稍善一些却完全不如那教士那么善。
一个这样的人在生活中需要怎样的帮助呢？他几乎在他死去之前已经能够退隐
到一个榜样集锦中去了。从那『有限性』之中人们能够学到许多，但是学不到
关于怎样去恐惧，――如果不是从一种非常平庸和败坏的意义上说。相反如果
一个人在真正的意义上学会了去恐惧，那么，在那『有限性』的恐惧们开始演
奏的时候、在那『有限性』的学徒失去了心智和勇气的时候，他就仿佛在舞步
之中行走。在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迷惑。那疑病症患者对每一种『微不足道』
都感到恐惧，但是当那『意义重大的』来到时，他反而开始有了气息；为什
么？因为那意义重大的『现实性』还是不象那『可能性』那样可怕，――因为
他自己造就了这『可能性』并且他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去造就；而反之他现在则
能够使用他的所有力量去对抗那『现实性』。然而，如果一个人通过那『可能
性』而得到教化，那么与之相比那疑病症患者只是一个不完美的自修者
（Autodidakt），因为那疑病患者部分地依赖于那『肉体的』并因而是偶然的。
374
那真正的自修者，他恰恰在同样的程度上是『得到上帝教授的人
373
374

魔鬼不敢逾越。
基尔克郭尔原注：

（Theodidakt）』375，这正如另一个作家所曾经说过的376，或者――如果不去使
用一种让人觉得象是那知识分子式的表达，他是 απηνπξγφο ηηο ηεο θηινζνθίαο
（哲学的自行耕作者）377并且在同样的程度上是 ζενπξγφο（为上帝耕作者）。
如果一个人在对于那『辜』的关系上是通过那『恐惧』而得到教导，那么他将
因此要在那『和解赎救』之中才能得到安宁。
这个审思在这里结束，――它在这里开始的。一旦那心理学结束了对于那『恐
惧』的考察，那么它就会被交付给那『教理神学』。

所以哈曼（Hamann）使用『疑病症（Hypochondrie）』这个词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更高的意
义，――他说：Diese Angst in der Welt ist aber der einzige Beweis unserer Heterogeneität. Denn
fehlte uns nichts, so würden wir es nicht besser machen als die Heiden und TranscendentalPhilosophen, die von Gott nichts wissen und in die liebe Natur sich wie die Narren vergaffen; kein
Heimweh würde uns anwandeln. Diese impertinente Unruhe, diese heilige Hypochondrie ist vielleicht
das Feuer, womit wir Opferthiere gesalzen und vor der Fäulniss des laufenden seculi bewahrt werden
müssen. (6te B. p. 194.). 【德语为：世界中这种恐惧却是对于我们的异质性的唯一证明。如果我
们什么也不缺，那么我们不会将比那异教徒和先验哲学对之做得更好――他们对上帝无知并且
像一个傻瓜那样地爱上了那可爱的自然；不会有什么乡恋来袭上我们心头。这种僭妄的不安，
这种神圣的『疑病症』可能就是那火焰，以这种火焰我们可以腌腊祭品动物并且防范那现行世
纪的腐败。】
375
这里和《非此即彼》第二卷中的文字关联。
《帖撒罗尼迦前书》（4：9）：“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
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这里保罗说“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
376
基尔克郭尔原注：
参见《非此即彼》。
377
基尔克郭尔原注：
参见色诺芬的《会饮篇（Convivium）》。在之中苏格拉底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自己。

Kommentar [京不特41]: Den, der i
Forhold til Skylden, opdrages ved Angesten,
han vil derfor først hvile i Forsoningen.
另一种翻译是：
如果一个人在对于那『辜』的关系上是
通过那『恐惧』而得到教导，那么他将
因此而首先立足于『和解赎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