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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绝望是“致死的病症” 

  

 

A 

绝望是“精神”中、“自我”中的疾病，以这样一种方式，可以是一种三重

性：绝望地不自觉1到具有一个自我（不真正的绝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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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自我。2但什么是自我？自我是一个“使自

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3；或者，它处在“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

这个关系中4；自我不是这关系，而是“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5。人

是一个“无限性”和“有限性”、“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自由”和

“必然”的综合6，简之，一个综合。一个综合是一个两者之间的关系7。以这

样的方式考虑，人尚未是自我。 

在介于两者的关系中，这“关系”是第三者8作为一种否定的9统一体10，而那两

者使自己和这“关系”发生关系，并且处于“与这关系的关系”中；以这样的

方式，在“灵魂”这个定性11之下，灵魂和肉体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关系。

相反，如果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就是“肯定的12第

三者”，而这就是自我。 

一个这样的“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13，一个自我，必定是要么自己

设定了自己，要么通过一个“第二者”14而被设定。 

如果这“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是通过一个“第二者”15而被设

定，那么，固然这关系就是“第三者”16，但是这个“关系”，这“第三者”

于是就又是一个“关系”并且使自己去与“那设定了这整个关系的东西”发生

关系。17
 

一个这样的被衍生出来的、被设定的关系是“人”的自我，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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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发生关系”的关系19。由此得出：真正的“绝望”可以得到两种形式。如果

“人”的自我已经设定了自身，那么，就只有一种形式可谈，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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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也就是对于那整个“关系”（“自我”）的依赖性的表达；

它表达了“自我”无法通过自己而达到或处于平衡和安宁，并且只有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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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达到或处于平衡和安宁。是的，这第二种形式的绝望（绝望地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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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远不是仅仅只标示一种特殊的绝望；恰恰相反，所有绝望在最后能够被

解析到或者还原为这一种。如果一个绝望的人（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留意

到了自己的绝望，并且不去毫无意义地就好像是在谈论某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情那样地谈论它（差不多就类似于晕眩中的人由于一种神经性的欺骗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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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逆向的反射），并且，他

在这时尽其全力地想要通过自己并且只通过自己去消除这绝望；那么，他还是

处在这绝望之中，并且以其所有表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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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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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设定的；所以，在前一个“为自己而在的23关系”中，这错误关系

在与“那设定了它的力量”24的关系中也无限地反思25其自身。 

在“绝望”完全地被根除了的时候，这也就是描述“自我”之状态的表述公

式：在“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之中、并且在“想要是自己”之中，“自

我”透明地依据于那个设定了它的力量26。 

 

 

 

B 

“绝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绝望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缺陷？纯粹辩证地看它两者俱是。如果一个人要紧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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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行走”27，因为它直指那无限的直

立性和崇高性：他是精神。这种病症的可能性是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而“注

意到了这病症”则是基督徒优越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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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还是迷失。本来，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如此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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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那“能够是”就好像是一种上升29。相反，牵涉

到“绝望”，这“是”相对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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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的。“不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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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于“不是瘸的、盲的等等诸如此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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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意味了“能够是绝望的”的被消灭了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不是

绝望的”这事实是真的，那么他就必须在每一个瞬间消灭这可能性。按理说可

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如此。因为，固然思想者们会说，现实性是被

消灭了的可能性30，但这并不完全是真的，这现实性是那完成了的、起着作用

的可能性。相反在这里，那现实性（“不是绝望的”）因此也是一种否定，它

是那无能的、被消灭了的可能性；按理说现实性相对于可能性是一种肯定，但

在这里是一种否定。 

绝望是一个“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综合之关系中的错误关系31。但是这

综合不是那错误关系，它只是可能性，或者说，在这综合之中有着错误关系的

可能性。如果这综合是那错误关系的话，那么绝望就根本不会存在，那么绝望

就会是某种存在于“人的本性”本身之中的东西，这就是说：那么它就不是绝

望；它会是某种发生在人身上的东西、他所承受的某种痛苦，像一种疾病（人

会生病），或者像死亡（所有人难免一死）。不，绝望32在于人本身之中；但

是，如果他不是综合，那么他就根本不能够绝望；并且如果这综合不是本原地

在正确的关系中出自上帝之手，那么他也不能够绝望。 

那么，绝望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那“综合因为‘那使人成为关系的上帝’可

以说是在将之33从自己手中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因为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

生关系而在之34中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35。并且，在“这关系是精

神、是自我” 这个事实之中，在之中有着“责任”，所有的“绝望”正是存在

于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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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责任之下，不管绝望者对他的绝望谈论得有如何地多、不管他以一种如何狡

猾地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谈论他的绝望；36――绝望者谈论起他的绝望就好像是

一种不幸，通过一种混淆，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谈及的关于晕眩的情形37，而

“绝望”与“晕眩”――虽然两者间有着质的区别――还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晕眩”处于“灵魂”这一定性之下的情形正是“绝望”处于“精神”这一定

性之下的情形，并且充满了与“绝望”各种类比。 

这样，如果这错误关系，这绝望出场了，那么，它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地继续存

在下去呢？不，不是自然而然；如果这错误关系继续存在，那么这不是由于

“错误关系”，而是由于那关系，——那“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

这就是说，每一次“错误关系”表现出自己38，在每一个它所存在的瞬间，我

们都要回溯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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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出场了，并且从这一瞬间开始这病症就强调了自身，并

且这时这疾病是一种“其本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已成为了过去的”的现实
39。如果我们喋喋不休地老是说，“你这个病人，这瞬间你正在让自己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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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那么这就会是既残酷又没有人情味；这就好像我们在每一个瞬间都要把

疾的现实性融化进它的可能性。他确实是使自己得了病，但那只是一次性的行

为，病的继续是“得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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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自己得了病，但是这时我们不能说，他在使自己得病。40

绝望41的情况就不同；“绝望”的每一个现实的瞬间是向“可能性”的回返，

在“他是绝望的”的每一个瞬间，他都是在为自己招致绝望；这持恒地是现在

的时间，――这“现在时”不会成为任何相对于现实而被流逝掉的“过去”；

在“绝望”的每一个现实的瞬间里，绝望者把在可能性中所有“先前的”都作

为一种“现在的”来承担。这是由于，绝望42是一种“精神”的定性，它使得

自己去与人身上的“那永恒的”发生关系。但是“那永恒的”却是他所无法摆

脱的，不，永远不；他无法将之一了百了地从自己身上抛弃，再也没有什么事

情是比这更不可能的了；在每一个他不具备“那永恒的”的瞬间，他必定是已

将它或者正将它从自己身上抛弃――但它又重新回来，这就是说，在每一个

“他是绝望的”的瞬间，他把绝望43招致给自己。因为“绝望”不是尾随于

“错误关系”，而是尾随于那“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并且，

与自己的这关系是人所无法摆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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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其实就是这“与自己的关系”。 

 

 

 

 

 

C 

绝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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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终结、其出口处是“死亡”。这样，我们就是在

把一种致命的疾病当作是同义于“一种致死的病症”来谈论。在这种意义上

“绝望”不能被称作是“致死的病症”。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死亡”本身

是一条通向“生命”的必经之路。因此，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尘俗

的、肉体上的病是致死的。因为死亡固然是疾病的最终情形，但是死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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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病中“那最终的”是死亡，并且在这病中死亡是

“那最终的”。而这正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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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绝望则更确定地是“致死的病症”。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如果说一个人因为一种病症而死，或者说一种病症以肉体的死亡而结束，那么

这就是一种与我们所谈的“致死的病症”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病症。相反，

“绝望”的苦楚恰恰是无法死。这样，如果有一个垂死病人躺在床上被死亡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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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死，但看起来却并没有什么生命的希望；

不，没有，这“无希望性”在于：甚至那最后的希望，死亡，都不存在。如果

死亡是最大的危险，那么人们寄希望于生命；但是如果人们认识那更可怕的危

险，那么人们寄希望于死亡。而如果那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死亡成为了希

望，那么绝望就是这种“无希望性”：甚至无法死去。 

在这种最后的意义上，绝望就是“致死的病症”，这种充满痛楚的矛盾，这种

“自我”之中的病症，永远地在死，死而却又不死，死于死亡44。因为“死”

意味了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死于死亡”意味了体验死45；而如果这“死”是

被体验了，哪怕是只体验一瞬间，那么这体验就因此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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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就必须是能够在一种与“肉体因病而死”相同的意义上

死去。但这是不可能的；“绝望”的“死”持恒地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活”
46。绝望的人无法死；“如同匕首无法杀死思想”47，绝望无法消蚀“那永恒

的”，那“在绝望之根基中、其蠕虫不死并且其火焰不灭48”的自我。绝望却

正是一种“自我消蚀”，但它是一种无能的自我消蚀，无法做它自己想做的事

情。然而，它自己所想要的是“消蚀自己”，这是它所无法做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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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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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律。这是“那令人焦躁

的”，或者说这是在绝望之中的冰炙，这种令人苦恼的东西，它的运动是持恒

地向内、越来越深地陷进那无能的自我消蚀中。“绝望不消蚀他”，这绝不能

说是对绝望者的某种安慰，恰恰相反，如果要说安慰，那么49这安慰则就是

“痛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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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他无法消蚀他自己、无法摆脱自己51，

无法去成为乌有。这是“绝望”的一种强化了的表述公式，它是在“自我”的

这种病症中的高烧进一步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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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出来，或者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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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野心勃勃的人有他的格言，“要么皇帝要么什么也不

是”52，这样，在他没有成为皇帝的时候，他就为此绝望。但这意味了某种其

他东西：他，正因为他没有成为皇帝，所以现在不能够忍受“是他自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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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他在真正的意义上不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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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己（Selv）53”（如果它成为了皇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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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现在，这个“自己”对于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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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不可忍受的，或者更确切地

说，那对于他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东西是：他无法摆脱他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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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绝望地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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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仿佛这是对他的惩罚，那么，这种说法

就是出自一种肤浅的看法（有这种看法的人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绝望的

人，更没有看见他自己）。因为，这“消蚀他自己”恰恰是他绝望地无法做到

的、恰恰是他在万般苦恼中无法做到的：通过“绝望”，有什么东西在“自

我”之中被点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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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从根本上说还不是真正的绝望。这是开始，或者就

好像医生所谈论的一种病症，它还没有使自己明了化。那下一个是“明了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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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的绝望”，不；她

为她自己而绝望。这个“她的自我”，如果那时它已经成为了“他的”所爱，

那么，她就是曾以最幸福的方式摆脱了或者失去了这个“她的自己”，而现

在，如果这个自我将是一个没有“他”的自我，那么这个自我对于她就是一个

烦恼；对于她来说，这个（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同样地绝望的）自我曾

经成为她的财富，现在则因为“他”死了而成为了一种使她憎恨的空虚，或

者，现在则因为这自我使她总是想起“她受到了欺骗”而成为了一种厌恶。56

试试看，在这时对这样的一个女孩说：你消蚀你自己；你将听她回答说：

“哦，不，烦恼的事情恰恰是：我无法消蚀自己。” 

“为自己而绝望”、“绝望地想要摆脱自己”是对于一切绝望的表述公式，所

以绝望的第二种形式，“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能够被推究到第一种形式，

“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正如我们前文中把那“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的形

式解析在了那“绝望地想要是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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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的话，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这矛盾是同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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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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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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他具备所有绝望，他无法做到这个；虽

然他尽了所有“绝望”的努力搏斗，“那设定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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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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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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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法摆脱自己。 

从“灵魂的病症（罪）不像肉体的病症消蚀肉体那样地消蚀灵魂”出发，苏格

拉底证明了灵魂的不朽性58。而从“绝望无法消蚀一个人的自我――这恰恰是

绝望中的矛盾之苦楚”出发，我们也能够这样地证明人身上的“那永恒的”。

如果在一个人身上没有“那永恒的”，那么他就根本无法绝望；而如果绝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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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自我”中的病症，就是“致死的病症”。绝望者是不可

救药地病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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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病症所攻击的，是最高贵的部分59；但是他却无法死去。死亡不是病症的最

终部分，但死亡持续不断地是“那最终的”。要从这一濒死的病症之中得到拯

救是一种不可能，因为这病症及其烦恼――以及死亡，恰恰正是“无法死

去”。 

这是绝望之中的状态。固然绝望者足够尽力地避免它，固然他足够成功地完全

失去了他的自我（这情形必定特别适合于这样一种绝望：“对自己是绝望的无

知”），并且以这样一种“丝毫不被感觉到是失去”的方式失去；永恒还是会

揭示出“他的状态是绝望”，并且逼着他不得不后退，这样，他的烦恼还是在

那里――他无法摆脱他的自我，并且事情变得明了：他以为是“成功的”的那

些东西只是一种幻觉。而这是永恒所必须做的，因为这“具有一个自我”、

“是一个自我”是对“人”的最伟大的、最无限的认可，并且，这同时也是永

恒对“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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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这病症（绝望）的一般性 

  

 

就好像医生必定会说的，也许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是完全地健康的；以同样的方

式，如果我们真正对人有所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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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于莫名的某样东西或者对于某种他不敢去认识

的东西的恐惧、一种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恐惧或者对自己的恐惧60；这样，

一个人，就像医生所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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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症只偶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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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情况下不曾有过任何人，并且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生活在基督教世界

（Christenheden）61之外而不是绝望的，并且，在基督教世界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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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另外还是一种阴黯

而消沉的看法。然而它却完全不是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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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反是一种贯通地得到

了发展的基本看法，因此它也不是什么夸张。 

相反，对于绝望的一般看法只是停留在表象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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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非常一般的现象。“一个

人是绝望的”，这不是罕见的事实；不，罕见的是“一个人真正地不是绝望

的”，这，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然而，习俗想法对“绝望”的理解是非常糟糕的。诸如这样的情形，（只须提

一下这情形，如果对之有了正确的理解，那么，这情形会把千千万万种不同的

情形置于“绝望”这个定性之下），它完全地忽略了：“不是绝望的”、“不

自觉自己是绝望的”正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在一种更为过分的意义上，习

俗想法对“绝望”的解读类似于它对“一个人是否有病”的定性，――在一种

更为过分的意义上；因为这习俗想法，比起它对疾病和健康的所知，它对“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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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精神”所知要远远地更少（而如果不知道关于精神，那么对绝望也就不会

有所知）。通常，一般人都认为，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说自己是有病的，那么他

就是健康的，而如果一个人自己说自己是健康的，那就更不用说了。而医生则

以另一种方式来看这疾病。为什么？因为医生对“什么是健康”有着一种确定

而成熟的观念，并且他根据这观念来检测一个人的状态。医生知道，正如有着

一种的疾病纯粹是幻觉，同样地也有着一种健康其实是幻觉；遇到后一种情

形，他首先使用各种手段来揭示出病症。医生，恰恰是因为他是医生（有见识

的医生），根本不会无条件地去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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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医生是医生”就是一个幻觉了。因为医生

的工作不仅仅是开处方，而首先是诊断疾病，在诊断中则首先要去判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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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事实上有

病。同样，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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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有必要强调：在某种的意义上，那些声称自己是绝望的人

并非总都是绝望的。一个人能够假作绝望，并且一个人会弄错而把本是一种精

神之定性的绝望混淆于各种各样瞬间即逝的情绪低沉、内心冲突，而这些状态

会重新消失却不导致绝望。不过，心理专家也会恰当地把这看成是绝望的各种

形式；他丝毫不会搞错地看出这是矫揉造作的病态，――但恰恰这种矫揉造作

的病态就是绝望；他丝毫不会搞错地看出这“情绪低沉”等等并没有什么大意

味，――但恰恰这种“它不具备或者没有得到什么大意义”就是绝望。 

而且那习俗想法还忽略了，与一种疾病相比较，绝望不同于那通常被人称作是

病症的东西，它是辩证的，因为它是精神的一种病症。而这“辩证的”，如果

我们对之有正确的领会的话，它又将成千种不同的形式置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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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人在后一个瞬间病了；那么，医生是对的：这个人那时曾是健康的，而

现在则倒是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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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是绝望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通过“曾绝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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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不仅仅在“不同于一种疾病”的意义上是辩证的，并且相对于绝望一切特

征性的标志都是辩证的，所以，在决定“绝望是否在场”的时候，肤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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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容易被迷惑。就是说，“不是绝望的”可以恰恰是意味了“是绝望的”，

并且它可以意味作“是从‘是绝望的’之中被拯救了的”。安全和镇静可以是

意味了“是绝望的”，――恰恰这种安全、这种镇静就能够是“绝望”；并且

它可以意味作“克服了绝望并赢得了内心和平”。那“不是绝望的”的情形不

同于那“不是患病的”的情形；因为不管怎样，“不是患病的”不可以是“是

患病的”，但是，“不是绝望的”恰恰就可以是“是绝望的”。绝望的情形不

同于一种病症的情形，感觉不舒适是病症。绝不。感觉不舒适又是辩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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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来看（并且，如果我们要谈论“绝

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精神”这定性之下考虑“人”），“人”的状态

总是危急的。我们就“疾病”谈论一种危机关头，而不是相对于“健康”谈危

机关头。为什么不？因为肉体上的健康是一种直接的定性，只有到了“它处在

疾病的状态中”（然后在这状态中出现“危机关头”的问题）的时候，它才会

成为辩证的。但是在精神的意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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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健康”是没有的。 

一旦我们不在“精神”这个定性之下考虑“人”（并且，如果不在这定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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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或者“肉体”的疾病才是辩证

的定性。但是“绝望”恰恰正是：人自己没有意识到是被定性为“精神”的。

甚至，那种人之常情说来是“一切之中最美和最可爱的”的东西、一种女性的

青春性（那是纯粹的和平、谐和和喜悦），也仍然是绝望。这也就是幸福，但

是“幸福”不是精神的定性；并且深深地在“幸福”所深藏的秘密中，在这种

秘密的最深处，也居住着“恐惧”，这恐惧就是绝望；它非常想要得到许可居

留在那里，因为对于绝望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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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最高的程度上对乌有感到恐惧63；如果

我们通过“对某种最可怕的东西的最毛骨悚然的描述”而去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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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话，而使之感到恐惧；是的，通过以一

种狡猾的方式来使得“直接性”以为“它自己无疑知道我们所谈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使得“直接性”在最大的程度上感到恐惧。因为，毫无疑问，“直接

性”并不知道这个；但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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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在任何时候都

不会比这时更“是它自己”――这时它是“乌有”。要能够去忍受这“乌有”

的反思，也就是，无限的反思，就必须存在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反思，或者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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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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我们无疑

也无法成功地在生活中通行无阻。而如果这幸福得以成功地通过，那也只能起

到一小点作用，因为这是绝望。正因为绝望是完全辩证的，因而，绝望就是这

样一种病症：“从来不曾有过它65”就是最大的不幸，――“得到它”是一种

真正的上帝所赐之福，尽管它在人不想从这病中被治愈的时候是一种最危险的

病症。本来我们在通常只会说：“从一种病中被治愈”是一种幸福，而这病本

身是不幸。 

所以说，那种认为“绝望是罕见的东西”的习俗想法，根本就是完完全全地错

的，但它却是非常普遍的想法。那认定“每一个不认为或者没有感觉到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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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俗想

法，根本就是完完全全地错的。相反，如果一个人毫不做作地说出自己是绝望

的，那么，与所有没有被认定或者不认定自己是绝望的人相比，他倒是稍稍更

接近、在一种辩证意义上更加接近于康复。但这正是（心理专家无疑会同意我

的这种看法）一般的情形：大多数人活着而并不真正觉悟到自己是被定性为

“精神”的，――并且因此，一切所谓的安全感、对生活的满足等等等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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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一些有

着这样一种更深刻的本性的人，因而他们必然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精神，要么是

一些得助于各种沉重事件和可怕决定而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精神的人，――两者

之中非此即彼；因为，在真正意义上“不是绝望的”的人无疑是极其罕见的。 

哦，人们谈论这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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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谈论这么多关于浪费生命，但是只有在这样的

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命才是被浪费了的：如果这人在生命的喜悦或者悲哀的欺骗

之下就这样地生活着，从来没有永恒地作出决定让自己意识到自己是作为精

神、作为自我或者那等同于此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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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限性之福泽不通过“绝望”是永远也无法被达到

的。呵，这种悲惨：那么多人就这么地活着，被骗走了一切想法之中“那最极

乐至福的”；这种悲惨，一个人专注于或者（相对于人众而言）人众专注于形

形色色的其他事物，他们被用于去给出生活舞台中的各种力量，却从没有人提

醒他们关于这种神圣祝福；他们凑集在一起并且受着欺骗，而不是被分散开让

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得以赢得“那高的”、“那唯一的”――这是唯一值得

人去为之而活着并且足以让一种永恒活在之中的东西；――我觉得，我会为这

种悲惨的存在而永恒地痛哭！呵，在我的想法里，这是对于这“一切之中最可

怕的病症和悲惨”的又一个恐怖的表达：它的隐蔽性，――不仅仅是那承受着

这种悲惨的人会想去隐藏并且会有能力去隐藏这悲惨，不仅仅是这种悲惨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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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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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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性”的沙漏；当“尘俗性”的喧嚣黯哑了下来，并且那碌碌的或

者无为的66繁忙得到了一个终结；当一切就仿佛是在永恒中那样地在你周围宁

静着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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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劳作和暑热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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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那环绕着你的光辉超越一切人为的描述，还是那最

严厉的和最羞辱的人为审判降临在你的头上；――“永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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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蔽地承受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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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有罪的爱所得出的果实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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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绝望地活着，并且不管你是

赢是输，那么对于你就是失去了一切，“永恒”不认可你，它永远也不认可你
69，或者甚至更可怕的是，它把你作为“你所被认识的”来认识70，它通过你自

己而把你钉在那绝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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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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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精神是自我”在《概念恐惧》已经谈及： 

“人是‘那灵魂的’与‘那肉体的’的一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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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概念恐惧》第一章第五节）。 

“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由精神构建和承担的一种综合。”（《概念恐惧》，第三章）。 
3 换一种翻译就是：自我是一个关系（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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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换一种翻译就是：它处在这关系（这关系就是“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中。 
5 换一种翻译就是：自我不是这关系，自我是“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 
6 换一种翻译就是：人是一个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的综合、自由和必然的综

合。 

“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综合”等等，见《概念恐惧》：“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综合，并且同时也是‘那现世的’和

‘那永恒的’的综合。” （《概念恐惧》第三章）。 
7 “关系“：包括有综合关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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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这里的“否定的”，negativ，或者可以说“负的”。 
10 如果把重点放在前两个环节而不是放在“关系”或“综合”上，那么这综合的定性就是抽象的，所以是“否

定的”；而如果把重点放在“关系”或“综合”上，而不是放在前两个环节，那么这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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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也就是意识，――也可以说，“灵魂的”是心理学的。 
12 这里的“肯定的”，positiv，或者可以说“正的”。 
13换一种翻译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一个自我„„ 
14 这里的这个“第二者”是指在“正－反－合”中的第二项。 
15 这里的这个“第二者”暗示了上帝。 
16 这里的这个“第三者”，由于那蕴含有“上帝”意味的第二者的涉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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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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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就无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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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那种被向人提出的

伦理要求，这两种不同质的环节达成综合的可能的切点就出现了，对可能的实现就是意志的行为了。 
18 “其他（Andet）”也可译作“他者”，如果翻译为“第二者”，那么它在“正－反－合”关系中的第二

项。 
19 换一种翻译就是：一个这样被衍生出来、被设定的关系是“人”的自我，一个关系（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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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关系。 
20 亦即: “绝望地想要是自己”. 
21 神经性的欺骗] 这一表述平行于“光学欺骗”（视觉上的幻像）和“声学欺骗”（听觉上的幻音），它标示

了一种内在的感觉欺骗，把内在的压力当成是外来的。 

参看：Jf. kladden Pap. VIII 2 B 168,6, s. 262.  
22 “其他／第二者／他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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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设定在自己使自己与自己发生的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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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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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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这个“反思”也可以从物理的角度理解为“反射”、“反映”。 
26 依据于] 平行的表述出现在后面的文字中：“自我„„透明地使得自己依据于上帝”。 
27 直立行走] 这是古典时代对人的解读。西塞罗在《论神性》中说到诸神分派给人类的各种礼物，其中就有让

人从大地上升起。 

文献：fx 2. bog, kap. 56, 140, i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Om gudernes væsen), hvor det om de gaver, guderne har 

tildelt menneskene, siges, at de har »hævet dem op fra jorden, således at de går omkring, høje og oprejste, for at de 

skulle kunne skue op mod himlen og således erkende guderne. Menneskene er nemlig rundne af jorden ikke som dens 

beboere og indbyggere, men som en art tilskuere til de overjordiske og himmelske ting« (Ciceros filosofiske skrifter, 
udg. af Franz Blatt, Thure Hastrup og Per Krarup, bd. 1-5, Kbh. 1969-75; bd. 3, 1970, overs. af F. Blatt, s. 20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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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是”是现实的，而“能够是”是可能的。 

这“是”相对于那“能够是”就好像是一种上升] 在《约翰纳斯或者 De omnibus dubitandum est》（1842-43）

的草稿中，基尔克郭尔写道：“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那现实的’走在‘那可能的’之前，在时间上和在尊

严上，它都是更高的，以这样的方式，确定性也是先于怀疑。”（Pap. IV B 2,15）。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

学》（1049b 10）。基尔克郭尔的文本来源是腾纳曼的哲学史或者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 

文献：W.G. Tenneman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1-11, Leipzig 1798-1819, ktl. 815-826; bd. 3, 1801, s. 238.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dg. af C.L. Michelet, bd. 1-3, Berlin 1836, ktl. 557-559; bd. 2, 

i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bd. 1-18, Berlin 1832-45; bd. 13-15; bd. 14, s. 327f. 
(Jub. bd. 18, s. 327f.).  
30 固然思想者们会说，现实性是被消灭了的可能性] 在《哲学碎片》（1844）中的“间奏曲”中的第一节，约

翰纳斯·克里马库斯这样说：“‘那可能的’（不仅仅是‘被排除在外了的那可能的’，而且也是‘被推定的

那可能的’）在它变得现实的这一瞬间显现为乌有；因为通过现世性，可能性被消灭”。 
31 把句子肢解开，让分句成为独立句子，换一种写法就是：一个“综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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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它与后面句子中的“能够绝望”间的关系就像是

“做”与“能够做”之间或者“是”与“能够是”之间的关系。 
33 这个“之”就是那“人”，并且因为上帝使得人成为“关系”，所以也是那“关系”。 
34 这个“之”就是那“绝望是来自那关系”所说的“关系”。 
35 就是说，绝望是来自那关系，——那‚综合因为‘那使人成为关系的上帝’可以说是将之35从自己手中释放

出来——也就是说因为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而在之中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关系。 

把句子肢解开，让分句成为独立句子，换一种写法就是：是来自那‚关系‛；在这关系之中‚综合‛使自己与

自己发生关系，因为上帝（上帝使得‚人‛成为那‚关系‛）可以说是在将这‚人/关系‛从自己手中释放出

来，这也就是说，因为‚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 

再换一种写法：是来自那‚关系‛（在这关系之中的情形是这样：是上帝使得‚人‛成为‚关系‛，因为上帝

可以说是在将这‚人/关系‛从自己手中释放出来，这也就是说，因为这‚关系‛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

‚综合‛使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 

本来综合是被综合的两项间的关系。这综合是人，上帝使得人成为这关系。上帝让人脱离他的手，人不在上帝

手中，于是人与自己发生关系，就是说，这关系与自己发生关系，于是这就是，“综合”与自己发生关系，并

且，它是在这关系之中与自己发生关系的。绝望就是来自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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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望者怎样地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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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绝望者怎样怎样„„怎样地谈论他的绝望，这绝望仍然是处在一种责任之下，而这种责任是由

“‘人／关系’是‘精神／自我’”这一事实所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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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前面段落的括号中的文字，亦即：“差不多就类似于晕眩中的人由于一种神经性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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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逆向的反射”。 
38 如果按中译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译词，可以说：每一次“错误关系”外化自身。 
39 换一种写法就是： 

这时这疾病是一种现实（这“现实”的本原变得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已成为过去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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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不定时。 
42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不定时。 
43 这里的这个“绝望”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不定时。 
44死于死亡] “死于死亡（døe Døden）”这一叙述方式可能是出自丹文版《创世纪》（2：17）： »Men af 

Kundskabens Træ paa godt og ondt, af det skal du ikke æde; thi paa hvilken Dag du æder af det, skal du døe Døden« 

(GT-1740). 

（中文版为：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45这里的这个“死”在丹麦文版的原文中是一个动词不定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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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

“死去”持恒地把自己转化为一种“活着” 
47 如同匕首无法杀死思想] 诗句出自约翰纳斯·爱瓦尔德 1779 年因为当时流行自杀的风气而写的作为街头小调

而出版的诗歌《一首精神的歌：带来救赎者耶稣·基督为那些受到邪恶不祥的思想诱惑而要缩短自己的生命的

人们所给出的温馨的警告》。 

文献：Johannes Ewalds digt »En aandelig Sang, hvori indføres Forsonerens Jesu Christi kierlige Advarsel til dem, som 

fristes af de onde og ulyksalige Tanker at ville forkorte deres eget Liv«, Johannes Ewalds samtlige Skrifter bd. 1-4, Kbh. 

1780-91, ktl. 1533-1536; bd. 1, s. 291-302. Hele strofen lyder: »Mon Havets Bølger slette ud? / Mon Gift fortærer Præg 

af Gud? / Kan Dolken dræbe Tanker? / Kan Aander døe? Kan Mennesket / Undflye sin Siel, sig selv saa let / Som Støv, 

hvorpaa det anker?« bd. 1, s. 299. Se også kladden Pap. VIII 2 B 145,3.  
48 其蠕虫不死并且其火焰不灭] 见《马可福音》（9：43-48）：“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

磨石栓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

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他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

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49 考虑到中文中的连贯性。这里“如果说安慰，那么”是我加出来的。 
50 在丹麦文原文中，这个“曾绝望”是过去时动词的“绝望”。 
51 “摆脱自己”，在一些地方我翻译为“抹煞掉自己”。 
52  要么皇帝要么什么也不是 ] 译自凯撒·波尔加的拉丁语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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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指罗马皇帝裘利

亚·恺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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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句话刻在裘利亚·恺撒半身像之下，之后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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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销蚀自己，走向毁灭。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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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零三年译本中的译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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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爱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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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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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就是说，这个自我就是他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58 从“灵魂的病症（罪）不像肉体的病症消蚀肉体那样地消蚀灵魂”出发，苏格拉底证明了灵魂的不朽性] 见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第十（608d-611a）中，苏格拉底论证了灵魂并不因为疾病和死亡而消失：“如果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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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什么恶的东西毁坏，既不会被那对于它自己是特殊的东西、也不会被那与别的东西相应的东西毁坏，那么很

明显，它必定是一直在那里存在着；如果他一直是在那里，那么它就必定是不朽的”。 

文献：Platons Skrifter, udg. af Carsten Høeg og Hans Ræder, bd. 1-10, Kbh. 1992 [1932-41] bd. 5, s. 208-211.  
59 最高贵的部分] 有着重要生理功能的内脏，尤其是心和肺。  
60 不是在内心深处有着„„对自己的恐惧] 基尔克郭尔以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希斯为笔名在《概念恐惧》

（1844）之中对这些主题进行了论述。 
61 基督教世界] 基督徒的社会，所有基督教的国家。 
62 一切“直接性”„„都是恐惧] 可参看《概念恐惧》第三章第一节“‘无精神性’的恐惧”。 
63 对乌有感到恐惧] 比如说可看《概念恐惧》第一章第五节：在这一状态之中有和平和宁静；而同时也有着某

种他物，这他物不是“不和平”和“争执”，因为没有什么可去争执的。那么，这他物是什么呢？它是乌有。

那么“乌有”具有怎样的作用呢？它生产恐惧。这是无辜性的深奥秘密：无辜性同时就是恐惧。精神梦着地投

射 其现实性，但是这一现实性是乌有，然而无辜性总是不断地在自身之外看见这乌有。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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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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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它”，是指“这病”，即“绝望”。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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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日间的劳作和暑热] 指耶稣关于葡萄园中的雇工的比喻。《马太福音》（20：1-16）：“因为天国好像家

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巳初出去，看见

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

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

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酉初雇来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

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

叫他们和我们一样麽。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麽。拿你的

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麽。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

了眼麽。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68 有罪的爱所得出的果实] 原本这表达是用来指私生儿的。  
69 “永恒”不认可你，它永远也不认可你] 参看《马太福音》（7：21-23）：“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

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

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麽。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

的人，离开我去吧。”也参看《马太福音》（25：12）。  
70 把你作为“你所被认识的”来认识] 参看《歌林多前书》（13：12）“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馍糊不

清。（馍糊不清原文作如同谜）到那时，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

同主知道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