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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r! gieb uns blöde Augen 

für Dinge, die nichts taugen, 

und Augen voller Klarheit 

in alle deine Wahrheit. 

（主！赋予我们模糊的视力 

去注视那毫无用处的东西， 

而让我们有清明的眼睛 

去认识你的全部真理。） 

  

  



 

  

前言 

这种“发展”的形式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奇怪；对于他们：如果要把它作

为陶冶性的，那么它过于严格；而如果把它看成是严格地科学性的，那么它又

过于说教性。关于后者，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关于前者，我则要说那不是我

对之的看法；如果真是那样，――如果它真是过于严格而无法被作为陶冶性

的，那么，按照我的概念这就是一个错误。如果说它无法对于每一个人都被作

为陶冶性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接受这种陶冶的前题条件，这当然是

一回事；然而它具备那『陶冶性的（Opbyggelige）』的特质，这则是另一回

事。基督教地看，就是一切都应当，――一切应当为『陶冶』服务1。那种『科

学性』，如果它最终不是陶冶性的，那么它恰恰就因此而不是基督教的。一切

『基督教的』在其表现中必须有一种对于『一个医生在病床前的教导』的类

似；虽然只有那懂医的人能够明白这个，但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忘记：这是在病

床前。那『基督教的』的这种对于『生活』的关系（和一种对『生活』的『科

学性的距离』相反），或者那『基督教的』的这伦理的一面，恰恰是那『陶冶

性的』；并且不管这种表现方式在别的方面怎样地严格，是完全地不同――质

的不同――于那种科学性，――这『科学性』是“无所谓”的，它的崇高的英

雄主义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远远地不是什么英雄主义，以至于从基督教的角度看

它只是一种非人情的好奇心。从基督教的角度看，『敢于去完全地成为自己』

才是英雄主义，――这在事实上可能是很罕见的：敢于去完全地成为自己，一

个单个的人，这个特定的单个的人，自己单独地直接面对上帝，自己单独地在

这种巨大的努力和这种巨大的责任中；但是，去让那『纯粹的人』来愚弄自

己，或者去用世界历史来玩那惊奇游戏2，――这都不是基督教所认为的英雄主

义。所有基督教的认识，不管它的形式在别的方面怎样地严格，都应当是关怀

                                                 
1 《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 

《哥林多前书》（14：26）：“弟兄们，这却怎麽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

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2 这里“那『纯粹的人』”和“世界历史”是针对黑格尔的哲学。比如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

学》中意识（自我）以“纯粹的”自然意识开始而发展为“世界的精神”的发展史中的一个环

节。而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结尾处，黑格尔写道：“此外，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一个时

代里，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且普遍性还在坚

持着并要求占有它的整个范围和既成财富，因而精神的全部事业中属于个人活动范围的那一部

分，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种情况，作者个人就必须如科学的性质所已表明的那样，更加

忘我，从而成为他能够成的人，做出他能够做的事！但是，正如个人对自己不作奢望，为自己

不多要求一样，人们对于作者个人也必须力避要求过多。”（中文贺麟、王玖兴译本《精神现

象学》商务印书馆·1997 年·北京。上卷·第 50 页。） 

“惊奇游戏”是丹麦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坐在中央而许多人围成圈子，另一个人沿圈子走动发

问关于人们对中央所坐人的“惊奇”，而中央人则通过问题而猜测问题的来源。 



的；而这种『关怀（Bekymring）』正是那『陶冶性的』。这『关怀』是对于

『生活』的关系，是对于那『人格』的现实性的关系，如此也就是――基督教

所认为的――那『严肃』；那『无所谓的3知识』的崇高性――从基督教的角度

看――远远地够不上是更严肃的，它只是基督教所认为的笑话和虚妄。而那

『严肃』则再一次是那『陶冶性的』。 

所以，这个小小的文本在一种意义上看有着这样的特性――一个师范生能够写

出这样一本书来；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却可能是如此――并非是每一个教授都能

写出这样一本书来。 

但是，这论文的外形是它所是，――这至少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并且从心理学

上看无疑也还是正确的。一种更庄重的文风是存在的：－―它是如此庄重，以

至于它无法标示什么；并且它――既然人们对之只是太习惯了――很容易变得

不具有任何意义。 

另外只是还有一个说明，――这无疑是一种多余，但是我还是想说明一下：我

想一次性而完全地提请注意；在这整个文本中，『绝望』――正如那标题所

说――被解读作『病症』，而不是作为那处方。也就是，『绝望』是如此地辩

证的。如此也是在那基督教的用语中，那『死亡』是对于那『最严重的精神性

的糟糕状态』的表达，而那对之的医治则正是『去死』，『去弃世而死』。 

于 1848。  

  

  

                                                 
3 那“无所谓的”正和“关怀”（也就是和“严肃”）正相反。冷眼旁观所得的客观知识正是

一种“无所谓的”知识，而“关怀”和“严肃”则要求有那『单个的人』的意志的主观参与。 



 

序言 

 

 

“这个病症并非致死”（约－11－4）4。我们知道拉撒路还是死了；在门徒们

误解了他在后面所接着说的话时――“拉撒路，我们的朋友已经睡去；但是我

去把他从睡中唤醒”（约－11－11）5，他明白地说“拉撒路死了” （约－11－

14）6。这样，拉撒路是死了，但那时7这病症却并非是致死的；那时拉撒路是

死了，但是这病症却并非是致死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当时基督是想着那奇

迹，――这奇迹要让那些同时代的人“只要他们能够信，那么就看见上帝的荣

耀” （约－11－40）8，那奇迹，他以之来将拉撒路从那死亡中唤醒，于是，

“这种病症”不仅仅不是致死的，而是如同基督所预言的“为上帝的荣耀，上

帝的儿子将由此而得到荣耀”（约－11－4）：啊，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将拉撒路

唤醒的话，但到这就不再是完全同样地如此了么――『这种病症，也就是那死

亡本身，并非是致死的』？在基督走向那坟墓并且高声喊道“拉撒路，出来” 

（约－11－40）9的时候，这就明确了：“这种”病症不是致死的。但是，即使

基督不曾这样说，而只须他――他是“那复活和那生命”  （约－11－25）
10――走向那坟墓，难道这不已经是意味了『这种病症不是致死的』；『基督

存在』，这个事实难道这不已经是意味了『这种病症不是致死的』吗？假如他

不是耶稣――对于每一个信仰他的人来说他是那复活和那生命，假如不是他的

话，――既然这一切最终还是要终结于『拉撒路将死去』，那么『被从死亡之

中唤醒』对拉撒路有什么用处？不，不是因为『拉撒路被从死亡中唤

醒』，――我们之所以说『这种病症不是致死的』，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

耶稣存在，所以这种病症不是致死的。因为从人的角度说，在一切之中那死亡

是那『最终的』；并且从人的角度说，只有当生命存在时才有希望。但是从基

督教的角度理解，则死亡绝不是那一切之中的『最终的』，并且在一种永恒的

生命――这永恒的生命才是『一切』――之中，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并

且，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和『仅仅是从人的角度说』相比，在那死亡中有着

                                                 
4 《约翰福音》（11：4）：“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

此得荣耀。” 
5 《约翰福音》（11：11）：“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

叫醒他。” 
6 《约翰福音》（11：14）：“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 
7 我在这里加上“那时”以表明句中动词是过去时，否则句子是这样：“拉撒路死了，但是这

病症却并非是【过去时的“是”】致死的；拉撒路是死了【过去时的“是死”】，但是这病症

却并非是致死的。” 
8 《约翰福音》（11：40）：“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麽。” 
9 《约翰福音》（11：43）：“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10 《约翰福音》（11：25）：“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无限地更多的希望，――不仅仅是在之中有着生命，而且这生命还是一种处在

完完全全的健康和活力中的生命。 

于是，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甚至那死亡都不是“致死的病症”，更不用说别

的了――所有那些被称作是『尘俗的和现世的痛苦』的东西，灾难、疾病、悲

惨、困境、逆运、折磨、心灵痛苦、悲伤和沮丧。甚至，如果这些是如此地沉

重和剧痛，以至于我们作为人――或者至少那承受者――说“这比死亡更无法

忍受”，――所有这些『不是病症却能够和病症相比』的东西，从基督教的角

度理解，不是那致死的病症。 

那基督教如此高尚地教会了基督徒去考虑一切『尘俗的和现世的』，也包括那

死亡。这看起来几乎就肯定是：那基督徒通过一种骄傲的高尚感而变得目中无

人，――这样一种骄傲的高尚感藐视那一切通常被人称为是『不幸』的东西，

藐视那通常被人称为是『恶中之首』的东西。然而，之后那基督教又发现了一

种悲惨状态，这种悲惨的存在是那『人』就其本身而言所不知道的；这种悲惨

就是那『致死的病症』。如果一种东西被那自然的人看作是那『毛骨悚然

的』――在他考虑了一切而无法找出别的东西来比拟时就这样说，那么这种东

西对于那基督徒来说只是一种笑料。那『自然的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就是

如此；这正如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那让小孩子毛骨悚然的东

西，在成年人看起来就什么也不是。那小孩子不知道那『可怕的』是什么；但

是那成年人就知道，而且他为之而毛骨悚然。那孩子的不完美首先是这个――

不认识那『可怕的』；并且，这种不完美里蕴含了又一种不完美――为那并不

可怕的东西而感到毛骨悚然。对于那『自然的人』也是如此，他对于『什么才

真正是那可怕的』是无知的，然而他却又没有因此而被免除惊恐，没有，他为

某种东西而毛骨悚然――而这东西不是那『可怕的』11。对于那异教徒的『上

帝关系』这也是类似的：他不认识那真正的上帝，但是这还不够，――他去把

偶像当成上帝来崇拜。 

只有那基督徒知道，那『致死的病症』意味着什么。作为基督徒他得到一种勇

气，而这种勇气是那『自然的人』所不认识的；通过去学会对那『更可怕的』

的畏惧，他得到了这种勇气。以这种方式一个人总是得到勇气；如果我们畏惧

一种更大的危险，那么就总是有勇气去进入一种较小的危险；如果我们无限地

畏惧一种危险，那么这就仿佛是其他的危险根本不存在。而基督徒认识了那

『可怕的』，它就是“那致死的病症”。 

 

                                                 
11 当然，如果不是要强调那『基尔克郭尔性』，这句句子可以用日常语言说为“他为那并不可

怕的东西而毛骨悚然。” 



 

 

 

第一部分 

那致死的疾病是绝望 



 

甲、 『绝望是那致死的疾病』 

  

 

A 

 

绝望是在那『精神』中的一种疾病，能够如此地是一种三重性：绝望地不自觉

12到具有一个自我（非本质的绝望）；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绝望地想要是自

己。 

 

人是精神。但是什么是精神？精神是那『自我』。13但什么是那『自我』？那

『自我』是一个关系，――这种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14；或者，那『自

我』处在那关系中――这种关系就是『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那

『自我』不是那关系，而是『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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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自觉”＝“自己意识到”。在下面的文字中，一般情况下，我使用“自觉”来翻译，但是

如果是要强调意识的作用，我就会翻译为“自己意识到”。 
13 “精神是那『自我』”：见《概念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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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恐

惧》，CAPUT I，§5）。 

“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由『精神』构建和承担的一种『综合』。”（《概念恐惧》，

CAPUT III）。 
14 “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牵涉到动词”forholde sig til”，“涉入性地与„„发生关系”或

者说“使自己与„„发生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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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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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综合、『自由』和『必然性』的综合15，简之，一种综合。一种综合是

一种两者之间的关系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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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作为一种否定的18统一体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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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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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三者，而这就是那『自我』。 

一个这样的关系，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一个『自我』，必定要么是

自己设定了自己，要么通过一个『第二者』22而被设定。 

如果那使得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是通过一个『第二者』23而被设

定，那么那『关系』固然就是那『第三者』24，但是这个『关系』――这个

『第三者』于是就又是一个『关系』并且使得自己去与那『设定了那整个关系

的东西』发生关系。25
 

这样的一种衍生出来的、被设定的关系是『人』的自我，――一个关系，它使

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并且在『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之中使自己去与一个

『其他』26发生关系。由此得出：根本的『绝望』可以得到两种形式。如果那

                                                 
15 “『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等等：见《概念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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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恐惧》，CAPUT III）。 
16 “关系“：包括有综合关系。 
17 “正－反－合”是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发展步骤。第三项为“合”，亦即

“综合”。 
18 这里的『否定的』，negativ，或者可以说『负的』。 
19 如果把重点放在前两个环节而不是放在那『关系』、那『综合』上，那么这种综合的定性就

是抽象的，所以是“否定的”；而如果把重点放在那『关系』、那『综合』上，而不是放在前

两个环节，那么那作为『关系』和『综合』的自我或者精神就主动了，所以这种综合的定性就

是“肯定的”（或者说“正定的”）。 
20 也就是意识，――也可以说，“灵魂的”是心理学的。 
21 这里的『肯定的』，positiv，或者可以说『正的』。 
22 在“正－反－合”中的第二项。 
23 这里的这个『第二者』暗示了上帝。 
24 这里的这个“第三者”，由于那蕴含有“上帝”的『第二者』的涉入，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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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事实上在这里的这些段落里作者为他所理解的『自我』的实现过程给出了一个轮廓。如果

『人』作为综合仅仅是『灵魂』和『肉体』的综合那么他就无法和那神圣的有接触，那么他就

无法达成那『有限的』和那『无限的』的综合，等等。如果那样他就无法完成他的『去成为

人、去成为自己、其成为精神』的任务而实现其存在。所以现在在这里要有一个“『灵魂』和

『肉体』的综合”之外的一个综合，所以『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是一个新的综合。但

是『无限性』和『有限性』是有着质的区别的两种东西，我们无法通过理性、通过逻辑来理解

这两者的综合，现在所牵涉到的事实上不是理论或者认识的对象，而是实践或者意志的对象

了。通过那被向人提出的伦理要求，那两种不同质的环节达成综合的可能性的切点就出现了，

对可能性的实现就是意志的的行为了。 
26 『其他（Andet）』，如果翻译为『第二者』，那么它在那『正－反－合』关系中的第二项。 



『人』的『自我』已经设定了自身，那么，就只有一种形式可谈，亦即这样一

种形式的绝望：『不想要是自己』、『想要抹煞掉自己』；而不可能去谈论

『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这后一种形式的阐述27也就是对于那整个关系（自

我）的依赖性的表达；它表达了那『自我』无法通过自己而达到或处于平衡和

安宁；而要达到或处于平衡和安宁，它就只能通过这个：在『使自己与自己发

生关系』中而使自己与那『设定了整个关系的东西』发生关系。是的，这第二

种形式的绝望（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远远地不仅仅是只标示一种特殊的绝望；

而恰恰相反，所有绝望在最后能够被解析在或者还原为这一种。如果一个绝望

的人注意到了他的绝望――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不去胡言乱语地谈

它――仿佛是在谈论某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差不多就好像是那晕眩中的人

由于一种神经紧张的妄念而谈论头部的重力或者谈论仿佛是某种东西掉在他的

身上，等等，这重力和这压力其实却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那『内在的』

的一种颠倒的反射）――并且在这时他尽其全力地想要通过自己并且只通过自

己去消除那绝望；那么他还是在那绝望之中，并且以其所有可能的辛劳他只是

在越来越深地把自己埋进一种更深的绝望之中。那『绝望』的『错误关系』不

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关系』，而是一个处在一个『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

关系中的『错误关系』，并且是由一个『其他』28所设定的；所以，在这个

『为自己而在的29关系』中，那『错误关系』――针对那设定了它的力量30――

也同时无限地反思其自身。 

在那『绝望』完全地被根除了的时候，这也就是那描述『自我』之状态的形式

阐述：在『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之中、并且在『想要是自己』之中，那

『自我』透明地依据于那个设定了它的力量。 

 

 

 

 

                                                 
27 亦即: 『绝望地想要是自己』. 
28 『其他／第二者』。 
29 『为自己而在的』，for sig værende。“为自己而在”，或说“自为”：就是说“作为自己的

对象”。如果某物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那么它就是“自在”的，它的存在是自

在地存在，但是如果现在它是处在这样一种“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中，那么它就是

“被发生与自己的关系”的存在，所以是“为自己”――“自为”的存在。个体人作为『灵魂

－肉体』的个体，是一种『自在』，而当这种『灵魂－肉体』进入了『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

系』的关系后，它就是『自为』的。 
30 『那设定了它的力量』：这里所谈的这种『错误关系』是处在一个『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

系』的关系中，并且是由一个『其他／第二者』所设定的。所以，这个『设定了它的力量』，

就是前文中的那个『其他／第二者』。 



B 

 

那『绝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绝望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缺陷？纯粹辩证地看它是两者俱备。如果一个人要紧

抱着『绝望』这个抽象的想法，而不去考虑任何『绝望的人』，那么他就必定

会说：绝望是一种巨大的好处。这种病症的可能性是那『人』优越于动物的地

方，并且这种优越对『人』的标示完全不同于那『直立行走』，因为它显示出

了那无限的直立和崇高：他是精神。这种病症的可能性是那『人』优越于动物

的地方；而『注意到了这种病症』则是那基督徒优越于那『自然的人』的地

方；从这种病症中的康复是那基督徒的极乐至福。 

于是，『能够绝望』是一种无限的好处；然而绝望却不仅仅是最大的不幸和悲

惨，不止如此，而且它还是迷失。本来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那关系并非是如

此31；如果『能够是如此如此』是一种好处，那么『是如此如此』就是一种更

大的好处了，就是说，这『是』相对于『能够是』就好像是一种上升32。相

反，牵涉到『绝望』这『是』相对于『能够是』就变成了是一种下沉；正如可

能性的无限优越，这种『下沉』也是无限的。这样，那种『相对于绝望是上升

的着』的东西就是『不是绝望』。然而这种定性却又是暧昧双义的。『不是绝

望的』不同于『不是瘸的、盲的等等』。如果『不是绝望的』意味了比『不是

绝望的』既不多也不少，那么，这恰恰就是『是绝望的』。『不是绝望的』必

定是意味了『能够是绝望的』的那被消灭了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不是绝望

的』这事实成立，那么他就必须在每一个瞬间消灭那可能性。本来可能性和现

实性之间的那关系并非是如此。因为，无疑那些思想者们33会说，现实性是那

被消灭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完全成立，这现实性是那完成了的、那起着作用的

可能性。相反在这里，那现实性（『不是绝望的』）――它因此也是一种否

定――是那无能的、被消灭了的可能性；而本来那现实性相对于可能性是一种

肯定，但这里是一种否定。 

一个『综合』的关系使得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绝望是在这样一种『综合』关

系中的『错误关系』。但是那『综合』不是那『错误关系』，它只是那可能

性，或者说，在那『综合』之中有着『错误关系』的可能性。如果那『综合』

是『错误关系』的话，那么绝望就根本不会存在，那么绝望就会是某种存在于

那『人的本性』本身之中的东西，这就是说：那么它就不是绝望；它会是某种

发生在那人身上的东西、他所为之痛苦的东西，想一种疾病――人会生病，或

者象死亡――所有人难免一死。不，『绝望34』在于那人本身之中；但是，如

                                                 
31 在基尔克郭尔笔名著作，克利马库斯的《哲学碎片》中的“间奏曲”中对现实性和可能性有

过很深入的讨论。 
32 『是』是现实的，而『能够是』是可能的。 
33 这里可能是引指克利马库斯，在《哲学碎片》中的“间奏曲”中的说法。 
34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 

Kommentar [京不特2]:   

Thi vel sige Tænkerne, at Virkelighed er 

den tilintetgjorte Mulighed, men det er ikke 

ganske sandt, den er den udfyldte, den 

virksomme Mulighed.  

因为，无疑那些思想者们会说，现实性

是那被消灭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完全成

立，这现实性是那完成了的、那起着作

用的可能性。 

（Hong 的英文译本）Admittedly, thinkers 

say that actuality is annihilated possibility, 

but that is not entirely true; it is the 

consummated, the active possibility. 

但是，这“但这并不完全成立，这现实

性是那完成了的、那起着作用的可能

性。”到底是谁说的，是作者还是『那

些思想者们』？ 



果他不是『综合』，那么他就根本不能够绝望；并且如果那『综合』不是本原

地在那正确的关系中出自上帝之手，那么他也不能够绝望。 

那么，那绝望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那『关系』――在这关系之中那『综合』

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因为上帝――他将那『人』成就为那『关系』――仿

佛是将之35从手中释放出来，这就是说，因为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

系。并且，在这个事实――『那关系是精神、是那自我』――之中，在之中有

着那『责任』，――所有的『绝望』正是存在于这种责任之下，并且在『绝

望』存在的每一个的瞬间都是如此――它存在于这种责任之下，不管那绝望的

人对他的绝望谈论得有多么地多、不管他以一种多么聪明地自欺和欺人的方式

来谈论他的绝望；36――那绝望的人谈论起他的绝望就好像是一种不幸，通过

一种混淆――就好像我们在上面所谈及的关于晕眩37的情况，『绝望』和『晕

眩』――虽然之间有着质的区别――还是有着许多共同点：『晕眩』处于『灵

魂』这个定性之下的情形正是『绝望』处于『精神』这个定性之下的情形，并

且有助于为『绝望』给出各种类比。 

这样，如果那『错误关系』，那『绝望』出场了，那么它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地

继续地存在呢？不，不是自然而然；如果那『错误关系』继续存在，那么它不

是由于那『错误关系』而继续存在，而是由于那『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

生关系的『那关系』。这就是说，每一次那『错误关系』表现出自己，在每一

个它所存在的瞬间，我们都要回溯到那『关系』。看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讨论

一个人由于不小心而染上疾病：这样那『疾病』出场了，并且从这一瞬间开始

这人的情形就是“有病”了，并且这时这疾病是一种现实性，――这现实性的

本原变得越来越过去的。如果我们接连不断地说“你这个病人此刻正在把这疾

病染上你自己”，那么这就会是既残酷又没有人情味；而如果我们在每一个瞬

间都想要把那疾病的现实性融化进它的可能性，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的。他确

实是使自己染上了疾病，但那只是一次性的行为，那疾病的继续是这『一次性

行为』的后果，我们不能把它在每一瞬间中的进展归咎于他；他使自己染上了

疾病，但是这时我们不能说，他在使自己染上疾病。38『绝望』39的情况就不

同；那绝望的每一个现实的瞬间是向『可能性』的回归，――在『他是绝望

的』的每一个瞬间，他都是在为自己招致绝望；这持恒地是那现在的时

态，――相对于那现实性，这种『现在时』并不成为任何被遗留下的『过

去』；在那『绝望』的每一个现实的瞬间里，那绝望的人把在那可能性中的所

                                                 
35 这个『之』就是那『人』＝那『关系』。 
36 在这一段中，所有在这个分号之后的句子在丹麦文原文之中都是一些分句，用来解释“那绝

望者怎样地谈论他的绝望”；这些分句们太长，完全不符合汉语语法习惯，所以我不得不用分

号将之分开；但是作者表达的关键在于：不管那绝望者怎样怎样„„怎样地谈论他的绝望，这

绝望还是存在于一种责任之下，而这种责任是由“『人／关系』是『精神／自我』”这一事实

所给定的。 
37 在前一节的括号中的文字，亦即：“差不多就好像是那晕眩中的人由于一种神经紧张的妄念

而谈论头部的重力或者谈论仿佛是某种东西掉在他的身上，等等，这重力和这压力其实却不是

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那『内在的』的一种颠倒的反射”。 
38 这里“他使自己染上了疾病”是过去时，而“他在使自己染上疾病”是现在时。 

39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 

Kommentar [京不特3]: da den under 

Bestemmelsen Sjel er hvad Fortvivlelse er 

under Bestemmelsen Aand, og svanger paa 

Analogier til Fortvivlelse. 

通常是 svanger med，但是没有任何词典

给出了 svanger paa 的用法或者意义。 



有那『先前的』作为一种『现在的』来承担。这是由于『绝望』40是一种『精

神』的定性，它使得自己去和『人』身上的那『永恒的』发生关系。但是那永

恒的却是他所无法摆脱的，不，在所有永恒之中绝对地不；他无法将之一了百

了地从自己身上抛弃，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这更不可能的了；在每一个他不

具备『永恒』的瞬间，他必定是已将它或者正将它从自己身上抛弃――但是它

又重新回来，这就是说，在每一个『他是绝望的』的瞬间，他把『绝望』41招

致给自己。因为那『绝望』不是由来于那『错误关系』，而是由来于那『关

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那关系』。并且，对于自己的那『关系』

是一个『人』无法摆脱的，正如他无法摆脱他的自我，另外，这两者恰恰是完

全一回事，既然我们知道，那『自我』就是『对于自己的那关系』。 

 

 

 

C 

 

绝望是那『致死的病症』 

 

然而，『致死的病症』这个概念必须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理解。从字面上直

接看，它意味作一种病症，――这病症的终结、它的出口处是那『死亡』。这

样，我们就是在把一种死亡性的疾病作为同义于『一种致死的病症』来谈论。

在这种意义上『绝望』不能被称作是那『致死的病症』。从基督教的角度理

解，那死亡本身是一条通向那生命的通道。因此，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并没有什

么尘俗的、肉体的『病症』是『致死的』。因为那死亡固然是那病症中的最终

情形，但是那死亡不是那『最终的』。如果要在一种最严格的意义上讨论一种

『致死的病症』，那么这就必须是一种病症，在之中那『最终的』是那死亡，

并且在之中那死亡是那『最终的』。而这正是绝望。 

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绝望』则更确定地是那『致死的病症』。直接地理解就

是，如果说一个人因为这种病症而死，或者说这种病症以那肉体的死亡而结

束，那么这就是一种和我们所谈的『致死的病症』完完全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病症。相反，那『绝望』的苦楚恰恰是不能够死。这样，如果有一个死亡病症

者躺在床上被死亡拖累却无法死，那么我们所谈的病症和这个死亡病症者的状

态有更多共同之处。这样，这『致死地病着』就是：不能够死，但看起来却并

没有什么生命的希望；――没有希望，那『无希望性』在于：甚至那最后的希

望――死亡――都不存在。如果死亡是那最大的危险，那么人们寄希望于那生

命；但是如果人们认识那更可怕的危险，那么人们寄希望于那死亡。而如果那

                                                 
40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 
41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 



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死亡成为了那希望，那么绝望就是这种『无希望

性』――甚至不能够死去。 

在这种最后的意义上，绝望就是那『致死的病症』，这种充满痛楚的矛盾，这

种『自我』之中的病症，『永远地死』，『死而却又不死』，『死在那死亡

中』。因为『死』意味了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死在那死亡中』意味了经历

『死』；而如果这『死』是被经历了，哪怕是只经历一瞬间，那么这经历就因

此而是『永恒地体验着这死』。如果一个人要象人死于一种疾病那样地死于绝

望，那么，在他身上的那『永恒的』、那『自我』就必须是能够在一种和『那

肉体因为那疾病而死』相同的意义上死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绝望』的

『死』持恒地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活』42。那『绝望的人』不能够死；“如同

那匕首无法杀死思想”，那『绝望』无法消蚀那『永恒的』、那『自我』――

它在那『绝望』的根基中、它的蠕虫不死并且它的火焰不灭43。绝望却正是一

种『自我消蚀』，但是一种无能的自我消蚀――它无法做它自己想做的。然

而，它自己所想要的是『消蚀自己』，这是它所无法做到的；而这种无能是一

种新形式的自我消蚀，――在这『新形式的自我消蚀』中，那『绝望』又无法

做到它想要做的――『消蚀自己』；这是一种强化，或者说，那『强化』的法

则。这是那『使人暴躁的』，或者说这是在那绝望之中的冷火，这种『令人苦

恼的』――它的运动是持恒地向内、越来越深地落进那无能的自我消蚀中。

『那恐惧不消蚀他』――这远远地不能说是对于那『绝望的人』的某种安慰，

恰恰相反，如果说它是安慰，那么44这种安慰正是那『痛楚』、正是那把怨恨

保存在生命中而把生命保存在怨恨中的东西；因为他正是为此而绝望――而不

是『曾绝望』45：他不能够消蚀他自己、不能够摆脱自己46，不能够去成为『乌

有』。这是那『绝望』的一种强化了的形式阐述，它是在那自我的这种病症中

的『高烧升值』。 

一个绝望着的人为某物而绝望。在一个瞬间里这看起来是如此，但这仅仅是一

个瞬间；而在同一瞬间那真正的绝望或者那绝望在其真正意义上显示出自己。

在他为某物而绝望的时候，他根本地是在为他自己而绝望，想要摆脱自己。那

野心勃勃的人有他的格言“要么皇帝要么什么也不是”47，这样在他没有成为

皇帝的时候，他就为之绝望。但这意味了某种其他东西：他――正因为他没有

成为皇帝，所以现在他不能够忍受『是他自己』。这就是说，他在根本上不是

为『他没有成为皇帝』而绝望，而是为他自己绝望――因为他没有成为皇帝。

                                                 
42 这里『死』和『活』在丹麦文原文中都是动词被名词化地使用。换一种方式句子可以翻译

为：“那『绝望』的『死去』持恒地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活着』” 
43 《马可福音》（9：48）：“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44 考虑到中文中的连贯性。这里“如果说它是安慰，那么”是我加出来的，基尔克郭尔原文有

着跳跃（这是他的文风）而直接是“这种安慰„„”。 
45 在丹麦文原文中，这个『曾绝望』是过去时动词“绝望”。 
46 “摆脱自己”，在一些地方我翻译为“抹煞掉自己”。 
47 这是凯撒·波尔加的格言，――拉丁文为“Aut Caesar, aut nihil”，我将“凯撒（Caesar）”

翻译为皇帝，因为『凯撒』是所有罗马皇帝和一些其他皇帝的尊号。凯撒·波尔加（Caesar 

Borgia，1476-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要成为皇帝支配欧洲，但失败。 



这个『自己（Selv）48』，――如果这『自己』成为了皇帝，那么它对于他就是

他的全部喜乐――，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同样地绝望的，现在这个『自

我』对于他是一切之中最不堪忍受的东西。在一种更深的意义上，对于他那不

可忍受的东西不是『他没有成为皇帝』，而是这个没有成为皇帝的『自

我』，――这个『自我』对于他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那对于

他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东西是：他不能够摆脱他自己。如果他成为了皇帝，那么

他是绝望地摆脱了自己；但是他这时没有成为皇帝，并且绝望地不能够摆脱自

己。本质地看他是同样地绝望，因为他不拥有他的自我，他不是他自己。通过

『成为了皇帝』他并不就此成为了他自己，而是摆脱了他自己；而通过『没有

成为皇帝』他为『不能够摆脱自己』而绝望。所以，如果有人这样说及一个绝

望的人，说他消蚀他自己，――仿佛这是对他的惩罚，这种说法就是出自一种

肤浅的考虑（这样说法的人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绝望的人，甚至连他自己

在内）。因为，『消蚀他自己』――这恰恰是他绝望地想要的，这恰恰是他所

不能够得到的，――他痛楚正是在此，既然通过那『绝望』在那『自我』之中

点燃了什么东西，而偏偏这东西不能够燃烧或者燃烧不起来。 

于是，『为某物而绝望』49从根本上说还不是绝望。这是那开始，或者就好像

医生说及一种病症，它还没有使自己明了化。那下一个是那明了化了的绝

望――为自己而绝望。一个年轻女孩为爱情而绝望，就是说她为失去那自己所

爱的人而绝望，――他死了，或者他对她不贞。这不是什么明了化的绝望，

不；她为她自己而绝望。这个『她的自我』，――她曾以那最幸福的方式摆脱

了或者失去了这个『她的自己』――如果那时它已经成为了“他的”所爱，而

如果现在这个『她的自我』将是一个没有『他』的自我，那么这个『她的自

我』对于她就是一个烦恼；对于她来说，这个『自我』曾经成为她的财富――

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同样地绝望的，现在则成为了一种使她憎恨的空

虚――既然“他”死了，或者成为了一种厌恶――既然这自我使她总是想起

『她受到了欺骗』。现在试试看，对这样的一个女孩说：你消蚀你自己；你将

听她回答说：“哦，不，那烦恼正是我不能够消蚀自己。” 

『为自己而绝望』、『绝望地想要摆脱自己』是对于一切绝望的形式阐述，所

以绝望的那第二种形式――『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能够被推究到那第一种形

式――『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正如我们前文中把那『绝望地想要是自己』

的形式解析在了那『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的形式中（参见 A）。一个绝望着

的人绝望地想要是他自己。但是如果他绝望地想要是他自己，那么他无疑是不

想摆脱他自己。是的，看起来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地看，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那矛盾是同样的。『他绝望地想要是』的那个『自我』，是一个他所

不是的『自我』（因为，想要是『他真正地所是』的那个『自我』50，――这

种『想要』则正是『绝望』的对立面），就是说，他想要把他的『自我』从那

设定了它的力量中解脱出来。但是虽然他有所有绝望，他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他尽了所有『绝望』的努力搏斗，那个设定的力量比他更强大并且强迫他

去『是』那个他所不想要『是』的自我。但这样他无疑还是要摆脱自己，摆脱

                                                 
48 因为考虑上下文连贯，我在这里暂时地使用“自己”来作为 Selv 的译词。在别的地方我一般

翻译作“自我”。 
49 这里，『为某物而绝望』中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 
50 就是说，这个『自我』就是他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那个他所『是』的自我，――为了去『是』那他自己苦想了的『自我』。去是

他所想要的『自我』――虽然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同样地绝望的，这对于他来说

是他的全部喜乐；而被强迫去是『他所不想要是』的自我，这是他的烦

恼，――这种烦恼就是：他不能够摆脱自己。 

从『灵魂的病症（那罪）不象肉体的病症消蚀肉体那样地消蚀灵魂』，苏格拉

底证明了灵魂的不朽性51。而从『那绝望不能够消蚀一个人的自我――这恰恰

是那绝望之中矛盾的烦恼』，人们也能够这样地证明在这个人身上的那『永恒

的』。如果在一个人身上没有那『永恒的』，那么他就根本不能够绝望；而如

果那『绝望』能够消蚀他的『自我』，那么就也还是不会有任何绝望存在。 

这样，绝望――在那『自我』中的这种病症，就是那『致死的病症』。那绝望

的人是死死地病着的。相比于一般的疾病情况，这是完全地在另一种意义上的

情形：那病症所攻击的，是那最高贵的部分；但是他却不能够死去。那死亡不

是那病症的『最终』，相反那死亡连续不断地是那『最终的』。要从这种病症

之中得到拯救是一种不可能性，因为那病症及其烦恼――以及那死亡，正是

『不能够死去』。 

这是绝望之中的状态。不管那『绝望的人』多么地尽力避免它，不管他多么成

功地失去了他的自我（这种情况特别是必须针对这样一种绝望――『对自己是

绝望的无知』），――并且如此『丝毫不被感觉到是失去』地失去；那永恒性

还是会揭示出『他的状态是绝望』，并且把他钉在他的自我上，这样，他的烦

恼还是在那里――他不能够摆脱他的自我，并且这事实变得明了：他以为是

『成功的』的那些只是一种幻觉。而这是那永恒性所必须做的，因为这『具有

一个自我』、『是一个自我』是那对『人』的最伟大的、最无限的认可，并

且，这种认可同时也是那永恒性对于那『人』的要求。 

 

 

 

                                                 
51 见柏拉图的《理想国》，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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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疾病（绝望）的一般性 

  

就好像是那医生会说的，也许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是完全地健康的；如此人们可

以说――如果人们真正对『人』有所认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是多多少少地

绝望着的，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是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不平静、一种不和平、

一种不和谐、一种对莫名的某样东西或者对某种他不敢去认识的东西的恐惧、

一种对那『存在』的可能性的恐惧或者对自己的恐惧；这样，一个人――就象

那医生说及的『身体上带有一种疾病』那样――带着一种病症，走来走去携带

着一种『精神』的病症，――这病症只是偶尔地在那他自己所无法解释的恐惧

之中并且通过这种恐惧一闪而逝地被感觉到，于是他知道它是在这之中。在任

何情况下不曾有过并且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生活在基督教之外而不是绝望的，并

且在基督教之中――只要一个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只要一个人

不完全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绝望的。 

这种看法对于许多人说来无疑是一种悖论，一种夸张，并且在它之中有着一种

阴黯而消沉的看法。然而它却完全不是象这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它不是阴黯

的，相反它寻求去为那通常是处在昏暗之中的东西带来光明；它不是消沉的，

相反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它以这样一种定性来看待每一个人――这种定性是出

自那对人的最高要求――要求人是『精神』；它也不是一种悖论，而相反是一

种得到了贯通地发展了的基本看法，因此它也不是什么夸张。 

相反那对于绝望的普通看法只是停留在那表象之中，并且是这样一种肤浅的看

法，也就是说，不是什么看法。它假设了每一个人自己必定对于自己是否绝望

认识得最清楚。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绝望的，那么他就被看成是绝望的，而如

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并非是绝望的，那么他就被看成不是绝望的。作为一种由此

导出的结论，绝望就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不是那非常普遍的。『一个人是绝

望的』――这不是那罕见的；不，那罕见的是『一个人真正地不是绝望

的』，――这才是那非常罕见的。 

但是那粗俗看法对于『绝望』的理解是非常糟糕的。诸如这样的情形――它完

全地忽略了（只是提及一下这一情形，如果是对之有了正确的理解，那么在

『绝望』这个定性之下这情形会带来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形式），它完全地忽略

了那『不是绝望的』、那『不自觉自己是绝望的』正是『绝望』的一种形式。

在一种远远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意义上，这粗俗的看法对于绝望的解读类似

于它对于『一个人是否有病』的定性，――远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粗

俗的看法，――比起它对于疾病和健康的所知，它对于『什么是精神』的所知

要远远地更少（而如果不知道关于精神，那也就对绝望不会有所知）。通常普

通人假设，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说自己是有病的，那么他就是健康的；而不是

说：如果一个人自己说自己是健康的，那么他就是健康的。而那医生则以不同



的方式来看那疾病。为什么？因为那医生对于“什么是『是健康的』”有着一

种确定而深入发展了的观念，并且他根据这种观念来检测一个人的状态。那医

生知道，正如有着一种的疾病纯粹是幻觉，也如此地有着一种健康其实是幻

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首先使用各种手段来揭示出那病症。那医生――恰恰

是因为他是医生（那有见识的）――根本不会无条件地去相信那人自己对于其

健康状况的说法。如果每一个人自己对于其健康状况、关于他是健康还是有

病、关于他那里有痛等等的说法都是无条件地可信的话，――如果是那样，那

么医生『作为医生』就是一个幻觉了。因为一个医生的工作不仅仅是开处方，

而首先是诊断疾病，而在诊断中则首先是判断出：那估计是有病的人是不是真

的有病，或者，那看起来是健康的人是不是事实上有病。同样，那灵魂的专家

对于绝望的关系也是如此。他知道什么是绝望，他认识它并且因此而不仅仅满

足于一个人的陈述，――不管这个人是说自己没有绝望还是说自己绝望。这样

也就有必要强调：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甚至那些声称自己是绝望的人并非都

是绝望的。一个人能够人为地想象出绝望来，并且一个人弄错而把绝望――一

种精神的定性――混淆于各种各样的瞬间即逝的情绪低沉、内心冲突，――后

者的这些短暂的精神状态重新消失后并不导致绝望。但是那灵魂的专家却恰当

地把这个也看成是绝望的各种形式；他丝毫不会搞错地看出这是『人为想

象』，――但恰恰这种『人为想象』就是绝望；他丝毫不会搞错地看出这些

『情绪低沉』等等并没有什么大意味，――但恰恰这个『它不具备或者没有得

到什么大意义』就是绝望。 

那粗俗的看法还忽略了，绝望――和一种疾病相比较――是辩证地不同于那人

们通常称作是病症的东西，因为它是那『精神』的病症。而这种『辩证

的』――正确地理解的话――又将成千种不同的形式导入到『绝望』这个定性

之下。就是说，如果一个医生在一个特定的瞬间确定了某某人是健康的，――

而这个人在一个后来的瞬间病了；那么，那医生是对的：这个人那时曾是健康

的，而现在则相反是病了。『绝望』的情况则不一样。一旦绝望出现，那么这

情形就会显示出来：那人是绝望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通过『曾经是绝

望』而得到拯救，那么我们在任何瞬间都无法对他的情况作出任何决定性的判

断。因为，如果那将他导入绝望的东西出现，那么在同一瞬间这就揭示出了：

在这之前的整个生命中，他就一直是绝望的。而在一个人发高烧的时候，我们

则绝对不可能说：现在这情况揭示出他在整个生命中就一直发着高烧。然而，

绝望是那精神的一种定性，它使得自己去和那『永恒的』发生关系，所以在它

的辩证法中它具备了某种来自那『永恒的』的东西。 

绝望不仅仅是辩证地不同于一种疾病，并且相对于绝望一切特征性标志都是辩

证的，所以，在决定『绝望是否在场』的时候，那肤浅的观察就很容易被迷

惑。就是说，那『不是绝望的』能够恰恰意味作『是绝望的』，并且它能够意

味作：是从『是绝望的』之中被拯救了的。安全和镇静能够意味作『是绝望

的』，――恰恰这种安全、这种镇静就能够是那『绝望』；并且它能够意味作

『克服了绝望并赢得了内心和平』。那『不是绝望的』的情况不同于那『不是

患病的』的情况；因为不管怎样，『不是患病的』不能够是『是患病的』，但

是『不是绝望的』恰恰能够就是『是绝望的』。绝望的情况不同于一种疾病的

情况，――那不舒适是病症。但是绝望的情况绝非如此。那不舒适又是辩证

的。『从不曾感觉到这种不舒适』就正是『是绝望的』。 



这说明，――并且这是由于：被考虑作是『精神』（并且，如果我们要谈论

『绝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考虑那『人』），

『人』的状态总是危急的。我们针对『疾病』谈论一种危机，而不是针对『健

康』。为什么不？因为那肉体的健康是一种直接的定性，只有到了它处在那疾

病的状态中时――在这状态中出现危机问题――它才会成为辩证的。但是精神

地看，或者在『人』被看作是『精神』的时候，健康和疾病就都是危急的；直

接的『精神』的健康是没有的。 

一旦我们不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考虑那『人』（并且，如果不在『精神』

这个定性之下考虑，我们也就无法谈论『绝望』），但只是作为一种『灵魂－

肉体』的综合，那么『健康』就是一种直接的定性，而那『灵魂』或者那『肉

体』的疾病才是那辩证的定性。但是『绝望』恰恰正是：那『人』自己没有意

识到是被定性为『精神』。甚至那――用富有人情味的语言说是――一切之中

最美和最可爱的、一种女性的青春性――那是纯粹的和平、谐和和喜悦，――

这也还是绝望。这也就是幸福，但是『幸福』不是精神的定性；并且深深地在

那『幸福』所深藏的秘密中，在这种秘密的最深处也居住着『恐惧』――而这

种『恐惧』就是那绝望；它非常想要得到居留在那里的许可，因为对于那绝望

来说，它所最钟爱的、它所精心选择出的最理想居所就是那幸福的最深处。一

切『直接性』――尽管在它的幻觉中它感觉着安全和宁静――都是『恐惧』，

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最高的程度上对『乌有』感到恐惧；如果我们通过『对

那最可怕的某种东西的那种最毛骨悚然的描述』而去使得那『直接性』感到恐

惧，那么，这恐惧的程度就比不上那通过另一种方式而达到的程度：去通过半

句关于一种『不确定的东西』的话――半句『巧妙的、几乎是漫不经心的然而

却是在反思算计好了之后而扔出的52』话，而使之感到恐惧；是的，以此我们

能够使得那『直接性』在最大的程度上感到恐惧，――通过以一种狡猾的方式

来强行暗示它：它自己一定知道我们所谈的是什么。因为，那『直接性』肯定

不知道；但是，在那『反思』的狩猎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稳当方式来捕获猎

物了――它以『乌有』来构建它的陷阱，并且那『反思』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比

这时更加地『是它自己』――这时它是『乌有』。要能够去忍受这种『乌有』

的反思，也就是，那无限的反思，就必须存在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反思，或者更

确切地说必须有一种伟大的信仰。这样，甚至那一切之中最美和最可爱的、一

种女性的青春性也还是绝望，是幸福。因此，在这样的『直接性』之上我们也

一样不大可能得以让那生命勉强通过。而假如这种幸福得以勉强通过，那么，

也只能起到一点小小的作用，因为这是绝望。正因为那绝望是完全辩证的，因

而，绝望就是这样一种病症：『从来不曾有过它53』就是最大的不幸，――

『得到它』是一种真正的上帝所赐之福，尽管――如果一个人不想从这病中被

治愈――它是一种最危险的病症。而否则在通常的意义上我们只会说：『从一

种病中被治愈』是一种幸福，而那病症本身是那不幸。 

所以说，那粗俗看法――它认定绝望是罕见的东西，根本就是完完全全地错

的，相反它是那非常普遍的东西。那粗俗看法――它认定『每一个不认为或者

                                                 
52 “在反思算计好了之后扔出的”：按丹麦文原文直译应当是“借助于那『反思』的准确算计

的瞄准仪而投掷出的”，但是这样句子显得有点失去平衡，所以我在这里就作一个简化的意

译。 
53 “它”，即“绝望”。 

Kommentar [京不特4]: havd betyder 

dtte vistnok i sammenhang her: "vistnok 

veed Umiddelbarheden det ikke" 

er det "sikkert" "uden tvivl" eller 

"formentlig"? 

vi ses sanrt saa. 



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绝望的人都不是绝望的』并且『只有那说自己绝望的人才是

绝望的』，根本就是完完全全地错的。相反，那毫不做作地说出自己是绝望的

人则是稍稍地，――和所有没有被认定或者不认定自己是绝望的人相比――是

辩证地更加接近于康复。但这正是――那灵魂专家无疑会同意我的这种看

法――那一般的情况：大多数活着的人并没有真正地去觉悟到自己是被定性为

『精神』，――并且因此，所有那所谓的安全感、对生活的满足等等等等，都

恰恰正是绝望。而相反那些说出自己是绝望的人们，通常说来，要么是那些有

着这样一种更深刻的本性的人――因而他们必然自觉到自己是作为精神，要么

是那些得助于自己所经历的各种沉痛事件和可怕决定而自觉到自己是作为精神

的人，――两者之中非此即彼；那在真正意义上『不是绝望的』的人无疑是少

得可怜的。 

哦，人们这么多地谈论着关于人的灾难和悲惨，――我试图对之理解，并且也

从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各种东西；人们这么多地谈论着关于浪费生命，但是只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人的生命才是被浪费了的：如果一个人在那生命的喜悦或者

悲哀的欺骗之下这样地生活着――他从来没有恒定地54自觉到是作为精神、作

为自我或者那相应于此的东西，从来没有去留意并且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得

到这印象：有一个上帝存在着，并且“他”、他自己、他的自我在这个上帝面

前存在着，而上帝这种『无限性』的恩泽如果不通过『绝望』是永远也无法达

到的。呵，这种悲惨：那么多人这样地活着，被骗走了一切想法之中那『最极

乐至福的』；这种悲惨，人们专注于、或者相对于人众而言――人们使得这些

人众专注于形形色色的其他事物，使用他们去给出生活舞台中的那些力量，却

从不提醒他们关于这种神圣祝福；――人们把人众凑集在一起并且欺骗他们，

而不是把他们分散开――这样分散开的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得以赢得那『最终极

的』、那『唯一的』――那唯一值得人去为之而活着并且足以让一种永恒性活

在之中的东西；――我想，我会为这种悲惨的存在而永恒地痛哭！呵，在我的

想法里，这里是对于这种『一切之中最可怕的病症和悲惨』的又一个『恐怖』

的表达：它的隐匿性，――不仅仅是那承受着这种悲惨的人能够想去隐藏并且

能够有能力去隐藏这悲惨，不仅仅是这种悲惨能够如此地居留在一个人身上而

根本没有谁发现它，不，不仅仅是如此，而且是它能够这样地隐藏在一个人身

上而这个人自己都根本不知道！呵，当那沙漏终于流空――那『现世性』的沙

漏；当那『尘俗性』喧嚣黯哑了下来，并且那碌碌的或者无为的55繁忙得到了

一个终结；当一切象在永恒性之中那样在你的周围宁静着――不管你是男人还

是女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独立者还是依赖者、是幸福者还是不幸者；不管

你是在尊贵之中穿戴着冠冕的光辉，还是在卑微的无足轻重中只得以承受日常

的劳作和暑热；不管你的名字将流芳千古并且自从它的出现之后就一直是被人

记住，还是你没有名字并且作为无名者在芸芸众生之中漂流；不管是那环绕着

                                                 
54 “恒定地”：按丹麦文原文直译应当是“永恒地决定性地（evigt afgjørende）”，在汉语中相

当拗口。考虑到所在段落并非是严格意义上概念性论述，所以我将之转译为简化了的“恒定

地”，但还是强调：这里的这个“恒定地”意味作“永恒地决定性地”，――按照我的解读，

亦即“在触及了那『永恒的』决定性的情形中”。 
55 “碌碌的或者无为的”：按照原文翻译是“得不倒停息的或者毫无效果的”，合起来恰恰对

应中文成语“碌碌无为”，但是连接词是“或者”而不是“和”，所以翻作“碌碌的或者无为

的”而不是“碌碌无为的”。 

Kommentar [京不特5]: O, og dette e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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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enne af alle forfærdeligste Sygdom 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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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t Rædselens Udtryk mere”Hong 的翻

译是“an even more horrible 

expression”，而我的理解是“one more 

expression of the horror”。 



你的光辉超越一切人为的描述，还是那最严厉的和最耻辱的人为审判降临在你

的头上；――那永恒性向你询问，并且询问在这千千万万中的每一个单个的

人，只询问一个问题，问你是不是曾绝望地活着，是不是如此地绝望――『你

不知道你是绝望的』，或者如此――『你隐匿着地承受着你的内心深处的这种

病症――仿佛它是你啮心的秘密、或者就好像你心中的一种有罪的爱所得出的

果实』，或者如此――『你，一个对于他人的恐怖，在绝望之中暴怒』。并

且，如果是这样，如果你曾经绝望地活着，不管你另外是赢是输，那么对于你

就是失去了一切，那永恒性不认可你，它永远也不认可你，或者甚至更可怕的

是，它把你作为『你所被认出的』来认识，它通过你自己而把你钉在那绝望之

中！ 

 

Kommentar [京不特6]: Evigheden 

vedkender sig Dig ikke, den kjendte Dig 

aldrig, eller end forfærdeligere, den kj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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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sætter Dig fast ved Dit Selv i 

Fortvivlelsen：Hong 的翻译是“it binds 

you to yourself in despair”，而我的理解

是“it fixes you in despair through 

yourself”。 

 



 

 

 

丙 

 

 

这种疾病（绝望）的各种形态 

 

 

那『绝望』的各种形态可以抽象地通过对构成自我的各个环节的反思达

到，――自我作为综合是由这些环节构成的。自我是由『无限性』和『有限

性』构成。但是这个综合是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虽然是衍生

的，它使自己去和『自己』发生关系，而这个『自己』56就是『自由』。那

『自我』是『自由』。而『自由』是在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两个定性之中的那

『辩证的』。 

然而总的说来，绝望还是必须在『意识』这个定性之下被考察；这『绝望是不

是被意识到』是绝望和绝望之间的那『质的区别』。所有绝望从其概念中看无

疑都是被意识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有着这绝望的人――那依据于概念

可以被正确地说成是绝望了的人，就必定是自己意识到了这绝望。这样，这意

识是那『决定性的』。总的说来，意识――就是说『自我意识』――在对于那

『自我』的关系中是那『决定性的』。意识的程度越高，自我的程度也就越

高；意识的程度越高，意志的程度也就越高，而意志的程度越高，自我的程度

也就越高。一个完全没有意志的人，不是自我；而他具备的意志越多，他也就

具备越多的自我意识。 

 

 

 

                                                 
56 亦即“自我”。句子可以改写为“它使自己去和『自我』发生关系，而这个『自我』就是

『自由』。 



A 

 

 

如此地被考虑的绝望：不去反思它是不是被意识到，这样也就是只对那『综

合』的瞬间进行反思。 

 

 

a）在那『有限性－无限性』的 

定性之下看『绝望』 

 

 

那『自我』是『有限性－无限性』的那被意识到的综合，――它使自己与自己

发生关系，它的任务是成为自己，而这『成为自己』只有通过那对于上帝的关

系才能达成。而『成为自己』就是『变成具体的』57。但是『变成具体的』既

不是『变成有限的』也不是『变成无限的』，因为我们知道，那『要去变得具

体的』是一个综合。这样，那发展就是由『在那自我的无限化之中无限地离开

自己』和『在那自我的有限化之中无限地回向自己』构成。相反，如果那『自

我』不成为他自己，那么它就是绝望的，它要么对之有所知要么不知。而在一

个自我存在着的每一个瞬间，它还是在『成为（Vorden）58』之中，因为那自

我 κατα δύναμιν（根据潜能性）并不是现实地存在，而只是那『将要去成为存

在的』59。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那自我不成为它自己，它就不是它自己；而

这――『不是自己』――则正是『绝望』。 

 

壹）那『无限性』的绝望是『缺少有限性』 

 

之所以这是如此，在于这『辩证的』――『那自我是一个综合』，为此那『这

一个』总持恒地是它的对立面。没有任何形式的绝望能够被直接简单地定性

（就是说，非辩证地），我们只能通过『对于它的对立面进行反思』而来为绝

望定性。我们能够直接简单地在那『绝望』中描述那『绝望的人』的状态，正

如一个诗人通过给他那台词而这样做。但是要决定那绝望，我们则只能够通过

它的对立面来决定；如果那台词是诗意地有价值的，那么它在那『表达』的色

                                                 
57 “变成”就是“成为”，但是在作为形容词表语前的联系动词时，为了避免拗口，我时而将

之翻译为“变成”或者“变得”（在“变得”后面的形容词可以省略去那“的”字）。 
58 这个『成为（Vorden）』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 
59 在一些地方我把“成为存在”翻译为“进入存在”。 



彩渲染中就必须包容由那辩证的对立面。于是每一种『人的存在』60，――这

种存在有可能是已经成为或者只是想要是无限的，是的每一个瞬间――在之中

一种『人的存在』已经成为或者只是想要是无限的，都是绝望。因为那『自

我』是那『综合』，在这种综合之中那『有限的』是那『作出限制的』，而那

『无限的』是那『作出扩展的』。因此，那『无限性』的绝望是那『幻想性

的』，那『无边界的』；因为，只有在那『自我』――正是通过『曾绝望

过』――透明地使得自己依据于上帝时，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这『自我』才是

健康的并且摆脱了绝望。 

那『幻想性的』无疑最密切地使自己去和那『幻想力（Phantasie）』发生着关

系；但是那『幻想力』则又去和『感情』、『认识』、『意志』发生着关系，

这样，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幻想性的『感情』、『认识』、『意志』。总的说来

那『幻想力』就是那『实施无限化的』（det Uendeliggjørende）的中介工具，

它不是什么能力如同别的能力，――如果人们要这样说的话，那么它就是那

instar omnium（能够起到所有能力作用）的能力。一个人有什么『感情』、

『认识』、『意志』，说到底在最后是要看一个人有什么『幻想力』，就是说

要看这个人是怎样反思他自己，也就是说，是依据于那『幻想力』。那『幻想

力』是那无限化的反思，为此那老费希特61非常正确地认定了――甚至在对于

那『认识』的关系中，那『幻想力』是那些『范畴的本源』。那『自我』是反

思；并且那『幻想力』是反思，是那『自我』的再现――它是那『自我』的可

能性。那『幻想力』是一切反思的可能性；而这种中介工具的强烈度是那『自

我之强烈度』的可能性。 

总的说来，那『幻想性的』是这样一种东西――这东西如此地把一个人引进那

『无限的』：它只是引他离开自己并且因此而使得他保持『不回到他自身』的

状态。 

当那『感情』如此地变得『幻想性的』时，那『自我』则被越来越多地蒸发

掉，在最后它成为一种抽象的『善感性（Følsomhed）』，――这种善感性『非

人地』不属于任何『人』，而『非人地』或者说『善感地』去参与某种『抽

象』的命运，比如说，那 in abstracto（抽象普遍的）『人类』。就象那患风湿

症的人在其感官性感觉上是没有控制力的，但是他在那风和气候的控制下，所

以在气候环境的变化等等的时候就不自禁地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变化；如果一

个人的感情变得幻想化了，那么他的情况亦是如此，他在一种方式上是被无限

化了，但不是那种『越来越成为他自己』的无限化，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失去他

自己。 

在那『认识』变得幻想性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考虑到『认识』，那『自我

之发展』的法则――只要『自我成为自己』这个事实将成立――这法则就是：

那『认识』的上升程度和那『自我认识』的上升程度成正比，――那『自我』

认识越多，它对自己的认识也越多。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那么认识的程度越

                                                 
60 在这个『人的存在』中，“人的”是一个形容词。 
61 在费希特的“科学理论”中有着“生产性的想象力”这一概念。他寻求在这种“生产性的想

象力”中为关于那『非我（Nicht-Ich）』（亦即外在客体世界）的观念以及那各种必要的思维

形式（诸范畴）找到根本来源。可参看他的《Grundriss des Eigenthümlichen der 

Wissenschaftlehre》。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中，『想象力（Einbildundskraft）』这个概

念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Kommentar [京不特7]: 再考虑：是

“中介”、“手段”还是“工具”。 



是高，它也就越是成为一种『非人地认识62』，――在这种『非人地认识』的

产生过程中，『人』的自我被浪费掉了，大致地也就像人们被浪费在建造金字

塔上，或者就象在那种俄罗斯筒管乐中63，人们因为只是作为一个既不多也不

少的小音节而被浪费掉了。 

在那『意志』变得幻想性的时候，那么那『自我』也一样被越来越多地蒸发

掉。那『意志』作为具体的就不同于作为抽象的，――『作为具体的』它不象

『作为抽象的』那样地持恒不变；这样，它越是在意图和决定中被高度地无限

化，那么在那种能够马上被完成的『一小部分任务』中，它对于它自己也就越

高度地成为『在场的』――空间上和时间上地在场；这样它就在『被无限化』

中以一种最严格的意义回到它自己，――这样，在它与自身相距得最遥远的时

候（当它在意图和决定中被最高度地无限化了时），此同一瞬间它在『着手完

成那无限地小的一部分工作』中是与它自身最接近的，――这种『无限地小部

分的工作』甚至能够在今天、在这个小时中、在这个瞬间里被完成。 

而在那『感情』或者『认识』或者『意志』如此地成为了『幻想性的』的时

候，则那整个自我在最后也能够成为幻想性的，不管现在它是一种更主动的形

式――那『人』投身到那『幻想性的』之中，还是一种更被动的形式――他是

被拖带进去的，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有责任的。这样，那自我生活在抽

象的『无限化』或者抽象的隔绝之中进行着一种幻想性的存在――持恒地缺乏

着他的自我，并且变得距离『自我』越来越远。这样，比如说在宗教的领域：

那上帝关系是一种『无限化』；但是这种『无限化』能够如此幻想性地拖带一

个人而致使这『无限化』成为一种迷醉。这可以是一个人――仿佛『面对上帝

而存在』对他是不可忍受的，因为这个人无法回到他自己、成为他自己。一个

这样的幻想性的『宗教的人』将说（这里借助于台词来表现其特征）：“一只

麻雀能够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它对它的『面对上帝而存在』一无所知。但

是去知道一个人面对上帝而存在，而不在同一瞬间里发疯或者成为乌有，――

这才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因为一个人如此地成为了幻想性的，并且因此成为绝望的，那么他还是能

够――虽然通常显示出是另一回事――相当好地继续生活下去，去作为这样的

人――『专注于那现世的、结婚、养育孩子』在他看来是荣幸的和可尊敬

的，――并且人们可能感觉不到，他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缺少一个自我。这样

的情况并没有为世界上带来什么大骚动；因为一个『自我』是那最少被在世界

上问及的东西，并且也是那最危险的东西――如果被人感觉到『一个人具有这

样一个自我』。那最大的危险，亦即『失去自己』，能够非常宁静地在这个世

界里发生，仿佛它什么也不是。没有什么失落能够如此宁静地发生；每一种其

他的失落，失去手臂、失去腿、失去五块钱、失去一个妻子等等，都会被感觉

到。 

 

贰）那『有限性』的绝望是『缺少无限性』 

 

                                                 
62 这个『非人地认识』中的这个“认识”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 
63 乐队由六十人组成,每一个人有一个单音的号，所以每个人只吹出一个音――自己号里的音。 

Kommentar [京不特8]: Naar Villien 

bliver phantastisk, saa forflygtiges ligeledes 

Selvet mere og mere. Villien bliver da ikke 

bestandigt i samme Grad concret som 

abstract, saa den, jo mere den 

uendeliggjøres i Forsæt og Beslutning, 

bliver desto mere og mere sig selv ganske 

nærværende og samtidig i den lille Deel af 

Opgaven, som lader sig udføre nu strax, saa 

den i at uendeliggjøres kommer i strengeste 

Forstand tilbage til sig selv, saa den længst 

borte fra sig selv (naar den er meest 

uendeliggjort i Forsæt og Beslutning) er sig 

selv i samme Øieblik allernærmest i at 

udføre den uendelig lille Deel af Arbeidet, 

hvilken lader sig udføre endnu idag, endnu i 

denne Time, endnu i dette Øieblik. 

Kommentar [京不特9]: Men fordi et 

Menneske saaledes er blevet phantastisk, og 

derfor fortvivlet, saa kan han dog, skjøndt 

det oftest bliver aabenbart, ret godt leve hen, 

være Menneske som det synes, beskjæftiget 

med det Timelige, gifte sig, avle Børn, være 

æret og anseet - og man mærker det 

maaskee ikke, at han i dybere Forstand 

mangler et Selv. 

在这里，Hong 完全是『重构』地翻译

了。我按照原来的结构，但是这里这个

“skjøndt det oftest bliver aabenbart”很麻

烦所以我将在改为：通常显示出是另一

回事。 



之所以这是如此，正如在壹）之中所展示的，在于那『辩证的』――『那自我

是一个综合』，为此那『这一个』总持恒地是它自己的对立面64。 

『缺少无限性』是绝望了的『局限性（ Begrændsethed ）』、『狭隘性

（Bornerethed）』。当然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从伦理的角度――对于『局

限性』和『狭隘性』的谈论。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实际上只谈论理智上的或者美

学上的『局限性』、或者只谈论那『无关紧要的』――关于这『无关紧要的』

总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谈论得最多的；因为那『世俗性（Verdslighed）』恰恰

正是『将无限的价值赋予这无关紧要的65』。那世俗的考虑总是牢牢地附着在

那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上，自然不懂那一个『必要的』（因为这――『懂得

这种必要的』――就是『精神性』），并且因此也就不懂那『局限性』和『狭

隘性』，――这种『局限性』和『狭隘性』就是：不是通过『被蒸发在那无限

的之中』而失去了自己，而是通过『被完全有限化』、通过『不去是自己而去

成为了一个数字、成为这种永恒的 Einerlei（千篇一律）的又一次重复、又一个

人66』而失去自己。 

那绝望的『狭隘性』是缺乏原始性或者剥夺了自己的原始性――从精神的角度

理解就是说阉割了自己。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原始禀赋地作为一个自我，被定

性作『去成为自己』；无疑每个人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这只是

意味了他应当去被按照原始形态打磨成型，而不应当去被打磨圆滑销去原始形

态，不应当因为对于人众的畏惧而完全地放弃『是自己』、或者甚至仅仅因为

对于人众的畏惧而不敢在他那更本质的偶然性中『是自己』――而在这种更本

质的偶然性（它恰恰是不应当被打磨圆滑而销去的东西）中则一个人自为地67

是他自己。而在一类绝望在那『无限的』之中失控并且失去自己的同时，另一

类绝望则似乎是让“那些别人”骗走了它的自我。通过『看齐自己周围的人

众』、通过『忙碌于各式各样的世俗事务』、通过『去变得精通于混世之

道』，这样的一个人忘记了他自己、忘记了他――神圣地理解的话――自己的

名字是什么、不敢信赖于自己、觉得『是自己』太冒险而『是如同他人』则远

远地更容易和更保险、成为一种模仿、成为数字而混同在那群众之中。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对于这种形式的绝望彻底地不去留意。一个这样的人正

是通过如此地失去自己而赢得了一种完备改善――这使得他能够在交际和公关

上如鱼得水，是啊，使得他在这个世界里得到成功。这里没有什么延迟、没有

他的自我及其无限化的麻烦，他被打磨圆滑得如同一块滚石、象一枚市面上的

硬币那样地可流通。他根本不会被人们看作是绝望的，相反他是人们的榜样。

自然，这世界总的说来是不懂那真正的『可怕的』。这种绝望――它不仅仅没

有在生活中为一个人带来麻烦、反而使得生活对于这人是怡心舒适，它当然是

绝不会被看成是绝望。这上面的就是这世界看法，――我们可以在几乎所有的

                                                 
64 “这一个是它自己的对立面”。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这一个』总是走向其对立面。从辩

证法角度看，黑格尔是通过连续的中介转换而达成正反合的内在性的辩证运动，而基尔克郭尔

则认为『人作为正定的综合』的达成在于那种超验的跳跃。而从对立面来讲，黑格尔往往是

“相互在对方中拥有自己的”对立。但是对于基尔克郭尔，那对立就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65 “将无限的价值赋予这『无关紧要的』”。 
66 “不去『是自己』，而去成为了一个数字、成为这种『永恒的千篇一律』的又一次重复、又

一个人”。 
67 “自为”：就是说“作为自己的对象”。详见前面的注脚。 

Kommentar [京不特10]: At mangle 

Uendelighed er fortvivlet Begrændsethed, 

Bornerethed. Hermed er dog naturligviis 

kun, ethisk, Tale om Bornerethed og 

Indskrænkethed. 

这里这个带逗号的“, ethisk,”是怎么回

事？“仅仅”的对象是『伦理的』还是

『局限性』等等。 



俗语之中看到这一点，而俗语只是睿智律。人们这样说：一个人因为自己说了

话而后悔十次、而为自己保持了沉默后悔一次，为什么？因为作为一种外在的

事实，『说了话』能够把一个人卷进麻烦中去，既然这是一种现实性。但是

『保持了沉默』！然而这却是那最危险的。因为通过沉默，那人是一个自己决

定自己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现实性不会通过惩罚他、通过把他所说的话

的后果带给他而帮上他什么。不，不会有什么惩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很

轻松地对待『沉默』。但是正因此，那知道『什么是那可怕的』的人，在一切

之中他恰恰最畏惧的是：每一个这样的错失和『罪（Synden）』，――它所取

的方向是针对内心并且不在那『外在的』之中留下任何痕迹。在这个世界的眼

中，那样地去大胆冒险说话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会因此而失落；而

相反不去冒险则是聪明的。然而通过『不去冒险』，一个人恰恰是如此可怕地

容易失落掉那难以失去的东西――不管一个人通过冒险而失去了多么多东西而

这是在冒险中难以被失去的――他自己，如此可怕地容易失落掉――在任何一

种别的情形下从不曾这样，如此容易、如此完全――仿佛什么也没有失去。因

为，如果我错误地冒了险，那么那生活以惩罚来帮助我。但是如果我根本没有

冒险，谁来帮助我？而另外，如果我完全不知道在最高的意义上冒险（而在最

高的意义上冒险正是留意关注自己），那么我胆小地赢得了一切尘世间的好

处――而失去了我自己。 

如此就是那『有限性』的绝望的情况。因为一个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绝望的，

所以他能够很好地，并且根本地说恰恰是更好地在现世性中生活下去、作为符

合表象的人、被他人赞美、荣幸而受尊敬、专注于一切现实性的目的。是的，

正是这种被人称作的『现世性』的东西，它纯粹地是由这样的人所构成――如

果我们能够这样说――他们把自己典押给了这个世界。他们使用他们的能力，

聚集他们的钱财，达成世俗的丰功伟绩，聪明地盘算，等等等等，也许还会被

在历史中提及，但是，『他们自己』则是他们所不是的68；不管从别的角度看

他们是多么地自私，但是精神地看，他们不具有自我、不具有自我――『为之

一个人能去作一切冒险』的自我，不具有自我――在上帝面前的自我。 

 

 

 

b）在那『可能性－必然性』的 

定性之下看『绝望』 

 

为了成为自己（并且我们知道，那自我应当自由地成为自己），可能性和必然

性是同样地本质的。正如有着无限性和有限性（απειρον/πέρας〈那有限的／无

限的〉）69属于那自我，可能性和必然性也是如此。一个不具有『可能性』的

自我是绝望的，正如一个不具有『必然性』的自我。 

 

壹）那『可能性』的绝望是『缺少必然性』 

 

之所以这是如此，正如前面所展示的，是在于那『辩证的』。 

                                                 
68 “他们不是『他们自己』”。 
69 柏拉图曾经使用这概念。比如说在《斐利布斯篇》中. 

Kommentar [京不特11]: Man siger 

saaledes, at man fortryder ti Gange at have 

talet for een Gang at have tiet, 

这里这个 for，很光火。 

Kommentar [京不特12]: være 

Menneske som det synes 



正如有限性相对于无限性是那『限制着的』，必然性相对于那可能性也是如

此，再一次保持这种情形。由于那『自我』作为『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综

合被设定了，是 κατα δύναμιν（潜能的）；现在为了『去成为』70，它在那『幻

想力』的中介工具中反思，由此那无限的可能性就显示出来。κατα δύναμιν（潜

能地），那『自我』既是必然的、又在同样的程度上是可能的；因为它是它自

己，但是它将要去成为它自己。因为它是它自己，所以它是『必然的』；而因

为它将要去成为它自己，所以它是『可能的』。 

如果现在那可能性压倒了必然性，那么那自我就在那可能性之中跑出离开了自

己，这样，它就没有任何『必然的』――这种『必然的』是它应当回去的地

方，于是这就是那『可能性』的绝望。这个自我成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它在

可能性之中挣扎得精疲力竭，但是它却走不出去并且也没有地方可去，因为那

『必然的』正是它应当去的地方；我们知道，『去成为自己』就是向着那地方

的一种运动。『去成为』是出离那地方的运动，而『去成为自己』则是向着那

地方的运动。 

这样对于那『自我』，那可能性看起来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东西对于它成

为可能的，因为没有什么成为现实的。在最后，对于它仿佛一切都是可能的，

而这时恰恰正是那深渊吞噬了『自我』的时刻。每一个小小的可能性――为了

成为现实性――在事先都会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在最后，这时间――这应当是

用于现实性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一切变得越来越瞬间化。那可能性变得越来

越强烈，――但这是在那可能性的意义上看，而不是在那现实性的意义上；因

为在现实性的意义上，那『强烈的』意味了：某些『是可能的』的事物，成为

现实的。在那瞬间中某种东西显示为『可能的』，然后又有一种新的可能性显

示出来，最后这些幻觉效应（Phantasmagorier）一个接着一个如此迅速地出

现，以至于一切仿佛都是可能的，――而正是在这最后的一瞬间里，那『个体

的人』自己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种海市蜃楼。 

这时那自我缺少的当然是『现实性』；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也会这样说，正如我

们所知道的，人们说一个人变得不现实。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究，我们发现这

种自我在根本上所缺乏的是『必然性』。就是说，这并非是像那哲学家们所解

释的71，――『必然性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不，不是这样；现实性是

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在一个『自我』如此地在『可能性』之中走迷了路的

时候，这也不是仅仅对于『力（Kraft）』的缺乏，至少这不应当被解读为像一

般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那种。这被解读出的从根本上说是『用以去听从』的

力、『用以去使得自己屈从于在一个人身上的那必然的』的力――这种『必然

的』可以被称作是一个人的极限。所以，那不幸也不是这样一个『自我』没有

在这个世界里成为什么东西，不，那不幸是他没有去留意到他自己，没有去留

意到：那自我――他所是的那自我――是一个完全确定的『某物』并且如此地

是那『必然的』。相反，他之失去自己，是由于这个『自我』在那『可能性』

之中幻想地反思。甚至在『在一面镜子里看见自己』这样一种行为中，已经必

然地要求『认出自己』这个条件了；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不出自己，那么他就

                                                 
70 这里，『去成为』对于自我是可能性的运动，可以理解为一种“出离”，而在这种出离之

后，如果『自我』没有失去必然性，那么『去成为自己』，就是必然性的运动，一种回归。失

去了必然性，就意味了在可能性之中无家可归。 
71 是指黑格尔的说法。 



在镜子里看不见他自己，而仅仅看见一个『人』。然而那『可能性』的镜子不

是什么普通的镜子，我们必须带着极端的谨慎来使用它；因为，在那最高的意

义上看这面镜子是不真实的。『一个自我在它自己的可能性之中看来是如此如

此』只是一半的真相，因为在它自己的可能性之中那自我还远远地不是或者只

一半地是它自己。于是现在的关键在于，这个『自我』的必然性怎样为这『自

我』进一步定性。那『可能性』的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如果我们邀请一个孩子

去参加某种娱乐活动；那小孩子马上就会愿意，但是现在的关键就是那父母是

否愿意允许他去，――那『必然性』的情形就如同那孩子的父母。 

然而在那『可能性』之中则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在那可能性之中人会以各种

各样可能的方式跑迷路，但本质地说有两种方式。一种形式是那愿望着的、那

渴盼着的，另一种是那『沉郁地－幻想性的』（那『希望』－那『畏惧』或者

那『恐惧』）。正如那在童话和民间传说中经常讲述的，一个骑士突然看见一

只异鸟，他不停地追赶这鸟，因为在那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他很接近这鸟，而它

又飞起来，一直到夜幕降临，他走失了他的同伴而无法在他所处的荒野中找到

路；如此就是那『愿望』的可能性的情形。不是把那可能性送回到必然性之

中，相反他追逐那可能性，――最后他无法找到回归到他自己的路。在沉郁

中，则是那相反的情况以同样的方式发生。怀着沉郁的爱72，那『个体的人』

追逐那『恐惧』的可能性，――这可能性最终引导他离开他自己，这样他就被

淹死在这恐惧之中，或者被淹死在某种东西之中――而他所恐惧的就是被淹死

在这东西之中73。 

 

 

贰）那『必然性』的绝望是『缺少可能性』 

 

如果人们把『在可能性之中走迷路』和『那孩子呀呀地用元音发声』比较的

话，那么『缺乏可能性』则如同『根本发不出声音』。那『必然的』如同各种

纯粹的辅音，但是要将之发出声来就必须有『可能性』的存在。如果缺乏这

『可能性』、如果一种『人的』74存在被安置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它缺少

可能性』，那么，这种存在就是绝望的，并且在每一个『它缺少可能性』的瞬

间都是绝望的。 

现在人们一般会认为，人生中有某种特定的年龄是特别丰富地拥有着希望的，

或者人们谈论，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单一的瞬间里有着

或者有过如此丰富的希望和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上的谈论，这种谈

                                                 
72 如果我直译原句，则应当是“那『个体的人』沉郁地爱着地追逐那『恐惧』的可能

性„„”。那『恐惧』有着双重性，――“好感地反感和反感地好感”，所以“沉郁”和“爱

着”这矛盾着的两个心境都必须被强调出来。但是，考虑到“沉郁地爱着地追逐”太拗口而不

符合汉语习惯，所以我将之译写为“怀着沉郁的爱，那『个体的人』追逐那『恐惧』的可能

性„„”，虽然强调作用被减弱，但是大意不变。这里作出说明。 
73 如果不按照汉语习惯而直译的话，那么这里的辩证关系则能够更准确地被理解出来――“或

者被淹死在那他所恐惧自己会被淹死在之中的东西中”：他为『自己可能会被淹死在这东西之

中』而恐惧，然而他却恰恰被淹死在这东西之中。 
74 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论达不到真相；所有这希望（Haaben）和所有这绝望（Fortvivlen）都还不是那

真正的希望（Haaben）或者那真正的绝望（Fortvivlen）75。 

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76这一点是永恒地真实的

并且也因而在每一个瞬间都是真实的。固然人们在日常言谈中也会用到这种说

法；在日常言谈中人们这样说，但是只有在那『人』被推向了那最极端的地

方――于是从人情上说什么可能性都没有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决定』

才会出现。这时的关键在于：他是不是想要去相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

的』，这就是，他是不是想要去信仰。然而这却是对于『丧失理智』的完全形

式阐述；『去信仰』就正是『为赢得上帝而丧失理智』。就让它这样地发生

吧。设想有一个这样的人，――带着一种『惊恐下的想象力』的全部颤抖，他

想象出了某种无条件地不堪忍受的恐怖。现在它就发生在他身上，――正是这

种恐怖发生在他身上。以人之常情来看，再也没有比他的崩溃更确定无疑的东

西了；――并且他的灵魂的『绝望』77绝望地为得到『去绝望』的许可而挣

扎，为得到――如果人们想这样说――用以『去绝望』的安宁、整个人格对

『去绝望』的同意和在『去绝望』中的同意而挣扎；这样，再也没有什么别的

人或者东西比那试图想要阻碍他去绝望的人和这种试图本身更多地要被他诅咒

的了，正如那诗人中的诗人卓越无双地表现出这种情形（《理查二世》：

Verwünscht sei Vetter, der mich abgelenkt Von dem bequemen Wege zur 

Verzweiflung.〈该死你，表弟，你将我从那我曾所在的通向那绝望的舒适道路

上引出来〉78）。这样看来，从人之常情上看起来，『拯救』就是一切之中那

『最不可能的』；但是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那信仰的搏斗，――如

果人们想这样说――疯狂地为『可能性』而搏斗。因为可能性是那唯一的『拯

救着的』。如果一个人昏倒，那么人们就呼叫拿水来，科隆香水（Eau de 

Cologne），霍夫曼乙醚嗅剂（Hoffmannsdraaber）；但是如果一个人将要绝

望，那么所呼叫的就该是：去找出可能性、去找出可能性，可能性是那唯一的

拯救者；一种可能性，于是那绝望着的人就又恢复了呼吸，他重新有了生机；

因为没有可能性就如同一个人无法呼吸。有时候，一种『人的幻想力79』所具

的创造力能够达到生产出可能性的程度，但是最终，就是说，当问题的关键是

『去信仰』的时候，能够起作用的只有这个：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 

于是挣扎和搏斗。这搏斗者是否崩溃完全和仅仅地在于他是否想要造就出『可

能性』，这就是，他是不是想要信仰。而他还是知道，从人之常情上看，他的

                                                 
75 这句句子中的“希望”和“绝望”都是动词名词化。 
76 《马太福音》（19：26）：“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另见

《马可福音》（10：27）、（14：36）《路加福音》（1：37）。 
77 这个『绝望』是名词，但是后面有动词“绝望”出现，为了避免混淆，我在句子中使用『去

绝望』来译示动词“绝望”。 
78 在 Schlegel 的德文莎士比亚翻译中是第三幕第三场，但是在英文原版（和中文版）中是第三

幕第二场，原文为：“Beshrew thee, sousin, which didst lead me forth / Of that sweet way I was in 

to despair!” 

（中文版为：“兄弟，我本来已经万虑皆空，你却又把我领到了绝望的路上！”――在这个译

本中，这段话被“意译”得和原文意义正相反，所以就像“生存还是毁灭”一样在哲学的引用

中是不可用的。） 
79 在这里“人的”是形容词。 



崩溃是一切之中最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在『去信仰』之中的那种辩证的东西。

一般地，一个人除了这个之外不知道别的：这个或者那个„„，也许，说不定

等等，不会在他身上发生。然后它发生在他身上，然后他崩溃。那愚勇的人冲

进一种危险，这危险所具的可能性也是这个或者那个„„；然后它就在他身上

发生了，然后他绝望并且崩溃。那信仰着的人从人之常情上说（在那发生在他

身上的事物中、在那他所冒险的事物中）看见并且知道他自己的崩溃之道，但

是他信仰。所以他没有崩溃。关于他将怎样地得到帮助，他完全听由上帝，但

是他相信，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去信仰他的崩溃之道是不可能的。知道

从人之常情上考虑那是他的崩溃之道，却还是相信『可能性』，――这就是

『去信仰』。这样，上帝也帮助他，――也许是通过让他避开那恐怖，也许是

通过那恐怖本身，――在这里，『帮助』不期地、奇迹般地、神圣地显示出

来。奇迹般地；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只能在一千八百年之前奇迹般地被救助，

那么这就是一种古怪的假正经。『一个人是不是奇迹般地得到了帮助』，在本

质上是依据于：他是以怎样的理智激情去理解了『那帮助是不可能的』；然后

是依据于：他对于那『无论如何还是帮助了他』的力量有多么诚实。但是通常

地说人们既不会去做前者又不会去做后者；他们尖叫着『帮助是不可能的』却

从不曾绷紧他们的理解力去找到那帮助，并且在之后他们毫不感恩地撒谎。 

那信仰着的人拥有那对抗『绝望』的永恒安全的抗毒剂；可能性；因为对于上

帝一切在每一瞬间都是可能的。这就是那信仰的健康――它解决着各种矛盾。

在这里那矛盾是：一方面从人之常情上看那崩溃之道是确定的，而另一方面则

还是有着可能性。健康――总的说来就是能够解决矛盾。这样，肉体地或者身

理地看：气流风是一种矛盾，因为气流风完全相异地或者非辩证地是冷和热；

但是一个健康的肉体解决这个矛盾并且不会感觉到气流风。那信仰的情况也是

如此。 

『缺乏可能性』意味作：要么一切对于一个人成为了必然的，要么一切成为了

无足轻重的。 

决定论者、宿命论者是绝望的，并且作为绝望者而失去了他的自我，因为一切

对于他是必然性。他的情形就象那个死于饥饿的国王，因为一切食物都变成了

金子80。人格是一种『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综合。正因此它的情形就如同

那呼吸（重复透气），这是一种呼气和吸气。那决定论者自己不能够呼吸，因

为单单呼吸那『绝对的』是不可能的，这只会窒息一个人的自我。――那宿命

论者是绝望的，失去了上帝并且因而也失去了自我；因为那不拥有一个上帝的

人，也不会拥有自我。但是那宿命论者没有上帝，或者殊途同归地说，他的上

帝是必然性；正如对于上帝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上帝就是『一切都是可

能的』。所以那宿命论者的上帝崇拜至多只是一个感叹，而在本质上是那种哑

然无声，哑然的屈从，他不能够祈求。『祈求』也是『呼吸』，而那可能性对

于那自我说来就是氧气对于呼吸。然而正如一个人无法仅仅呼吸氧气或者仅仅

氮气，仅仅是可能性或者仅仅是必然性也无法单独地作为祈祷之呼吸的前提条

件。为了能够祈求必须有着一个上帝，一个自我――和可能性，或者一个自我

                                                 
80 根据希腊神话传说，福利吉恩的国王米达斯从巴库斯那里得到手指点金术，结果手到之处，

一切变为黄金，包括食物，他不得不去帕克托罗斯的河中沐浴以消除这种法术。 

 

 



和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的可能性，因为上帝是那『一切都是可能的』，或者

『一切都是可能的』是上帝；只有在一个人的本质被如此地震动以至于他通过

懂得『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成为『精神』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是投

身于上帝了的。上帝的意志是那『可能的』，――这使得我能够祈求；如果如

果他的意志只是那『必然的』，那么那人从本质上说就会和动物一样地没有语

言表达能力。 

而尖矛市民性，轻浮琐屑性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这在本质上也是缺乏可能

性。『尖矛市民性』是『无精神性』，而决定论和宿命论则是精神之绝望；但

是『无精神性』也是一种绝望。『尖矛市民性』缺乏那『精神』的每一种定性

而完全地痴迷于那『大概的』81，――在之中那『可能的』只有着其一小点的

位置；这样，它缺乏『去留意于上帝』的可能性。没有幻想力――正如那尖矛

市民一向是如此，他生活在一种对于各种经验的无足轻重的概要中：关于世事

如何发生、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通常所发生的；另外那尖矛市民可以是啤酒

店老板或者首相。以这样的方式，那尖矛市民失去了自己和上帝。因为要『去

留意于自己和上帝』，那幻想力就必须象秋千一样地把一个人摇荡到比『那几

率性的不良氛围』更高的位置，它必须把一个人拉出这不良氛围；并且通过使

得那『超越每一种经验的 qvantum satis（足够度）的东西』成为可能，而学会

去希望和去畏惧，或者去畏惧和去希望。但是幻想力是那尖矛市民所没有的，

所不想要有的，所厌恶的。于是在这里没有什么助益。而如果那生存在某一时

刻用各种惊怖来作为一种帮助来刺激他――这些惊怖超越了那琐碎经验的鹦鹉

学舌之智，那么那『尖矛市民性』就绝望起来，――这就是，那『尖矛市民

性』就明白了：那所发生了的就是绝望；对于『通过上帝能够将一个自我拯救

出这种确定的崩溃之道』，这『尖矛市民性』缺少那信仰的可能性。 

宿命论和决定论却具有足够的『幻想力』去为求『可能性』而绝望82，具有足

够的『可能性』去发现『不可能性』；那『尖矛市民性』在那无足轻重的琐碎

事务中找到安宁，顺利或者坎坷，一样地绝望。宿命论和决定论缺乏『去放松

和平和下来』的可能性，缺乏『去调剂安顿那必然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作为『缓解』的可能性；『尖矛市民性』缺少可能性――作为『从无精神性之

中觉醒』的可能性。因为『尖矛市民性』认为自己支配着可能性、把这个巨大

的伸缩性骗入了那几率性的圈套或者疯人院，认为自己已经将它抓了起来；它

把那可能性关在几率性的牢笼之中，带来带去地展览，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

主人，却毫不留意到：正是因此它把它自己捕捉起来而使自己成为了那『无精

神性』得奴隶，一切之中最丑恶的东西。这就是：那在可能性中走迷路的人带

着那『绝望』的无畏飞舞摇荡；那对之一切都变得必然的人被压缩在绝望中对

『存在』感到力不从心；那『尖矛市民性』则『无精神地』得到胜利。 

 

 

 

 

                                                 
81 “那『大概的』”，就是说那出自“几率性”的那种“随机性的”东西。 
82 这里的“为求”是丹麦语的介词 om，一般解释为“关于”。词义本身之中包含有“为了达

到„„”或者“„„以求„„”的意思，但是考虑到这种介词的多义性无法被转化到中文中，

所以虽然在这里翻译为“为求”，但在后文中一般翻译为“关于”。 



B 

 

 

在意识这个定性之下看绝望 

 

 

那意识的程度在上升之中，或者在它上升的同时和那『绝望』中持恒地上升的

强度成比例；意识越多，绝望也就越强烈。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这种情

况，最清晰地是在那绝望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中。那魔鬼的『绝望』是那最强烈

的绝望，因为那魔鬼是纯粹的精神，并且因此也是绝对意识和透明性；在那魔

鬼身上没有任何得够用来作为缓和化借口的『晦涩性』，所以他的绝望是那绝

对的对抗。这是绝望的最大值。绝望的最小值是一种状态，――如此的一种状

态：从人之常情出发人们可能会忍不住要说，在一种天真无辜之中对于『这样

一种状态是绝望』根本一无所知。在那『无意识性』以这样的方式处在最大值

中时，则那绝望最少；我们知道，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人们有权去将这样一

种状态称作『绝望』，几乎就仿佛是一个辩证的问题。 

 

 

 

a）那种对于『自己是绝望』一无所知的绝望、 

或者对于『拥有一个自我和一个永恒的自我』的那种绝望的无知 

 

这――『这种状态仍还是绝望并且有权被称作绝望』，是那被人们从正面的意

义上称做是『真理的固执性』的东西的一个表达。Veritas est index sui et falsi.

（真理是自己的和谬误的标准）83。但是这种真理的固执性无疑是没有得到注

重，正如一般地说来人们也远远地不会把与那『真的』的关系、把『使自己去

与那真的发生关系』看作是那最高的『善的』，正如他们更远远地不会象苏格

拉底那样地将『处于谬误』视作是那最大的不幸84；通常那『感官性的』在他

们身上所占的比重远远要大于他们的理智性。这样，如果一个人有可能是幸福

的、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幸福的，然而如果在真相之光之下观察他却是不幸

的，那么，通常的话，他根本不会愿意被从这种谬误之中被强拉出来。相反，

他会感到恼恨，他把那拉他的人看作他的最恶毒的敌人，他把这拉他的行为看

成是一种攻击，以这样一种方式看来甚至是某种接近于谋杀的行为――这叫

做：谋杀他的幸福。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那『感官性的』和那『感官性

                                                 
83 意引自斯宾诺萨的《伦理学》。Benedict de Spinoza, Ethics, II, Scholium to Propositio 43; Opera 

philosophica omnia ed. A. gfroerer (Stuttgart: 1830) 
84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哲学史。《Diogenes Laertius》 II, 5,31。 



－灵魂性的』完全地支配了他；这是因为，他生活在那『感官性的』的各种范

畴中，――那『舒适愉快的』和那『不舒适愉快的』，他向『精神』、『真

相』等等说再见一路顺风；这是因为，他太感官性了以至于没有勇气去冒险于

和去忍受『是精神』85。不管人们能够是多么地虚荣和自欺欺人，但是关于他

们自己，他们常常却只具备非常微渺的观念，就是说，他们没有关于这个的观

念：去是『精神』、去是那『绝对的』，――这是『一个人所能够是』的；但

他们却是虚荣和自欺欺人的，――相比之下而言。如果我们设想一幢房子，由

地下室、厅层和一楼86构成，居住者们以这样的方式居住进来或者这样地被安

置：在每层的居民之间有着或者考虑安排了一种层次区别；而如果我们把那

『是人』87和一幢这样的房子作比较的话，那么很抱歉，这样一种可悲而可笑

的情况恰恰是大多数人的情况：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宁可住地下室。每一

个人都是那『灵魂的－肉体的』综合而倾向于去『是精神』，――这就是那建

筑物；但是他宁愿住地下室，这就是，处在那『感官性的』的各种定性之中。

并且他不仅仅是喜欢住地下室，他对于『住地下室』爱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

如果有人建议他去住那空关着可由他任意使用的上层好房间，――因为我们知

道，他所住的是他自己的房子，那么这时他就会变得恼恨。 

不，这『处在谬误之中』，是人们所最不畏惧的，――这完全地不是苏格拉底

的方式。对此，我们可以看见令人惊奇的例子，――这些例子非常充分地说明

了这种情况。一个思想家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建筑88，一个体系，一整个包容了

那『存在（Tilværelsen）』和那『世界历史』的体系，――而如果人们去观察

他的个人生活，那么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种可怕而可笑的情形：他自己不亲

自住在这个巨大的、穹窿的宫殿里，而是住在傍边的一个工棚里，或者一个狗

窝里，或者至多是在一个门房里。如果有人提醒他留意这种矛盾情况，哪怕只

是说了一句话，那么他马上就会觉得是受到了侮辱。因为他不怕处在那谬误之

中，只要他能够完成他的体系就行，――借助于『处在谬误之中』来完成这体

系。 

于是，无所谓那绝望了的人自己并不知道他的状态是『绝望』，这和事情本身

没有什么关系，他只还是一样地绝望。如果绝望是一种谵妄，那么一个人对此

的不知只是那『更多的』――他同时又在那『谬误』之中。无知性对于『绝

望』的关系如同对于『恐惧』的关系（参看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所著

《概念恐惧》），那『无精神性』的恐惧恰恰是在这种无精神的『安全性』上

被认出来的。然而那『恐惧』还是在那根本之中，如此那『绝望』也在那根本

之中，并且，到了感性欺骗的魔法失效了的时候，到了那『存在

（Tilværelsen）』开始蹒跚摇晃的时候，那绝望也就马上作为那在根本之中的

东西而显示出来。 

                                                 
85 就是说他不是『精神』，而让他『去是精神』对于他是不敢和无法忍受的。 
86 按丹麦习惯所说的厅层就是中国习惯所说的一楼，而按丹麦习惯所说的一楼就是中国习惯所

说的二楼。 
87 虽然这里“那『是人』”这说法很不符合汉语习惯，但因为这动词不钉式“是”和名词

“人”都是作者要强调的东西。为了理解上的方便，我在这里给出一个改写：“而如果我们把

『一个人是人』的情形和这房子的情形作比较，„„”。 
88 针对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的体系建设使得个体的人消失在整体之中。相应于《哲学片段》和

《非科学后记》中有屡屡提及。 



如果那绝望了的人对『他自己是绝望的』是无知的，那么，与那自觉意识到这

绝望状态的人相比，他只是距离那真相和拯救更遥远的一种『否定性的东西89

（Negativt）』。那绝望自身是一种否定性，对之的那无知性是一种新的否定

性。但是为了达到真相，我们就必须通过每一个否定性；因为这里的情况正象

那民间传说90之中所描述的『消除掉一种特定的魔法』：那情节必须反溯地彻

底向回推一遍，否则那魔法就无法被消解。然而这只是在一种意义上，一种纯

粹的辩证意义上说是如此：和那自知绝望却还是留在绝望中的人相比，那对其

自身的绝望无知的人距离那真相和那『拯救的』更远；因为在另一种意义上，

一种伦理－辩证的意义上说，那有意识地停留在绝望中的绝望者距离那拯救更

遥远，既然他的绝望更强烈。但是那『无知性』，它距离『消除那绝望』或者

『使得绝望成为不绝望』实在太遥远，以至于它相反能够是『绝望』的最危险

的形式。在那『无知性』之中，那绝望的人――为了他自己的败坏――以一种

方式确保了自己不去留意于绝望的情况，这就是说，他在那绝望的势力之下是

彻底安全的。 

在对于『是绝望』的那无知性中，那人的状态距离『自觉于自己为精神』是最

远的。而这『不自觉于自己为精神』正是绝望，――这种绝望是『无精神

性』；另外，那状态要么是一种完全的『绝灭性（Uddøethed）』,一种仅仅是

呆板单调的生命，要么是一种强力的生命――这种『强力的生命』的秘密则还

是绝望。在后一种情况中，那绝望的人的情形如同那肺病患者：正是在那病症

最严重的时候，他感觉最佳，并且把自己看成最健康的，可能其他人也觉得他

健康矍铄。 

这种形式的绝望（对之的那种无知性）在这个世界里是最普遍的了，――是

的，这被人们称为是『这个世界』的，或者更确切地定性的话，那被基督教称

为是『世界』的，――『异教』和『在基督教中的那自然的人』、那异教作为

它在历史上所曾经是和正是的情形，以及那在基督教中的异教，――所有这一

切恰恰是这种类型的绝望，是绝望，但它对之却无所知。无疑，就是在异教中

和那『自然的人』那里也被作出了对『是绝望的』和『不是绝望的』的区别，

这就是，他们谈论绝望――仿佛只是一些『单个的人』是绝望的。但是这个区

分就像那异教和那『自然的人』对『爱』和『自爱』所做的那种区分一样地不

可靠――在后者的区分中仿佛并非所有他们的这种『爱』在本质上都是『自

爱』。然而，对这种不可靠的区分的进一步深入则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异教和自

然的人所无法达到的，因为那绝望的细节正是这个：无知于『这是绝望』。 

从这之中我们很容易看见，那美学的概念『无精神性』根本无法给出尺度去判

断：什么是绝望而什么不是绝望，――附带说一下，其实这种关系完全是很到

位的；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在美学上无法决定『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

那么，那『美学的』又怎么会有能力去回答这样一个对于它来说是根本不存在

                                                 
89 从概念性翻译的角度严格地说，我是应当将这个『否定性的东西（Negativt）』翻译成『否定

性的（Negativt）』或者『否定的（Negativt）』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段落里的文字相对地不是

概念的辩证演绎，所以将之日常化地翻译为“否定性的东西”。我认为一个人要深入理解德国

哲学和基尔克郭尔的哲学的话，能够习惯于这种名词化的形容词形式“XX 的”是很有帮助

的。 
90 格林兄弟所译《Irische Elfenmärchen》(T. C. Crocker, Fairy 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South of 

Ireland, I-III [London: 1825-28]). Jakob & Wilhelm Grimm (Leipzig: 1826) 



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去否认，不管是各种异教文化 en masse（全体地）还是单

个的异教徒都曾完成过令人惊奇的伟业，――这种伟业曾经并且还将激发诗人

的灵感，如果我们去否认，那异教世界展示了让我们在美学上惊叹不已的各种

例子；――如果只是去否认，那无疑会是一种极大的愚蠢。而如果我们去否

认，在异教文化的世界里有着并且那自然的人能够有一种富于最高美学享受的

生活，――这种生活以那最有品味的方式来使用每一种造化所赐的恩惠，甚至

让艺术和科学去服务于对那享乐进行提高、美化和高尚化；――如果对此作出

否认，那同样也将是一种荒唐。不，『无精神性』的那种美学定性是无法为

『什么是绝望而什么不是绝望』给出衡量尺度的；我们所必须使用的定性是那

『伦理的－宗教的』：『精神』，或者否定地，『对精神的缺乏』、『无精神

性』。每一个『人的』91存在，如果它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精神』或者

在上帝面前亲自地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精神』；每一个『人的』存在，如果它

不是这样透明地依据于上帝，而只是晦涩地停留和沉迷在某种抽象的『普遍

的』（国家、民族，等等），或者在对于它的『自我』的昏昧不解中把它的各

种能力看成是作用力而不是从更深的意义上自觉到『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能力

的』、把他的『自我』看成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某物』――如果这『自我』要

去被内在地理解的话；――每一个这样的存在，哪怕它达到了最令人惊叹的伟

迹，哪怕它解释了整个『存在（Tilværelsen）』，不管它在美学上怎样强烈地

享受着生活：每一个这样的存在仍还是绝望。在那些古代的教堂神甫们92谈论

到『那异教文化的美德是灿烂的恶俗』时，所说的就是这个；他们认为那异教

文化的内在是绝望，那异教徒不自觉到自己面对上帝是『精神』。也是由于这

个（我只是将之作为一个例子来引用，而另外在这所引的东西之中它和这里的

整个考究还有着一种更深的关系），那异教徒如此显著地轻率地判定，是的，

是在赞美自杀 93 ，――而对于精神来说，这样地突然逃出那『存在

（Tilværelsen）』，这种对上帝的反叛是一种最决定性的『罪（Synd）』。那

异教徒对于一个『自我』缺乏那『精神』的定性，所以这样地判定那『自杀』
94；而去这样做的一个异教徒，他却在道德上严厉地判决偷盗、淫秽，等等。

他缺乏对于自杀的观点，他缺少那『上帝－关系』和那『自我』；纯粹异教地

考虑，自杀是那『无所谓的』，是那种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做的事

情，――因为这和任何人都无关。如果是要从那异教文化的立场来劝诫人不要

自杀，那么这就必定是绕一个很大的圈子而显示自杀使得人破坏了他对于他人

的义务关系。而那异教徒则完全地避开自杀中的关键，――这自杀正是一种对

于上帝的犯罪。所以人们不能够说『那自杀是绝望』，这样说法是一种没有头

脑的倒置论证法95；人们可以说『那异教徒如此地以他的这种方式判定自杀』

是绝望。 

                                                 
91 在这个段落中所出现的“『人的』”，都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所有格。 
9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19：25。 
93 赞美自杀的主要是斯多蔼学派。比如说在柏拉图那里则有所不同，――他在一些地方认为自

杀是对上帝的反叛。见《斐多》等。 
94 就是说，自己－谋杀－自己。 
95 倒置论证法，就是说，把通过需要证明的命题而推出的命题定为前提。是一种逻辑上的谬误

推论。 

Kommentar [京不特13]: at Hedningen 

dømte saa mærkværdigt letsindigt om, ja 

anpriste Selvmord, 

“mærkværdigt”：是 mærkeligt 还是

som er værd til at mærkes. 



然而区别还是有并且会有的，在那严格意义上的异教和那基督教中的异教之间

有着一种质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 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在『恐惧』的问

题上提请过人们注意：那异教固然缺乏『精神』，但是它被定性为向着『精

神』的方向的，而那在基督教之中的异教缺乏『精神』并且向着一种背离着

『精神』的方向，或者说是通过一种离弃而缺乏『精神』，所以它是一种『无

精神性』。 

 

 

 

b）那种自己意识到『是绝望』的绝望，也就是自己意识到『拥有一个自我――

在之中则有着某种永恒的』、并且在这时要么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要么绝

望地想要『是自己』的那种绝望 

 

 

在这里我们当然要作出这样的区分：那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绝望的人，对于『什

么是绝望』是不是具有那真实的观念。固然一个人能够根据他所具备的那种观

念去说自己是绝望的――这没有错，并且在『它是绝望的』这个问题上他也可

以是对的，但是他且还是有一样东西没有说：他对绝望有着一种真实的观

念；――在人们用那真实的观念观察了他的生命之后，有可能会说：在根本上

你远远地比你自己所知更绝望，那绝望在你内心中比你自己所知远远要更深地

渗透着。如此（让我们回顾前面的）就是那异教徒的情形，当他相比较于其他

的异教徒而把自己看成是绝望的时，就『他是绝望的』而言，无疑他是对的，

但是如果他认为其他那些不是绝望的，那么就是不对的，这就是说，关于绝望

他没有那真实的观念。 

对于那被意识到的绝望，一方面要求有关于『什么是绝望』的那种真实的观

念。另一方面则要求对自身的明确性，就是说，因此明确性和绝望能够在一起

被考虑。对于『一个人是绝望的』的自身明确性能够在怎样的程度上完美地和

『是绝望的』结合为一体，就是说，那认识和那自我认识的明确性是否就这样

地可以将一个人从那绝望中拉出来，使得他自己对于自己是如此地可怕乃至他

停止『是绝望的』；――这是我们所不想要去决定的，我们甚至根本不想作出

这方面的尝试，因为在以后我们会去安排出一整个这方面的考察。但是不去把

思路进一步推到这种辩证的极端，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正如那意识对于『什

么是绝望』的明了程度能够是非常不同的，那意识对于它自己的状态――『它

是绝望』的明了程度也是如此。现实之中的生命太复杂多样，所以无法去仅仅

展示出这样的一些抽象的对立面，――比如说那介于一种『完全无知于自己是

绝望』的绝望和一种『完全意识到自己是绝望』的绝望之间的对立。最通常的

情况下，那『绝望的人』的状态可能会是一种对于他自己的状态的半蒙昧

感，――当然这之中还是又有着复杂多样的细微差别。他可能会这样地在一定

的程度上知道自己的情形――『他是绝望的』，他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这个，正

如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有一种疾病在自己体内，但是他不想去确实地承

认那病症是怎样的一种。在一个瞬间里他几乎很清晰地看见，他是绝望的；但

是在另一个瞬间他又觉得他的不舒服是有着别的原因，这原因是在于某种外在

的东西、在他之外的『某物』，――而如果这种外在的关系改变了，那么他就

不是绝望的。或者，也许他可以通过消遣娱乐或者别的方式，比如说通过用工



作和忙碌来作为分散注意力的手法来努力为自己保存一种对于他自己的状态的

蒙昧感，――这还可以进一步地是这样的情况，他如此如此地做他所做的事

情，他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他如此如此地做，――他如此做是为了得到蒙昧

感，而这却是他所不完全明了的。或者，也许他甚至自己意识到，他这样工作

是为了把自己的灵魂沉到那蒙昧之中，他以一种敏锐性和聪明的盘算、以一种

心理学的洞察力去这样做，但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却并非明确地自觉到『他在

做什么』、『他的行为有多么绝望』等等。在所有的蒙昧和无知之中有着一种

认识和意志之间的辩证的相互影响，并且通过『仅仅地强调那认识』和通过

『仅仅地强调那意志』，人们会在对一个人的了解中出错。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意识的程度强化那绝望。一个人所具的对

于绝望的观念越是真实――如果他还处在这绝望中，他越是清楚地自觉意识到

自己是绝望的――如果他还是停留在那绝望中，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绝望

也就越强烈。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自杀是绝望』，并且在相应的方面对『什么

是绝望』有着那种真实的观念，如果这样一个人自杀，那么他的绝望要比一个

自杀而对『自杀是绝望』没有那种真实观念的人更强烈；但是相反他对『自

杀』的不真实观念则是那相对比较不强烈的绝望。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自

杀，他对自己的意识（自我意识）越明确，那么相比于另一个人――如果这另

一个人的灵魂和他的灵魂相比是处在一种迷惑和蒙昧状态中，他的绝望也就越

强烈。 

现在，在下面的文字之中我将这样地对那被意识到的绝望的两种形式作出考

察：我同时也将在那关于『什么是绝望』的意识中和在那关于『一个人的状态

是绝望』的意识中指明一种上升的情形，或者――这是那同样的和那决定性

的：我将在关于那自我的意识中指明一种上升的情形。但是，『是绝望的』对

立面是『去信仰』，所以，在前面的文字中被作为那形式阐述而提出的那些东

西也就是完全对的，――这种形式阐述描述了一种『在之中完全没有绝望』的

状态；这种形式阐述也是对于『去信仰』的形式阐述：在『使自己与自己发生

关系』之中、并且在『想要是自己』之中，那『自我』透明地依据于那个设定

了它的力量。（参见甲 A） 

 

 

 

壹）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那『软弱性』的绝望 

 

 

当这种形式的绝望被称作是那软弱性的绝望时，那么这之中已经包容了对于那

第二种形式（贰）的反思 ，绝望地想要『是自己』。于是，这只是相对的对

立面。如果完全没有对抗，就不会有绝望；并且在这个表达词本身也有着对

抗：不想要是。在另一方面，甚至那绝望的最高对抗却也永远无法离开软弱性

而存在。那差异只是相对的。这一种形式可谓是那『女人性』的绝望，那另一

种则可谓是那『男人性』的。96
 

                                                 
96 基尔克郭尔原注： 

如果人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在现实之中看一下，那么有时候人们就会有机会确定这种想法――它

是思路正确的并且因此是应当并且必须得到证实的，这种想法也确实是得到了证实，并且这种



 

1）对于那『尘俗的』或者对于某种『尘俗的』的绝望 

 

这是那纯粹的直接性，或者包含有一种『量的反思』的直接性。――这里没有

对于那自我、对于『什么是绝望』或者对于『那所处状态是绝望』的『无限的

意识』；那绝望是一种单单的承受，一种对于那『外在性』之压力的屈服――

它绝对不是作为行为而发自内在地出现的。之所以在那『直接性』的语言中出

                                                                                                                                         

划分法包括了那绝望的整个现实性；因为大家都知道，牵涉到小孩子，人们是不谈论绝望的，

而只是谈论坏脾气，因为人们只有权去预设：在那孩子那『永恒的』κατα δύναμιν（潜能地）有

着，并且人们也无权去向这小孩子提出那人们向那成年人所提出的要求，――在那成年人的情

形，则是这成年人应当具备着被要求的东西。然而我还是不会――远远地不会――去否认，在

女人那里也能够出现各种男人性的绝望形式，并且反过来在男人那里也会出现女人性的绝望形

式；但是这是例外。并且很明显，那理念的也只是罕见的；并且只有纯粹理念地看，这种介于

那男人性的和女人性的绝望之间的区别才是完全真实地成立的。不管那女人能够比那男人在多

么大的程度上更柔情善感，她既没有对于『自我』的那种自私地发展出来的观点，也没有――

在决定性的意义上说――理智性。相反那女人的本质是奉献性，是奉献；如果这本质不是这

样，那么它就不是非女人性的。相当奇怪，没有人能够象一个女人那样地扭捏害羞（而这个词

被语言铭刻在那女人身上）、象一个女人那样地几乎是残酷地挑剔而难伺候，――而她的本质

却是奉献性，所有这些却恰恰（这正是那奇妙的地方）从根本上说是『她的本质是奉献性』的

表现。因为，恰恰是由于她在她的本质中携带有那全部的女人性的奉献性，所以那『自然』慈

爱地赋予她一种本能，和这种『本能』的精妙性相比那最深入的、那最显著地发展了的男人性

的反思仿佛是『乌有』。一个女人的这种奉献性，这种――如果我用希腊的方式来说――神圣

的天赋和财富，是在是一种太伟大的『善的』而根本不应当被盲目的抛弃；然而却没有任何明

眼的『人的』反思能够有能力足够敏锐地洞察以正确地使用它。所以那『自然』关心着她：本

能地，她能够盲目地比那最目光敏锐的反思看得更清楚；本能地，她看出那『她应当仰慕的东

西』在哪里、那『她应当献身于之中的东西』是什么。奉献性是那女人所具备的那『唯一

的』，所以那『自然』作为保护者看护着她。也是因此那『女人性』在一种变形之中才进入存

在；在那无限的腼腆性将自己解释为女人的奉献性时，它进入存在。但是，『奉献性是那女人

的本质』――这个特点又进入了那绝望，它又是那绝望的方式。在那『奉献』中她失去了自

己，并且只有如此她才是幸福的，只有如此她才是她自己；如果一个女人是幸福的而没有献

身，就是说没有奉献出她的自我――不管她是将之奉献给什么，那么她就完全地是非女人性

的。一个男人也奉献，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男人；但是他的自我不是『奉献』

（这是对于那女性的实质的『奉献』的表达），他也不是通过『奉献』――象那女人在另一种

意义上所做的――而得到他的自我，他拥有他自己；他奉献，但是他的自我还是留在他自己这

里作为一种对『奉献』的清醒意识，相反那女人真正地将自己、将自己的自我投入到那她向之

奉献的东西中去。如果现在这种接受她的奉献的东西被去掉了，那么她的自我也就消失了，并

且她的绝望就是：不想要『是她自己』。――那男人不是这样地奉献；而那第二种形式的绝望

也表达出那『男人的』：绝望地想要『是他自己』。 

这是关于那『男人性』的和那『女人性』的绝望间的关系。但是却不要忘记：这里所谈不是关

于向上帝的『奉献』，或者那『上帝－关系』，――对之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才讨论。在对于

上帝的关系之中，象『男人－女人』这样的差异消失，这时对于男人正如对于女人：『奉献』

就是那自我，并且通过『奉献』而得到那自我。这种情况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都一样，虽然通

常在现实中很可能是那女人只通过那男人而使自己去和上帝发生关系。 



现诸如『那自我』、『绝望』这样的用词，那是由于对于语言的一种――如果

人们愿意这样说――无辜的滥用、一种字词的游戏就好像小孩子们玩打仗游

戏。 

那直接的人（只要『直接性』能够完全没有任何反思地在现实中出现）只是灵

魂地得以定性的，他的『自我』、他自己只是一种在那现实性和那尘俗性的范

围里的伴随物，处在与那『其他的』（το ετερον）的直接的联系，并且只具有

一种『仿佛在之中有着某种永恒的』的幻觉的表象。这样，那『自我』直接地

和那『其他』联系在一起，――愿望着地、欲求着地、享受着地等等，但是被

动地；甚至『欲求着地』，这个自我也还是一个『与格（Dativ）』97，如同小

孩子的『宾格我（mig）』。它的辩证法是：那『令人舒服的』和那『令人不舒

服的』；它的概念是：幸福、不幸、命运。 

现在，有『某件事物』发生，有『某件事物』冲击（冲－向）这个直接的自

我，――这个『某件事物』把自我带进了绝望；换一种方式这情形不会出现，

因为那自我在其自身之中没有任何『反思』，那『带进绝望的』必须是外来

的，并且那绝望只是一种单单的承受。如果某种东西是那『直接的人』的生命

的源泉，或者――在他还是有着一小点内在反思的情况下――在某种东西之中

有着一部分是他所特别依附的，那么，通过“那命运的一个打击”这种东西就

被从他那里剥夺掉了98，简言之：他成为――他称之为――不幸的，就是说他

身上的那『直接性』受到这样一种挫折以至于无法再生产自身：他绝望了。或

者――虽然这是一种在现实中很罕见的情形，但是辩证地看则确实如此：通过

那种被那『直接的人』称作是『太大的幸福』的东西，这种『直接性』的『发

生绝望』99出现了；就是说，那直接性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脆弱性，并

且，每一个对它提出反思要求的 quid nimis（过分）都将它带入绝望。 

这样，他绝望了，这就是说，通过一种奇怪的『逆转性（Bagvendthed）』并且

在一种关于其自身的完全神秘化中，他将之称为『去绝望』。但是，『去绝

望』是『去失去那永恒的』，――这种失落是他所不谈及的，是他做梦也想不

到的。去考虑那『尘俗的』，这就其本身而言不是『去绝望』，但是这却是他

所谈论的，并且他将之称作『去绝望』。他所说的东西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真实

的，只是，这不是在他所以为的那种意义上的『是真实的』；他处在一种逆转

的情况中，并且他所说的必须被逆转地理解：他站在那里，一边解释着『他是

绝望的』，一边却指着那不是『去绝望』的东西；然而完全正确地理解的话，

那绝望则在他的背后而他则对之一无所知。这就好像，如果一个人站在那里背

对着市政楼和法庭，却指向自己所面对的地方说：前面就是市政楼和法庭；这

人说对了，它是在前面，――如果他转过身来的话。他不是绝望的，他绝望这

说法不是真实的，然而他还是说对了，因为他说他绝望。但是他称自己为绝望

                                                 
97 与格（dativ）：一些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法格，如拉丁语和俄语。在德语中『与格』是『第三

格』。在现代丹麦语和英语中，并不明显地区分出与格和其他宾格，当然与格意义还是起着作

用，在意义上相当于英语的 to 和 for。比如说，在“那木匠给他儿子做了一个玩具”这句句子

中，“他儿子”是句子成分中的与格成分。 

后面的“『宾格我（mig）』”：丹麦语 mig 相当于英语 me。 
98 这里，在“这种东西就被从他那里剥夺掉了”中的“他”就是一个与格的“他”。 
99 这里是一个动词名词化的『绝望』，为了不被误解为简单名词『绝望』，我用『发生绝望』

来强调它的动词性。 



了的，他把自己看成是死了，看成是自己的一个影子。然而他却没有死，在这

人身上――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还有着生命。如果一切如此地突然被改

变，――一切那外在的，并且那愿望得到实现，那么在他身上就又会有生命回

来，于是那直接性就又挺立起来，并且他又重新开始生活。但是这是那『直接

性』所知道的唯一方式，如果它要去挣扎，它唯一所知道的：去绝望和昏

倒，――然而一切之中它所知得最少的恰恰是关于『什么是绝望』。它绝望和

昏倒，并且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仿佛它已经死去，一种把戏如同“卧死伺

机”；那『直接性』的情况如同某些低级动物种类，――它们除了静卧装死之

外没有任何别的武器或者防卫手段。 

然而那时间流逝，如果在外在的世界里出现帮助，那么也有生命又重新来到那

绝望者的身上，他在他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在之前他不是100一个『自我』并

且他没有成为一个『自我』，但是现在他继续生活，只是被定性为直接的。如

果那『外在性』的帮助不出现，那么在那现实之中常常发生着一些别的。那么

还是有生命又进入这个人，但是他说“他永远也不再会成为他自己”。他现在

得到了一点对于生活的理解，他学着模仿那些其他人――学他们是以怎样方式

生活的，并且现在他也如此地生活。在『基督教界』中，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每个星期天上教堂，聆听和理解那教士，当然他们相互理解；他死去；以十块

银币的价钱，教士引导他进入那永恒――但是在生前他不是一个『自我』，他

没有成为自我。 

这种形式的绝望是：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或者更低级的：绝望地不想要

『是一个自我』；或者最低级的：绝望地想要『是一个别人而非自己』，希望

一个新的自我。从根本上说，那『直接性』不具备『自我』，它不认识自己、

也同样地不能再重新认识它自己，所以通常就终结在那幻想性的之中。在那

『直接性』绝望的时候，它甚至没有足够的自我去愿望或者梦想『他终于还是

成为了那他所没有成为的东西』。那『直接的人』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帮助自

己，他愿望『是一个别人』。通过观察各种直接的人，我们将很容易确定这一

点；对于他们，在那绝望的瞬间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愿望能够比这个更强烈了：

『成为了一个别人』或者『去成为别人』。每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无

法不因为这样的一个绝望者而觉得好笑，从人之常情上说，他虽然是绝望了的

却还是如此非常无辜。通常说来，这样的一个绝望者是无限地滑稽可笑的101。

我们设想一个自我（在上帝之下没有别的东西是能够象『自我』那样地永恒

的），然后设想一个自我有了一个突发奇想而考虑『它成为一个其他而非自

己』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能。然而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绝望者，如果他的唯一愿望

是这种『一切疯狂的变化之中最疯狂的』，那么他就会爱上这种想象：那变化

将能够象人们换衣服那样轻易地达成。因为那『直接的人』不认识自己，他只

是完全细节性地以衣服来认识自己，他认识（并且在这里又是那无限的喜剧）

这『在外在性上具有一个自我』。我们很难找到更可笑的混淆了；因为一个自

我恰恰是无限地不同于那『外在性』。现在，既然那整个外在性对于那『直接

的人』来说是被改变了，并且在之前本来他是在绝望102，那么这时他向前走一

                                                 
100 由于中文无法区分出过去时所以我在这里增加一个“在之前”。 
101 作为『悲剧的－喜剧的』的关系中的一个面翻译的话，就是“无限地喜剧的”。 
102 这里的“在绝望”过去时，由于中文无法区分出过去时所以我在这里增加一个“在之前本

来”。 



步，他如此想――这成为他的愿望：如果我成为另一个人、让我自己得到一个

新的自我，会怎么样。是啊，如果他成为另一个人――难道那样他还会认出重

新认出他自己？人们讲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103：这个农夫赤腿来到京城；并且

他得到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够为自己买一双长统袜和鞋子；尽管这样他还是剩

下很多钱，所以他能够喝醉酒。人们说：在他喝醉了酒之后回家的路上，他躺

倒在公路上睡着了。然后有马车经过，那车夫向他喊着，他必须让开，否则的

话马车会碾过他的腿。这个醉农夫醒过来并且朝他自己的腿看去，由于那长统

袜和鞋子他无法认出它们是自己的腿，这时他说：车夫只管驾驶，那不是我的

腿。在那『直接的人』绝望的时候，他的情形就是如此，要不带喜剧性而真实

地描述他是不可能的，用这种难懂的语言来谈论自我和绝望――如果要我自己

说的话――这已经是一种特别的技艺了。 

当那直接性被设想为拥有某种反思的时候，那绝望够得到了某种修正；更多关

于那『自我』的意识出现了，并且由此也就有更多的关于『那绝望是什么』和

关于『一个人的状态是绝望』的意识；这时如果一个这样的人谈论『是绝望

的』，那么在这种谈论中就出现了某种意义；但是那绝望在本质上是那『软弱

性』的绝望，是『承受』；它的形式是――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 

和那纯粹的『直接性』比较，这里我们就马上看见了进步：那绝望并非总是通

过一种冲击、通过『发生了什么』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自身之中的反思本身

而被达成；这样如果有着那绝望，那么它就不仅仅是『承受』或者俯伏于那

『外在性』之下，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的『自我活动性』，行为。我们知道，

这里有着一定程度的自在反思，就是说一定程度的『对于其自我的深思默

想』；以这种『一定程度的自在反思』，那『分离之行动』开始了，在这行动

之中那『自我』注意到自己是本质地不同于那外部世界、那『外在性』以及这

『外在性』对『自我』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在那带着『一定

程度的自在反思』的自我这时想要去接管那『自我』时，它就可能会在那『自

我』的结构、在那『自我』的必然性之中遭遇到某种麻烦。因为，正如没有任

何『人的』104肉体是那完美的，也没有任何『自我』是完美的。不管这种麻烦

是什么，他因为这种麻烦而畏缩。或者这麻烦使得某种情况在他身上发生，这

情况为他带来一种对那『直接性』的更深刻的绝裂――比起他通过他的反思而

达到的那种脱离还要严重；或者他的幻想力发现一种可能性，如果这种可能性

一旦起了作用，那么它将成为与那『直接性』的绝裂。 

这时他绝望。不同于那『自恃独断』的绝望，他的绝望是那『软弱性』的绝

望、那『自我』的承受；但是借助于他所具备的这种『一定程度的自在反

思』，他尝试着捍卫他的『自我』――这里又不同于那纯粹的直接性的人。他

明白，这种『放任那自我出离』不过是一种周转105；他不象那『直接性的人』

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因为遇到打击而抽风，相反，借助于那『反思』他明白，在

不失去那自我的前提下他可以失去的东西有很多；他作出承认，他有能力这样

做，为什么？因为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将他的自我和那『外在性』分离开了，因

为他对『在那自我之中还是必定会有某种永恒的东西』有着一种朦胧的观念。

                                                 
103 《Molbohistorier》里的故事有类似的，但是那个故事是农夫的新裤子被偷换了旧的所以认不

出自己的腿。 
104 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05 在丹麦文的版本中，编者认为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意义。 



但是他如此地挣扎却徒劳；他所遭遇到的麻烦要求一种对于那整个『直接性』

的绝裂，而对此他不具备自我反思或者伦理的反思；他不具备对于一个这样的

『自我』的意识――『这样的一个自我』：它必须通过那对于一切『外在的』

的无限的抽象而赢得106，它对立于那『直接性』的穿着外衣的自我，这个赤裸

裸的抽象自我，――它是那『无限的自我』的第一形式，并且－－在一个『自

我』接手它的现实自我及其麻烦和优势的过程中――它也是那推动这整个过程

向前发展的东西。 

这样，他绝望，而他的绝望是：不想要『是自己』。相反，那可笑的『想要是

一个别人』无疑是没有在他身上发生；他维持着对他『自我』的那种关系，在

相应的范围里那『反思』将他和那『自我』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这时，相对

于那『自我』，他情况就好像是一个人相对于其居所的关系（那『喜剧性的』

在于：那自我对于它自己的关系却不是一个人对于其居所的那种松散随便的关

系），那居所让这人感到厌憎，因为在之中有着油烟，或者随便是因为什么原

因；这样他就离弃它，但是他却不走出去，他不去一个新的居所定居，他继续

把这旧的看作是他的居所；他考虑到这令他厌憎的情况会重新消失。那绝望者

的情形便是如此。只要他和他的自我间的关系还有着这种麻烦，他就――用特

别精辟的话说――不敢回归他自己，他不想要『是他自己』；但是想来这情况

会过去，事情可能会变化，那阴沉的可能性或许将被忘记。因此，只要这种情

况还在持续，他有时偶尔也会――所谓是――拜访他自己，看看那变化有没有

发生。而一旦变化出现了，那么他就又搬回家，“重新是他自己”――他这么

说；然而这只说明了他在他从前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他曾经如此在一定的程

度上是一个自我并且也并没有成为更多。 

但是如果没有变化发生，那么他就以另一种方式来帮助自己。本来，他应当是

沿着那向内心之路向前去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自己，但是现在他转向完全地离

开这通向内心的路。这整个关于那『自我』的问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他的

灵魂的背景世界中的一道死门――在这道门的背后是虚无。他接手了那些在他

的语言中被他称为是『他的自我』的东西，就是说，他所得到的各种能力、各

种技艺等等；然而他却是以一种向外的意向来接手所有这一切，――他的意向

是对着那外在的，那些被称作是那『生活』、那『现实的』、那『忙碌活跃的

生活』；他非常谨慎地对待他自己所具有的那一点点的『自在反思』，他怕那

隐藏在灵魂背景世界中的死结又回重新出现。然后他成功地将之一点一点地忘

记；随着年华的流逝他觉得这几乎是可笑的，特别是当他的社交圈子中的其他

人都是一些有着才干和勤勉的人――这些人对那现实生活有着鉴赏力和适应

性。多么迷人啊！现在他――如同那小说所写的――已经幸福地结婚多年了，

一个活跃而进取的丈夫、父亲和公民，甚至还可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

家里，他的私墅佣人们称他为“他自己”；在城里他和显要头面人物们共处；

他的行为外观是联系到他的个人威望，或者联系到人的名声，――这就是根据

全部的身份地位等等来判断一个人。在『基督教界』中他是一个基督徒（完完

全全地在同一种意义如同『在异教文化中他将是异教徒』、『在荷兰他将是荷

兰人』），那相当有修养的基督徒之一。那关于『不朽性』的问题常常使得他

思索，他也不止一次地去问了那教士：是不是存在这样一种不朽性，是不是人

                                                 
106 也就是说：从一切『外在的东西』中无限地抽象而得出这样一个『自我』来。 

Kommentar [京不特14]: hans 

Optræden er med Persons-Anseelse, eller 

med Anseelse af Person, det er efter al 

Anseelse at dømme en Person. 

Hong 的翻译：his conduct is base on the 

respect of persons or on a way others regard 

one, and other’s judge according to one’s 

social position, 



真的能够重新认出自己；这些对于他来说必定是会有着一种完全特别的兴趣，

既然他没有『自我』。 

要真实地描述这一类绝望而不掺杂进一定的讽刺内容是不可能的。那『喜剧性

的』是在于他想要谈论『已经绝望了』；那『可怕的』则在于：在他自己所认

为的『克服了那绝望』之后，他的状态正是绝望。关于『那危险到底在哪里和

是什么』，理念性地理解的话，在那得到了这世界里如此多的赞美的『生活之

睿智』的下面、在所有这魔鬼大量的良言智语和『等待时机再看』和『随遇而

安』和『忘记它吧』的下面作为一种根基而埋藏着一种彻底的愚蠢性，在那

『从根本上说危险在哪里、从根本上说危险是哪一个』问题上的愚蠢；――这

是无限地可笑的107。然而再一次如此：这种伦理上的愚蠢性就是那『可怕

的』。 

对于那『尘俗的』或者对于某种『尘俗的』的绝望是绝望的普遍类型，而特别

是第二种形式――作为带有一种量的『自在反思』的直接性。那『绝望』被斟

酌反思得越深刻，它就越是罕见或者罕发于这个世界。但是，这证明大多数人

甚至还没有特别地深入到『去绝望』之中，但是，这绝不证明他们不绝望。生

活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的人非常少，哪怕只是勉强地生活在『精神』这个

定性之下；哪怕只是在这生命中作出尝试的，这样的人也并不多，而且在那些

尝试的人中又有许多半途而废。他们没有学会『去畏惧』，没有学会『去应

当』――无所谓将会是怎样，不管将发生其他什么而无限地无所谓。所以他们

不能忍受，那已经向他们自己显示出是一种矛盾的事物，在外部世界的反光中

则显得远远地要更耀眼，这样，这『关怀自己的灵魂』和这『想要是精神』在

这个世界里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时间浪费，一种无法辩护的时间浪费，如果可

能，这应当以民法来对之进行惩罚，在每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时都以鄙夷和

蔑视来对之惩罚，作为一种对人们的背叛、作为一种对抗性的精神错乱――它

是在疯狂地以虚无来充填时间。然后，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瞬间，呵――这

是他们的最好时刻，在这瞬间之中他们还是开始转向那朝着内心的方向。然后

他们走向那最初的各种艰难，在那里他们转身走开了；对于他们仿佛是这路引

向一种无告无慰的荒漠――und rings umher liegt schöne grüne Weide
108（而四周

环绕到处都是美丽的绿草坪）。在那四周他们寻找开去，并且马上忘却他们那

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呵，并且忘却了它仿佛它是一种孩子气。同时他们还是基

督徒――因教士们担保了他们灵魂得救而得到了心灵安宁。正如前面所说，这

种绝望是最普遍的，它普遍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仅仅由此可以为自己

解释出那人际间相当普遍的看法来：绝望该是某种属于青春的东西，某种只在

年轻时代出现的东西，而不属于这个成年人――他已经到了有审慎判断力的年

龄。这是一种『绝望的』109谬误，或者更正确地说一种『绝望的』错误判断，

这种错误判断忽略了（„„忽略了，是这样的，而更糟糕的是，它忽略了这样

一个事实――『它所忽略的东西却几乎是那关于人类所能说及的东西中的最美

好的――因为通常那远远要更糟糕的事情发生着』）：从本质上看，大多数人

事实上在他们的整个生命中从来就不曾发展到超出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所

                                                 
107 作为『可笑的－可怕的』对立，我翻译成“可笑的”。作为『悲剧的－喜剧的』的关系中的

一个面翻译的话，就是“无限地喜剧的”。 
108 歌德的《浮士德》 1。 第 1479 行。 
109 『绝望的』是形容词而不是所有格的名词。 



曾经是的那样一种――掺杂有一小份『自在反思』的直接性。不，真正地说，

绝望不是什么只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东西，某种人们通过成长而自然而然地就

摆脱的东西――“正如人们在成长中摆脱幻觉”。但是人并非如此，尽管有人

愚蠢到了如此地步而去这样以为。相反，人们太频繁地能够遇到男人女人和老

人们有着孩子气的幻觉――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年轻人。但是，人们忽略了，幻

觉在本质上有着两种形式：那『希望』的和那『回忆』的幻觉。那青春有着那

『希望』的幻觉；而年长的则是那『回忆』的，但是正因为他是在那幻觉之

中，他对『幻觉』也就有着那完全片面的观念，――他以为幻觉只是那『希

望』的。自然，那年长的不会被那『希望』的幻觉骚扰，但是相反却会被各

种――比如说这样一种古怪的幻觉骚扰：从一个好象是更高的立足点没有幻觉

地俯视那年轻人的幻觉。那年轻人处在幻觉之中，他向生活和向他自己希望着

那非同寻常的东西；相应地我们经常在那年长的那里发现关于他如何回忆其青

春的幻觉。一个想来现在已经放弃了所有幻觉的老年女人常常会是――不逊色

于任何年轻女孩――狂想在幻觉之中，如果这幻觉是牵涉到她如何地追忆她自

己作为一个年轻女孩，那时她是多么幸福，多么漂亮等等。这种 fuimus（我们

曾经是）110――这是我们如此经常地从一个年长的人那里听见的――完全是一

种和那年轻人的未来幻觉一样大的幻觉；两者都在撒谎或者虚构。 

但是，『绝望只属于那青春』――这个错误判断则是完全不同地绝望的。如果

有人认为信仰和智慧的情形应当是非常容易的，它们实际上是这样自然而然地

随着年龄生长正如牙齿、胡子以及与之类似的东西，那么，这就完完全全是一

种大愚笨，并且正是对于『什么是精神』的无知――在之中有着一种对于『人

是精神而不仅仅是一个动物』判断失误。不，不管一个人自然而然地达到什

么，并且不管自然而然有什么东西出现，有一样东西是决定了的不会如此地被

达到或者出现的，――这东西就是信仰和智慧。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人――从

精神上说――并不随着岁月而自然而然地达到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地达到』

这种范畴恰恰是那精神的最无法忍受的对立面；相反随着岁月而自然而然地失

去什么东西，――这种情形倒是很容易。随着年岁一个人可能失去那一点激

情、情感、幻想力，那一点他曾经有过的真挚，并且自然而然地走进那种在无

足轻重的定性下对于生活的理解中（因为这种情形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改善

了的状态确实是随着岁月而出现的，――他现在绝望地把这种状态看成是一种

『善的』，他轻易地向自己确定（并且在某种讽刺性的意义上说没有什么东西

是比这个更确定的了）：『去绝望』这样的事情现在是永远也不会落在他身上

了――不会的，他为自己作了保险；他是绝望的，无精神地绝望111。这就是为

什么，――如果不是因为苏格拉底认识人的话，他又为什么会去爱年轻人们

呢？ 

如果事情并非是如『自然而然』地发生，如果一个人并不随着岁月而沉向那最

无足轻重的一种绝望，那么，由此却并不得出，那绝望就只应当属于『青

春』。如果一个人真正地是随着岁月而发展自己，如果他在对那『自我』的本

质的意识中成熟，那么他可能会在一种更高的形式中绝望。如果他没有本质地

随着岁月而发展自己，而同时他却又没有纯粹地沉向那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

                                                 
110 相应用语来自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111 他是真正地绝望的。而他之所以是真正地『无精神地绝望』，――这恰恰是因为他以为自己

不绝望并且永远越不会再绝望。他的『不绝望』幻觉正表明了他的绝望。 



是说，他差不多就继续是一个青春的人，一个年轻人，虽然他是一个男人、父

亲和头发花白的人，就是说，还是保存着那年轻人身上的某种好的东西，那么

他也还是将会面临这样的情形――象一个年轻人那样地去绝望，为那『尘俗

的』或者为某种『尘俗的』而绝望。 

于是，在一种这样的年长者和年轻人的绝望之间就能够出现一种差异，但这种

差异却不是本质性的而只是纯粹地偶然的。那年轻人对那『将来的』绝望，作

为一种 in futuro（在未来）的在场；有某种将来的东西是他所不想要接手的，

因此他不想要『是自己』。那年长者对那『过去的』绝望，作为一种 in 

præterito（在过去）的在场，这种过去的『在场』不想要越来越成为过去的，

因为他还没有绝望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成功地完全忘记这过去的。这种『过去

的』甚至可能是某种『悔的对象』，――在根本上说那『悔』应当将之抓住

的。但是如果那『悔』要出现的话，那么首先就必须有彻底地绝望、绝望到尽

头，然后那精神的生命必须从底层向上突破出来。但是绝望如他所绝望的程

度，他不敢放手将事情推向这样的一种决定性的关头。他在那里继续停留着，

时光流逝，――除非是他能够成功地更绝望，他借助于遗忘而痊愈，这样他将

不是去成为一个『悔』者，而是去成为他自己的销赃者112。但是在本质上这样

一个年轻人和这样一个年长者的绝望是同一种，它达不到什么质的变异；――

而那对自我中的那『永恒的』的意识则要在这样一种质的变异中突破出来，这

样那搏斗――这搏斗要么将绝望强化到一种更高的形式要么将之推向信仰――

才能够开始。 

但是，在这两种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同一地使用着的表达辞『去绝望于那尘俗

的』（那『整体之定性』）或者『去绝望于某种尘俗的』（那单个的）之间到

底有没有本质的差异呢？有，这差异是有的。在那自我带着幻想力中的无限激

情『去绝望于某种尘俗的』的时候，那无限的激情使得这个『单个的』113、这

个『某种』成为 in toto（全然的 ）那『尘俗的』，就是说那『整体之定性』在

于并且属于那绝望着的人。那『尘俗的』和『现世的』就其本身而言恰恰是那

崩溃的、分裂在『某物』中的、分裂在那『单个的』中的东西。要真正地去失

去或者被剥夺去所有『尘俗的』，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整体之定性』是一种

『思之定性』。于是，那自我首先无限地放大那现实的『失落』，而然后去对

in toto（全然的）那『尘俗的』绝望。然而，一旦这种差异（介于『去绝望于那

尘俗的』和『去绝望于某种尘俗的』）要获得一种本质上的有效性，那么，在

对于那自我的意识上也就达成了一种本质性的进展。这时，这种形式阐述――

『去绝望于那尘俗的』――就是对于『绝望』的下一种形式的一个辩证的最初

表达。 

 

 

 

2）关于（om）那『永恒的』114或者对于其自己的绝望 

                                                 
112 “销赃者”（Hæler）在丹麦语里和“施医疗”（at hele）音近。 
113 这里这个“『单个的』”就是指前面的这个“某种尘俗的”。 
114 Om 的词义本身之中包含有“为了达到„„”或者“„„以求„„”的意思，但是考虑到这

种介词的多义性无法被转化到中文中，所以在正文中的大多数地方我将之翻译为“关于”，而



 

对于那『尘俗的』或者对于某种『尘俗的』的绝望在根本上也还是一种关于那

『永恒的』或者对于其自己的绝望，只要它是绝望，因为我们知道，这关于那

『永恒的』或者对于其自己的绝望是一切绝望的形式阐述。115但是这绝望着的

人――如同在前面的文字中所描述的――并不留意到那所谓的『发生在他背后

的东西』是什么；他认为是在对于某种『尘俗的』绝望，并且不停地谈论『他

所绝望的是对于什么』，而他却是在『关于（om）那永恒的』而绝望；因为，

他赋予那『尘俗的』如此之大的价值，或者更进一步说，他赋予某种『尘俗

的』如此之大的价值，或者说，他首先把某种『尘俗的』弄成一切『尘俗的』

而之后又赋予那『尘俗的』如此之大的价值，――这恰恰正是『关于那永恒

的』而绝望。 

现在，这种绝望是一种意义重大的进步。如果那前面文字中所谈论的是那软弱

性的绝望，那么这一种就是：对于自己的软弱性的绝望，然而它却还仍旧是逗

留在这个本质定性之中――『那软弱性的绝望』，这定性区别于『贰』（对

抗）。于是，这之中只有着一种相对的差异。这种相对差异就是：前面所谈论

的形式把那『软弱性』的意识作为其最终意识，而在这里那意识并不就此而停

止，相反前自己强化为一种新的意识――『对于其软弱性』的那种意识。那

『绝望着的人』自己明白，『这样如此用心地去投入在那尘俗的之中』是软

                                                                                                                                         

读者们可以将之同时理解为“为求”、“环绕着”。“为求（om）那『永恒的』的绝望”和

“为求（om）他自己／他的『自我』的绝望”，等等。 
115 基尔克郭尔原注： 

所以从语言上出发这样说是对的：对于（over）那『尘俗的』的绝望（契机）、关于（om）那

『永恒的』、但是对于（over）其自己的绝望；因为这个又是对于绝望的那『契机』的另一种

表达，――『绝望』在那概念中总是关于那『永恒的』，而对于什么东西人感到绝望则可以是

完全不同的。人们对于那将人困陷在那绝望中的东西感到绝望：对于自己的不幸事故、对于那

『尘俗的』、对于巨大价值的丧失，等等；但是人们感到绝望是关于那――正确地理解的

话――将人从那绝望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关于那『永恒的』、关于自己的拯救、关于自身力

量，等等。在对那自我的关系上人们两者都说及：对于（over）和关于其自己绝望，因为那自

我是双重地辩证的。这就是那晦涩性――特别是在所有低级形式的绝望中，并且几乎是在每一

个绝望着的人那里：他是如此充满激情地明确看见和知道『对于什么东西他感到绝望』，但是

对『这是关于什么』的考虑则避开了他。那『痊愈』的前题条件一直就是这种回心转意

（Omvendelse）；而纯粹哲学地看，这就成为一种非常微妙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个

人能够『是绝望的』并且完完全全地意识到『他是在关于什么而绝望』。 

 

对基尔克郭尔的注脚的注释： 

over 和 om 都是丹麦语中的介词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联系这 over 和 om 可以有不同的翻译解释，

包括“对于”和“关于”。而基尔克郭尔所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在他使用 over（“对于”）

时，绝望是为“那将人困陷在那绝望中的东西”感到绝望，而在他使用 om（“关于”）的时

候，绝望是为（无法达到）“将人从那绝望中解放出来的东西”而绝望。就是说，在他使用

over（“对于”）时，绝望包含有“不想要却无法避免”的意义；而在他使用 om（“关于”）

时，绝望则包含有“想要却得不到”的意义。om 的词义本身之中包含有“为了达到„„”或者

“„„以求„„”、“为求”、“环绕”等等意思。而 over 除了“对于”之外也有“在„„之

上”的意义。 



弱，『去绝望』是软弱。但是现在他却没有去正确地从那『绝望』中转向那

『信仰』、去在自己的软弱性之下谦卑地面对上帝，反而更深入到那绝望之中

并且对于他自己的软弱性绝望。这样，那整个视角被转向了，现在他明确地意

识到了自己绝望：他关于那『永恒的』而绝望、他对于他自己绝望，对于『他

曾会是如此软弱而去赋予那尘俗的以如此大的意义』绝望，――现在这对于他

就绝望地成为了『他失去了那永恒的和他自己』的表达。 

在这里我们看这情形是怎样上升的。首先是在那对于自我的意识中；因为如果

不具备一种关于那『自我』的观念――在这自我之中有着或者曾经有过某种永

恒的东西，那么『关于那永恒的而绝望』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要对于他

自己而绝望，那么他就必须也是意识到自己『具有一个自我』；然而他却对于

这个而绝望――不是对于那『尘俗的』或者对于某种『尘俗的』，而是对于他

自己。进一步看，在这里关于『什么是绝望』的意识更强烈，因为确确实实，

绝望是『失去了那永恒的和一个人自己』。当然这里也有着关于『一个人所处

的状态是绝望』的更强烈的意识。再进一步看，那『绝望』在这里不仅仅是一

种『承受』，而且也是一种『行为』。因为，如果那『尘俗的』被从那自我中

拿走，并且这人绝望，那么这时的情形就仿佛是那绝望是来自那外在的世界

的，尽管在事实上它总是来自那『自我』；但是在那『自我』对于『它的这个

绝望』绝望时，这新的绝望于是就来自那自我，间接地－直接地来自那『自

我』，如同反压力（反作用），从而不同于『对抗』――『对抗』则是直接地

来自那『自我』。最后在这里还是――虽然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有着又一

个进展。因为，正因为这种绝望是更强烈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就更靠近那

『拯救』。这样一种绝望是难以被忘却的，它太深刻；而在这绝望保持开放着

的每一个瞬间里，也就有着那拯救的可能性。 

然而这种绝望还是被归类于这种形式之下――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正如

一个父亲剥夺儿子继承权的情形，这样，那自我在『它曾经是如此软弱的』之

后不想要去认可它自己。它绝望地无法忘却这种软弱性，以某种方式它憎恨自

己，它不想要去在其软弱性之下信仰着地谦卑而因此而重新赢得自己，不，他

所想要的是――可谓是――他绝望地不想要听见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东西、不想

要知道自己所说。而『通过忘却而得到帮助』，这也同样是『谈都别谈』地不

可能的，也不用说什么借助于忘却而去轧进『无精神性』这个定性之下而在之

后成为一个丈夫和基督徒――正如其他的丈夫和基督徒；不，对于那一类，这

『自我』是太过于自我而不可能加入。这正如那经常发生在那剥夺儿子继承权

的父亲身上的情形：那外在的事实起不了大作用，他并不因此而和他的儿子脱

离了关系，至少在他的心里不是这样；这正如那经常发生在那恋爱者对那所恨

的人（亦即，那所爱的人）作出诅咒时的情形：这起不了大作用，这几乎使得

那恋爱者被困陷得更深，――如此便是那绝望的自我和它自己的关系。 

这种绝望是在一种『质』上比那前面所谈讨论的那种更深刻，并且它属于一种

更少在这个世界里出现的那种绝望。我们在前面的文字中所谈到的那道死

门――在它的后面是虚无，它在这里是一道现实的、但确实是被小心地关上了

的门，并且在它的背后坐着那自我，――仿佛是坐着守望着自己，全神贯注地

以『不想要是自己』来充填时间，然而却有足够的自我去爱自己。我们把这称

作内闭性（Indesluttethed）。而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讨论到『内闭性』，这『内

闭性』正好是那『直接性』的对立面，并且在――比如说――思想的方面，有

着对于『直接性』的极度鄙视。 

Kommentar [京不特15]: det vil, saa at 

sige, fortvivlet Intet høre om sig selv, ikke 

vide af sig selv at sige. 

Hong 的翻译： 

In despair it does not wish, so to speak, to 

hear anything about itself, does not itself 

know anything to say. 



然而，这样一个『自我』到底是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他是不是逃出了这个世

界，逃到了那荒漠、那寺庙、那疯人院；他是不是一个实在的人、和别人一样

地穿着衣服或者和别人一样地穿着那普通的外衣？对啊，当然是实在的，为什

么不？但是那和『自我』有关的东西，他决不和他人共享，一个也不，――他

感觉不到有什么想要共处的愿望，或者他已学会了去克服这种愿望；只让我们

去听一下他自己对此是怎么说的：“也只有那些纯粹地『直接的』人，――这

种人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所处的水准如同一个孩子在他最初的童年阶段――在

这种状态下那孩子带着一种彻头彻尾地可爱的烂漫而脱口说出一切――，只有

这种纯粹地『直接的』人根本无法在心里藏住什么东西。那常常带着夸耀的口

吻自称是‘真理、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人和完完全全地表里一致的’正是这

一种类型的直接性，――而如果这个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它就恰恰是在推翻这

种事实的真实性：在一个成年人感受到一种身理上的欲望需要的时候，他不会

马上就去屈从于这种欲望。每一个人――那怕只要有一丁点反思的自我――都

会知道怎样去强制那自我。”我们的绝望者内闭到足以能够把每一个不相关的

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关在那牵涉到自我的问题之外，而作为外在的他则完

全是“一个实在的人”。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丈夫、父亲，甚至是一

个非同寻常地出色的公共事务官员、一个可尊敬的父亲、在社交圈里受欢迎

的、对妻子非常温柔、甚至对自己的孩子都小心翼翼。基督徒？――哦，是

的，这样他也算是一个吧，然而他能够避免则尽量避免谈这个，尽管他非常愿

意――带着一种忧伤的快乐――看见他的妻子作为身心陶冶专注于那宗教性的

东西。他很少去教堂，因为他发现那大多数教士从根本上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

些什么。但是在一个完全单个的教士那里是例外，他承认这个教士知道自己在

讲什么；但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他不想听这个教士讲，因为他有着一种畏惧，他

怕听这教士讲道将会把他带得太远。反过来他经常会感觉到对于孤独的渴望，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必需，有时候这必需对于他如同对于呼吸的需要，

而其它时候则如同对于睡眠的需要。他比大多数人更多地有着这种生命的需

要，――这个事实也正是一个标志，表明了他有着一种更深刻的本性。总的说

来，那『对孤独的渴望』是对于『一个人身上还有着精神』的一种标志，并且

也是衡量『有着怎样的精神的』的尺度。“那些纯粹地轻浮琐碎的『无人格之

人』和『随波逐流之人』”在这样一种程度上毫无『对孤独的渴望』，――他

们如同群居的鸟，只要有一个瞬间不得不单独，那么马上就在这瞬间死去；正

如那小孩子必须被哄着入睡，同样这些人需要有那社会性生活的抚慰催眠才能

够吃、喝、睡、祷告、恋爱等等。但是不管是古典时代还是中世纪，人们在那

时都已经留意到了这种『对孤独的渴望』，并且尊敬它所意味的那种东西；在

我们时代的『持恒的社会性交往』中，人们在这样一种程度上对『孤独』感到

心惊肉跳，以至于人们（哦，华丽的警句！）除了将之用来作为对于犯罪者的

惩罚之外不再知道它有什么别的用处了。不过这也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时

代里『具有精神』是一种犯罪，那么如此地把那孤独的热爱者和犯罪分子们归

于同一类也是符合其道理的。 

那内闭的绝望者还是继续生活，horis succesivis（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他在诸

多的小时中专注于他的『自我』与这『自我』自身间的关系，――这些小时虽

然不是为那永恒性而被他生活的，还是产生着某种和那『永恒的』有关的东

西；但是根本地他却没有走得更远。然后，当这个完成了，当那『对孤独的渴

望』得到了满足，这时他好像就是熄灭了一样，――甚至是在他加入或者关注

Kommentar [京不特16]: Den 

indesluttede Fortvivlede lever da hen, horis 

succesivis, i Timer, der, om end ikke levede 

for Evigheden, dog have Noget med det 

Evige at skaffe, beskjæftiget med sit Selvs 

Forhold til sig selv; men han kommer 

egentligen ikke videre. 

Hong 的翻译是：The self-inclosed 

despairing person goes on living horis 

succesivis (hour after hour);enevn if not 

lived for eternity, his hours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eternal and concerned with 

relation of his self to itself – but never 

really gets beyond that. 

――――――― 

Naar saa det er gjort, naar Trangen til 

Eensomhed er tilfredsstillet, saa gaaer han 

ligesom ud - selv naar han gaaer ind til eller 

indlader sig med sin Kone og sine Børn. 

这里的 gaaer ud 和 gaaer ind 是怎么一回

事 



于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之所以他作为丈夫是如此温柔而作为父亲是如此谨

慎，除了他天性中的好脾气和他的义务感之外，也还是因为那他在自己的内闭

的最深处向自己所做的坦白――那关于他的『软弱性』的坦白。 

如果有人得到可能在他的『内闭性』中成为他的秘密的共享者，并且然后有人

要对他说，这是骄傲，你在根本上是在为自己骄傲；那么他肯定是不会向一个

他人作出这种坦白。在他一个人和自身独处时，他无疑将坦白，那之中确实有

着某种东西；但是那种『激情性』――他的自我曾经以这种激情性解读出了他

的软弱性――则马上又将使他相信，这不可能是『骄傲』，既然他所绝望的正

是对于他的软弱性，正仿佛那如此地把这极大的砝码压在了那软弱性之上的不

是那骄傲，正仿佛不是因为他想要为自己骄傲所以他才不能够忍受这种关于软

弱性的意识。――如果有人要对他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复杂纠缠、一类奇怪的

结头；因为整个不幸根本地是在于那种思想缠绕的方式；否则的话，这甚至是

很正常的，你知道你所应当走的方向正是沿着这条路，你应当通过那种『关于

那自我的绝望』116而走向那自我。那『软弱性』的情形，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对于它不是你所应当绝望的；为了成为自己，那自我首先必须被绝裂开，只是

不要再去对于它而绝望。”――如果有人这样对他说，那么他将在一种无激情

的状态中理解它，但是那激情性马上就又犯错，这样他也就再次作出错误的转

向而进入那绝望。 

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样一种绝望在世界上是更罕见的。如果现在他不是保持停

留在那里仅仅做原地踏步；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任何革命性的巨变在那绝

望着的人身上发生而使得他走上通向那信仰的正途；――那么，这样一种『绝

望』要么对自身进行更进一步的强化而走向那更高形式的绝望并且继续是内闭

性，要么向外突破出去并且消灭那外在的衣饰――在这种外在衣饰之下这样一

个绝望者曾经过着一种仿佛是匿名的生活。在后一种情况下，这样一个绝望者

将投身到生活中去，可能是投身在一种能够借助于大事业来转移内心注意力的

生活消遣中；他将成为一个不安的精神――其生存留下足够的痕迹，一个不安

的精神――它想要忘却，并且由于在内心中有着太强烈的喧嚣，那么就必须使

用更强烈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不同于那理查三世为了避免听见那母亲的诅咒

时所使用的方式117。或者他将在那感官性之中寻求遗忘，可能是在各种放荡不

羁的生活中；他绝望地想要回到那『直接性』中去，但是却持恒地带着关于那

自我――他『不想要是』的那个自我――的意识。在前一种情况，在那『绝

望』得以强化的时候，它就成为『对抗』；并且，前面那种『软弱性』的情形

中有着多少非真相，在这时就变得明了，我们能够明了地看见：『对抗的第一

表达就是对于其软弱性的绝望』――这从辩证的角度看是多么地正确。 

最后，作为结论让我们再稍稍地看一下那『内闭的人』，――他在那『内闭

性』中原地踏步。如果这种『内闭性』绝对地得到保留，omnibus numeris 

absoluta（完完全全地在每一个方面），那么，『自杀』就会成为那最接近着他

的危险。大多数人当然是不会感受到这样一个内闭的人所能够承受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将会大吃一惊。而这样，自杀就又成为了那绝对的内闭

者所面临的危险。相反，如果他和一个人交谈，向――哪怕只是唯一的――一

个人开放自己，那么他很有可能就得到很大的放松或者紧张的心情被缓和，这

                                                 
116 『关于那自我的绝望』：亦即“为求那『自我』的绝望”。 
117 见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四幕第四场。理查三世用鼓声来盖没他母亲的说话声。 



样就足以使得那自杀不会成为那内闭性的后果。这样的一种带着一个知己者的

『内闭性』在整体色调上都要比那绝对的『内闭性』更柔和。这样他大体上是

将避免了那自杀。然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正因为他向另一个人开放了自

己，他对于这种开放行为绝望；对于他来说，仿佛他必须在沉默中忍受、仿佛

这样还是要无限地远远好过有一个知情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有各种例

子，――一个内闭者恰恰通过『得到了一个知己』而被带入绝望。这样，自杀

还是会成为这种情形的后果。诗意地看，这种灾难性的结局（poetice〈诗歌

地〉假设那人物是，比如说，国王或者皇帝）也可以是如此地构成：他让那知

情者被杀。但是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魔性的暴君，――他感觉到有向人谈论他

的痛苦折磨的愿望，并且持续地消费了一大批人，因为成为他的知情者无疑就

是意味了死亡，――一旦这暴君在一个人面前说出了自己想的，这人就马上被

杀死。――去描述一个魔性的人身上的这种痛苦不堪的自相矛盾，这是一个诗

人的工作，而这种自相矛盾以这样一种方式爆发出来：他既不能没有一个知情

者又不能有一个知情者。 

 

 

贰）那绝望，绝望地想要『是自己』，对抗。 

 

正如前面所显示的，人们可以把『壹』称做那『女人性』的绝望，如此我们能

够将这一种绝望称做是那『男人性』。因此，和前面文字中说描述的相比，它

就也是：被我们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考虑的绝望。而这样看的话，『男人

性』从本质上是属于『精神』这个定性之下的，而『女人性』则是一个更低级

的综合。 

那在『壹，2』中所描述的绝望是对于其『软弱性』的绝望，那绝望者不想要

『是自己』。但是如果辩证地再向前走哪怕只是一步的话，如果那『如此地绝

望的人』意识到为什么他不想要『是自己』，那么转机就出现了，于是就有了

那『对抗』，因为：这情形之所以如此，恰恰是由于他绝望地想要『是自

己』。 

首先出现对于那『尘俗的』或者对于某种『尘俗的』的绝望，然后出现关于那

『永恒的』而对于其自身的绝望。然后那『对抗』出现，――它从根本上是

『借助于那永恒的的绝望』、是那对于『自我』中那『永恒的』的滥用――滥

用于『绝望地想要是自己』。但是正因为它是『借助于那永恒的的绝望』，在

一定的意义上它就和那『真实的』非常接近；而正因为它和那『真实的』非常

接近，它就是无限地遥远的。那种作为通向那信仰的过程的绝望，也是借助于

那永恒的，――那自我借助于那永恒的而有勇气去『失去自己』以便『赢得自

己』；而这里的情况则不同，这自我不想要以『失去自己』而开始，而想要

『是自己』。 

这时，在这种形式的绝望中，『关于那自我的意识』有着升值，就是说，对

『绝望是什么』和『一个人所处的状态是绝望』的意识变得更强烈；在这里，

那绝望自觉到是一种『作为118』，它不是来自那『外在的』――作为一种对那

『外在性』的压力的承受，它是直接地来自那『自我』。这样，和『对于其软

弱性的绝望』相比，『对抗』就当然还有着一种新的质地。 

                                                 
118 这个“『作为』”是“有所作为”的“作为”而不是“作为某某东西”的“作为”。 

Kommentar [京不特17]: Dog kan det 

hænde, at han, just idet han har aabnet sig 

for en Anden, fortvivler derover, at det er 

ham, som maatte han dog uendelig langt 

hellere have holdt ud i Tausheden, end at 

have en Medvider. 

Kommentar [京不特18]: - Det vilde 

være en Opgave for en Digter, at fremstille 

denne Kvalfulde Selvmodsigelse i en 

Dæmonisk, ikke at kunne undvære en 

Fortrolig, ikke at kunne have en Fortrolig, 

løst paa denne Maade. 

最后尾巴上的这个：løst paa denne Maade.

是要问一下的。 

 



要去『绝望地想要是自己』，就必须有着对一个『无限的自我』的意识。这个

『无限的自我』却在根本上只是那最抽象的形式，那『自我』的最抽象的可能

性。而他所『绝望地想要是』的就是这个自我，――将那『自我』从它同『那

一个设定了它的力量』的所有关系中割裂出来、或者将它从那关于『这样一个

力量是存在的』的观念中割裂出来。借助于这种永恒的形式，那『自我』绝望

地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或者创造出自己、使得他的自我成为那他『想要是』的

自我、去在他的具体的自我中决定什么是他所想要的和什么不是他所想要的。

我们知道，他的具体的自我或者他的『具体』有着『必然性』和极限、是这样

一种完全『被确定的』――具备着这些能力、倾向，等等，并且处在各种关系

的这样一种具体之中，等等。但是借助于这种无限的形式、这种否定性的自

我，他首先想要去对具体自我的这整个情形进行重新构建，以便在之后从这种

『重构建』中得出一个如他所想要的自我――这借助于那否定性的『自我』的

『无限的形式』而达成，然后他想要『是他自己』。这就是说，他想要比其他

人更早地开始，不是通过和具备那开始，而是“在那开始之中”；他不想起用

他的自我、不想在那『对于他给定了的』自我中看见自己的任务，他想借助于

『是那无限的形式』119而自己去构建那『自我』。 

如果我们想为这种绝望给出一个通名，那么我们可以将之称作『斯多蔼主

义』，不过必须是如此――我们在使用这名词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到那个教派。

而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类型的绝望，我们最好是作出一种在一个『行为着的自

我』和一个『承受着120的自我』之间的区分，并且指出：那自我――在它是

『行为着的』时――是怎样地使自己去与自己发生关系的；而那自我――在它

是『承受着的』时――是怎样地在『去承受』这一行动中使自己去与自己发生

关系的，――从中显示出，那形式描述始终是『绝望地想要是自己』。 

如果那绝望的自我是一个『行为着的自我』，那么从根本上它持恒地『仅仅是

作为想象实验』地使自己去与自己发生关系，――不管它所进行的是什么、有

多大、怎样地令人惊奇、带着多么牢固的持之以恒之心。它不认识任何在它自

己之上的力量，所以它在最终的根本上缺少『严肃』，――甚至在它把它的最

高注意力贯注在它的各种想象实验中的时候，它也只能够是戏法般地变出『严

肃』的一个表象。这时，这是一种模仿出来的严肃；如同那普罗米修斯从诸神

那里所偷盗来的火，同样这就是从上帝那里偷盗这种思想――这思想是『严

肃』：上帝注目着一个人；――作为一种对之的替代，那绝望的自我则满足于

注目着自己，――这『自己』现在将去把无限的兴趣和意义贯注给他的事业，

而与此同时，这却恰恰使得这些事业成为想象实验。虽然这个自我是绝望的自

我，但它还不至于在绝望中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要成为一个实验想象出的上

帝：没有任何派生出的自我能够通过『注目于自己』而赋予自己比『它自己所

是』更多的东西；它从头到尾一直是那『自我』，在那『自我两重化』121中它

比起那『自我』还是既没有成为更多也没有成为更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自

我――在它为『想要是自己』而作的绝望追求中――却把自己推向了那反面，

                                                 
119 如果稍作日常用语式的修改，或可将之改译为『作为那无限的形式』，但是，必须强调出

“是”和“成为”的区别，并且必须强调出他所借助的是一种行为――『是那无限的形式』。 
120 “承受着的”也就是“被动的”。比如说，在费希特的《科学理论》之中有着 Tuend 和

Leidend 的区别，一些中文译本将 Leidend 翻译为“被动的”。 
121 亦即那将自我其分为“行为着的自我”和“承受着的自我”的过程。 

Kommentar [京不特19]: Thi om endog 

dette Selv ikke gaaer saavidt i Fortvivlelse, 

at det bliver en experimenteret Gud: intet 

afledet Selv kan dog ved at see paa sig selv 

give sig selv mere end det selv er; 

两种理解： 

1》虽然这个自我是绝望的自我，但它还

不至于在绝望中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要

成为一个想象实验出的上帝。 

2》那怕这个自我还不至于在绝望中走得

如此之远以至于要成为一个想象实验出

的上帝 



它在根本上成为『不是自我』。那自我在那辩证关系中行动，而在这整个辩证

过程中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那自我的内容在任何一个瞬间都不是固定不

变的122，这是永恒的固定的。那自我的否定性的形式既作为一种瓦解的力量又

作为一种聚合的力量而起着实施作用的；它能够完全任意地在任何一个瞬间从

头开始，并且不管一种想法被追踪了多久，那整个行为是在一种假设之中。那

自我远远不是成功地越来越成为它自己，相反它越来越明确地被显示出是一个

假设的自我。那『自我』是它自己的主人，所谓绝对地是它自己的主人；这个

正是那绝望，然而也是那被它看作是『它的乐趣』、『它的享受』的东西。然

而，通过更深入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得到确定：这个绝对统治者是一个没有国土

的国王，他在根本上只是统治着乌有；他的状态，他的统治权处在这样一种辩

证法之下：造反在任何时刻都是合法的。说到底也就是，这随意地依据于那

『自我』自身。 

于是，那绝望的自我只是持恒地建造空中楼阁，并且只是持恒地和空气决斗。

所有这些实验想象出来的美德使得它看起来光辉夺目；它们迷幻一个瞬间如同

东方的诗篇；一种这样的自制、一种这样的沉着，一种这样的心灵宁静123等

等，几乎就直接和那寓言神话的世界相接壤。是的，确是如此；而这整个光辉

所立足的基础则是乌有。那自我想要绝望地享受对于『使得自己成为其自

己』、『发展自己』、『是自己』的整个满足；它想要有幸得到这种诗人的、

大师的天赋，――它的那用以懂得其自己的方式。然而在那最终的依据上，

『它自己对于它来说意味作什么』对于它却还是一个谜；正是在这样的一

刻――整个建筑看起来几乎就要完成了，它能够偶然随意地将这整个建筑瓦解

消释为乌有。 

如果那绝望的自我是一个『承受着的自我』，那么那绝望还是『绝望地想要是

它自己』。这样一个实验想象着的自我――它绝望地想要『是它自己』，在它

暂时地使自己去适应它自己的具体的自我时，它可能会遭遇到某种麻烦，某种

会被基督徒称为是『苦难』124的东西、一种根本损害，这时，这种麻烦可以是

任何一种。那否定性的自我，那『自我』的这无限的形式，可能会在一开始纯

粹是把它抛弃掉、装作看不见它、不去知道它所意味的。但是这种忽略无法成

功，它在『实验想象125』中的技艺达不到这么远，而它在『抽象化』中的技艺

更无法达到这么远；就象那受折磨的普罗米修斯126，那无限的、否定性的自我

觉得自己是被钉在了这种奴役之中。于是它在这里是一个『承受着的自我』。

那么这时，那绝望――『绝望地想要是它自己』，它又怎样显示出自己来呢？ 

看，在那前面的文字里描述了那种形式的绝望：对于那『尘俗的』或者对于某

种『尘俗的』绝望，如此理解为：它在根本上是、并且也显示出是关于那『永

恒的』而绝望，就是说，不想要让自己通过那『永恒的』而得到安慰和治疗，

                                                 
122 “自我的内容在任何一个瞬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严格的意义上的翻译应当是：“那自我

所是的东西，在任何一个瞬间都不是固定不变”。因为考虑到不符合汉语习惯，所以改写。但

是使用这个“内容”可以算是一种非法的概念使用。 
123 Ataraxi：斯多蔼学派的用语。 
124 这里的这个『苦难（Kors）』在丹麦文或者其他西文中是“十字架”所转义出来的。原始意

义是“十字架”、“叉”等等和 X 形有关的东西。 
125 这里的这个『实验想象』是动词（不定式）。 
126 普罗米修斯被钉在峭壁上. 

Kommentar [京不特20]: det vil have 

Æren af dette digteriske, mesterlige Anlæg, 

hvorledes det har forstaaet sig selv. 

它想要有幸得到这种诗人的、大师的天

赋―它是怎样懂得了自己的。 

It wants to have the honor of this poetic, 

masterly construction, the way it 

understood itself. 

Kommentar [京不特21]: Og dog er det 

i sidste Grund en Gaade hvad det forstaaer 

ved sig selv; 

Kommentar [京不特22]: denne være 

nu en hvilken. 



把那『尘俗的』看得如此之高以至于那『永恒的』无法成为安慰。但是这也是

这样一种绝望形式：它并不想要寄希望于这样的可能性、寄希望于――一种尘

俗的困顿、一种现世的苦难127是可能被消去的。现在，这种希望是这种绝望所

不想要的－－这绝望是在绝望地想要『是它自己』。如果这绝望者使得自己确

信，这肉中的刺128侵啮得如此之深（不管现在这里的情况是『这确实是如此』

还是『他的激情使得这让他感觉是如此』），以至于他无法从这刺痛之中抽象

出来129，那么他就会觉得还不如去永恒地接手它。他对这肉中刺愤慨，或者更

确切地说，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去对整个存在（Tilværelsen）愤慨；他如此不顾

一切地想要是他自己，――不是『不顾这肉中刺而去不带有它地是自己』

（――这就变成了是从它之中抽象出来，而这是他所不能够做到的，或者这是

向着那『放弃』的运动），不，他――不顾或者对立于那整个存在――想要带

着这种肉中刺地『是自己』，拖带着它，几乎就是挑衅着他的所有剧痛。因

为，去希望得到帮助的可能性，特别是依据于那『荒诞的』――『对于上帝一

切都是可能的』，――不，这不是他所想要的。而去在某个别人那里寻求帮

助，不，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要的，――如果有这个必要，他宁可带着地狱

里的全部剧痛地『是他自己』也不去寻求帮助。 

真正在事实上，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受苦的人当然会想要得到帮助，只要

有人能够帮助他”恰恰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如此，尽管反过来那寻

求帮助的人并非总是有上面所说的情形那么绝望。现实就是如此。一个受难者

通常会有一种或者许多种方式――他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如果他

这样地得到了帮助，那么他就很愿意想要得到帮助。但是如果这『应当得到帮

助』在更深的意义上成为了一种『严肃』，特别是从一种『更高的』、或者那

『最高的』那里得到帮助（这种谦卑地：必须无条件地以任何方式来接受这帮

助、在那『帮助者』的手中成为一种『乌有』，而对于这帮助者一切都是可能

的：或者只是这：只要一个人在寻求着帮助他就必须放弃『是自己』、必须去

屈从于另一个人），哦，固然在无助之中有着极大的、甚至是持久的和剧烈折

磨的苦难，但是在之中那自我却不会如此地哀吟，所以这受难者在根本上宁可

承受这苦难而保持着『是自己』。 

                                                 
127 这里的这个“苦难”又一次是“十字架”转义出来的。 
128 “肉中刺”是基尔克郭尔常用的喻语。它刺激单个的人向那伦理的方向„„。 
129 基尔克郭尔原注： 

另外，还是要提请记住，――在这里，正是从这个观点上我们将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

多精心打扮了之后被放在了『放弃』的名下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类型的绝望，――

这种：绝望地想要『是其抽象的自我』，绝望地想要对那『永恒的』感到心满意足并且能够以

此来对抗或者忽略在那『尘俗的』和『现世的』之中的苦难。那『放弃』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

是这个：想要『是其永恒的自我』，并且――考虑到某种确定的『在之中那自我承受着苦难』

的东西――不想要『是自己』，――而在同时用『它还是可以消失在那永恒性之中』来安慰自

己，并且因此而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可以不去接手那处在『现世性』中的『自我』。虽然那自

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受着煎熬，它却不想承认这是属于自我中的一部分，就是说，不想怀有信仰

地谦卑于这之下。被看作是『绝望』的『放弃』是以这样的方式本质地不同于『绝望地不想要

是自己』，因为它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而只是把一种『单个的』作为例外，――对于这

『单个的』，它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 



但是，在一个这样的『绝望地想要是自己』的受难者身上，越是高度地有着意

识，那绝望就越是剧烈地强化自己而成为那『魔性的』130。通常它的本原是这

个：一个『绝望地想要是自己』的自我苦于某种折磨，而这种折磨根本无法从

他的具体自我中被拿走或者被脱离开。正是在这种剧痛里，他投入了他的全部

激情――这激情在最后成为了一种魔性的暴怒。而如果现在是这样，甚至天上

的上帝和所有天使向他提供帮助去摆脱那折磨，――不，这是他现在所不想要

的，这帮助出现的太迟了；他曾经是很愿意放弃一切以求摆脱这折磨，但是人

们让他等待；现在这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他宁可想要发泄出对一切的愤怒、

想要是那『受到了整个世界、受到了那存在的不公正对待』的人，――对于这

样一个人来说，这恰恰就很重要――他必须在自己的把握中保持有那剧痛而不

让任何人拿走它，因为否则他就无法证明并且让自己确信『他自己是对的』。

在最后这就在他的头脑里这样地停滞着，以至于他由于一种完全特别的原因而

惧怕那永恒性，也就是惧怕这永恒性会把他和他的――从魔性的意义上的理

解――相对于他人的无限优越性、把他和他的――从魔性的意义上的理解――

『去是他所是』的合理性分离开。――他想要『是他自己』；他从对那『自

我』的无限抽象开始出发，而现在他终于变得如此具体，以至于不可能在这种

意义上成为永恒的，但是他还是绝望地想要『是他自己』。哦，魔性的疯狂，

那在最大程度上引起他的暴怒的想法是：那永恒性居然会有『要从他那里夺去

他的悲惨性』的念头。 

这种类型的绝望在这个世界上是罕见的，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形态只会在那些

诗人身上出现，――诗人，实在地说，总是把那“魔性的”理念性借给他们的

作品，――“魔性的”这个词在这里是以纯粹希腊意义来理解的131。然而这样

的一种绝望也出现在现实之中。那么，那相应的『外在性』又是什么呢？这个

么，没有什么“相应的”，就一种相应的外在性而言是没有的，和『内闭性』

相应是一种『自相矛盾』；因为如果它是相应的，那么它就是公开着的。但是

在这里那『外在性』是完完全全地无所谓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必须着重地

去注意的是内闭性，或者那被人们称作是一种『僵锁住的真挚性』的东西。在

那绝望的各种最低级形式中，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真挚性并且也没有什么是和

真挚性相关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刻画那绝望的各种最低级形式，那么就可以通

过『描述或者谈论与这种绝望的外在性相关的东西』来表现。但是，那绝望变

得越高度地精神性、那真挚性越大程度地在内闭性中成为一个自为的特殊世

界，那么，那外在性――在之下隐藏着那绝望――也就越是无关紧要。但是恰

恰是那绝望变得越高度地精神性，它也就越高度地留意于以那魔性的睿智去保

持使那『绝望』内闭在那『内闭性』中，并且也因此就越高度地留意于把那

『外在的』归入『无差别（Indifferents）』之中，使之尽可能地变得无关紧要

和无足轻重。正如迷信故事之中那穴居巨人通过一个没有人能看得见的缝隙而

消失132，那绝望情况也是如此，它越是高度地精神性，恰恰它就越是急迫地要

居驻在一种外在性之中――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想到去这样一种『外在

性』的背后找它。这种隐藏性正是某种精神的东西，是那各种安全措施之

一――仿佛就好像是要去确保自己在那现实世界的背后拥有一个『内闭

                                                 
130 见《概念恐惧》（Caput 4 § 2）。 
131 “魔性的（dæmoniske）”来自希腊语 daimon，意为一种超人的生灵。 
132 有可能是 Rübezahl 的故事。（Musäus: 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第三个传说） 



（Indelukke）』，一个『排外地（udelukkende）133』为自己的世界，一个这样

的世界――在之中那绝望的『自我』忙碌不息地、坦塔罗斯134般地全神贯注于

『想要是它自己』。 

 

 

我们（在『壹，2』中）从最低级的绝望形式开始，――这种形式的『绝望』绝

望地不想要『是自己』。那魔性的绝望是在那『绝望地想要是自己』的绝望中

的那最强化了的一种。这种绝望甚至不想要在斯多蔼主义的自我迷恋和自我崇

拜的意义上『是自己』，不想要如同这种斯多蔼主义式地――无疑是不真实

的、但是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根据其完美性――『是自己』；不，它想要在对

那『存在（Tilværelsen）』的仇恨中『是自己』、根据其悲惨性地『是自

己』；它甚至不是因为怀恨或者挑衅地、而是为了对抗而想要去『是自己』；

它甚至不是因为怀恨而想要将自己从那设定了自己的那种力量中摆脱出来，相

反它是为了对抗而想要将自己强加给它135、强行使自己挑衅它，出于恶意而想

要依附于它，――而当然我们知道，一种恶意的驳斥首先必须注意去保持和它

所反对的东西相符合。怀着对整个存在（Tilværelsen）的厌恶，它认为它得到

了反对这存在、反对这『存在』的『善』的证据。那绝望者认为，他自己就是

这证据，并且这就是那『他所想要是』的，所以他想要『是自己』――在其剧

痛中的自己，以便用这种剧痛来抗议整个『存在』。那软弱地绝望着的人不想

听任何有关于那永恒能够给予他什么安慰的话题，而一个这样的绝望者也不想

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但却是由于另一个原因：这种安慰恰恰会是他的崩

溃――而他要使自己作为对于整个存在的驳斥。更形象化地说的话，这就如同

一个作家在文稿中写有一个写作错误，这写作错误意识到自身为写作错

误，――可能这写作错误在根本上也不是写作错误，而在一种远远更高深的意

义上是在整个作品中的一个本质的从属部分；而现在，这就仿佛是这写作错误

要对作家造反：出自对他的恨，它不准他作改正，而在那疯狂的对抗中对他

说：不，我不想被删去，我要站在这里作为一个针对你的见证，一个用来证明

你是一个平庸作家的见证。 

 

  

                                                 
133 如果是正常翻译的话，就是“纯粹完全”或者“独占”地。 
134 在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想喝水时水就退走，想

吃东西时那有着果子的树枝即升高而使他无法达到。 
135 在这里――“将自己强加给它、强行使自己挑衅它，出于恶意而想要依附于它”中的三个

“它”都是指那设定了自我的那种力量。 

Kommentar [京不特23]: den vil end 

ikke i Trods eller trodsigt, men paa Trods 

være sig selv; den vil end ikke i Trods rive 

sit Selv løs fra den Magt, der satte det, den 

vil paa Trods paanøde sig den, paatrodse sig 

den, vil af Malice holde sig til den - og det 

forstaaer sig, en ondskabsfuld Indvending 

maa jo ogsaa for Alt passe paa at holde sig 

til Det, hvorimod den er Indvendingen. 



 

 

 

 

 

  

 

 

第二部分 

绝望是那『罪』 

 



 

 

甲 

 

绝望是那『罪』 

 

那『罪』是：在上帝面前，或者带着关于上帝的观念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或

者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这样，『罪』是那强化的软弱性或者那强化的对抗：

『罪』是绝望的强化。那被强调的地方是在于：在上帝面前，或者带着关于上

帝的观念；正是这上帝之观念，它辩证地、伦理地、宗教地使得『罪』成为了

那『被律师们称为“加剧了的”绝望』的东西。 

虽然在这个部分里――特别是在『甲』中，我们没有空间或者篇幅来做心理学

的描述，然而在这里，作为『绝望』和『罪』之间最辩证的边界，我必须引进

一种存在情形――那被人称作是一种在那『宗教的』的方向上的诗人之存在
136，一种和那『听天由命137』的绝望有着共同点的『存在』，――唯一的不同

点是这之中有着上帝的观念。这样的一种『诗人存在』――从那诸范畴的关联

和位置可以看出――将是最杰出的『诗人存在』。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不管

所有美学怎么看），每一个『诗人存在』都是罪，这罪是：以『作诗』138代替

『存在』，以『通过幻想力去使得自己与那善的和那真的发生关系139』代替

『去是其所是140』、代替『去存在地努力于是其所是』。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

这种『诗人存在』在这一点上和绝望有区别：他带着那上帝观念，或者说是面

对上帝的；但是它却是极其地辩证的，并且就『它在怎样的程度上朦胧地意识

到自己是罪』这个问题，它就象是一种不可参透的辩证的混沌。一个这样的诗

人能够具有一种极深的宗教渴望，并且那关于上帝的观念也被一同混杂地加入

在他的绝望之中。他爱上帝超过一切，――在他秘密的剧痛中上帝是他的唯一

安慰，然而他热爱那剧痛，他不想放弃这剧痛。他如此地想要面对上帝，但却

不是在那自我受煎熬的固定点上，在那固定点上他是绝望地不想要『是他自

己』；他希望着那永恒性将来拿走它，而在这现世性里，不管他在之下怎样地

饱受煎熬，他无法决定去接手它，无法信仰着地谦卑于之下。然而他还是继续

保持着使自己去与上帝发生关系，并且这是他唯一的拯救祝至福；『要是没有

上帝』对于他是最大的恐怖，“这足以使人为之绝望”；然而他却在根本上允

                                                 
136 这种『宗教方向上的诗人存在』理所当然地涉及到基尔克郭尔自己的生活中的情况。另外在

基尔克郭尔的《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中也有谈及『诗人存在』的情况。 
137 这里“听天由命（Resignation）”是指一种放弃。 
138 这里这个“作诗”――“at digte”在丹麦语中和 “诗人（Digter）”这个词的关系正如中文

中的“作诗”和“诗人”间的关系。但是它更有着一种泛指的意义：创作和虚构。这里我将之

翻译为“作诗”是强调“诗人”，但是在理解上，有必要理解为“以虚构代替存在”。 
139 “通过幻想力去使得自己与那『善的』和那『真的』发生关系”。 
140 如果一个人是 X，那么这个人去是 X，这就是『去是其所是』，而如果他去是任何非 X，那

么他就不是『去是其所是』。 



许自己――也许是无意识地――去将上帝诗化141为有一小点不同于上帝所是，

更多地象一个温柔的父亲――过于迁就孩子每一个愿望的父亲。如同一个人曾

在恋爱之中变得不幸、并且因此成为了诗人，他欣悦地赞美那恋爱的幸福：他

以这种方式而成为一个那『宗教性』的诗人。他在宗教性之中曾变得不幸，他

朦胧地知道有着一种让他脱手这种剧痛的要求，就是说，信仰着地谦卑于这剧

痛之下并且将之接受为属于那自我的一部分，――而因为他想要把这剧痛保持

在自身之外，却恰恰因此而将之紧紧抓住，虽然他无疑是认为这142将意味了尽

最大可能地『去使自己与之分离』、尽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可能『去摆脱

它』（这就是――正如一个绝望者的每一句话――倒转过来地看是对的，就是

说要反过来理解）。但是，『信仰着地去接手它』却是他所无法做到的，就是

说，他在最终的意义上不想要这样做，或者说，他的自我在这里终结于朦胧暧

昧。但是，正如那诗人对恋爱的描述，这个诗人对那『宗教的』的描述以这种

方式具备着一种魅力、一种抒情的活力――这是任何丈夫以及任何神圣人士所

不具备的。而且他所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对，绝对不，他的创作正是他的更幸福

的、他的更好的自我。相对于那『宗教的』的关系，他是一个不幸的恋人，就

是说，他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不是一个信仰者；他只具备信仰的初步――那绝

望，并且处在对那『宗教的』的炽烈的渴望之中。根本上他的冲突是这个：他

是那『被呼唤了的』么、那肉中的刺是『他应当被用于那非凡的』的表达么、

他所已经成为的这种『非凡的』――这情形在上帝面前是不是本来就应当如

此？或者，那肉中的刺是『他为了达到那普遍人性的而应当谦卑于之下的东

西』？――关于这个已经够了，我能够带着真相的强调问：对谁我在说话？这

样的各种在极限幂上的心理学考究，有谁关心；人们更容易去理解那教士所画

的纽伦堡图片，――它们迷惑地肖似一切和每一个『作为大多数人』的人，并

且，从精神上理解就是――虚无。 

 

 

 

 

第一章 

在关于『自我』的意识中的那些『梯变』（那定性：『在上帝面前』） 

 

在前一个章节中不断地指出了在关于『自我』的意识中的一种『梯变』；首先

出现的是对于『有着一个永恒的自我』的不知（丙、B、a），然后是对于『有

着一个在之中具有某种永恒的东西的自我』的知识（丙、B、b），而在这之下

（壹、1、2、贰）又有各种梯变被指出。现在这整个考虑必须辩证地以一种新

                                                 
141 就是说“虚构”。 
142 “这”就是“把这剧痛保持在自身之外”。 



的方式进行转向。这关系是如此：直到这里，我们所关注考察的这种『在关于

自我的意识中的梯变』是处在这样一个定性之中――『那人的143自我』、或者

『那以人为衡量尺度的自我』。但是，通过『这是直接面对上帝的那自我』，

这个自我得到了一种新的『质』和『量』。这个自我不再是那『仅仅是人的
144』的自我，而是――但愿不被误解我将称之为――那神学的自我，直接面对

上帝的那『自我』。通过自己意识到是『面对上帝地存在着』、通过成为一个

以上帝为衡量尺度的『人的145自我』，又会有怎样无限的现实（Realitet）是那

自我得不到的！如果一个牧牛人（假如这是可能的）直接在他的牛面前是一个

自我，那么这只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自我；如果一个主人直接在他的奴隶面前是

一个自我，那么这同样地也在根本上算不了什么自我，――因为在这两种情形

中都缺少衡量尺度。如果那小孩子至今只具备他父母的衡量尺度，那么通过

『得到那国家为其衡量尺度』他就成为了成年人；但是通过『得到上帝为其衡

量尺度』，在那『自我』上落有怎样无限的强调呵！对于那自我的衡量尺度总

是：如果在直接面对某一样东西时，这是『自我』，那么这尺度就是这被面对

的『某一样东西』，而这个则恰恰又是对于那『什么是“衡量尺度”』的定

义。正如人只能合计那同类的实体，这样每一样东西从『质的』意义上讲是那

要来衡量它的东西；而那在『质的』意义上是它的衡量尺度的东西，从伦理上

说是它的目标；并且那衡量尺度和目标从『质的』意义上讲是那『某物所是的

东西』，但是对于那『自由』的世界中的情况，则是例外：在『自由』的世

界，一个人必定是通过不在『质的』意义上去是那『是他的目标和是他的衡量

尺度的东西』而自己应受这种『资格的失落』，这样，那目标和那衡量尺度仍

旧还是判断衡量者，而揭示出那『他所不是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他的目

标和是他的衡量尺度的东西』146。 

这是一种很正确的想法，――一个更老的教理神学147如此频繁地寻求向这种想

法回归，而一种后来的教理神学148则经常反对这种想法――因为对之缺乏理解

和感觉，――这是一种很正确的想法，虽然人们有时错误地运用它：正是『罪

是在上帝面前的』，――这使得那罪成为那『可怕的』。人们后来用这种想法

证明了地狱惩罚的永恒性。后来人们变得更精明了，并说：罪是罪；那罪不因

为它是向着上帝或者面对上帝而变得更严重。奇怪！甚至连那些律师们都谈论

各种加剧了的犯罪行为，甚至连那些律师们都作出区别，比如说到底一个犯罪

                                                 
143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44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45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46 如果他没有“失去资格”，那么那『他所是的东西』就是那『是他的目标和是他的衡量尺度

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失去了资格，那么他就不是那在他具有资格时所是的东西了。于是就反

过来，那『他所不是的东西』就是那『是他的目标和是他的衡量尺度的东西』。 
147 这“更老的神学”是指那些宗教改革家们的神学（诸如路德派神学）。比如说《为奥斯堡信

条的辩道》第二条款§7。另外，基尔克郭尔特别是考虑到那正统路德教理神学中的：“Die 

schuld der Sünde sei unendlich, weil dadurch die unendliche Majestät beleidigt werde; daher müsse 

auch unendliche Strafe folgen.”Karl Gottelieb Brettschneider: Handbuch der Dogmatik, 3ausg. Bd. II 

(1828) 
148 康德摒弃了『对上帝的罪』这个定性，因为康德认为那本体自我的自由意志是个人伦理的根

本，而理性的绝对命令是道德立法者，因此一个人无需上帝概念来指导去认识其义务。 



行为是针对一个公共官员而作出的还是针对一个普通公民，在惩罚上对一个弑

父谋杀和一个普通谋杀作出区别。 

不。那更老的教理神学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罪是针对上帝』――这无限地

强化那罪。那错误是在于人们把上帝看成是某种『外在的』，也在于人们似乎

是在假设『只是偶尔地针对上帝行罪』。但是上帝不是什么『外在的』――在

那种类似于『一个警察』的意义上的『外在的』。必须注意的是，那『自我』

有着关于上帝的观念，而却不想要他所想要的，那么这就是不顺从。并且也不

是什么『看起来只是偶尔地面对上帝』；因为，每一个罪都是面对上帝所行的

罪，或者更准确地说，那在根本上使得那『人的辜』成为『罪』的东西就是：

那『有辜的』有关于『在上帝面前存在着』的意识。 

在对于『关于自我的意识』的关系中，那绝望被强化；但是在对于『用来衡量

自我的尺度』的关系中，那『自我』被强化，而且，无限地强化，如果那衡量

尺度是上帝。『上帝观念』越多，『自我』就越多；『自我』越多，『上帝观

念』就越多。只有在一个自我――作为『这一个单个的人』――自己意识到是

『在上帝面前存在着』的时候，只有这时它才是那无限的自我；于是这个自我

是在上帝面前行罪。因此，那异教的自私性――不管人们能够对之说什么――

远远地不及那基督教的那样是加剧了的，既然这里所谈的也是一种自私；因为

那异教徒不是直接在上帝的面前具备其『自我』。那异教徒和那自然的人有着

那仅仅的『人的149自我』作为衡量尺度。因此『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那异教是

处在罪中』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但是那异教的罪从根本上看是对于上帝的

『绝望的无知』、对于『在上帝面前存在着』的无知；它是“没有上帝地存在

于这世界”150。因此从另一方面看，说『那异教徒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在行

罪』是对的，因为他没有在上帝面前行罪；并且一切罪都存在于上帝面前。进

一步看，这在一种意义上无疑也是如此：常常一个异教徒得助去如此无可指责

地通过这世界而得以脱身，正是因为他的那种『贝拉吉乌斯主义的

（pelagianske）151－轻率的观念』拯救了他；但是这样，他的罪是另一种：亦

即这『贝拉吉乌斯主义的－轻率的』解读。相反在另一方面也无疑很确定有这

样的情况：常常一个人――正是由于他在基督教中得到了严格的教育――在一

种意义上坠进了罪，因为那整个基督教的观点对于他说来太严肃，特别是在他

的生命的早期152；但是这样，这情况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他来说是有着益助

的，――这种对于『什么是罪』的更深刻的观念。 

『罪』是：在上帝面前绝望地不想要『是其自己』，或者在上帝面前绝望地想

要『是其自己』。但是这种定义――尽管从另一些方面它可能被承认是具有其

长处（并且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是『是唯一的圣经文字的』；因为那圣

经总是将『罪』定义为『不顺从』）――，它是不是太『精神的』了？对此首

先必须要回答的是：一种对于罪的定义永远也不会是『太精神的』（只要它没

                                                 
149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50 见《以弗所书》（2：12）：“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

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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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之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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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暗示了基尔克郭尔与他父亲的关系和他自己的早年放荡不羁生活。 



有『精神的』到了以至于它要取消罪的程度）；因为罪恰恰正是『精神』的一

种定性。其次：为什么说它是『太精神的』了？因为它不谈及谋杀、盗窃和通

奸，等等？但它不谈这些东西么？难道这不是一种作对于上帝的自顽性，一种

对抗他的诫训的不顺从？然而反过来，如果人们在对于『罪』的谈论中只谈论

这一类『罪』，那么就很容易忘记：所有这些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人之常情

看――确实能够是得其应当的所在，然而整个生命也可以是『罪』，那一类熟

悉的罪，――『灿烂的恶俗』153、自顽性――这自顽性要么是无精神地要么是

厚颜无耻地继续或者想要去无知于这样的问题：154在怎样一种无限地远远更深

刻的意义上一个『人的155』自我对上帝有着顺从义务，――这种顺从义务是就

『他的每一个秘密的愿望和想法』而言的，这种顺从义务牵涉到――对于上帝

的每一个最小的关于『他的对于这个自我的意愿是什么』的暗示――想要去理

解的响应性和想要去追随的意愿。肉欲的诸『罪』是那低级的『自我』的自顽

性；但是，在人们驱赶走一个恶魔的时候，有几次不是借助于那恶魔的力量
156？――这后者的情况比前者更糟。因为如此正是那世事流转：首先一个人由

脆弱和软弱行罪；而然后，（也许他就学会了逃向上帝而得助于那信仰――这

信仰将他从一切罪中拯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然后他对于

他的软弱性绝望，并且要么去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他绝望地把这一切归向一

种特定的法律的公正性，要么他就绝望地重新投入到那罪中。 

因此，那定义无疑包容了『罪』的每一种可想象的和每一种现实的形式；而它

无疑正确地强调出了那『决定性的』：『罪是绝望』（因为『罪』不是肉和血

的狂放不羁，而是在之中有着那精神的首肯），并且是：在上帝面前。作为定

义，它是那种代数式；如果我想要开始描述那些单个的罪，那么这种描述在这

本小小的文本中就是处在错误的地方，而另外也是处在一种必定失败的尝试

中。这里的首要点只是在于：那定义作为一个网络去包容所有形式。它确实如

此，这我们也能够看出，――如果我们通过立出那对立的东西来做尝试，那对

于『信仰』的定义，我在这整个文本中驾驭着这『信仰』的方向盘，如同依据

                                                 
153 见前面的注脚。关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谈。 
154 考虑到这句句子的长从句结构，这里我使用了第二个冒号。第一个冒号之后的所有从句和插

入语（包括的二个冒号所包容的内容）都是第一个冒号所包容的内容，而第二个冒号之后的所

有从句和插入语都是第二个冒号所包容的内容。 
155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56 借助于更大的恶魔的力量来驱赶恶魔，见《路加福音》（11：14－26）：“耶稣赶出一个叫

人哑吧的鬼。鬼出去了，哑吧就说出话来众人都希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

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

分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分争，就必败落。若撒但自相分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

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

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

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污

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

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乾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

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又见《马太福音》（12：22－28）。 



于那保险的航标。『信仰』是：那自我在『是自己』和在『想要是自己』之中

透明地依据于上帝之中。 

但是人们太经常地忽略这一点：『罪』的对立面绝不是『美德』。这157部分地

是一种异教的看法，它满足于一种仅仅的『人的』衡量尺度，――这尺度恰恰

不知道什么是罪，不知道『所有罪都存在于上帝面前』。不，『罪』的对立面

是『信仰』，正如《罗马书》（14：23）因此所说：一切不是出自信仰的东西

是罪158。而这对于整个基督教是最决定性的定性之一：罪的对立面不是美德、

而是信仰。 

 

 

附录 

『那对于罪的定义包容有愤慨的可能性』；一个关于『愤慨』的一般看法。 

 

那对立面――『罪－信仰』是那基督教的，―― 它基督教地重构了所有伦理的

概念定性并且为它们给出了又一个外延面。在这『对立』的根本上有着那决定

性的『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这一定性又一次具有那『基督教的』的

决定性准绳：那『荒谬的』、那『悖论』、那『愤慨』的可能性。如上所说的

这个是通过那『基督教的』的每一个定性而被展示出来，――这一事实159有着

极其重大的意义，――既然『愤慨』是那『基督教的』用来针对一切『思辩
160』的武器。那么在此，那『愤慨』的可能性在哪里？它是――人应当具有具

有这现实（Realitet）：作为『单个的人』直接地在上帝面前存在，于是也就

是，再一次从中推出的是『人的罪应当为上帝所关注』。那『思辩』在自己的

脑海里从来就得不到这种关于『那单个的人――在上帝面前』的考虑；这『思

辩』只是幻想地把那些单个的人普遍化到那『族类』中去了。也正是因此，一

种『不信的161』基督教理解出这样一种说法来：罪是罪，不管它是不是直接面

对上帝的，都无法使它不会增加或者减少。就是说，人们想要把『在上帝面

前』这个定性去掉，为此人们发明了一种更高的智慧，而这种『更高智慧』

则――足够奇怪地――既不是更多于也不是更少于那『更高智慧』在最通常的

情形下所是的东西――那旧的异教。 

现在经常有人谈论说，人们对基督教感到愤慨，因为它是如此黑暗而晦涩的，

人们对之感到愤慨，因为它是如此严厉，等等；这样看来，如此地做一次说明

无疑是对的：人之所以对基督教愤慨，是因为它太高，因为它的目标不是

『人』的目标，因为它想把人弄成某种如此非凡的东西以至于他无法在心中接

受它。一个对于『什么是愤慨』的非常简单的心理学论述也将阐明这个问题，

并且还能够显示人们在捍卫基督教时所曾经做的――人们这样去掉了那『愤

                                                 
157 这里的这个“这”是指这种『把罪的对立面看成美德』。这里又是在取前句的否定意义。 
158 《罗马书》（14：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

于信心的都是罪”。 
159 “这一事实”就是“如上所说的这个是通过那『基督教的』的每一个定性而被展示出来”。 
160 指思辩哲学以及由之衍生出的思辩神学. 
161 “不信的（vantro）”为形容词。 



慨』――是多么无限地傻；人们是多么愚蠢或者厚颜地忽略了基督亲身的教

导――他经常地并且是非常担忧地警示那愤慨，就是说，亲自指出『愤慨』的

可能性是存在并且应当存在在那里的，――因为如果这『愤慨』没有在那里，

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永恒本质地属于那基督教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出自基督的

『人的』废话――他不去将之去掉而是为之担忧并且对之作出警示。 

假如我设想一个贫困的雇工和那有史以来最有势力的皇帝，这个最有势力的皇

帝突然想到要让人去把那雇工找来，――而这是那雇工做梦也想不到的，并且

“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162――那皇帝居然会知道他的存在，对

于他来说，那怕只是有过那么一次能够有幸见上皇帝一面他就会带着无法描述

的幸福去感叹，这是他将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他的孩子孙儿们讲述

的。――假如那皇帝让人给那雇工消息让这雇工知道：他想让这雇工做他的女

婿，那又会怎样？那么，从人之常情看，这雇工会变得有点或者非常尴尬疑

惑、不舒服、并且为此而感到被骚扰――人之常情地看（并且这正是那人之常

情的方面）这将让他觉得是某种非常古怪的、疯狂的事情，关于这事他是最不

敢向其他人说及的了，――既然他自己已经在自己平静的脑海中接近于这样一

种解释――这解释是他的邻居街坊们马上就会最忙碌地进行流言蜚语的：皇帝

想要耍他，这样那雇工就将会成为全城人的笑柄、他将被漫画在小报上、那关

于他和皇帝女儿的婚礼的故事将被卖给小曲贩子。然而，这『成为皇帝的女

婿』的事件则必定将成为一个外在的现实，这样，这个雇工能够以一种感性的

方式确定：那皇帝在怎样的程度上对此是严肃的，或者说他是不是仅仅想愚弄

这个可怜的人、使得他一辈子不幸并且帮助他最终走进疯人院；因为这 quid 

nimis（过分）在场――它如此无限地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一点小小的恩惠是

能够让那雇工理解接受的；这将是能够让商市163里的人们明白的，――那些受

尊敬的有教养的观众、那些小曲贩子，简言之，那住在这一商市的五倍的十万

人众，将是能够明白的；――从人口的角度考虑，这个商市无疑还是一个很大

的城市，而相反从对于那『非凡的』的感觉的角度考虑，它则是一个很小的商

城；而这个『成为皇帝的女婿』的事件，是的，这是太过分了。现在假定，这

所谈的情形不是一个外在的现实，而是关于一种『内在的』，那样就是说那事

实性无法帮助那雇工达成其确定性，但是，那信仰本身是唯一的事实性，并且

一切也就都被留给那信仰；他是不是有足够谦卑的勇气去敢于相信这个（因为

那厚颜的勇气无法帮助人去信仰）；而又有多少雇工是具有这样的勇气的呢？

而那不具备这种勇气的人，他将愤慨；那『非凡的』对于他听起来就好像是一

种讥嘲。可能他将会这样诚实而坦白地承认：这对于我来说太高了，我无法在

心中接受它，这对于我――如果我要坦白地说――就是一种荒唐。 

而现在，基督教！基督教教导说：这一个单个的人，并且――以这样方式――

每一个『单个的人』，不管他的其他身份是什么――丈夫、妻子、女佣、部

长、商人理发师、大学生等等，这一个『单个的人』是面对上帝而存在――这

一个『单个的人』，――他可能会为『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一次和国王交谈』

而感到骄傲，这一个人――他丝毫不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能够去生活在一种和这

个或者那个人的密切关系中，――这个人是面对上帝而存在、能够在任何他想

                                                 
162 参见《歌多林前书》（2：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豫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163 哥本哈根在丹麦语的意义中是“商港”。 

Kommentar [京不特24]: Visekjerlinge

rne？ 



要如此做的一刻和上帝交谈并且确定上帝听见他，简言之，这个人被邀请『能

够去生活在一种和上帝的最密切关系中』！更进一步，为这个人，也是为了这

个人的缘故『上帝进入这个世界，让自己被出生、受难、死去』；而这个受难

中的上帝，他几乎是恳求和祈请这个人接受他所提供的帮助！如果真正地有什

么是能让人失去理智力的东西，那么就无疑是这个了！每一个『没有足够谦卑

的勇气去敢于相信这个』的人，他会感到愤慨。但是他为什么愤慨？因为这对

于他来说太高，因为他无法在心中接受它，因为他无法使得自己直接在之上变

得率真坦白，并且因此他不得不将它去掉、使之成为乌有、使之成为精神错乱

和胡言乱语，因为这仿佛就是它要窒息他。 

因为，什么是愤慨？愤慨是不幸的惊羡。因此它是和『妒羡』有着系缘关系，

但是这是一种转过来针对一个人自身的『妒羡』，在一种更严格的意义上说，

最苛刻地针对一个人自身的。那『自然的人』的狭窄心胸无法在自己身上允许

那『非凡的』――上帝打算了要赋予他的这种『非凡的』；于是他愤慨。 

现在，愤慨的程度依据于：在相对于惊羡的关系中，一个人具备怎样的激情。

缺少想象力和激情的、更单调无趣的人们――他们也不会真正地去惊羡，他们

无疑也会愤慨，但是他们只是限于说：我没有能力理解，我由它去。这是那些

怀疑论者们的情形。但是，一个人所具的想象力和激情越多，在某种意义

上――也就是在那可能性上说――他越接近于能够去信仰，注意，是通过崇拜

地使自己谦卑于那『非凡的』，那么那愤慨也就越是悲伧激愤――到最后如果

没有至少是将这东西肃清、消灭、践踏在污泥中的话，那么这愤慨就无法得到

满足。 

如果人们想要学会去理解『愤慨』，那么人们该就去研究那『人的 164』妒

羡，――一门『我给出了超出定额的阅读量并且幻想自己达到了深度』的研究

学业。『妒羡』是是一种隐藏的惊羡。一个惊羡者――他觉得他不可能通过献

身投入而变得幸福，所以他选择了去妒羡『他所惊羡的东西』。于是他以另一

种语言说话；在他的语言中，那『在根本上是他所惊羡的东西』现在被称作

『乌有』、被称作是某种愚蠢的并且不舒服的并且古怪的并且言过其实的『某

物』。惊羡是一种幸福的『自我遗失』165，妒羡是一种不幸的『自我坚持』。 

如此也是『愤慨』的情形；因为，在那人和人的关系中是『惊羡－妒羡』的，

到了人和上帝的关系中成为了『崇拜－愤慨』。全部人的智慧166的 Summa 

summarum（合计）是这一“黄金的167”――或者可能更正确地说是――这一镀

金的 ne quid nimis（不过分168），――『太多』和『太少』败坏一切。这个在

人与人之间被看作和被定作是智慧、被带着惊羡地赋予敬意；它的汇率从来不

会有起伏，整个人类担保着它的价值。有时候会有一个天才对之有稍稍超越，

他就被宣判为疯狂――被那些聪明人们宣判为疯狂。但是那基督教对这一 ne 

quid nimis（不过分）作出了巨大的跨越而进入那『荒诞的』；在此那基督教得

以开始，――以及那『愤慨』。 

                                                 
164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65 『自我放弃』是忘我的，而『自我坚持』是自作主张、坚持己见、一意孤行的。 
166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 
167 所谓“黄金的中庸之道”。 
168 就是说，“中庸”。“这一镀金的中庸”。 



现在我们看见，『去为基督教辩护』是多么非凡地愚蠢（为了还能够有某种非

凡的东西剩下），这之中所流露出的『对人性的知识』是多么地少，它――虽

然是无意识的――是怎样在那『愤慨』的掩护之下通过把那『基督教的』搞成

这样的一种『在最终必须通过一个捍卫而得救的可怜东西』而进行表演的。所

以，这是确定和真实的：那第一个发明了在那基督教世界里捍卫辩护基督教的

人 de facto（事实上）是一个犹大第二号；同样他也通过一个吻来出卖169，只是

他的『出卖』是那『愚蠢性』的。『为某物辩护』总是对这被辩护物的贬低。

让我们设想一个人拥有着一个满是黄金的仓库，设想他是自愿地要把他的每一

个杜卡特170分发给那些穷人，――但是我们再设想他会画蛇添足地愚蠢到去以

一种辩护辞来开始其慈善事业，在之中有三个理由来证明他的慈善事业是可辩

护的；而这样差不多人们就几乎会觉得这很可疑，他到底是不是在做善事。但

是现在，那『基督教的』！是呵，那为之辩护的人，他从来也不曾信仰过它。

如果他信仰，那么就应当是那信仰的热情狂喜，而不是『辩护171』，不，那是

『进攻』和『胜利』；一个信仰者是一个胜利者。 

如此便是那『基督教的』和那愤慨的情形。通过对于『罪』的那种基督教的定

义，它的可能性是非常相称地在场的。它是这个『在上帝面前』。一个异教

徒，那自然的人非常愿意承认『罪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在上帝面前』――

这才是根本上使得罪成为罪东西――，这对于他来说是太过分了。对于他（虽

然以一种不同于这里所展示出的方式）这在『去是人』上面做得太过分了；如

果稍许少一点，那么他很愿意参加进去，――“但是过分就是过分”。 

  

 

 

 

  

  

  

第二章 

对『罪』的苏格拉底的定义 

 

 

『罪』是无知性。这是――正如所知的――那苏格拉底的定义，它就象所有

『苏格拉底的』一样总是有着一种值得注目的权威性。然而，相对于这一『苏

格拉底的』的情形正如相对于许多其他『苏格拉底的』的情形，人们学会了感

觉到一种『要去继续向前』的愿望。多么无数多的人不曾感觉到要在『苏格拉

底的无知性』之外『去继续向前』的愿望，――想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感觉到

                                                 
169 《路加福音》（22：48）：“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麽。” 
170 Dukat: 从前用于一些欧洲国家的各类金币。 
171 “辩护”意味了“捍卫”和“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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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逗留在这苏格拉底的无知性之中』对于他们是一种不可能性；因为在每

一代人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有能力――哪怕只是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忍受

『去存在地表达出对于一切的无知』。 

所以，我绝对没有因为人们无法停留在这『苏格拉底的定义』之中而产生闲置

它的打算；而是带着那『基督教的』in mente（在心中），我将使用这『苏格拉

底的定义』去将那『基督教的』推向其极端――正因为那苏格拉底的定义是如

此地真正希腊式的；于是在这里一如既往，每一个其他定义――那在最严格的

意义上不是严格地基督教的定义，这就是，每一个中介定义在其空虚性之中显

示出来。 

现在，那『苏格拉底的定义』中的不当之处是：这定义任由诸如关于那无知性

本身应当被怎样去理解、它的本原等等问题处于不明确状态。这就是说，虽然

罪是无知性（或者那『基督教可能更愿意将之称作是愚蠢』的东西）――这在

一种意义上是不容否定的：那么这到底是一种本原的无知性、就是说这状态是

这样的一个人的――他不曾知并且迄今无法对真相有所知，还是这是一个导致

出的、一个后来的无知性？如果是后者，那么那罪从根本上必定是藏身于那无

知性之外的某种东西之中，必定是藏身在人的活动之中――通过这种活动他把

功夫花在了对其认识的朦胧化上面。但是就算假定了这个，那种顽固而且非常

难以根除的不当之处又出现了，这时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朦胧化其认识，那

么在他开始的这一瞬间，他是不是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并不是很明

确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在他开始其朦胧化活动之前，那『认识』本来就是

某种被朦胧化了的东西了；并且那问题只不过是重新再次出现而已。相反如果

我们假设，他――既然他开始了对认识的朦胧化――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

那么那罪（尽管它是无知性，只要这是那后果）就不在认识之中，而是在意志

之中，而那必须出现的问题就是关于认识和意志相互与对方所发生的关西。所

有这些（并且在这里人们能够继续好几天地问下去），是那苏格拉底的定义所

不去涉及的。无疑苏格拉底是一个伦理家（事实上就象那古典时代所无条件地

指称他的――那伦理的发明者），那第一个，他是并且继续地作为他那一类中

的第一个；但是他以无知性开始。在理智性方面，他所去留心的东西是那无知

性，那『一无所知』。在伦理方面，他对无知性所理解的是完全另一种东西，

然后从这无知性开始。而反过来苏格拉底自然不是本质上的宗教伦理家，更不

是一个教理神学家――那是那『基督教的』。所以他在根本上彻底没有进入那

『基督教以之为开始』的整个考究，没有进入那『之先（Prius）』，――在这

『之先』之中那罪预设其自身，并且这『之先』被基督教地在关于传承之罪的

教义中加以解释――而我们在这个考究之中仅仅只是达到趋近于这一教义的边

界。 

因此，苏格拉底没有真正地达到『罪』这个定性，这在一种对于『罪』的定义

中无疑是一个缺陷。怎么会是这种情形？如果罪这样地是『无知性』，那么罪

在根本上就不存在；因为我们知道，罪恰恰就是『意识』。如果那罪就是那

『无知于那正确的』，所以人们是因此而在做那『不正确的』，那么，罪就并

不存在。如果这个是罪，那么，这就假定了那苏格拉底也假定了的东西，――

假定这样的情况不出现：一个人知道那『正确的』却做那『不正确的』，或者

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却做这『不正确的』。这样，如果那苏格拉底的定义是

对的，那么罪就彻底不存在。但是看，这个，恰恰这个在基督教的角度上看是

很符合其条理的，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是完全地正确的，在基督教的兴趣所



在 quod erat demonstrandum（那所要被证示的东西）。恰恰是这个概念――通

过这个概念基督教最决定性地从质定上和那异教区分开了，这概念是那

『罪』，那关于『罪』的学说；所以基督教始终如一地认定了，不管是异教徒

还是那自然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罪，是的，它认定了必须有一种启示去揭示出

『什么是罪』。也就是说，不是象那种肤浅的考虑所假定的――关于『和解赎

罪』的学说是那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质定区分。不，那开始必须被更深刻地发

掘起，必须以那罪、以那关于罪的学说开始，――基督教也正是以此开始的。

这对于基督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危险的反驳，如果那异教有着一个对于『罪』

的定义而基督教必须去认识这个定义为正确的。 

那么，苏格拉底在『为罪定性』中缺乏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定性呢？它是那『意

志』，『对抗』。那古希腊的理智性太幸福了、太天真了、太审美了、太反讽

了、太诙谐机智了，――太有罪了以至于无法在心中接受这个：一个人带着其

知识能够不去行那『善的』，或者带着其知识――对于那『正确的』的知

识――去行那『不正确的』。那『希腊性』建立了一种『理智性的绝对命

令』。 

这之中的那『真实的』绝对不可忽略，并且无疑是必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对之

加以深入强调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在这样的许许多多空虚地华而不实却没

有结果的知识迷失，所以现在无疑是完完全全地如同那苏格拉底的时代――或

者只会是更多地――有这个需要去使得人们去有一小点苏格拉底式的饥饿感。

这些，――不管是所有这些对于『理解和把握了那最高的』的担保，还是那

『许多人用来 in abstracto（抽象地）知道去描述这最高的』的艺术鉴赏力，这

些让人觉得同时是可笑的和可悲的，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是很对，――如果我

们看见这种知识和理解对于人们的生活毫无影响力――这生活根本不表达他们

所理解的东西、而更正确地说这生活是表达了那正相反的东西，这是让人觉得

同时可笑而可悲的。看着这种既可悲又可笑的『错误关系』，人不由自主地说

出来：但说到底他们又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他们能是真的理解了这个么？在这

里我们古老的反讽者和伦理家回答说：呵，亲爱的，绝不要去信它；他们没有

明白这个，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明白了这个，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也会表达出这

个，那么他们就会去做他们所明白的事。 

就是说，去理解和去理解是两件事情么？无疑是如此；那理解了这个的

人，――然而注意，不是在那第一种『明白』的意义上，他 eo ipso（正是因为

这个原因）正式地参与在了一切反讽的秘密之中。那『反讽』所专注于的问

题，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个矛盾。喜剧地解读『一个人对某种东西真正地无

知』，是一类非常低级的『喜剧性』，并且是为那『反讽』所不值的。某种更

深程度上的『喜剧的』从根本上说并非是――『在生活中有人认定地球是静止

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更多』。相对于一个具备更多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的

时代，我们的时代可能会是处于类似的一种情形172。那矛盾是在两个不同的时

代之间――这不同时代是在一个更深的偶发点上理解的，一种这样的矛盾不是

本质的，而因此在本质上也不是喜剧性的。不；但是，如果一个人站在那里说

着那『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理解了他所说的，而在他要行动的时候则行那

『不正确的』――也就是说这显示出他没有理解他所说的，那么这才是无限地

                                                 
172 这“类似”是指类似于“在生活中有人认定地球是静止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更多”的情

形。 



喜剧性的。这是无限地喜剧性的：一个人坐在那里阅读或者聆听那对于自我牺

牲的解说、对于『为真理而牺牲生命』中的那种崇高意义的解说，为之感动得

流泪――乃至不仅仅是汗水而且也是泪水如同暴雨在他身上倾泻，――然后在

下一刻，ein, zwei, drei,（一、二、三），变，几乎是泪水还在眼中，他完完全

全地――带着脸上的汗水，以他那可怜的机会去帮助那『非真理』去得到胜

利。这是无限地喜剧性的：一个讲述者在其声音和动作中带着真理――深切地

被感动并且深切地去感动着――震撼性地解说那『真的』，用目光践踏着那

『恶的』、践踏着一切地狱的势力――在其形象中带着一种泰然自若、在其眼

神中带着一种不屈不挠，在其举手投足间值得钦佩地带着正确性，――这是无

限地喜剧性的――他在几乎同一个瞬间、几乎还仍然 “穿着长裙裾”而能够胆

小而畏缩地从那最小的麻烦面前开溜。这是无限地喜剧性的：一个人能够明白

关于『世界是怎样地丑恶和渺小等等』的所有真理，――他能够明白这个，然

后他无法再认出他所明白的东西；因为几乎是在同一个瞬间他自己走向和加入

到这同样的丑恶和渺小中去、从它之中获取荣誉并且受它尊敬，这就是，去认

可它。哦，如果人们看见这样一个人――他担保自己完全地明白了『基督是怎

样可怜地、被鄙视地、被嘲弄地――如同圣经所说――被唾弃地以一个渺小的

仆人的形象到处走』，――当我看见这同一个人如此谨慎小心地跑向那『世俗

地说是很好在的地方』、在那里以最安全的方式安居乐业，当我看见他是如此

恐惧，仿佛生命就是在于这个――在于逃避开每一道来自右边或者左边的不利

的疾风，看见他由于无条件地被所有人尊敬和看重而那么幸福、那么极度幸

福、那么乐不可支――是的，完整地说是乐不可支――以至于他甚至为此深情
173地感谢上帝；――在这种时候，我经常在我自己心中对我自己说：“苏格拉

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难道这个人会有可能是明白了他自己声称是明白了

的东西么？”我如此说了，是的，并且我另外还希望了苏格拉底是对的。因为

对于我仿佛就是那基督教过分地严格了；如果我要和我的经验达成一致，那么

就也不可能把这样一个人搞成一个虚伪者。不，苏格拉底，你是我所明白的；

你把他当成一个搞笑的家伙，一种有趣的伙伴，你是的他成为一种逗笑奖；你

不会反对――甚至这会得到你的赞同――我去准备好并且喜剧性地安顿

他，――这就是说，如果我做好这事。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的，人们无疑可以三次提及你的名字；提

及它十次也不算多――如果这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话。人们认为，在这个世界

上需要一个共和政体国家，并且人们认为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一种新的宗

教；但是没有人想到，一个苏格拉底正是这个世界――这个恰恰由于许多知识

而被搞迷惑了的世界――所需要的东西。而这是很明了的，如果一些人这样

想――更不用说如果许多人这样想，那么他就较少地被这个世界需要。一种

『谬误』所最需要的东西总是那『它所想得最少』的东西，――当然，因为否

则它就不是一种谬误了。 

于是，我们的时代能够对一种这样的『反讽－伦理的』修正有着极大的需求，

在根本上这种修正可能是那唯一的『这世界所需要的东西』，――因为，这明

显地是这世界所想得最少的东西；我们极度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走得比苏格拉

底更远，而是仅仅返回到那个苏格拉底的『去理解和去理解是两件事

                                                 
173 原文直译的话“深情地”应当是“感动地（rørt）”，但是考虑到和“感谢”在一起拗口，

所以改为“深情地”。 



情』，――不是作为一种『在那最深的悲惨之中最终帮助那些人们』的结

论――既然那正取消了『去理解和去理解之间的区别』，而是作为对于生命之

日常的那伦理解读。 

那苏格拉底的定义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达成自身。如果一个人没有去做那『正确

的』，那么他就也没有理解它；他的理解是一种自欺欺人；他对于『已经理

解』之确定担保是一个传达错误；他反复地保证『他已明白』的发誓赌咒是一

种沿着所有可能之中的最大弯路上的极大极大的遥远。然而这时那定义无疑是

对的；如果一个人去做那『正确的』，那么他无疑就不会行罪；如果他不去做

那『正确的』，那么他也就没有明白它；如果他是真正地明白了它，那么它就

会有时触动他去做它，有时会使他去成为一个对于他的理解的共振声图：ergo

（所以）罪是无知性。 

然而，那不当之处又在哪里呢？其实那『苏格拉底的』――虽然只是在一定的

程度上――本身也注意到了、并且想予以补救；那不当之处在于：在那过渡方

面――从那『明白了某物』到那『去做某物』之间过渡――缺少一种辩证的定

性。在这个过渡上，那『基督教的』开始了；它通过『沿着这条路走』而达到

『显示出那罪是在意志之中』而继续达到『对抗』这个概念；然后，为了将那

根端真正地固定下来，那关于『传承之罪』的教理得以增设，――啊，因为那

『思辩』在『理解』174上的秘密正是『不带有固定的根端、不带有线结进行缝

纫』，所以它能够奇妙地继续不停地缝而又缝，就是说，把那线穿来穿去地拉

掉。相反那基督教则借助于那悖论而将根端固定住。 

在那纯粹的理念性中――在之中不谈及关于那单个的现实的人，那过渡是必然

的（在体系之中，我们知道，一切对于其自身而言是以必然性而展开的），或

者说这种从那『明白了某物』到那『去做某物』之间过渡绝不会被任何麻烦拖

累。这是那希腊精神（但却不是那『苏格拉底式的』，因为对此苏格拉底过多

地是伦理家）。从根本上说，这整个同样是那更新的哲学的秘密；因为这就是

那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去思』就是『去存在』；（相反从基督

教角度说叫做：『降临于你如你所信』，或者，『如你所信所以你存

在』，――『去信』是『去存在』）。这样人们将看见，那更新的哲学相比于

那异教是既不多也不少。这还不是那『最糟糕的』；和苏格拉底有着系缘关系

不是那最坏的情况。然而在那更新的哲学中，那完全『非苏格拉底的东西』

是：它想要以『这是基督教』来自欺和欺人。 

相反在那现实性的世界中――在之中谈及关于那单个的人，从那『明白了某

物』到那『去做某物』之间的这个小小的过渡，它并非总是 cito citissime（迅

速、非常迅速），不是――我因缺少哲学语言而将用德语说――geschwind wie 

der Wind（疾如风）。相反，在这里一个非常冗长的故事开始了。 

在『精神之生命』中没有『静态（Stilstand）』（根本地说也没有『状态

〈Tilstand〉』，一切都是现实性〈Actualitet〉175）；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没有在他『认识了那正确的』的同一秒中去做这『正确的』，――那么这时，

首先那『认识』就冷却掉了。并且，之后就成为这个问题：那意志对那『被认

识的』作何想。那意志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并且在它之下又有着那人身上的一

                                                 
174 这个“理解”是动词不定式。 
175 和这个现实性（Actualitet）对立的是潜能性。也就是说是一种『现实－可能』关系中的现实

性。 



切更低级的本性。现在，如果这意志不喜欢那『被认识的』，那么由此无疑并

不导致出那意志就向前而去和那『认识』所理解的东西作对，――如此强烈的

对立毕竟罕见；相反，那意志让一定的时间继续向前，这就成为了一个间

歇，――这叫做：我们将在明天再去考虑它。在所有这一切之下，那认识变得

越来越朦胧，而那『更低级的』则赢得越来越多；唉，因为那『善的』必须马

上去被做，在它被认识了的时候马上去实践（并且，因此在那纯粹的理念性中

从『去思』到『去存在』的过渡发生得如此轻易，因为在之中一切都是『马上

的』），而那『更低级的』在『去撤出』上有着其力量。它如此细微地一点一

点发生，这是那意志所不反对的，那意志几乎是默许地看着它发生。而当那认

识变得相当朦胧了之后，于是认识和意志就达成了相互间的理解；最后它们完

全同意，因为这时那认识走向了意志的立场并且理解『它想要这么做是完全正

确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可能是大多数的人；他们潜移默化地致力于朦

胧化他们的『伦理的和伦理－宗教的认识过程』，――因为这种认识过程会将

他们推向决定和后果――而这是他们身上的那『低级的』所不喜欢的；相反他

们扩展他们的审美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而这在伦理上看是分散注意力。 

然而，尽管有着这一切的情形，我们还是没有比那『苏格拉底的』走得更远；

因为，苏格拉底会说，如果这情形发生，那么这就显示出一个这样的人还是没

有明白那『正确的』。这就是说，那希腊精神没有勇气去说出：一个人带着他

的知识去做那『不正确的』、带着对于那『正确的』的知识去做那『不正确

的』；然后它通过这样的说法来补救：如果一个人做那『不正确的』，那么他

就是没有明白那『正确的』。 

完全正确，也没有人能够走得更远；没有人能够就其自身和出自其自身地说出

『什么是罪』，――正因为他在罪中；所有他关于罪的谈论在根本上是对罪的

减免、一种借口、一种有罪的说情。因此那基督教也就以另一种方式开始，它

是通过说出：必须有着一种来自上帝的启示来明示人什么是罪，――那罪却不

是在于『人没有明白那正确的』、而是在于『他不想要明白它』和『他不想要

它』。 

其实对于那区分――『不能够理解』和『不想要理解』，苏格拉底就已经是从

根本上没有给出任何阐明，而相反在『借助于那去理解和去理解间的区分来运

作176』这方面，他对于所有反讽者来说是一个的大师。苏格拉底说明了，那没

有去做那『正确的』的人也没有明白那『正确的』；然而那基督教则更向回退

一步说，这是因为他不想要明白那『正确的』，而这又再是因为他不想要那

『正确的』。而接下来它教导：一个人去做那『不正确的』（那根本的对抗）

尽管他明白那『正确的』、或者不去做那『正确的』尽管他明白那『正确

的』；简言之，那关于『罪』的基督教的学说纯粹地是一种对人的攻势，指控

上的指控，它是那种断言――那『神圣的』作为指控者大胆地用来投向『人』

的那种断言。 

但是能够会有某些人理解了这种『基督教的』吗？绝不，因为那引起『愤慨』

的正也是这『基督教的』。它必须被信仰。『去理解』是『人』相对于那『人

的』的关系中所能达到的境况；而『去信仰』则是『人』相对于那『神圣的』

的关系。那么，那基督教是怎样说明这种『不可理解的』的呢？非常连贯一致

地、以一种同样不可理解的方式，――借助于『它是启示出来的』。 

                                                 
176 “借助于那『去理解』和『去理解』间的区分来运作”。 



从基督教的角度上理解，那『罪』就是在意志之中，而不是在认识之中；而这

意志的败坏作用于那『单个的人』的意识。这是完全地一致连贯的；因为『罪

是怎样开始的』这个问题本来就必须是相应于每一个『单个的人』而出现的。 

这里再一次存在着那『愤慨』的标记。那『愤慨』的可能性在于：必须有着一

种来自上帝的启示来明示人们『什么是罪』和『这罪扎根得多么深』。那自然

的人、异教徒作如是想：“由它吧，我承认我并没有明白天上地上的所有东

西，如果要有一种启示，那么让它来明示我们关于那『天堂的』；但是『要存

在一种启示来明示什么是罪』，――这实在是一切中最不合情理的事情了。我

并不自称是什么完美的人，远远地不是，但是我还是知道这个的，并且大家都

知道，我愿意去承认我相距那完美性有多么地遥远；难道我还会不知道『什么

是罪』么？”然而那基督教的回答是，是的不会知道，这是你所对之最无知的

东西――『你相距那完美性有多远』和『什么是罪』。――看，在这种意义上

是很正确的――从基督教的角度看，罪是无知性，它是对于『什么是罪』的无

知性。 

所以，在前面的哪些章节所给出的那对罪的定义，还必须被这样地完全化：

『罪』是――在通过一种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明示出『什么是罪』之后――在上

帝面前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或者绝望地想要是自己。 

  

 

 

 

 

第三章 

『罪不是一个否定（Negation）、而是一个正定（Position）』 

 

 

『这是如此的』，――那正教的教理神学和那总体的正教持恒地为这177而斗

争，并且把每一种对于那罪的否定定义――那种把罪搞成某种『否定的』诸如

『软弱性』、『感官性』、『有限性』、『无知性』等等的定义――作为泛神

论的而抵制掉。那正教非常正确地看到，斗争的战役应当是在这里，或者回忆

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这里应当是那固定住根端的地方，这里是要坚持住的

地方；那正教正确地看到，如果那罪被否定地定性，那么整个基督教就失去了

脊柱。所以那正教深入强调，必须有一种来自上帝的启示来教导那沉论的人

『什么是罪』，于是这一信息――非常连贯一致地――必须被信，既然它是一

个教理。并且理所当然地可以理解：『悖论』、『信仰』、『教理』――这三

种定性构成一种同盟和协定，这是抵抗那『异教的智慧』的最可靠的铜墙铁

壁。 

                                                 
177 这个“这”正是指前面的“『这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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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为正教。然后，通过一个奇怪的误解，一种所谓的『思辩性的教理神学』
178――这种『思辩性的教理神学』无疑是以一种可疑的方式和那哲学发生关

系――宣称了能够理解『那罪是一种正定』这一定性。然而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罪就是一种否定了。全部『理解』中的那秘密就是，这『去理解』本身要

高于一切它所设定出的『正定』。那概念设定出一个『正定』，但是这『它被

理解』恰恰就是『它被否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注意到了这个，但是除了

在那被作出运动的地方投下一种由担保声明构成的超然态度――那无疑只是勉

强地适合于一种哲学性的科学，那思辩哲学却不曾知道有什么别的解救方法。

一次比一次更庄严、越来越多地设誓赌咒，人们去担保断言『那罪是一种正

定』、担保断言那关于『那罪只是一种否定』说法是一种泛神论和唯理论179

和„„上帝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所有一切那『思辩的教理神学』所发

誓否认和鄙夷的东西；――然后人们又转身去理解这『那罪是一种正定』。这

就是说，它还只仅仅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的『正定』，――其程度不高于『它还

是能够被人理解的』。 

那『思辩』的这同样的口是心非也在另一个点上显示出来，所涉及的问题却还

是同样的。『罪』这个定性，或者『那罪怎样被定性』，――这对于『悔』这

个定性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现在，既然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情形是如此地

思辩性的，那么没有别的选项，那么那『悔』就必须是『否定之否定』――而

那样那罪就成为那『否定』。――另外附带说一下，人们无疑会有这样的愿

望――希望在某一个时刻，会有一个清醒的思想者来解说：在怎样的程度上这

种纯粹的逻辑――这让人联想起那逻辑对于那『语法的』（两个否认达成肯

定）的最初关系并且联想起那『数学的』，在怎样的程度上这种逻辑在那现实

性的世界、在那诸『质（Qvaliteter）』的世界里有着其有效性；是不是那诸

『质』的辩证法总的说来是另一回事；是不是“那过渡”在这里扮演着另一种

角色。Sub specie æterni, æterno modo（在永恒的视角下看、以永恒的方式）180

等等，那么那『空间的』当然就彻底不存在了，因此一切存在181，并且彻底没

有『过渡』。『去设定』在这种抽象介质之中因此 eo ipso（正因为这个原因）

就和『去取消』是同一样东西。但是如果以这同样的方式去考虑那现实性的

话，则无疑是接近于疯狂了。人们完全也可以 in abstracto（抽象地）说：在

Imperfectum（未完成时）之后紧跟着 Perfectum（完成时）。但是如果在现实性

的世界里一个人根据这个『它由自身紧跟并且马上紧跟』想要推导出『一件他

没有完成的（imperfectum）作品就因此被完成了』，那么他无疑是出了毛病。

然而那『罪』的所谓『正定』的情形也是如此，――如果那介质――这罪被定

                                                 
178 这里主要是指向 Martensen，其基督教神学在 1849 年出版。当然进一步也就指向右翼黑格尔

学派的教理神学。 
179 “一种泛神论和唯理论”：根据 Hirsch 的注释，把否定性的概念诸如『软弱性』、『感官

性』、『有限性』、『无知性』等等作为泛神论来抨击的不属于老式路德正教，而是十九世纪

的虔诚主义正教。对于黑格尔的泛神论的抨击是由 August Tholuck 论证的：Die Lehre von der 

Sünde und vom Versönhner (1832) 第一部分第二章，――“Wiederlegung der pantheistischen 

Ansich wie der pelagianischen, dass das Böse Negation sei.” 
180 拉丁文用于来自斯宾诺莎。 
181 “一切存在”：所有东西都是在“存在”，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在“成为”。因而就有了

下一句――“没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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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这介质中――是纯粹的思维的话；这种介质实在太难以琢磨乃至那正定无

法被严肃地对待。 

然而在这里我却并不是对所有这些感兴趣。我只是持恒地坚持把握住那『基督

教的』：『那罪是一种正定』，――然而却并非『仿佛它是能够被理解的』，

而是作为一种悖论――必须被信仰的悖论。这在我的思想中是那『正确的』。

如果人们能够使得所有『去理解』的努力尝试作为自相矛盾而被揭示出来，那

么这关系就到位了，于是这就变得很清楚――『一个人是不是想要去信仰』这

个问题必须留给那信仰。――我能够很好地理解这样的情形（这绝不是太神圣

而无法被理解的）：如果一个人现在终于可以去理解了，并且只能够去喜欢那

些声称是『去理解』的行为，那么他会觉得这是很贫乏的。但是假如那整个基

督教依附于这个――『它应当被信仰而不是被理解』、『要么它将被信仰要么

人们将对它愤慨』，那么那种『想要去理解』的情况还会是那么大有裨益的

么？『想要去理解那不想要被理解的东西』――到底这是有裨益的，或者还是

更确切地说，这要么是傲慢无耻要么是思维匮乏？当一个国王有了一种想法想

要去成为一个匿名者而完完全全地象一个普通人那样被对待，那么，难道就因

为在通常人们看来向他显示对王者的礼仪是一种更好的尊敬，因此在这时这样

做也是正确的么？或者，如果去做一个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服从，那

么这不恰恰正是凌驾自己和自己的想法于那国王的意志之上么？或者，在那国

王不想要被如此对待时，一个这样的人在向他显示臣民的恭敬的时候越是能够

有独创性地想方设法，就是说，一个这样的人在忤悖那国王的意志的时候越是

能够有独创性地想方设法，――难道这样真的越是会使得那国王高兴么？――

那么让别人去仰慕和赞美那声称是能够理解那『基督教的』的人吧；在如此思

辩性的时代里、在所有“那些别人”都在忙碌于『去理解』的时候，去承认自

己既不能够也不应当去理解它――这之中所要求的可能不是一丁点的自我牺

牲，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直接的伦理任务。然而无疑，这恰恰正是这时代、这

『基督教界』所需要的：相对于那『基督教的』，一小点苏格拉底式的无知

性；但是注意：一小点“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性。让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然而又有多少人曾经真正知道了这个或者想到过这个呢――让我们永远也不要

忘记，苏格拉底的『无知性』是一种对上帝的敬畏和上帝崇拜，他的无知性是

以希腊方式出现的那『犹太的』：对上帝的敬畏是智慧的开始182。让我们永远

也不要忘记，正是出于对那『神圣』的恭敬他才是『无知的』，他――尽一个

异教徒所能够做到的――作为审判者守望着上帝和人之间的边界线，警戒着保

持巩固它们之间的那『质之差异性』的深渊――介于上帝和人之间，而使得上

帝和人不至于如此 philosophice, poetice（哲学地、诗歌地）等等而融合为一

体。看，为此苏格拉底是那『无知的』，并且为此那神圣认他是那『最有知

的』183。――但是那基督教教导，所有那『基督教的』只是为了那『信仰』而

存在；因此，那通过『无知性』而保卫『信仰』以防范『思辩』的，恰恰就将

是一种苏格拉底的、敬畏上帝的无知性，――警戒着使得上帝和人之间的那

『质之差异性』的深渊必须是如同它在悖论和信仰中那样被保持巩固着，警戒

                                                 
182 《诗篇》（111：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得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便是聪明人。耶

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183 特尔斐的祭司宣布苏格拉底为最智慧的人。见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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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让上帝和人――比在异教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可怕地――如此 philosophice, 

poetice（哲学地、诗歌地）等等而融合为一体，――融合进那体系之中。 

只有从一个方面我们能够谈论关于去阐明『那罪是一种正定』。在那前一个部

分里，有一种『上升』在对『绝望』的描述中不断地被展示出来。对于这种

『上升』的表达，部分地是关于『自我』的意识的强化过程，部分地是从『承

受』到『有意识的行为』的强化过程。两种表达又统一地表达了：那绝望不是

外来的，而来自内心。而在同样的程度上它也是越来越设定着的184。但是根据

那列出的对罪的定义，那『通过对于上帝的观念而无限地强化了的自我』属于

『罪』，并且，对于『那作为一种作为的罪185』的那最大可能的意识也是如

此。――这是对于『那罪是一种正定』的表达，这『它是在上帝面前』正是它

之中的那『正定的（Positive）』。 

另外，『那罪是一种正定』这一定性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也在自身之中具

备那愤慨的可能性、那悖论。那『悖论的』――相对于那关于『赎救和解』的

学说――也就是那结果。首先那基督教向前行进并且把那罪作为『正定』以这

样一种方式稳固地设定下来――这样那『人的』理解力永远也无法理解它，而

然后这同样的基督教的学说又着手将这一『正定』以同样的方式消除掉――那

『人的』理解力同样还是永远也无法理解它。那思辩――它将自己劝阻在那些

悖论之外――在两边都进行削减，这样运行起来就方便一些：它不把那罪弄得

根本就是如此地『正定的』――然而尽管如此他却无法在心中接受那罪将会被

完全地忘记。但是基督教――它是那些悖论的最初发明者――在这里也尽可能

地是悖论的；它仿佛是在和自己对着干，因为它把那罪如此固定地设定为『正

定』，乃至现在看起来『再要去掉这罪』就成为一种完全的不可能，――而然

后，恰恰正是那基督教，它通过『赎救和解』又将彻底地消除掉那『罪』，如

此彻底――仿佛这罪被淹没在大海里186。 

 

 

 

 

 

 

 

对于甲的附录 

然而这样罪不是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极大的罕发现象？ 

（道德）。 

 

                                                 
184 这里的“设定着的（ponerende）”是动词的现在分词。“设定（ponere）”是动词，但是作

为名词就是“正定（position）”，正定是肯定和设定的。 
185 “那作为一种『作为』的罪”：这里的第二个『作为』是“有所作为”的作为。 
186 见《弥迦书》（7：19）：“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

于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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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部分里指出了，那绝望变得越强烈，那么它在这个世界里就越罕见。

而现在我们知道，那『罪』是那『又一次在质定上强化了的绝望』，那么这罪

岂不就必定是完全地罕见的了么？惊奇的麻烦！那基督教把一切安置在『罪』

之下187；我们曾努力去尽可能严格地描述那『基督教的』，而然后就出现了这

个奇怪的结果，这个奇怪的结果――我们知道：那罪在那异教之中根本不存

在、而只存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中，而这无疑又一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这――但只在一种意义上――完全正确地是如此。“在通过一种来自上帝

的启示而明示出『什么是罪』之后，在上帝面前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或者绝

望地想要是自己”就是行罪，――并且无疑，如果要让一个人如此地得到了发

展、对自己如此透明而以至于这种情形能够在他身上发生，那么这无疑是罕见

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呵，我们无疑必须小心注意，因为这里是一

个特殊的辩证转折。『一个人不是绝望』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由『它在更强化

意义上不是绝望的』而得出的，――由此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们

所看见的是：大多数，绝大绝大部分人是绝望的，但处在一种绝望的低度。而

我们知道，在一种更高度上绝望也并没有什么好处。审美地看，这是一个长

处，因为美学的考虑只留意于那驱动力；但是在伦理上看那更强烈的绝望和那

更低级的相比，它距离那拯救就更遥远。 

那『罪』的情形也是如此。被『无差异－辩证地』定了性，大多数人的生活相

距那『善的』（那信仰）如此之远，以至于这种生活几乎就是太『无精神的』

而不能被称作是『罪』，是的，几乎就是太『无精神的』而不能被称作是『绝

望』。 

现在，『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罪』无疑远远地不是什么优越性。但是在另

一方面，一种生活如此地『沉陷在轻浮琐屑性、沉陷在浅薄愚蠢的对“那些其

他人”的模仿中』，以至于我们几乎就不能说这种生活是太『无精神的』而不

能被称作是『绝望』，它只配象圣经中所说的188“被吐出去”，――在这样一

种生活里，天知道我们应当在那里才能够找到一种本质的『罪的意识』（并且

看，这种本质的『罪的意识』无疑是那基督教所想要拥有的）。 

然而在这里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那罪的辩证法只是以另一种方式

来狩猎。就是说，这情况是怎么会发生的：一个人的生活变得如此『无精神

的』，就是说，仿佛那基督教在与之的关系中就根本无法被设置，如同一个起

重器（并且正如一个起重器，基督教的高尚化便是如此）无法被运用，因为那

地方没有坚实的地基而只是沼泽和稀泥地；――这是怎么会发生的？难道这是

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什么东西么？不，这是那人自己的错。没有什么人是生来

就带有『无精神性』的；并且不管有多少人是在死亡中将之作为那生命的唯一

收获物而一同带走，――这不是生活的错。 

然而，这必须被说出来，并且尽可能地坦白：那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在之中所

有人这样成千上万地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基督徒；于是在那之中有着多少人就有

着多少基督徒，恰恰是同样多的数目）不仅仅是那『基督教的』的一个糟糕的

版本――充满着导致歧义的印刷错误和思维匮乏的遗漏和混杂，而且也是一种

对之的滥用――它以一种轻慢不敬的态度妄用了那基督教。在一个小小的国家

                                                 
187 见《加拉太书》（3：22）：“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

给那信的人。” 
188 《启示录》（3：16）：“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Kommentar [京不特31]: Hengesæk 



里，一代人中至多也许能出现三个诗人，但是有着太多教士，远远地供过于

求。如果是相对于一个诗人，人们谈论关于『有某种呼唤』；相对于『去成为

教士』，则这在人众的（也就是说基督教众的）观念中无疑是『去参加考

试』。然而，然而一个真正的教士是某种比一个真正的诗人还要更罕见的东

西，而“呼唤”这个词则本原地是属于那『信仰性的』。但是在『是诗人』的

关系上，人们在那『基督教界』里却还保存了一种这样的观念――关于这『是

诗人』是某种东西并且在那『有一种呼唤』中有着某种东西。而那『是教士』

则相反在人众的（也就是说基督教众的）眼中是被每一种崇高的观念遗弃了

的，――丝毫没有一点神秘的东西、in puris naturalibus（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

地189）是一种职业行当。“呼唤”意味了一个职位；人们谈论去得到一个『呼

唤』；然而关于『有一个呼唤』――是的这也被谈及，关于一个人有一个『呼

唤』要给出。 

唉，这个词在那『基督教界』的命运仿佛是在整个那『基督教的』上的一个格

言。那『不幸』，不是那『基督教的』不能被说出来（如此那不幸也不是『没

有足够的教士』）；而是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说出来，以至于最后在那人众之

中被想到的东西都与之无关（正如那『是教士』的情形，人中对之的想法最终

和那『是商人、事务代理人、订书匠、兽医等等』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这

样那『最高的』和『最神圣的』根本就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而只是听起来

象某种『现在已经这样地――上帝知道是为什么――成为了习俗』的东西――

一如许多别的东西。那么，在对于这自知之明――『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无法辩

护的』――的匮乏中，人们去『觉得为基督教辩护是必要的』，――这又有什

么可奇怪的呢。 

我们知道，一个教士无疑应当是一个信仰着的人。而一个信仰着的人！一个信

仰着的人无疑是一个恋爱者；是的，那在所有恋爱者中的最深恋者，在心灵热

情的方面看，如果和一个信仰着的人相比，那从根本上说他还只能是作为一个

小伙子。让我们设想一个恋爱者。不正是这样么，他想要能够去整天从早到晚

地――只要天还亮着、乃至也带上夜晚――去谈论他的恋爱。但是，难道你会

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他身上、难道你会认为他可能会去这样做、难道你不

觉得这样的谈论对于他是一种最会引起嫌恶的东西：如果我们说他以三个理由

来努力证明，在恋爱状态之中还是有着某种东西；――这就差不多如同那教士

以三个理由证明，祷告是有好处的，这样也就是说：这『去祷告』已经一落千

丈地跌价了，以至于必须有三个理由来起到为之回升一小点名誉的作用。或

者，如同那教士――而这其实是同样的东西、这不过更可笑而已――以三个理

由证明，祷告是一种超越所有理解力的极乐至福。呵，无价的高潮突降

（Anticlimax）190，『某种东西超越所有理解力』要用三个理由来证明；这三个

理由――如果它们还算是有用的话，那么无疑不是去超越一切理解力，而相反

是必须去使得那理解力对之明了：这种极乐至福决不超越所有理解力，因为

“理由”恰恰是那理解力的范围之内的东西。不，对于那『超越一切理解力的

东西』来说，――并且对于那相信这说法的人来说，三个理由并不比三只瓶子

或者三头鹿意味了更多！现在让我们继续，难道你认为会发生『那恋爱者去为

                                                 
189 也就是说“毫无掩饰地”。 
190 这里 Anticlimax 和笔名“安提克利马库斯”无关，而是指“反高潮”――“从有重大意义的

内容突然转入平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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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恋爱辩护』这种事么，――就是说，他去承认，它对于他不是那『绝对

的』、无条件地是那『绝对的』，而他去将它和各种反对它的批驳辞归集在一

起去考虑并且由此而让辩护词出现；就是说，难道你认为他能够并且想要承认

他不是在热恋之中、声称他不是在热恋之中吗？并且，如果有一人建议一个恋

爱者去如此说，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就会把那个人看成脑子有病吗；而如果他

在恋爱之前曾经也是多多少少的观察者，难道你不认为他将会怀疑那对他作出

如此建议的人是不是从不曾知道过什么是恋爱或者想要让他通过『为他的恋爱

辩护』来背叛或者否定这恋爱。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如果一个人真正地是在恋

爱，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去用三个理由来证明或者辩护；因为他是所处的情形是

一切理由和任何一个辩护都及不上的：他在恋爱中。而那去辩护的人则没有在

恋爱状态中；他只是声称自己恋爱，并且不幸地――或者说幸运地――如此愚

蠢乃至去声称自己不是『没有在恋爱状态中』。 

但是那基督教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谈论的――被那些信仰着的教士们这样谈

论，要么人们“捍卫辩护”那基督教，要么人们将它转入到那些“理由”之

中，――如果人们还算没有再进一步胡捣去思辩地“理解”它的话；这被说成

是『去布道』，并且在那『基督教界』里人们将『有人如此地布道并且有人因

此去听它』看成是一种大事。这就是为什么那『基督教界』（这恰恰就是对之

的证明）远远地不是那『它所称谓自己的东西』，因为那大多数人的生活，从

基督教的角度理解看，还仍是太『无精神的』而在基督教的严格意义上甚至都

无法被称为是『罪』。 

 

  

  

 

 

 

 

 

乙 

 

 

那『罪』的继续 

 

 

 

『罪』之中的每一个状态都是新的罪；或者如那能被更确切地表达出的并且将

在后面的文字中被表达出的，『罪』之中的那状态是那『新的罪』，是那

『罪』。这在那『罪者』看起来可能是一种夸张；他至多把每一个现实的191新

罪认识为一种新的罪。但是，永恒性记着他的账目，这永恒性必定把『罪』之

中的那状态记作新的罪。它只有两个标题，并且“一切不是出自信仰的东西是

                                                 
191 这里的这个“现实的（aktuel）”是『现实－潜能』关系中的“现实”。 



罪192”；每一个未悔过的罪是一个新的罪，并且每一个瞬间它未得以悔过，是

一个新的罪。但是，相对于其『关于他自己的意识』具备着连续性的人是多么

地罕见！通常人们只是一时一刻地意识到自己、在那些重大的决定上意识到自

己，但是那日常的则完全没有被考虑在内；这样地一个星期一次一小时，他们

是这样的精神，――很明显，这样地『去成为精神』实在是一种相当地兽性的

方式。然而那『永恒性』则是那本质的连续性，向人要求这种连续性，或者要

求这个人应当意识到作为『精神』的自己并且具有信仰。相反那罪者则是如此

地处在那罪的力量中，乃至他对它的整体定性彻底没有概念，乃至他处在那迷

失的歧路上。他只是估计每一个单个的新罪，而通过这新的罪他好像就是得到

了沿着那迷失之路向前的新的速度，完全就好像他在那之前的瞬间并没有带着

从前的各种罪的速度在这条路上走。于是那罪对于他就变成了很自然的，或者

那罪成为了他的第二本性193，这样他就会觉得那『日常的』完完全全地是处在

其自身条理之中，并且只有在他每次通过新的罪――如果这样说――得到一种

新的速度的时候，他才自己在一个瞬间之中停一下。在那迷失之中他是盲目

的，他看不见这一点：他的生活没有去通过『在那信仰之中面对于上帝』而具

有那『永恒的』的本质的连续性，而是拥有了那罪的连续性。 

然而“那罪的连续性”，――那罪不恰恰是那『不连续的』么？看，在这里它

又出现了，这种关于『那罪仅仅是一种否定』的说法，――它永远也无法赢得

其合法地位，正如人们无法使得那贼赃合法化，一种否定、一种想要『去继续

自身』的无力的尝试，然而它――在绝望的『对抗』中承受着『虚弱』的所有

剧痛――却没有达成这『继续』的能力。是的，思辩地看它便是如此；而基督

教地看，那罪（这必须被信仰，――既然它是那悖论性的，我们知道，没有人

能够理解）是一种『正定』――这正定从自身之中发展出一种越来越设定着的
194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的增长规律也是完全不同于一种『债务』的或者一种『否定』的增

值。因为一种债务不会因为它没有被偿付而增长，它因为每一次欠更多而增

长。但是在人没有走出罪的每一瞬间，那罪都在增长。那罪者只把每一个新的

罪看成是那罪的增长，这是谬之千里了，而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在罪中的状

态是更大的罪、是那新的罪。甚至有一个谚语说,『行罪』是人的，但逗留在罪

中是魔鬼的；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这个谚语无疑必须以另一种方式理解。

那种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考虑――它只看那新的罪并且跳过那位于之间的部分，

是一种表面肤浅的考虑，正如一个人想要假设一列火车只在每次那蒸汽机头喷

汽的时候运动。不，这喷汽和那随之而来的驱动从根本上说不是那要考虑的东

西，而这里的关键是那平均的速度，――那火车头以这样的速度运行并且这速

度导致那喷汽。而那罪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最深刻的意义上那罪之中的状态是

罪，那些单个的罪不是『那罪的继续』而是『那罪的继续』的表达；只是在那

单个的新的罪中，那罪的速度更感性地被注意到。 

                                                 
192 《罗马书》（14：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

于信心的都是罪”。 
193 “本性（Natur）”也就是自然。Natur 这个词，一般来说，如果是外在的，就翻译为“自

然”而内在的则翻为“本性”。 
194 前面有过注脚。这“设定着的（ponerende）”是动词的现在分词。“设定（ponere）”是动

词，作为名词就是“正定（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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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罪之中的状态比起那些单个的罪是那更恶化的罪，是那罪。并且同样也是这

样理解，那罪之中的状态是那罪的继续，是新的罪。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以另

一种方式理解，人们将之理解为『一个罪从自身中繁殖出新的罪』。但是这种

说法有着其更深远的根子，这就是：那罪之中的状态是新的罪。莎士比亚让麦

克白所说的（第三幕第二场），――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杰作：Sündentsprossne 

Werke erlangen nur durch Sünde Kraft und Stärke.（从罪中萌发出来的作品只通过

那罪而获得驱动和力量）。195这就是说，那罪在其自身之中是一种连贯性，并

且在那『恶的』的这种自身连贯性196之中，它有着其特定的力量。但是，如果

我们只留意于那些单个的罪，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看法。 

那大多数生活着的人无疑具备了太少关于他们自己的意识，乃至他们不具备一

种关于『什么是连贯性』的观念；这就是说，他们不是 qua（依据于其特质

自）『精神』而存在197。他们的生活，――要么是在一种特定的孩子气的、可

爱的天真性中，要么在琐碎无聊中――，以这样的某种行动、某种事件、这个

或者那个构成；这一时他们作出某种『善的』、下一时由作出某种『荒唐

的』，并且他们又如此地重新开始；这一时他们在一个下午是绝望的、可能是

三个星期，而然后他们就又是快乐的家伙，而然后又是一天时间的绝望。可以

这样说，他们在生活中参与地游戏着，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把一切安

置在一中』198、从来也没有达到那关于『一种无限的自身连贯性』的观念。所

以在他们之间总持恒地只是在谈论那『单个的』，――各种单个的『善的作

为』、单个的『罪』。 

每一种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的存在，虽然它只是立足于自己的责任和报

应，它本质地有着在自身中的连贯性和在那『更高的』――至少是在一种理念

之中的连贯性。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又无限地畏惧每一种『不连贯性』，因为他

对于『那后果将会成为什么』有着一种无限的观念，――他能够被从那『整体

的』之中割裂出来，而在这种『整体的』之中他有着他的生活。那最小的不连

贯性也是一个巨大的失落，因为――我们知道――他失去了连贯性；在同一瞬

间，那魔法也许是解除了，那种充满秘密的力量――本来它将所有各种驱动力

捆绑在谐和之中――消褪了，那弹簧松弛了，那整个也许是一种混沌――在之

中各种驱动力在暴动中相互斗争――向着那自我的痛苦，但是在这种混沌之中

丝毫没有任何与自身的一致性，没有速度，没有 impetus（速度）。那巨大的机

器――在那『连贯性』之中它是如此地容易操纵于它的钢铁力量、如此灵活于

它的所有驱动――处于不正常运作；并且这机器本来越是精良、越是令人赞

叹，那么现在那大骚乱就越是可怕。那信仰着的人――就是说他是依据于那

『善的』的连贯性并且在之中拥有其生命，他有着一种对于哪怕是最小的罪的

无限的畏惧；因为他所面对的失落将是无限的。那些直接的、那些孩子气的或

者孩童似的人们没有什么『整体的』可以失去，他们只是在那『单个的』之中

持恒地失去和赢得，或者只是在持恒地失去和赢得那『单个的』。 

                                                 
195 基尔克郭尔读的莎士比亚是德译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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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通常的版本里应当是第三幕第三

场。英文版原文为：“Things bad begun make strong themselves by ill.” 
196 “Conseqvents i sig”。 
197 就是说“他们不是依据于『精神』的特质而存在”或者“他们不是作为『精神』而存在”。 
198 “把『一切』安置在『一』中“。 



但是相对于那罪的自身连贯性，正如那『信仰着的人』的情形，那对立面的情

形也是如此――那『魔性的』。正如那酗酒者日复一日不断地保持那沉醉状

态，那是出于对于那『中止』、对那即将出现的『迟钝』及其可能的后果的畏

惧――如果它变得完全清醒的话；那『魔性的』正是如此。是的，如同那『善

的人』，如果一个人诱惑地走向他，以某种引诱的形态描述着那罪，那么他就

会请求这人“不要诱惑我”；如此，我们在那『魔性的』那里无疑也有着对于

完全相同的情形的例子。如果那『魔性的人』直接面对着这样一个人――这人

在那『善的』上比他更强，那么在这人想要对他描述那『善的』关于它所有受

祝福的崇高伟大时，他会为自己请求，他会带着眼泪请求这人不要对他说，不

要――如他所说――使得他变得虚弱。这是因为这样一个『魔性的人』在其自

身和在那『恶的』的连贯性之中是连贯的，正是因此，他所面对的失落也将是

一种整体。哪怕是一个唯一的『出离了他的连贯性』的瞬间、哪怕是一个唯一

的饮食上的不小心、一个唯一的『向旁边一瞥』、一个瞬间――在之中那『整

个』或者『整个中的部分』被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或者理解了，都能导致这失

落；并且他可能就不再成为他自己，――他说。这就是说，那『善的』已经被

他绝望地放弃了，这种『善的』对他还是达不到什么帮助；但它却无疑可以骚

扰他，使得他不再可能去完完全全地让那连贯性进入全速，使得他虚弱。只有

在那罪的继续之中他才是他自己，只有在那之中他才生活着并且有着对自己的

印象。但是这说明了什么？这就是说：那罪之中的状态就是那――深深地在他

所沉陷的地方――通过其连贯性维持着他并且亵神地为他提供力量的东西；那

帮助他的不是那单个的新罪（是的这是可怕地使人发狂的！），而那单个的新

罪只不过是那『罪之中的状态』的表达――而『那罪之中的状态』从根本上是

那罪。 

于是，就我们现在要论述的“那罪的继续”，我们并不象对『那罪之中的状

态』那样去对『那些单个的新罪』考虑很多，――『那罪之中的状态』又成为

那罪在其自身之中的强化，一种对之有意识地在『那罪之中的状态』之中的

『继续驻留』；这样，那『剧烈化』中的运动的规律在这里正如在一切别的地

方是内向的，――在越来越强烈的意识之中。 

 

 

 

 

 

A 

那罪――『对于自己的罪绝望』 

 

罪是绝望；那『剧烈化』是那新罪――『对于自己的罪绝望』。这里也很容易

看出：这是一个『剧烈化』的定性；这不是一个新的罪，如同一个人一次偷了

100 块钱，另一次偷了 1000 块钱。不，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单个的罪；那罪之中

的状态是那罪，并且这个罪在一种新的意识之中被强化。 



『对于自己的罪绝望』表达了：那罪已经或者想要在其自我之中变得连贯。它

不想要去和那『善的』发生什么关系，不想要是虚弱到偶尔去听从别人的说法

的程度。不，它只想要听它自己，只想要和自己有关系，以自己将自己关闭起

来，是的将自己关闭在又一个『内闭空间』之中，并且通过那对于罪的绝望而

保障自己去防范那『善的』的每一个袭击或者努力。它有意识地砍断它身后的

桥，这样它对于那『善的』就是不可及的并且那『善的』对于它也是不可及

的，于是即使它会在一个软弱的瞬间自己想要那『善的』，那『善的』在那时

则是不可能的了。那罪本身是对于那『善的』的隔绝，而那对于罪的绝望则是

再一次的隔绝。自然，这种情形从那罪之中拷逼出那『魔性的』的终极力量，

赋予它那亵神的坚韧性或者刚愎性：必须去连贯地把一切『叫做悔的东西』、

『叫做慈悲的东西』不仅仅是看作空虚和废话，而是看作自己的敌人，看作那

种在一切之中人们最防范的东西，完完全全地如同那『善的人』防范那诱惑。

如此理解的话，那是靡菲斯特（在《浮士德》中）一个正确的台词：没有什么

东西比一个绝望的魔鬼更悲惨的了199；因为，这里的这个『去绝望』必须被理

解为想要『是足够地虚弱』以至于去听某种关于『悔』和『慈悲』说法。要去

标示『那罪』和『对于那罪的绝望』之间的那种关系中的『剧烈化』，我们可

以这样说：首先是和那『善的』的决绝，其次是和那『悔』的决绝。 

对于那罪的绝望是一种『通过沉陷得更深来维持自己』的尝试；正如那在浮空

器中上升的人，他通过扔掉重量来上升，如此也是那绝望者下沉的方式――他

通过越来越确定地从自己身上扔掉所有那『善的』（因为那『善的』的分量是

向上升的力），他沉陷，无疑他自己认为是在上升――我们知道，他也就变得

更轻松了。那罪本身是那『绝望』的挣扎；但是之后，在那些驱动力量被耗尽

的时候，就必须再有一次新的剧烈化，一次新的魔性的『在自身之中的关

闭』，――这就是『对于那罪的绝望』。这是一种进展，一种在那『魔性的』

之中的上升，自然也就是在那罪之中的深化。这是一个尝试：去通过在这时将

永恒地决定了一个人『不愿再听见任何关于悔和关于慈悲的说法』，――通过

这样的决定而把立场和兴趣作为一种权力赋予那罪。然而那『对于那罪的绝

望』却恰恰意识到自己的空虚，意识到它不具有任何值得去为之生活的东西，

甚至他自己的自我在对此的那观念之中都根本无法作为值得去为之生活的东

西。那麦克白所说的（第二幕第二场）是一句心理学造诣极深的台词：（在他

谋杀了那国王之后――并且这时在为自己的罪而绝望）von jetzt giebt es nichts 

Ernstes mehr im Leben; Alles ist Tand, gestorben Ruhm und Gna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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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那造诣极深之处在于那最后的词汇中的那种双向回音（Ruhm und 

Gnade〈荣誉和慈悲〉）。通过罪，就是说，通过对于那罪而绝望，他失去了

与那『慈悲』的每一个关系――并且也失去了和自己的关系。他的自私的自我

在野心之中达到顶峰。我们知道，这时他已经成为了国王，然而在他对于自己

                                                 
199 见歌德《浮士德》第 3116 行诗句。 
200 引文是德文译本的，由 A.W. v. Schlegel 和 L. Tieck 翻译。《麦克白》，通常译本为第二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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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mentar [京不特36]: Holdning og 

Interesse 



的罪、关于201『悔的现实性』和关于『慈悲』而绝望时，他也失去了他自己，

他甚至不能够为自己而将这情形维持下去，并且他远远地不可能去在野心之中

享受其自我，恰恰正如他远远地不可能去抓住那慈悲。 

 

在生活中（只要对于那罪的绝望在生活中出现；但是每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都

有某种被人们如此称呼的东西出现）通常对于这种『对于那罪的绝望』会有错

误的理解，想来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普遍地只和轻率、思维匮乏和纯粹的

琐碎无聊发生关系，并且因此为每一个对某种『更深刻的东西』的表达而正当

地变得完全庄重起来并且恭敬地为之行脱帽礼。要么是在对自己和对『自己的

意义』的困惑的不明确性中，要么是带有一种虚伪的气息，要么是借助于一切

绝望所都随身具备的那种狡智和诡辩，那『对于那罪的绝望』并非是不倾向于

去为自己给出一种『是某种善的』的表象。这样它就要表达出：这是一种深刻

的本性，所以才如此在意自己的罪。我将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投身到了某

种罪之中而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抵抗了那诱惑并且战胜了，――如果这个人

走了一段回头路并且重新又沉陷在那诱惑之中；那么，这时所出现的那种阴沉

绝非总是对于那罪的悲哀。它可以是许多别的东西；就此而言，它可以是对管

理的怨恨，仿佛是这管理使得他陷于诱惑，仿佛这管理不应当对他这么苛

酷――既然他现在已经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胜利地抵制了诱惑。但是所有这

样的情形都是那完完全全的女人式的娇气，――想当然地把这种悲哀当成好

事，根本不注意到在所有激情性之中的那种两面性；而这情形又是那种不祥的

东西，它能够使得那心灵激荡的人这在之后的一刻中――几乎趋向疯狂状

态――明白：他所说的东西正和那他所想要说的东西正相反。一个这样的人可

能在越来越强的表达之中宣称，它是怎样地煎熬折磨他的，――这种复发倒退

的情况，它是这样将他带向绝望，“我为此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他说。而

这一切应当是表达出：有多么多『善的』驻留在他身上，他有着怎样深刻的本

性。这是一种有意的神秘化。在这描述中我特意这个关键辞出场“我为此永远

也不会原谅自己”，一个通常恰恰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听见的用辞。恰恰是在

这个用辞上，一个人也就马上能够辩证地感到心安理得。他为此永远也不会原

谅自己，――但是如果现在上帝会就此原谅他，那么他无疑还是能够具备这种

善良去原谅自己。不，他的『对于那罪的绝望』，并且最多的情形恰恰是他在

那表达词的激情里越发地暴怒――他通过那种激情（这是他考虑得最少的）而

揭发出他自己，――在他为『他会如此去行罪』而“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的

时候（因为相比于那种『请求上帝原谅』的悔过的痛心疾首，这种说法差不多

就是恰恰相反的情况），他的这种『对于那罪的绝望』远远地不是那『善的』

的定性；它是罪的一种更强化的定性，其强化是在罪中的深化。这里问题的关

键在于：在他成功地抵制了那诱惑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眼里变得比『他在事

实上所是的』更好，他变得为自己骄傲。这时，这种骄傲的好处在于，那『过

去的』必须是某种完全地过去的东西。但是，在那复发倒退的情形里，那过去

的突然又重新变得是彻底现时的了。这种旧事重提是他的骄傲所无法容忍的，

而由此引出这种哀痛，等等。但是这种哀痛的定向是明显地背离上帝的，一种

隐藏的自爱和骄傲，而不是谦卑地以此作为开始：谦卑地感谢上帝――长久地

                                                 
201 这里是一个 om（关于／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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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mentar [京不特38]: Nei, hans 

Fortvivlelse over Synden, og meest netop jo 

mere den raser i Udtrykkets Lidenskab, 

hvorved han (hvad han mindst tænker paa) 

angiver sig selv, naar han "aldrig vil tilgive 

sig selv", at han saaledes kunde synde (thi 

denne Tale er noget nær det Modsatte af 

bodfærdig Sønderknuselse, der beder Gud 

om at tilgive), er meget langt fra at være en 

Bestemmelse af det Gode, den er en 

intensivere Bestemmelse af Synd, hvis 

Intensitet er Fordybelse i Synd. 



帮助了他去抵制诱惑、在上帝和自己面前认可这已经是远远超过他所应得的

了，然后使自己谦卑于那回忆之中――回忆他从前曾经是怎样的。 

在这里，正如在一切别的地方，那些古老的陶冶之书所阐释的东西是那样地深

刻、那样地历尽沧桑、那样地起着指导作用。它们教导说：上帝有时候允许那

信仰着的人在某种诱惑中蹒跚跌绊，――那是为了羞辱他而由此使得他更坚定

地站立在那『善的』之中；在那『复发倒退』和那『在那善的之中也许是明显

的前进』之间的对立是如此地羞辱，那与自身的认同是如此地痛楚。一个人越

是好，那么他在那单个的罪中所承受的痛苦自然也就越深刻，并且也就越危

险――如果他没有作出正确的转向――甚至连那最细微的一丁点不耐烦都是危

险的。他可能因为悲哀而沉陷在那最阴暗的『沉郁（Tungsind）』之中，――

并且一个来自牧师的傻瓜差不多就会惊羡他深刻的灵魂，以及那『善的』在他

身上有着怎样的力量呵――仿佛这种沉郁是出自那『善的』。而他的妻子，是

的她觉得自己去和这样一个严肃而神圣的人相比有着深深地羞愧，――这样一

个能够如此地为那罪而悲痛的人。也许他的言谈也更加迷惑人，也许他不说

『我永远也不会为此原谅自己』（仿佛他也许在从前原谅过自己的诸罪；一种

对上帝的亵渎），不，他说的是，『上帝永远也不会对此原谅他』。唉，而这

只是一种有意的神秘化。他的悲哀、他的担忧、他的绝望是自私的（正如那罪

的恐惧――它有时几乎使得一个人在罪中感到恐惧，因为它是自爱――它想要

为自己骄傲：『没有罪』）――并且『安慰』是他所最不需要的，这也就是为

什么那些安慰理由――由那些牧师指示出的那极其大量的安慰理由――只是使

得这病症更恶化。 

 

 

 

 

 

 

B 

那罪――『关于202诸罪之赦免的绝望』 

（愤慨） 

 

 

这里，在那关于自我的意识中的『剧烈化』是对于基督的『知』，一个直接面

对基督的自我。首先出现的（在前一个部分）是对于『有一个永恒的自我』的

无知性；然后是关于『有一个自我――在之中有着某种永恒的东西』的知识。

在这样的基础上（通过那向第二个部分的过渡）显示出了这种区别是被包括在

                                                 
202 基尔克郭尔原注： 

人们注意『对于（over）罪的绝望』和『关于（om）罪的赦免的绝望』的那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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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一个自我之中――这个自我有着一种关于它自身的『人的203观念』或者

人是这个自我的目的。那与之的对立面是：一个直接面对上帝的自我，而这个

自我被作为那对『罪』的定义的立足基础。 

现在，一个自我直接地出现在基督面前，一个自我――它还仍旧是绝望地不想

要『是它自己』或者绝望地想要『是它自己』。因为『关于那些罪的宽恕的绝

望』必定是可以归溯于要么这一个要么那一个『绝望』的形式阐述，那『软弱

性』的或者那『对抗』的；那『软弱性』的――它愤慨地不敢去信仰，那『对

抗』的――它愤慨地不想要去信仰。只有在这里，『软弱性』和『对抗』的情

形（既然我们知道这里所谈不是关于仅仅就去『是自己』而已，而是关于在

『是罪者』的定性中去『是自己』，就是说去『是在其不完美性的定性中的自

己』）是和通常本来的情形相反。本来『软弱性』是绝望地不想要『是它自

己』。在这里如此的则是『对抗』；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不想要是它自

己』是『对抗』，――它不想要是那『一个人所是的』、不想要是罪人，并且

以此为基础而想要去使得那『罪的宽恕』成为不必要。本来『对抗』是绝望地

想要『是它自己』。在这里，这『绝望地想要是它自己』是那『软弱

性』，――去这样地是罪人：不存在宽恕原谅。 

一个直接地在基督面前的自我是一个通过那对上帝的非凡承认而得以强化了的

自我，一个通过那非凡的强调而得以强化了的自我――这强调通过这一事实而

落在那自我身上：上帝也是为了这个自我的缘故而去让自己被出生、成为人、

患难、死亡。正如前面的文字中所说：『上帝观念』越多，『自我』就越多，

而在这里也同样如此:『关于基督的观念』越多,『自我』就越多。一个『自我』

质定地是它的衡量尺度所是。『基督是那衡量尺度』，――这是在上帝的见证

下得到了肯定的表达――对于『一个自我有着怎样的巨大意义』的表达；因

为，只有在基督身上这才成为真实：上帝是人的目的和衡量依据，或者衡量依

据和目的。――但是，那『自我』越多，那『罪』就越强烈。 

从另一方面也能够显示那罪之中的剧烈化。罪是绝望；那剧烈化是对于那罪的

绝望。但是现在，在罪的宽恕之中上帝提供了那和解。然而那罪者绝望，并且

绝望得到了一个进一步更深的表达；现在它以一种方式使自己去和上帝发生关

系，并且这却恰恰因为它又进一步背离得更远、又进一步更强烈地投入在那罪

之中。在那『罪者』关于『那些罪的赦免』而绝望时，这几乎就仿佛是他在直

接地走近上帝，这听起来就仿佛是对话性的，――这个：“不，『对那些罪的

宽恕』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不可能性』”；这看起来就如同一场面对面的

博斗。但是为了能够这样说、为了能够被听见，这个人却必须使自己保持一种

对于上帝的『质定的更远距离』，并且为了能够这样 cominus（贴身战地）斗

争，他就必须是 eminus（保持距离的）；精神的生存是如此奇怪地在一种声学

的意义上构成的、如此奇怪地有着距离的比例关系。为了使得这个『不』能够

被听见――这个『不』以一种方式要和上帝搏命，一个人必须尽可能远地保持

对上帝的距离；对上帝的最大无礼冒犯（Nærgaaenhed
204）是最大距离地远离；

为了能够对上帝冒犯无理，这人就必须远离；如果一个人向他更靠近，那么这

                                                 
203 这里的这个“人的”是形容词，就是说，“从人的立场上看的观念”。 
204 丹麦语的这个“无礼冒犯（Nærgaaenhed）”这个词是由三个部分 Nær（接近）、gaaen

（走）和名词性后缀 hed。同样，后面的这个形容词（也可为副词）“无礼冒犯

（nærgaaende）”，则是由三个部分 Nær（接近）、gaa（走）和现在分词性后缀 ende。 



个人就不能是冒犯无理的，而如果一个人是冒犯无理的，那么这个人就 eo ipso

（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205，这意味了，这个人就远远地离开的。呵，直接面

对着上帝的『人的』206虚弱！如果一个人对一个高高在上的显贵无礼冒犯，那

么可能这个人会被扔得离他远远的作为惩罚；但是为了要去对上帝无礼冒犯，

那么这个人就必须跑得离他远远的。 

在生活中我们通常能够看见这种罪的错误（关于那些罪的宽恕的绝望），特别

是在那人们取消了那『伦理的』的时代里，这样我们很少听见或者从来没有听

见过一个健康有益的伦理词汇。『关于那些罪的宽恕而去绝望』被美学－形而

上学地高度评价为一种深刻本性的标志，差不多就如同人们会把『一个孩子是

调皮的』看成是这个孩子有一种深刻本性的标志。总的说来，这样的事实让人

无法相信：自从人们在人和上帝的关系中取消了那个『你应当』――这是那唯

一的规章，怎样一种错乱进入了那『宗教的』。在那『宗教的』的每一个定性

中都应当带有这个“你应当”；在这个“你应当”的位置上，人们幻想性地使

用了『上帝－观念』或者关于上帝的观念来作为在那『人的』重要性中的一种

成分，――以去直接地在上帝面前变得对自己重要。正如在政治生活207中，人

们通过去属于那反对派而变得对自己重要，并且也许会到了最后只是为了有某

种反对的东西而希望有一个统治机构；以这样的方式，一个人最后不想要取消

上帝――仅仅是为了通过作为对立面而变得对自己重要。并且所有那在旧日里

被带着恐怖地看成是『亵渎上帝的放荡不羁』之表白的东西，现在成为了天才

的，成为了深刻本性的标志。在旧日里叫做“你应当信仰”，简洁明了，尽可

能地头脑清醒；――现在则『不能够』是天才的并且是一种深刻本性。这文字

叫做“你应当相信罪的宽恕”，并且那对之的唯一解说辞就是：“如果你不能

够，那么你将发生不幸；因为如果一件事是一个人应当做的，那么这件事就是

这个人能做的”；现在『不能去信仰它』是天才的并且是深刻本性的标志。那

『基督教界』所得出的多么漂亮的结果！如果人们听不见一个关于基督教的

词，那么人们还不会――在那异教世界中人们就从来没有――是如此地自欺欺

人；但是，那些基督教的观念如此非基督教地被悬浮在空气之中，――借助于

这个事实，这些观念被用于那最强化了的厚颜无耻――如果它们还没有被以别

的但同样是不检点的方式滥用的话。因为，赌咒无疑在那异教世界之中不是一

种习俗、而相反则很根本地在那『基督教界』中有着其归宿，――难道这还不

够讽刺性么？那异教带着一种特定的惊惧心、带着对于那『神秘的』的怯惧、

通常是带着高度的庄重去提及上帝的名；而在那『基督教界』中，上帝的名无

疑是那在日常言谈中出现得最多的词，并且无条件地是那被想到得最少而被使

用得最随便的词，因为那可怜的被启示出来的上帝（他是足够地不小心和不聪

明，以至于去成为被启示出来的，而不是保持使自己隐密――如同那上层社会

的人们一贯行为）成了那整个人民所太熟悉了的人物之一，――人们通过偶尔

地上几次教堂来帮他一个超级的大忙，因此人们在这方面被那教士称赞――教

士看在上帝的份上为『有荣幸得到来访』而感谢一个人、授予这个人『虔诚』

这个头衔，而相反多多少少地去讥刺那些从来不向上帝显示『去教堂』这种荣

耀的人。 

                                                 
205 “那么这个人就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而远远地离开”。 
206 “人的”在这里是形容词。 
207 对丹麦文进行直译的话为“国家生活”。 



这罪――『关于那诸罪的赦免的绝望』是愤慨。犹太人在这件事上完完全全是

对的208：他们对基督愤慨，因为他想要宽恕诸罪。如果一个人不是『信仰着的

人』（而如果是的话，我们知道，那么他就会相信基督是上帝），然而他不去

为『一个人想要宽恕诸罪』而感到愤慨的话，那么他的情形就包含了一种异乎

寻常地高度的『无精神性』（这就是说那种通常存在于基督教世界里的）。其

次，如果他不去为『罪是能够被宽恕的』而感到愤慨的话，那么他的情形就包

含了一种同样异乎寻常地高度的『无精神性』。这对于『人的』理解力来说是

一切之中最不可能的――我并不为此就把『不能够去信这个』称赞为天才性；

因为这应当被信仰。 

在那异教世界中，这种罪自然是无法存在的。如果那异教徒能够具有那关于罪

的真实观念（这是他所不能够的――既然他缺乏那『上帝－观念』），那么他

至多只会对于自己的罪绝望，而无法走得更远。是的，还有就是（并且，一个

人能够去让『人的』理解力和思维去作出的一切认可都在这之中），人们必须

赞美那真正达到了这一点的异教徒：他不是对于世界绝望、不是在通常的意义

上对于自己绝望、而是对于他的罪绝望。209从人之常情上说，那之中同时包含

着『思想深刻』和『伦理上的定性』。没有什么人就其本身能够达到比这个更

远了，并且也很少有一个人达到象这个一样远。但是从基督教的立场上看，一

切都改变了；因为你应当相信那诸罪的赦免。 

那么，考虑到罪的赦免，那『基督教界』又处在什么位置上呢？是的，那『基

督教界』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关于那诸罪之赦免的绝望』；这说法却要如此

地去理解：它是如此地落后，乃至那状态根本还没有被揭示为这一种绝望。人

们还没有达到关于那罪的意识，人们只认识那种也是异教世界所认识的罪，幸

福美满地生活在异教的安全性之中。但是通过这――『生活在那基督教界

中』，人们比在那异教世界中走得更远，人们向前并且自欺地以为这种安全

性――是的，在『基督教界』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是『关于那诸罪之赦免

的意识』，而那些教士则正是在这方面激励着教区信众。 

那『基督教界』的根本不幸其实就是那基督教，那关于『上帝－人』的学说

（有必要注意，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这是在那『悖论』和那『愤慨的可能

性』中得到保障）通过『不断又不断地宣教』而被妄用，以至于上帝和人之间

的『质定差异』以泛神论的方式（首先是阳春白雪地思辩性的，而之后则是下

                                                 
208 参见《马太福音》（9，2-3）：“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

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僭妄的话

了。” 
209 基尔克郭尔原注： 

人们会注意到，在这里对于那罪的绝望被辩证地向这那信仰的方向地解读。这种『辩证的』是

（虽然这个文本只是把绝望作为那病症来论述），我们绝对不可忘记，它是在于：绝望也是那

『信仰』中的第一个环节。相反，如果那方向是背离着那信仰、背离着那『上帝－关系』，那

么对于罪的绝望就是一种新的罪。在那『精神之生活』中，一切都是辩证的。我们知道，以这

样的方式，『愤慨』作为被取消的可能性是那信仰中的一个环节；但是『愤慨』――如果它在

背离着那信仰的方向上――是『罪』。人们可以为此而责备一个人：他甚至不能够去对基督教

感到愤慨。如果人们是这样谈论的话，我们知道，人们是在把这『愤慨』作为某种『善的』来

谈论的。相反人们就必须说：『愤慨』是罪。 



里巴人地在大街小巷上210）被取消了。在大地上从来也没有什么别的学说曾经

象基督教这样实在地把上帝和人安置得如此接近；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只有上

帝能够这样做，而每一个『人的』构想则仍旧是一个梦、一种不确定的想象。

但是，也从来没有什么别的学说曾经如此谨慎地防范那一切『对上帝的亵渎』

之中最可怕的，那就是：在上帝作出这一步骤之后――然后这一步骤将被妄

用，仿佛上帝和人还是化为一体；――从来没有什么别的学说曾经象基督教这

样地对之进行防范――借助于那愤慨来对之进行防范。哀哉那些散漫的宣讲

者，哀哉那些随意的思想者，呜呼，哀哉所有那些师从于他们并且赞美他们的

依附者们！ 

如果在那存在之中应当维持有秩序――上帝是想要有秩序因为他不说那『迷

乱』的上帝――，那么首先就必须留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个的人，并且变

得去自觉到『是一个单个的人』。如果人们首先是被允许去跑到一起去成

为――那被亚里士多德称做是『动物定性』的――『群众』211，那么这种抽象

于是就（它不是少于『乌有』、少于那最卑微的单个的人，而是）被看作『是

某物』；那么在这种抽象成为上帝之前它不会维持很久 212。而之后，之后

philosophice（哲学地看）这关于『上帝－人』的学说被证明是正确的。正如人

们在那国家政治中懂得了『那群众压服国王而那舆论压服大臣』，以这样一种

方式人们最后发现：summa summarum（以总数而计）所有人压服上帝。然后这

被称作是那关于『上帝－人』的学说，或者说，上帝和人是 idem per idem（那

同样的于那同样的）。当然，在他们这种关于『那整代压倒那个体213』的学说

沉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成为了『那庸众就是上帝』的时候，许多参与了散布这

种学说的哲学家们带着厌恶转向离去了。但是这些哲学家们忘记了这却正是他

们的学说，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并不因为那些高贵者认为是如此，并不因为那

些高贵者中的优秀选手或者一个从哲学家们中特选出的圈子是这学说的化身，

这学说就会是更真实的。 

这就是说，那关于『上帝－人』的学说已经使那『基督教界』变得脸皮很厚。

这看起来几乎就仿佛是上帝过于虚弱。这仿佛就是他的情形如同那一个作出了

太多迁就的『善良的人』并且得到那『忘恩负义』的酬报。那开创出『上帝－

人』的学说的是上帝，而现在那『基督教界』恬不知耻地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

一种亲缘关系强加给上帝，于是那上帝作出的迁就所意味的东西差不多就等同

于『一个国王给出一个更自由的宪法』在目前所意味的东西，――并且人们无

疑知道这意味了什么：“他肯定是不得不这样做”214。这就仿佛是上帝处在困

境之中；这就仿佛是那聪明者有着他的道理――如果他对上帝说：你咎由自

取，为什么你去和『人』有这么多瓜葛呢？永远也不会有人在头脑中想到、永

远也不会有人在心中呈现出这样的观念：『在上帝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是应

当存在的』。是你自己使这种观念得以宣示，而现在你收获那果实。 

                                                 
210 “阳春白雪”可能是暗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泛神论；而“下里巴人”可能是暗示从黑格

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唯物主义。 
211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第三卷第二章）说，那被用来证明群众都要好过那些有才

能者的证据可以被用在动物上。 
212 有可能是指 David F. Strauss 的《Leben Jesu》（1836）。Strauss 认为『上帝－人』是人类。 
213 就是说：一代人盖掉一个人。 
214 这是基于当是丹麦的君主政治的历史背景. 



然而那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为自己作出了保障。它以那关于罪的学说开始。那

『罪』的范畴是那『单个性』的范畴。那罪是根本不能被思辩地考虑。就是说

在那概念之下有着那单个的人；我们无法去思一个『单个的人』，而只能思那

概念『人』。――正因此，那『思辩』马上着手于那关于那『整代人』在那

『个体人』上的优势力（Overmagt）；因为人们无法期待那思辩会承认那『概

念』相对于那『现实』的无能力（Afmagt）。――但是正如人们不能去思一个

单个的人，人们也无法思一个单个的罪人；人们能够思那罪（这样它就成为那

否定），但是无法思一个单个的罪人。然而正因此那罪的情形也就无法成为严

肃――如果这罪只将去被思。因为那严肃正是：你和我是罪人；那严肃不是总

体意义上的那罪，而那严肃的重音落在那『罪人』身上――这罪人是那『单个

的人』。相对于“那单个的人”，那『思辩』――如果它是连贯的――就必须

从根本上非常蔑视这『是一个单个的人』或者『是那无法被思的东西』；它必

须――如果它想在这的方向做什么的话――对那『单个的人』说：这就是那让

你浪费时间的东西么，去忘记它吧，这『是一个单个的人』就是『是乌有』，

去思――然后你就是全人类，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可能这敢情是一

个谎言，那单个的人和那『是一个单个的人』是那『最高的』。然而现在由它

吧。但是完全连贯地，那『思辩』也必须说：这『是一个单个的罪人』，――

这不是『是某物』，它是在那概念之下，不要去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等等。

而进一步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人也许不应当去『是一个单个的罪人』（正

如一个人被要求不要去『是一个单个的人』而去『思那概念人215』）而去『思

那罪』？而进一步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人也许通过去『思那罪』而成为

“那罪”――cogito ergo sum（我是故我在）？一个绝妙的建议！然而一个人甚

至根本不需要去害怕这样地成为那罪，那――纯粹的罪；因为那罪恰恰是不可

思的。这一点连那『思辩』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既然我们知道，那罪是从

那『概念』的出离216。但是为了不再 e concessis（在那迁就的基础上）辩论，

从关键上说那困难是另一样东西。那『思辩』并不去考虑到：相关于那罪，那

『伦理的』就被牵涉进来了，――这『伦理的』总是指向那相反于那『思辩』

所指的方向并且作出相反的步骤；因为那『伦理的』不从那现实性中抽象出

来，而是在那现实性中深化下去，并且本质地借助于那被思辩地忽略和鄙视了

的范畴――『单个性』来运行操作。『罪』是那『单个的人』的一种定性；把

『是一个单个的罪人』权当为仿佛什么也没有――这是道德上的散漫和新的

罪，――如果一个人自己是这单个的罪人。在这里，那基督教出现，它在那

『思辩』前打叉；要摆脱这个麻烦对于那『思辩』是不可能的，正如『正对着

逆风向前航行』对于那帆船是不可能的。在那『单个的人』，那『罪』的严肃

是它的现实性，不管这单个的人是你还是我；思辩地看，一个人应当不去考虑

那『单个的人』；这就是说，如果是思辩地谈论那罪，那么一个人只能是轻率

地去谈论。那罪的辩证法面对面地和那思辩的辩证法正相反。 

在这里,那基督教开始了，以那关于罪的学说开始，并且由此而从那『单个的

人』开始。217因为，无疑那教导关于『上帝－人』的、那教导关于上帝和人之

                                                 
215 去思那概念『人』：去思『人』这个概念。 
216 这个“出离（Affald）”在丹麦语里也是“垃圾”的意思，所以在另一个意义上可以联想这

个句子为：那罪是那『概念』的垃圾， 
217 基尔克郭尔原注： 



间的相同性的确实是基督教，但是它是一个对于那种尖嘴利舌或者厚颜无耻的

无礼冒犯的极大仇恨者。借助于那关于罪以及那单个的罪人的学说，上帝和基

督一了百了地――完全不同于某些国王――确保了自己去防范那民族、人民和

那群众、观众等等等等，item（同样地）防范了每一种对『更自由的宪法』的

要求。所有这些抽象对于上帝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化身于基督的上帝面前只生

活着那纯粹的单个的人们（罪人们）――然而上帝完全能够完成这一切，并且

他另外还能照顾到那些麻雀218。总的说来，上帝是『秩序』的一个朋友；并且

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在场于每一个点、每一个瞬间（在那教科书中被作为上帝

由此被提及的条目之一、并且人们有时候会稍稍念及但是绝没有尝试要在每一

瞬间中去想的东西），他是在场于一切地方的。他的概念不同于『人』的概

念――在人的概念之下那『单个的』在那里作为那种无法上升进概念的东西，

他的概念包容一切，而另一种意义上它没有概念。上帝不借助于那简略化，他

把握（comprehendit〈包容和理解〉）那现实性本身，那一切『单个的』；对于

他那单个的人不是处在那概念之下。 

那关于『罪』的学说，关于『你和我是罪人』的学说――这学说无条件地将那

『群众』瓦解分别开，它现在将上帝和人的『质之差异』深深地固定――这差

异从来不曾被如此地固定，――因为只有上帝能够这样做；我们知道，那罪

是：在上帝面前，等等。在任何别的问题上一个人都不会如此地差异于上帝，

而如此的差异在于：他――这个他是指每一个人――是一个罪人，并且这是

“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由此那些对立面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被保持

在一起，它们被保持在一起（continentur），它们得不到相互分离的许可，但

是通过这样地保持为一起那差异性就显示得更强烈了，正如我们如果谈及把两

种颜色保持在一起，opposita juxta se posita magis illucescunt（通过同置那对立

显得更明了）。在那被用来断言人的东西中，罪是那唯一决不能够――不管是

                                                                                                                                         

关于那『族类』的罪被经常地滥用，因为人们不曾注意到：那罪――不管它对于所有人是多么

地共通――不是在一个共有概念中、在共同体或者联合体中将人们集聚起来（“正如在那墓地

之中那些死者的群众不会形成什么共同体”），而是把人分别为『单个的』，并且把每一个

『单个的人』持定为罪人，――这一『分别』在另一种意义上同时是一致于存在的完美性和目

的论地向着存在的完美性。这是人们不曾留意的，并且于是而使得那沉沦的族类一了百了地通

过基督而得以挽回。而如此，人们则又把一个抽象作为负担压在上帝身上，――这抽象，作为

抽象想要达成和上帝的更近的亲缘关系。但这只不过是一个使得人们太不知耻的面具。就是

说，如果“那单个的人”要感觉到自己和上帝个亲缘关系（而这是那基督教的学说），那么他

会就在畏惧和颤栗之中感觉到来自这种亲缘关系的那整个压力，他必须――如果这不是一个古

旧的发现――去发现那愤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那『单个的人』要通过一个抽象来进入这种

荣耀，那么这事情就变得非常容易并且在根本上是虚妄的。这样，那『单个的人』就不会受到

来自上帝的巨大压力――这压力在那羞辱谦卑之中所压之深正如它所提升的程度，那『单个的

人』通过参与在这一抽象之中而自欺欺人地把一切都当成是想当然的。这『是人』的情形不同

于那『是动物』的情形，――在那『是动物』的情形中样本总是小于种类。那人不仅仅是通过

那些通常所提及的优越性而标志了自己不同于其他动物种类，而更是质定地通过这个来标志：

那『个体的人』、那『单个的人』比种类更重要。而这个定性又是辩证的，这意味了那『单个

的人』是罪人，然而再一次辩证：这『是那单个的人』是那完美性。 
218 参见《马太福音》（10：29）：“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麽。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

也不能掉在地上。” 

Kommentar [京不特41]: 拉丁文。 



via negationis（通过否认性的方式）还是 via eminentiæ（通过卓越性的方

式）――被用来论及上帝。去论及上帝（在同样的意义上如同它不是有限的，

就是说 via negationis，他是无限的）说他不是一个罪人，这是对上帝的亵渎。 

作为罪人，人以那『质』的最大裂口的深渊而与上帝区分开。而当然，在上帝

赦免诸罪的时候，上帝以那同样那『质』的裂开豁口的深渊与人区分开。就是

说，假如还会有可能通过一种颠倒型的『方便调节（Accomodation）』219来将

那『神圣的』传送到那『人的』上面，那么在一个点上他永远也不会达到和上

帝相似，――这一点就是：宽恕诸罪。 

于是，这里有着那愤慨的最极端的具体化，这是那种学说――那种恰恰教导了

那上帝和人的相似性的学说――所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但是愤慨是那『主体性』――那单个的人――的最可能的关键定性。无疑，去

考虑『愤慨』而不去考虑一个『愤慨者』并不是和演奏笛子却没有演奏者存在

一样地不可能220；但是甚至那『思』都肯定不得不承认：『愤慨』比起那『恋

爱』更加是一个非现实的概念，――只有在每一次有着一个人、一个『是愤慨

的』的『单个的人』的时候，它才变得现实。 

这样，『愤慨』就使自己去和那『单个的人』发生关系。并且那基督教以此而

开始：去使得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单个的人』、一个单个的罪人；并且在这

时，它将一切天上地下能够从『愤慨』的可能性之中获得的东西（只有上帝对

此有控制）集中起来；而这就是基督教。于是它对每一个『单个的人』说：你

应当信仰，就是说，你要么应当愤慨要么应当信仰。更多一句话也没有；没有

什么要继续说的。“现在我已经说了”上帝在九天之上说，“我们将在永恒之

中再谈。在这中介的期间你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那审判就将来临。”  

一个审判！是的，我们人学会了，经验教会我们：如果在一艘船上或者在一支

军队里有哗变，那么那有罪责的人就是如此多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放弃惩罚；而

如果这哗变的观众、那最受尊敬的观众、或者整个民族，那么这就不仅仅不是

犯罪，那么这按照那报纸的说法――人们可以象信任福音书和启示录那样信任

它――就是上帝的意愿了。这是根据什么？这是如此推得的：那概念审判相应

于那『单个的人』，――人们不审判一个群众；人们能够把一个群众的许许多

多人杀死，喷射向一个群众他们，奉承一个群众他们，简言之，以许许多多方

式去把人众当作群氓来处理，但是人们却不能够把人众当作群氓来审判，因为

人不可能审判群氓；哪怕许许多多人被审判了，如果这『去审判』要具备严肃

和真实的话，那时这就是每一个『单个的人』被审判。221现在，如果那有罪责

的人是如此之多，那么这审判从人的意义上看就不能被执行；所以人们就把这

整个都放弃了，人们认识到这里是谈不上什么审判的，他们太多以致于不能被

审判，人们不能单个地去抓住他们或者不能够设法单个地去抓住他们，那么人

们就不得不放弃审判。 

                                                 
219 在启蒙时代的神学中，人们把那神圣启示相对于人的局限、偏见和谬误的调节称为

Accomodation。 
220 参见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还有不相信笛子演奏者却相信笛子演奏者的作为的人

么”。 
221 基尔克郭尔原注： 

看，所以上帝是那审判者，因为对于他『群众』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单个的人』存在。 



而现在，既然人们处在我们这启蒙后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之中人们觉得

关于所有上帝的神人同性论的和神人同感论的观念是不恰当的――并不觉得把

上帝看成是法官是不恰当的，――相似于那普通的地区法官或者军法署署长，

不能够完成一个如此漫长复杂的案子；那么，人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永恒

之中的情况将是完完全全地如此。因此，让我们只是抱作一团，去确定那些教

士以这样的方式布道。并且，如果有着一个『单个的人』敢说不同的东西、一

个『单个的人』痴愚到要在『畏惧与颤栗』之中去为自己的生活担忧和负责并

且还要去骚扰他人，那么就让我们通过『宣称他是疯子』来保障我们的安全，

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甚至通过杀死他来确保安全。如果只是我们大多数人

想要这么做，那么这也就没有什么不对。『大多数人能够做错事』这种说法是

废话和过时了的；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是上帝的意愿。这个智慧是我们是从经

验中知道的，――因为我们不是没有经验的小伙子、我们不乱随便说话、我们

作为有经验的人在发言――，迄今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智慧面前低头，国王们、

皇帝们、大人阁下们都是如此；借助于这个智慧迄今我们的所有牲畜都得以改

善；那么敢情上帝也应当学会低头。关键只是在于：我们要成为大多数，真正

地抱作一团的大多数，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确保了不会遭到那永恒

性的审判。――是呵，无疑他们是得到了保障，假如他们要到那永恒之中才会

成为『单个的人』。但是，在上帝面前他们持恒地曾是并且正是『单个的

人』；那坐在一个玻璃柜里的人也不会象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处于透明性之中

那样地局促不安。这是那『良心之关系』。借助于良心而如此地得以安排：随

着每一个『辜』马上出现那报告，并且那『有辜的人』是那自己必须写报告

的。但是这被以同情的墨水写下，并且因此只有在永恒性中――在那永恒性审

核那些良心的同时――当它被放在光明之前的时候，它才真正清晰地显出来。

在根本上，每一个人是如此地进入那永恒的：他自己携带着并且上交那关于每

一个他所犯下的或者疏漏的『细微的琐事』的最准确的回顾。因此，一个小孩

子都能够在那『永恒』之中进行审判；从根本上说，对于第三者来说没有什么

相干的事，一切――及至那曾被说过的最微不足道的话――都是井井有条。那

有辜的人在那通过生命而走向永恒的旅途中，他的情形就如同那谋杀者：他坐

火车以其疾速而逃离那作案现场和他的犯罪行为；唉，正是在他所坐的车厢底

下，那电磁的电报讯息――带着他的罪犯描述和『在下一个车站逮捕他』的命

令――在发送着。在他到达车站并且走出车厢的时候，他就是囚徒，――而他

以一种方式自己携带了那告发信。 

这样，关于那诸罪的赦免的绝望是愤慨。并且『愤慨』是那『罪』的剧烈化。

通常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个；通常人们几乎不会把愤慨看成是罪，――对此人

们是不谈的，而是谈诸罪――在诸罪中没有愤慨的位置。人们更不会去把愤慨

理解为那『罪』的强化。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在于：人们没有去――从基督教的

意义上——构建那『罪－信仰』之间的对立面，而是在构建那『罪－美德』之

间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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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罪――『modo ponendo（以正定的形式）去放弃基督教，去宣称它为非真

相』 

 

 

 

 

这是针对那『神圣的－精神』的罪。在这里，那自我是最绝望地强化了的；它

不仅仅把整个基督教抛弃掉，而且还将它搞成谎言和非真相，――这个自我必

定是有着怎样的一种关于自己的绝望观念呵！ 

那罪的剧烈化清晰地显示出来――如果人们将之解读为人和上帝间的一场战术

有所改变的战争的话；那剧烈化从防守上升到进攻。罪是绝望；这里的斗争是

逃避性的。然后绝望走向它的罪，在这里斗争还是逃避性的或者在其退缩的位

置之内是巩固性的，但持恒地 pedem referens（退却着的）。现在那战术改变

了；虽然那罪在自身之中越来越深化，并且这样地远离着，然而在另一种意义

上则走得更近，越来越决定地成为自己。『关于那诸罪之赦免的绝望』是直接

面对着『上帝慈悲心所提供的机会』的一个特定位置；那罪并不完全是逃避着

的，并不仅仅是防守性的。但是，那罪――『把基督教作为非真相和谎言而放

弃掉』则是进攻战。所有那前面所谈到的还算是以一种方式向其对方承认它是

那更强的。但是现在那罪是进攻性的。 

针对那『神圣的－精神』的罪是那愤慨性的『正定的形式』。 

那基督教的学说是那关于『上帝－人』的学说，关于『上帝和人之间的亲缘关

系』的学说，但是，要这样去注意：那愤慨的可能性是――如果我敢这样说的

话――那上帝用来确保『人不能过份地向他靠近』的担保。那愤慨的可能性是

在那一切『基督教的』之中的辩证环节。如果它被去掉，那么那『基督教的』

就不仅仅是异教，而是某种『如此地幻想性的东西』――乃至连那异教都不得

不宣称它为胡说八道。去那样近地接近上帝――如同基督教所教导的：『在基

督身上，人们能够走向他、敢于走向他并且应当走向他』，――这是永远也不

会有什么人想到的。如果这要去直接地理解的话，象这样完全没有丝毫的保留

地、完全毫不做作和快乐自信地：于是那基督教――如果人们要把那异教关于

诸神的诗歌称做是『人的』疯狂――就是一个『疯狂的上帝』的发明；一个还

仍旧保存了自己的理智的人一定会作如此判断：这样的一种学说只有一个丧失

了理智的上帝才会想到。那化身为人的上帝――如果人这样直接地将和他成为

伙伴――就会成为莎士比亚剧中的亨利王子的对应人物。222
 

                                                 
222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威尔士王子，后为亨利五世。 



上帝和人是两种不同的质定，在两者之间有着无限的『质之区别』。每一种忽

略这一区别的学说，从人情上说是疯狂的，而神圣地理解则是对上帝的亵渎。

在异教之中，人使得神成为人（人－神）；在基督教中上帝使得自己成为人

（上帝－人），――但是在『他的这种仁慈』的无限的爱中，他给出了一个前

提：他不能够不然223。这正是基督身上的悲哀，“他不能够不然”；他能够贬

低自己，承担一个仆人的形象，受难，为人而死，邀请所有人走向他，奉献出

他生命中的每一天、一天的每个小时，奉献生命，――但是他不能够去掉那愤

慨的可能性。哦，独一无二的『那爱的作为』，哦，深不可测的『那爱的悲

哀』：甚至上帝都不能――正如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不想要、不能够想要――但

甚至如果他想要，他也不能够使这情况成为不可能：这种『爱的作为』对于一

个人能够成为那正好相反的东西、成为那最极端的悲惨！因为可能中的最大的

『人的』悲惨，甚至比那『罪』还要更大，是『对基督愤慨并且继续停留在愤

慨之中』。而这个是基督所不能够使之不可能的，――“那爱”无法使之不可

能。看，所以他说：“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224。他不能够做更多。所

以他能够――这是可能的――能够通过他的爱而去使得一个人如此地悲

惨，――通常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会变得如此悲惨。哦，『爱』中深不可

测的矛盾！然而出自『爱』――他却不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去接受自己停止去圆

满那『爱』的作为；唉，如果这爱还是去使得一个人如此地悲惨――如果没有

这爱他永远也不会是如此地悲惨！ 

让我们以人之常情来谈论这个吧。哦，多么可怜的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感到过

有需要去――出自爱而奉献一切来自爱的东西，他也就不曾能够去这样做！但

是，如果他在之后发现，正是这一种在爱之中的牺牲――这是可能的――这牺

牲能够成为那另一个人、那被爱者的最大不幸，这是怎么办？于是，要么在他

身上的那爱失去其弹性，这爱从一种强有力的生命而崩溃沉陷成为一种忧郁感

情的内闭了的冥想，他离开那爱，他不敢去达成那种『爱的作为』，不是在那

『作为』之下而是在那对于那一种可能性的重压之下自暴自弃。因为，正如一

个重压变得无限地大――如果我们把它压在称杆的一端而把支点放在称杆的另

一端，同样那『作为』就变得无限地更沉重――如果它变为辩证的，而最沉

重――如果它变为『同情地－辩证的』，这样，那本来是『那爱』催促他去为

那被爱者做的事情，在另一种意义上看起来则是那『对那被爱者的关怀』所要

劝阻的事情。――要么那爱战胜，他敢于去做那出自『爱』的东西。哦，但是

在那爱的喜悦中（作为爱总是欢喜的，特别是在它奉献了一切的时候）却有着

一种深切的悲哀，――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看，因此他去完美了他的

这种『爱的作为』，他作出了牺牲（就他而言，他是为之高兴），并非是没有

泪水：在这牺牲之上盘旋着那一个阴森森的可能性，――我应当称它为什么

呢――这种真挚性225的历史油画。然而，如果那可能性没有这样地在这牺牲之

上盘旋的话，那么他的『作为』就不是那真正的『爱之作为』。哦，我的朋

                                                 
223 就是说，“他只能这样”、“他无法做别的”、“他不能有所不同”等等。 
224 见《马太福音》（11：6）：“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225 Hong&Hong 的英文译本把这里的这个 Inderligheden 翻译为“内心世界”，但是我考虑到这

个 Inderligheden 是基尔克郭尔的常用概念之一，并且通常在别的地方作为概念名词翻译作“真

挚性”是最恰当的，而在这里这个词似乎是既可以作为“内在生命”又可以作为“真挚性”，

所以我保留使用“真挚性”但是做一个注脚。 



友，你在生命中尝试了什么东西啊！努力运作你的大脑，把每一个覆盖物扯到

一边而裸露你胸中那感情的 viscera（内脏），拆除那『将你和那你所阅读的人

物分隔开』的防护机制，并且去阅读莎士比亚，――而且，你将为各种冲击而

心惊肉跳。但是那些真正的宗教冲击看起来会甚至使莎士比亚心惊肉跳地畏

缩。也许这些也只能够以那诸神的语言来表达。并且没有人能够说这种语言；

因为，已经有人作为希腊人如此美丽地说过：从人那里，人学会说话，而从诸

神那里学会沉默。226
 

在上帝和人之间有着那无限的『质之区别』，这是那『愤慨』的可能性――它

不能够被去掉。出自『爱』上帝成为人，他说：看这里，这时就是『是

人』，――但是他继续说――，哦，注意，因为我同时也是上帝，――有福

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他是自己去作为人承受一个卑微的仆人的形象，他表

达出这――『是一个卑微的人』意味了什么，这样没有人应当认为自己是被排

除在外的、或者认为这是『人的』声望或者『在人群中声望』使得一个人接近

上帝。不，他是那卑微的人。看这里，他说，并且使你自己确定什么是那『是

人』，哦，但是注意，因为我同时也是上帝，――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

人。或者反过来：那天父和我是一体的227，然而我则是这个单个的、卑微的

人，贫困、被离弃、被置于人的势力之下，――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

我，这个卑微的人就是那个使得『聋子听见、盲人看见、瘸子走路、麻风病人

痊愈、死者再生』228的人，――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229
 

所以，在最大程度的责任之下我才敢说：『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

这句话属于对基督的宣告，虽然不是以那圣餐仪式的的创立辞的方式而宣告，

然而却类似于这话――『每一个人应当自己省察』230。这是基督自己说的话，

并且，它们必须一再而一再地被强调、重复、个别地说个每个人听――特别是

在那『基督教界』中。在这言辞没有被听见的一切地方231、或者在对于那『基

                                                 
226 普鲁塔克在他的《de garrulitate（论饶舌）》8，（《Moralia（道德集）》）中说：在『去

说』我们以人为师，在『去沉默』以诸神为师，――在神圣行为和神话中我们观察沉默。 
227 见《约翰福音》（10：30）：“我与父原为一。” 
228 见《马太福音》（11：5）：“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

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229 因为原文中没有引号，为了方便理解在这里加上引号： 

“看这里，”他说，“并且使你自己确定什么是那『是人』，哦，但是注意，因为我同时也是

上帝，――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 或者反过来：“那天父和我是一体的，然而我则是

这个单个的、卑微的人，贫困、被离弃、被置于人的势力之下，――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

人。我，这个卑微的人就是那个使得『聋子听见、盲人看见、瘸子走路、麻风病人痊愈、死者

再生』的人，――有福了，那不对我愤慨的人。” 
230 保罗引基督所说的话。见《歌林多前书》（11：27-28）：“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

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231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种情形现在在那『基督教界』中几乎到处都是，――看起来就是：这『基督教界』要么完全

地忽略基督自己是那『如此反复地、如此真挚地警示那愤慨』的人――甚至在他生命走向结束

的时候他还警告了那些从一开始就追随他的、为了他的缘故而放弃了一切的忠实信徒；要么甚

至还沉默地将之视作是出自基督的一种因过敏而言过其实的恐惧心态――既然成千上万人的经

验证明了：一个人完全可以有着对于基督的信仰而丝毫不感觉到那『愤慨』的可能性。但是这



督教的』的观念没有被这种想法渗透到每一个点上的任何一种情况下，这时那

基督教就是亵渎上帝。因为，没有那能够为他开路并向人众就『那来者是谁』

广而告之的守卫者和仆人，在这里，基督以一个仆人的卑微形象行走在大地

上。但是那『愤慨』的可能性（哦，仿佛这在他的爱之中对于他是那悲哀！）

曾经守卫和正守卫着他、在他和那『对于他是最接近并且站得最接近他的人』

之间巩固一道裂着口的深渊。 

就是说，那不愤慨的人，他信仰着地崇拜。但是，『去崇拜』――这『去崇

拜』是那『信仰』的表达――就是去表达：在他们之间的那『质』的裂着无限

之口的深渊是巩固了的。因为在那信仰中，那『愤慨』的可能性又一次是那辩

证的环节。232
 

但是这一种『愤慨』――我们这里所谈的这种，是 modo ponendo（以正定的形

式），它声明关于基督教说：基督教是『非真相』和『谎言』，并由此进一步

又说基督也是如此。 

为了阐明这一种愤慨，最好是考察一下所有不同形式的愤慨，――愤慨在原则

上使得自己与那悖论（基督）发生关系，并且以这种方式而又去牵涉到那『基

督教的』的每一种定性，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愤慨形式都使得自己与基督发生关

系，in mente（在脑海里）有着基督。 

那愤慨的最低形式，那从人之常情说是最无辜的，是『让所有和基督有关的东

西未定地留在那里』，――这样地判断：对此我不允许自己作出任何判断；我

不信，但是我不作判断。大多数人避免去把这个作为愤慨的一种形式。关键在

于，人们纯粹地忘记了这基督教的“你应当”。由此而导致人们看不出：这

『去置基督于无所谓』――这是愤慨。这『那基督教已经被向你宣示了』意味

了你应当对基督有一种看法；他存在，或者这『他存在着』和『他曾经存

                                                                                                                                         

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当那『愤慨』的可能性出来审判那『基督教界』的时候，这错误就会

公开出来。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解： 

“甚至在他生命走向结束的时候”：见《马太福音》（26：31）：“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

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232 基尔克郭尔原注： 

这里对于观察者们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如果人们设想是如此：在这里的和在国外的，所有这许

许多多宣讲和写作布道词的教士们都是『信仰者的基督徒』，那么又怎样去解释，我们从来没

有听到或者读到过这样一个祷告――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它是很恰如其分的：在天上的神，我

感谢你――你没有向一个人要求他应当去理解那基督教；因为如果有这样的要求的话，那么我

将是那所有人中最悲惨的。我越是努力去理解它，它就越是让我感觉到不可理解，我就越只是

发现愤慨的可能性。所以我感谢你――你只要求信仰，并且我祈求你――祈求你继续进一步为

我增大信仰。从正教上看，这个祈祷将是完全地正确的，――并且如果这是那祈祷者的真正祷

告的话，那么它对于那整个『思辩』同时也将是准确的反讽。但是在大地上真的存在有这信仰

么？！ 

 

对基尔克郭尔注脚的注解： 

“但是在大地上真的存在有这信仰么”：见《路加福音》（18：8）：“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

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麽。”。 



在』――这是那整个存在的决定性关键。如果那基督教已经被向你宣示了，那

么这样的说法就是愤慨：对此我不想有任何看法。 

在这样的时代里――基督教被如此漫不经心地以它被宣示的方式而被宣示，上

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必须带着一种特定的约束去理解。无疑成千上万生活着的人

曾经听见了基督教宣示而从来没有听见过有什么东西是关于这个“应当”的。

但是，那听见了这的人，如果他说：对此我不想有任何看法，那么他就是愤慨

的。也就是说，他拒绝基督的神圣，拒绝认为它有权向一个人要求这个：他应

当有一种看法。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一个这样的人说：“你们都看见，我什

么也没有说，关于基督――我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因为这时人们只要再

问他：对于到底『你应当对基督有某种看法』或者不，难道你对这个也没有任

何看法么？如果他对之回答：是，那么他就自己困住了自己；而如果他回答：

不，那么那基督教就为他作出判断：他应当对基督有一种看法；而这样就又重

新是关于关于基督：没有人应当擅自让基督的生命处于未定状态如同一种希

奇。当上帝让自己出生并且成为人时，这不是毫无意义的突发奇想，不是因为

他百无聊赖时心血来潮突然想要去为了做一点什么以结束无聊――人们曾放肆

地说这无聊应当是和『是上帝』联系在一起的233，――这不是为了去经历奇

遇。不，当上帝这样做时，这个事实于是就是那存在的严肃。而这严肃之中的

又一个严肃则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对之有一种看法。如果一个国王到访一个省

城，而一个官员――如果他缺乏正当的理由――不去礼候国王，那么那国王会

把这看成是一种恣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彻底地无视这整个事实――『国王

在城里』，如果他想要扮那在这方面是“滚他陛下和王法的蛋”的平民，那么

那国王又会作出怎样的判断呢？同样也是如此，在『成为人』使得上帝高兴的

时候，那使得一个人（那官员面对国王的情形正是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情形）

高兴的事情则是――他对此说：啊，这事情么，对此我不愿意有什么看法。以

这种方式，一个人自命不凡地谈论那他在根本上不屑一顾的东西：就是说他在

自命不凡地忽视上帝。 

『愤慨』的下一个形式是那否定而承受的。它感觉到了它不能够无视基督，它

没有能力去『让那和基督有关的东西未定地留在那里并且自己另外去在生活中

忙碌』。但是『去信仰』也是它所不能够的；它于是就保持注目于那同一个

点、那悖论。它还是尊敬着基督教的，只是它表达出：这个问题――『你对基

督作何想』――实在是那『最决定性的』。一个这样的愤慨者象一个影子一个

地继续其生活，因为他在他的内心深处持恒地全神贯注于这个决定。并且，以

这样的方式（就象不幸的爱情的痛苦相对于爱情的关系）他表达出：那基督教

有着怎样的现实性（Realitet）。 

那愤慨的最后一种形式是那种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那正定的。它宣称基督

教为非真相和谎言，它要么是以幻影论234的方式要么是以唯理论的方式地拒绝

基督（他曾经存在和他是那『他说他所是』的人），这样要么基督不成为一个

『单个的人』――而只是在表面上仿佛成为单个的人，要么他之成为一个单个

的人――只是为了因此而要么幻影地成为不要求现实性的诗意构思和神话、要

                                                 
233 见海涅的诗歌《回家》。Heinlich Heine “Die Heimkehr”, Buch der Lieder（Hamburg：

1837）。 
234 幻影论：一种早期基督教非正统学说，与诺斯替派有关。认为基督不具人身，其死于十字架

上只是幻影。 



么唯理地成为一种不要求『去是神圣的』的现实性。在这种对于『作为悖论的

基督』的拒绝之中自然地又有着对于一切那『基督教的』的拒绝：那罪、那

『对诸罪的宽恕』等等。 

这种形式的愤慨是对于那『神圣的－精神』的罪。如同那些犹太人说及基督
235――说他是通过魔鬼的帮助而驱散魔鬼，这种愤慨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使得

基督成为那魔鬼的一个发明。 

这种愤慨是那罪的最高剧烈化，――人们通常忽视这情形，既然――从基督教

的立场考虑――人们没有构建那介于『罪－信仰』的对立。 

相反这种对立贯串在这整个文本中，它在第一部分的甲 A 中马上就列出了对于

那种『在之中毫无绝望』的状态的形式阐述：在『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之

中、并且在『想要是自己』之中，那『自我』透明地依据于那个设定了它的力

量。而这一形式阐述则又是――关于这个我们经常提及――对于信仰的定义。 

 

 

 

 

 

 

 

                                                 
235 见《马太福音》：（12：24）：“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

西卜阿。”而相应的基督这样谈及关于这个，见（12：31-32）：“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

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

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