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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宗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但是，系统地、客观地研

究宗教的团体、教规、礼仪、伦理，研究宗教与社会结构及其他社

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宗教

的功能和发展规律的宗教社会学，则只有近百年的历史。

在宗教社会学近百年的历史中，迈克斯·韦伯和艾弥尔·

杜尔凯姆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在西方宗教

社会学领域内一直存在着两大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韦伯为代表，

强调"不仅宗教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包含在宗教体系中的观念自

身也会对社会发生影响，并可能在许多重要方面影响社会变化

的过程"。第二种倾向由杜尔凯姆肇端，"强调宗教是社会和心理

统一的源泉'①。韦伯与杜尔凯姆的思想，被认为是当今西方宗

教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这两座并峙双峰也被誉为宗教社会学

的创始者。

在韦伯去世后的三十年中，宗教社会学一度处于-种休眠

状态。在此期间，社会学家们或忽视了宗教现象，或只在-种狭

窄的描述的基础上处理这种现象。宗教社会学因缺乏理论深度

① 弗兰克·惠灵编:4当代研究宗教的方法择，古顿出版社1985年版，第2卷，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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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圣问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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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引起兴趣的主题而衰落了。 1950年以后，随着社会学的繁

荣与发展，以及宗教在美国复兴并日益引人注目，宗教社会学也

开始苏醒，而且进入了它的现代阶段.

韦伯与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彼此不

同，风格迥异，但他们都力图从理论上去论述宗教的本质、起源

以及功能。如果说这是宗教社会学古典阶段的一大特征的话，

那么，现代阶段的西方宗教社会学的主要特征，除了与其时代精

神一致的"多元"性之外，就是把作为整体的宗教分割成相互独

立的各个方面，过分注重对宗教的这些侧面，如宗教组织、教规、

教派等等的研究，注重探讨宗教与社会变化、种族偏见、离婚、家

庭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从整体上或宏观上去把握宗教的

本质和功能的理论研究。但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西方宗教

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恢复对基本理论问题的

探索。笔者由于各种局限，不敢贸然将这种新趋势称为宗教社

会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但却认为这种新的趋势之出现在宗教社

会学发展的历史中是极其重要的。它同60年代以前的宗教社会

学的-般特征之间的差异，使它不可能被完全归为那个时期的

简单延续。它以前一时期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为基础，既不

脱商作为现代科学研究特征的经验主立和实证主义方法，同时

又从抽象思辨的哲学高度，力求把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理

论概括，得出-般结论。本书的作者彼得·贝格尔，正是这个新

趋势的主要代表之-，而这本部头不犬的"巨著"，不仅是贝格尔

的代表作，而且被誉为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姐

妹篇，是自那时以来对宗教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

贝格尔是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和宗教社会学家，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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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犬学、鲁特基斯夫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

宗教学研究协会前任主席。贝格尔先从事社会学研究，后来兴趣

转入宗教社会学领域。他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著述甚丰，除《神圣

的帷幕P 以外，还有《天使的传言人《神圣集会的噪音，、毫不确定

的观点》、 f异端的命令人 4面向现代性》等书。

贝格尔开始其作为宗教社会学家的生涯时，正值应用社会

学的鼎盛时代。宗教社会学也陷于实用的、狭隘的、微观的研究.

贝格尔认为"宗教社会学-直太专注于教会和教派体制气他把

这种研究斥为"教会的社会学气@认为"它的目光应该拓宽11(1).

他力图排除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企图探索潜藏于"体

制形式的宗教后面'③的东百.百方宗教社会学界认为，他"比这

个领域内的λ们近来所从事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抱负

更为远大"@.贝格尔在其研究中，力求统一西方宗教社会学界

自韦伯和社尔凯姆以来一直存在的两种倾向。他既>>-理论与哲

学的角度整体地论述宗教的本质、功能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

位，又十分注重宗教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之故，、《大英百科全

书》称他为当今宗教社会学界的"极有影响的折衷主义者气说他

‘创造了-套有生命的理论'。

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整个体系，是以宗教与人类活

动的关系为主要线索，探讨宗教对于人类"建造世界"和"维系世

界'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基础。他还运用这套理论体系，分析

了当代西方社会的世俗化现象。西方宗教学界公认这些是他对

F 

① 贝格尔:《天使的传言:t，达布尔代公司1970年版，第4页。
。③3 罗兰德·罗伯特逊编:《社会学对宗教的赞荐>>，牛津1972年肢，第18页，

;在28页.



4 神圣的帷幕

于这门学科的主要贡献。他的这套理论在当代百方宗教学界占

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几乎与韦伯、杜尔凯姆、帕森斯等

代犬师齐名。我们把这部凝聚、囊括了贝格尔理论体系的"巨

著'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它能拓宽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进一

步了解当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状况，有助于我们自己的

认识与研究.

• 

在《神圣的帷幕，一书中，贝格尔开宗明义说，"每一个人类

社会，都是一种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项活动中占有一个特

殊的位置飞何为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与这项活动又有什么关

系呢T

贝格尔所谓"建造世界"，实指人类构筑自己生活于其中的

广义的文化系统。社会是文化之一部分，因而社会也是人建造

世界的活动。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充满辩证关系的过程，这个过

程包括三个阶段 z 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

外在化，就是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

在倾注入世界的过程。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的产物都具有

个规律z 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

创造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于它。而内在化，则意味着

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进自己的意识，于是它们就既是

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于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这三个阶段是

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贝格尔的说法，外在化的必然性，来

自人的生理构造的未完成性，也就是说，人体的天生结构不能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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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适应其生活方式的要求，既不具有特殊的确定的功能，也未被

导向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环境。外在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

得以建立。人类社会-经建立，就具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

它为个人规定了得到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承认的意义，并把这些

意义加诸于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得接受社会对他的指导、，拉制

以及保护。如果与社会背离，个人就会丧失其身份和意义，陷入

"失范"行为之中。而就人类追求意义和秩序的本能而言，无意

义和失范对人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贝格尔由此推论，人类建造

世界的基本宗旨，就是建造人天生所缺乏的那种类似于动物的

严密结构，即秩序和法则，秩序化和法则化的主要作用，就是

提供抵抗恐怖的避难所。而宗教，正是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

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这也正是贝格尔对宗教的解释和定

义。③

如果我们解剖一下贝格尔的宗教定义，就可以看到，它是由

两个部分组成的 s 秩序化的活动以及秩序化的方式。当然，具有

秩序化功能的活动并不一定都是宗教。例如科学，就把世界描

述为一个自身具有秩序或规律的对象。很显然，秩序化的方式，

即"神圣"二字，才是贝格尔宗教定义的关键。

现代宗教学家鲁道夫·奥托把"神圣"的基本意义定为"神

秘的'或"令人既敬畏又向往的"@。贝格尔吸取了奥托的解释，

认为"神圣"意指一种"神秘而又使人敬畏的性质"，它不是人，然

而却与人有关。这种具有神圣性质的力量可以是自然客体，也可

①贝格尔对宗教的定义在《神圣的帷幕))-书中出现过多次，尽管表达上有些
不同，但意思都一样。此处的引文仅为其中最为简明扼要的一处。

②约翰·麦奎利24二十世纪宗教思想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肢，第Z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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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人造客体。例如，一块岩石，一件工具，一个酋长，或者一种

特殊习俗，都可以被神圣化，甚至时间和空间也可以被赋予这种

特性。

神圣有两种层次上的反义词，一是世俗，即神圣性质之匮

乏，贝格尔在此继承了杜尔凯姆的思想，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世俗

的，只有当它们在撞来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输入了神圣的性

质后才成为神圣的。因此这类神圣物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 s 它

的神圣性要通过种种仪式，才能象征性地得到重新肯定。-旦

失去了这种特性，它就成为世俗的了。

然而，贝格尔要强调的是神圣一词在更深层次上的相反范

畴，即无秩序的范畴。神圣秩序，照贝格尔关于社会形成的三个

阶段的学说，是从无秩序中产生的，并与无秩序相对立。神圣的

秩序包括人而又超越了人，它给人提供了抵抗混乱无序之恐怖

的"终极防护物"。宗教所假定的这种神圣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实

在，它将人的生命安置在一种有终极意义的秩序中。贝格尔对深

层次上的神圣的重要性十分关注，因为这种神圣性是不可失去

的，一旦丧失，剩下的就不是世俗而是无秩序的混乱。于是宗教

的重要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虽然秩序化并不必然伴随着神圣化，但在论及这个问题时，

作为社会学家的贝格尔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他说，

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世界，就会发现，一切最初的秩序化都具有

神圣的特征，似乎首先"只有借助于神圣者，人才有可能设想

个宇宙飞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贝格尔认为，宗教在人类建造世

界的活动中，"起着一种战略作用"。宗教意味着"最犬限度地达

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犬限度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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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目的飞"宗教是把整个宇宙设想为对人来说具有意义的大

胆尝试飞

的确，贝格尔的这种思想有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纵观

现代西方思想家对文化、社会与宗教的论述，从方法上讲，除了

传统的对社会过程、历史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

之外，不外有两大派。一派是沿袭孔德、斯宾塞实证路线的新进

化论、多向进化论、结构主义等理论s 男一派是所谓人本主义的

非理性思潮，如从个人心理根源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精神分析

论，存在主义的生存价值论，认为对社会秩序起联结作用的，主要

是富有主观意义的符号的相互作用论等等。贝格尔是从人的生

理结构之未完成性入手，开碎了一个从哲学人类学和现象社会

学来解释人类活动，尤其是宗教活动的新角度。如果再仔细琢

磨一下贝格尔的这些思想，我们又会觉得其根基似曾相识.

贝格尔这些思想的基本点，在于强调人类不能离开秩序和

意义。社会文化，特别是宗教，正是使人类免于混乱和无意义之

恐怖的屏障，而意义和秩序不过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种思想认

识在西方思想的全部历史中有着久远而深厚的基础。从亚旦士

多德对形式和质料的论述，到基督教关于上帝从虚无创世的教

义，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到新康德主义的意义理论，可以

说，整个西方思想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公分母，即把无序或混乱

儿乎等同于非存在，或者至少等同于无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说似曾相识，还由于贝格尔吸取了韦伯、杜

尔凯姆、奥托等思想家的不少理论成就。他对宗教意义的探寻，

对宗教作用的分析，几乎可以说是上述几位思想家思想的归纳

和延伸。难怪西方宗教社会学界公认他的思想是一种"综合理

…→町甲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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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飞称他是"极有影响的折衷主义者飞

贝格尔对宗教定义的推导过程以及其定义本身，表明他把

宗教提到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层次上。不可否认，人类的生存即

使不能断然定论说是以秩序为前提的，至少也可以说是与秩序

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贝格尔对宗教论述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

世界本身是无秩序、无规律可言的。至少，他先否定了世界的可

知性，他的潜台词是与康德站在同一阵线之内的。但是贝格尔

的目的却与康德的大相径庭，他对世界的本体问题存而不论，只

是要从此推论出宗教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他的这种方法被称为

"方法论上的无神论J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与神学对世界本质

的描述和对宗教的定义针锋相对的。它剥去了宗教起源的神圣

光圃，赋予了它人造物的特征。就此而言，贝格尔的研究方法是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贝格尔认为人类对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本能，人将自己的意

义和秩序投射到宇宙活动中，是人的生理结构之未完成性的必

然结果。照此推理，人类建造意义和秩序的活动也是一种本能，

它类似于蜜蜂造蜂巢和蜂群内等级森严的分工本能。当然二者

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后天的，后者是先天的。如果宗教就

是建立神圣秩序的人类活动的话，宗教也可以说是一种本能。

于是，只要有人类活动，甚至只要有人类生存，就一定会有宗教.

只是由于这种本能的后天性〈这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沁

人类建造秩序的方式可以各不相同，因此人类创造出的宗教也

是形形色色，有变化有发展的而已。同贝格尔很接近的宗教学家

鲁克曼曾把宗教定义为"人类有机体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通过

构造客观的、在道德方面有约束力的、包罗万象的，意义体系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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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了人类的有机体的生物本性。"①贝格尔批评他未从本质上

来解释宗教。但在事实上，贝格尔自己的宗教定义也有相当宽

的外延，就此而论，他们二人是异曲同工的。他们都有一种倾向，

即把对宗教的研究推广到一些具有某种近似宗教的社会功能的

非宗教事物上。这种倾向是同当代宗教研究中，从宗教信仰和

宗教实践所构成的狭义的宗教体系，转向一种更为广泛的宗教

意识和宗教情感的趋势相一致的。这种研究认为，宗教意识和

宗教情感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东西。当然，我们并不赞同这

种看法，但是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不仅对于全面地理解社会现

象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本

身。

如何从本质上给宗教下定义，首先得解决什么是本质的问

题。应该说，事物之本质是决定该事物所以为该事物，并与其他

种类事物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在贝格尔的宗教定义中，人

类活动并不是体现宗教本质的用语，因为人类活动有千千万万，

而建立秩序的人类活动又何止万千。如哲学、政治、法律和科学

等方面的活动，都在整体上或者在某些领域内建立了人类赖以‘

生存的秩序。显然"神圣"才是这个定义的核心词。秩序一经

"神圣"化，的确就有别于哲学建立的秩序，法律建立的秩序及一

切别的秩序了。至于把这种神圣秩序称作上帝、道、神，还是别

的什么，那不过是形式问题而已。这也是贝格尔的定义与鲁克

曼的不同之处。鲁克曼的"宗教是人类有机体的一种能力"之说，

并未将宗教与人类有机体的其他能力区别开来。那么什么是宗

① 罗兰德·罗伯特逊编:《社会学对宗教的解释>>，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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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本质呢?关于这一点，宗教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一般而

言，把宗教确定为信仰和崇拜神或神性物的体系的说法，得到较·

乡的支持，宗教对神或神性物的崇拜，基本上可以使它区别于诸

如哲学、文学、法律等其他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现象。基于上

述，可以说贝格尔的宗教定义的确比鲁克曼的定义更接近于宗

教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必然要从事物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贝格尔的

定义是>>..功能的角度来揭示宗教的本质的。人类活动无疑是一

种行动，行动必定具有一定的功能。在贝格尔的定义中，宗教的

功能就是建立一种秩序，但又不是一般的秩序，而是神圣的秩

序。宗教的这种活动可以包括宗教的观念与思想活动，体验与

情感活动，行为与组织活动。从这个角度去探索宗教的本质，可

以开拓我们研究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路。当然我们应该注意，

事物的功能决不等于事物的本质。由于二者不可分割，从功能

角度出发，可以认识本质，但是功能角度并不是唯一的角度，尽

管它常常是一个方便的角度。

一
一

在论及社会形成的辩证过程时，贝格尔曾指出过人类产物

的两大特征z 非固有性和非稳定性。人类的活动创造了意义和

川秩序，而意义了和秩序L旦建立，论证其合理性的过程也就必然出

现。贝格尔认.为，古往今来，在历史上流传最广而又最有效的论

证社会秩序合理从而维系了社会之稳定的手段，就是宗教。综

现他在《神圣的帷幕》全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把他关于宗教维

，、

• 
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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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桂会的功能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宗教对社会制度〈指社会学上对社会全部惯例体系

的总称)和社会角色之合理性的论证。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若将其客观化了的制度秩序一代代传

下去的问题。如何使这些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秩序在将来的延

续能够得到最可靠的保证呢?贝格尔的回答是"建立宗教的合理

化论证气也就是说，宗教用其神圣的帷幕遮盖住制度秩序的一

切人造的特征，把它们来自虚无基地的标记撒下，使它们变成某

种在时间的开端就已存在著的东西。宗教正是通过这种赋予社

会制度秩序以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的手段，把经验社会不稳

定的实在与终极实在联系起来，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合理性。于

是，尽管制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它们时常受到来自在

方面的威胁，但是，一旦它们被赋予了必然的、稳固的、永久的外

就9 它们就具有了不朽的性质。

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稳定，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

的稳定。个人的身份和角色，依赖于他人的认可和分派。个人

只能在他人认可的范围内，把自已与角色认同。然而他人又相

当容易改变或撤回那种认可和分派，于是个人与角色和身份的

关系就处于不稳定之抉态。而宗教却使个人在社会中的脆弱身

份与角色获得了稳靠的基础。正如一条阿拉伯谚语所说的户人

忘了的，神还记得"。于是上帝成了最可信赖而又最有意义的他

;英嗦沁吏2营建

其次是宗教对无秩序现象提供的合捏割~M:ï号。了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秩序化、社会化如锵董事二洛种无秩序二

.<λ eJ fftj 
o;JJ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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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诸如天灾人祸，总是存在的。宗教为这些现象提供了合

理化的解释，这是宗教神正论的功能。

在人的经验中，无秩序的经验及边缘情境如恶梦、死亡总会

发生，而且无论社会如何被神圣化，痛苦与不幸总是伴随着人的

-生。宗教神正论的功能就是把这一切无秩序的经验、痛苦及

不幸说成是有意义的，是需要的，是命定的。人对意义的需要，

与对解脱和幸福的需要同样或甚至更加强烈。宗教神正论虽不

能提供解脱和幸福，但却能提供意义，这正好满足了受苦难者的

愿望。

神正论对于社会的作用类似于对个人的作用。社会作为卢

个整体，也可以把无秩序的事件归并到社会既定的法则中，即把

它们看成是必然的。于是，不仅是自然灾害、疾病死亡，一切愚

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且人们相王给对方造成的不幸也可以得到

解释。

因此，贝格尔说，宗教神正论由于穷人的贫困而为他们提供

意义，也由于富人的财富而为他们提供意义。神正论的重要功

能，就是对社会的力量与权利的普遍不平等作解释，它论证了不

平等制度的合理性，也就维系了这种不平等。

>>.贝格尔关于宗教维系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宗教

合理化作用的一个基本诀窍，就是把人的产物转化为超人的或

非人的客观事实，使人造的社会从非人的产品的角度得到了解

择。宗教何以做到这一点?它的合理化论证的基础何在?贝格尔

认为是因为宗教具有异化的力量。.

贝格尔认为异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与其世界

的辩证关系在意识中失落了。所谓辩证关系的失落，也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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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世界之间的实际关系被颠倒了。作用者成了被作用者，创

造者成了产品。宗教正是具有这种异化的力量，它把人的产物

变为超人的或非人的东西，使人的法则变成了神圣的秩序，或者

至少是从人之外获得了意义的实在。人建造的一切具有无数偶

然性，天生的不稳定，而神造的一切则似乎是不朽的。

宗教假设了人的世界之外有一个世界，假设了与人完全相

异的神圣者。这些假设不可能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得到证实，

它们无论在终极方面会是些什么，但在经验方面，只是人类活动

的产物，是人的投射。贝格尔认为，人类在自身的外在化过程中

把人的意义投射到宇宙之中，这些投射被客观化了。这些宗教

意义的客观化是被创造出来的客观化，而且含有外在的压倒一

切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宗教的意义也是人的异化的投射。

按照贝格尔的观点，这种异化的本质，就是把虚构的无情性

强加于人建造的产物之上。这种本质最重要的结果，是把以经

验为根据的历史和经历，错误地理解为是以超经验的必然性为

基础的。人类存在的无数偶然事件变成了神圣法则不可避免的

形式。人生活在自己亲手建造的世界上，却仿佛注定要依靠那

种种完全独立于他们自己的世界的力量才能活下去。宗教证明

了这种异化的合理性，因此，人类活动投射进去的意义凝结成了

一个巨大的、神秘的世界，它以一个被异化了的身份，高居于人

的世界之上，它最终得到了宗教的认可。为此，贝格尔无不感叹

地说z"异化也是宗教意识在探求一个对人类有意义的宇宙时所

付出的代价1"

对宗教功能的探索，是宗教社会学家历来关注的-犬课题。

宗教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说户在每一种文明中，每

, 

~一一一一一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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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习俗、器物、观念、信仰都完成着某种重要的功能飞①连"西

装袖子上的扣子，也表示着对传统的草敬气@宗教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长期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乃至社会的发展，因而对于

宗教功能的讨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在宗教社会学的最早阶段，这个问题就受到了重视。孔德

曾把寻找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确立为其研究的任务。他认为宗

教就是社会团结与协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宗教信仰使得个人严

格地服从于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目标，使人与人的感情联

系得到发展，使分散的个人在社会之内联系起来。在杜尔凯姆

那里，对宗教功能分析的注重，使他的研究冲破了 19世纪人类学

家宗教研究的藩篱。社氏认为宗教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完成

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至于韦伯，不仅重视宗教使社会

一体化的功能，还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宗教对于社会变革的作

用。这在宗教功能的研究中，无疑是一个大进步。他的研究说明

了观念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派大师

帕森斯，更是具体地描述了宗教的功能，"首先，宗教使道德的价

值、情感和行为体系的规范有了认识上的意义，其次，宗教平衡

了合理地期待行为结果，与实际能看到的后果之间的差异。"③

贝格尔撇开了对宗教功能的具体论述，而从哲学和认识论

角度，概括地指出了宗教赋予社会秩序以本体论地位的作用。他

不仅看到了宗教对既定秩序和制度的论证，也看到了宗教对于

无秩序、混乱、痛苦和死亡的论证。在此，贝格尔抓住了宗教能

① 4西方社会学史苦，能源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②《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及其主要理论川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编，第65页.
@ <<当代研究宗教的方法h第1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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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现象具有意义这个关键点。这是他的理论与其前辈不同

的地方。而他对宗教功能与异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则超出了

他的前辈。

"异化"一词并非新概念，黑格尔、费尔巴噜、马克思都使用

过它。关于宗教异化的问题，贝格尔无疑受益于费尔巴哈与马

克思。费尔巴哈认为非人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宗教神话，马克

思把对宗教的批判扩展为对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从更阔的社会

领域一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去寻找非人现象的原因。而在贝格尔

的笔下，异化似乎是社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因为

他认为异化在"人类学方面是必然的 9在人的社会性方面是既定

的气由此而推论出非人现象的根源是人类存在本身，是人的生

理结构的未完成性，是人的本质上不可避免的外在化。正是认

为异化与宗教具有最基本的共同源泉，贝格尔才说宗教维系人

造社会的功能的基础，在于宗教具有异化的力量。当然这种异

化永恒论无疑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经济学的结论。

无论是用异化说明和批判宗教的费尔巴哈，还是从私有制

上揭示异化根源的马克思，都不曾详尽地论述过异化与宗教功

能之间的关系。贝格尔不仅指出了异化是宗教的基础，宗教是

异化的力量F 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宗教是论证这个过程

合理的有为工具s 而且他还用不少笔墨论述了宗教与非异化的

关系，并由此而触及了宗教的另一个人们很少从理论上论及的

侧面，即其"动摇世界"的功能。我们如果从辩证法出发，是不应

该忽略这方面的研究的.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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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现代社会有一段精彩的总结 s"我们的时代 p 是一个

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桂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

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一一或者遁入神

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①研究西

方社会的宗教社会学家，把这个时代的这种理性化、理智化现象

称为世俗化。

宗教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的世俗化，自然引起了众多

宗教社会学家的注视。贝格尔对此虽惊慌，却未失措，他力图用

自己的一套宗教社会学理论来说明这种状态。这实际上是前述

以哲学为基础的宗教理论在.现代社会问题上的运用。从社会历

史出发，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乃是贝格尔研究的一大特征。

关于世俗化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但犬或可归为两大类 z

来自西方文明外部的解释〈比如一个印度教徒的看法〉认为，这

是由于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传播所致，来自西方文明内部的解释

〈比如一个忧心忡忡的西班牙教士的看法〉则认为，现代世界的

经济发展是导致世俗化的媒介。贝格尔对这些说法都不感兴趣，

他另辟蹊径，从对基督教自身发展的解剖中，得出了一个与众不

同的结论产世俗化的棍子，就在古代以色列宗教的最古老源泉

中，世界摆脱巫魅在旧约时代就开始了。"

耍了解古代以色列，必须了解它在其中诞生的埃及和美索

① 《社会学文选>>，第155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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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达米亚文化。当然，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它

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的世界被理解为是镶嵌在包含了

整个世界的宇窗秩序中的，人界与神界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按

照贝格尔关于宗教的定义和功能的理论，这种世界观对人类具

有极大的安全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什么事，而是意

指无论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它们对人来讲都是有意义的。这种

神人相关的世界观，捂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提供了抵

御无秩序的屏障。尽管这种世界观对古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但

以色列人仍然断绝了与生育它的这个文化母亲的关系。

贝格尔认为，<旧约》中解释以色列人起源的两次出走〈指亚

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出走和摩西领导的从埃及的出走)，不仅

具有地理意义或政治意义，而且是以色列彻底抛弃埃及和美索

不达米亚关于神圣秩序说法的表现。以色列宗教的这种反叛，

贝格尔认为可以从《旧约'的超验化、历史化和伦理理性化三方

面来看。

<1目约圣经》假设了一个上帝，他站在宇宙之外，不只是世界

的创造者，而且是唯一的创造者。这个上帝没有后代没有同伴

e旧约》描述的世界，一方面是上帝活动的场所，另一方面是人的

活动场所，以色列人的信念从最早的原始材料到其教规的编篡，

都具有历史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一-}}...埃

及出走，在西奈山立约，获得土地等等。可以说，整个《旧约'都是

围绕历史旋转的。叫目约'设想的上帝来自远方，他与以色列入

在百奈山订立了契约，一旦以色列入未能履行那些义务，他们与

上帝的关系就将被解除。

以上三个方面表明，以色列宗教中神λ 世界间的联系，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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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圣宇宙说来，显然脆弱得多。贝格尔

认为，世俗化的种手正是埋在这种与神界的脆弱联系中的。

作为晶犹太教的私生子"，基督教的情况又如何呢T我们先来

，看看天主教。

在维护上帝的超验性方面，天主教是退化了-步。因为天

主教为上帝添增了母亲与儿子，上帝不再孤独。但天主教保留

了彻底的历史性。此外它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它的教会的形

式。教会把宗教活动和象征集中在一种形式的范围之内，实际

上就承认了教会之外的领地不属于上帝的管辖。世俗世界的存

在，在此已被神学论证为合理的了。难怪贝格尔说，"这是基督

教以最无意识的方式为世俗化打开的一条路。"但天主教保留了

与上帝相连的各种渠道，在人神之间建立了一系列的连续性，天

主教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充满了神性的世界，它有碍于世俗化的

进程。

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比起天主教来仿

佛是矮了半截。它抛弃了天主教犬量丰富的内容，简化得只剩下

了"本质飞神人相通的大多数媒介都被取消了，天地之间的脐

带被切断了。上帝与人联系的渠道斐得既狭又小。可以设想，

一旦这条狭小的渠道被阻，世俗化的闸门就打开了。没有天使的

天空，已为天文学家的入侵开了犬门，最后还迎来了宇航员 1 更

何况没有上帝的世界先?因此，贝格尔说s"如果现代剧是宗教

的没落，那么新教可以称为这出戏的彩排。"新教使得早已埋在

《旧约'中的世俗化种子破土而出。

贝格尔对西方社会世俗化根源的分析，具有相当的独创性@

>>.西方社会内部和外部提出的解释，都具有彼此不可替代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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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揭示了问题的一部分真相。但是象贝格尔这样}}..."内部的

内部"，从作为百方社会的文化深层和精神核心的犹太教一基督

教传统本身的内部去挖掘世俗化的根源，确实是一种不多见的、

很有价值的观察角度和分析方法。从事物自身的发展去说明事

物走向自身反面的原因，在事物的萌芽状态中寻找其自我否定

的因素，是一种极富辩证法色彩的方法。'历史的嘲弄存在于宗

教与世俗化的关系中，基督教就是自己的掘墓人'。贝格尔这

论断，鲜明地表明了其辩证分析法的特征。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分析犹大教思想的三大特征以及基

督教内部的自我否定因素的同时，贝格尔忽略了这一段漫长而

丰富的历史进程中的更加复杂多样的社会因素，没有说明那些

自我否定因素的产生及其发展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复杂联系。于

是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世俗化过程中，是偶然的、精神性的因

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我们看来就不足取了。

世俗化引起了宗教向两极分化。在贝格尔看来，世俗化最早

的发源地是经济领域。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世俗化从

这个领域不断向社会其他领域扩张，这种扩张使得宗教向制度

和秩序中最公开和最私有的方面，即国家和家庭两个方面分化.

由于政教分寓，国家不再代表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制度的

强制力量了。这种宗教，没有现代政治制度的参与，可以说只是

-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但在家庭以及与家庭有紧密联系的社会

关系范围内，宗教一直有着巨大的实际潜力。宗教的私人化，也

就是说，宗教是被其门徒非强制性地、自愿地接受，正是宗教在

现代社会中的本质特征。这种私人化的宗教，无论对于接受它的

'‘人来说是如何真实，却已不再可能完成宗教的传统任务，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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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能够赋予每一个人以终极意义的共同世界。

这种两极分化，使得宗教在现代社会具有一种两面性z 公共

场合的修辞和私人的德行。就宗教是共同的而言，它已缺乏真

实性，就其是真实的而言，它却缺乏共同性。这种抉况必然引起

传统任务的彻底改变。宗教建造社会的力量已被限制在建造亚

社会或部分社会方面。支撑这种私人化宗教的社会基础变得越

来越脆弱。按贝格尔的说法，要改变这种脆弱状况只能通过寻

求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来得到调节。于是新的教会和更广泛的宗

教集团不断涌现，某一种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多元化的状况

所取代。

当然，多元化并不局限于在宗教派别之间为争夺信徒、地盘

之间的竞争，由于世俗化的结果，各宗教集团也被迫与社会上各

种非宗教对手竞争。我们完全可以说，世俗化导致了多元化，而

多元化又加速了世俗化。

世俗化的问题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和宗教学家的重视。他

例一致认为世俗化是非常值得认真考虑的现象。然而对于世俗

化的定义、起固、结果，犬家并无一致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能

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只是，传统宗教象征已不再是工业社会的内

聚力量了，现代经验科学的世界观，已逐渐替代了神秘的宗教世

界观。

西方社会这种世界观的变化过程是确定无疑的，问题是如

何理解它和评价它。由于宗教社会学家们对宗教的定义五花八

门，因而直接导致了在世俗化定义上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

世俗化的结果的看法也就必然各执一词，歧异甚犬。我们虽不可

能对各种学说都作出评判，但比较一下有代表性的不同看注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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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有意义的。

帕森斯和贝拉都把世俗化描述为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增加的

复杂性和差异性的一部分。他们也认为宗教已变为主要是私人

的事情了，然而并不把这种变化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变化。

帕森斯认为，西方世界是受基督教精神及其世界观的影响

而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仍具有巨大影响，私人化宗教

仍将深深影响公众的行为。"现代人在一个渗透着基督教观念

的巨大结构中共同工作，并受到基督教伦理的指导，实际上，他

也许在犬量时间内都是以宗教的方式在行动，哪怕他本人并不

直接清楚这一点，因为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f①

贝拉把世俗化现象解释为宗教的进化而不是衰退的过程.

这种看法首先与贝拉对宗教的定义有关。他认为宗教是"把人

与其生存的终极条件联系起来的一套象征形式和行为。'②他认

为象征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而逐渐向前进化。宗教的私人化，使

它较少受到组织化的控制，它允许个人选择他们所要接受的世

界观，个人有更犬的自主性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体系。这种

更大的自主性就是代表了人类的进步。

托马斯·奥蒂亚的结论又是另一种。在奥蒂亚看来，宗教

最初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或理智的现象，而世俗化使信仰在逻辑

和推理方面体系化。因此，奥蒂亚关于宗教是非理性的概念使

他断言，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的衰落。

我们还可提提本顿·约翰逊的世俗化定义。他建议我们把

① 罗伯茨:《从社会学角度看宗教>>，多尔西出版社1984年肢，第117贺。
@ 向上书，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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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定义为"意义体系中超自然因素减少的变化过程飞@这

个定义是否说明了宗教的衰落，完全取决于超自然信仰是否是

宗教定义的-部分。因此它被认为是一个既可谈论世俗化程度，

又避免把世俗化说成是不可改变的过程的假设。一当然这种所谓

的折衷定义未必能调和不同观点。

有的宗教社会学家则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崩

溃，因而感到恐慌，贝格尔正是其中一个代表。在贝格尔的整个

宗教观中，宗教提供统-象征和统一世界观的这-作用是非常

重要的。他认为人类建造的世界是十分脆弱的，必须通过一块

神圣的帷幕才能予以保护。宗教正是这块帷幕。而世俗化使这块

神圣均帷幕四分五裂。一方面，支商破碎的帷幕，即使它是神圣

的，也不可能为整个人类世界提供共同意义B 另一方面，支持宗

教的社会基础由-个整体变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这种分裂也

不可能支撑一块神圣的帷幕。正是这种观点，使贝格尔为宗教

在工业化社会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总之，不论宗教学家们对世俗化一词作何种解释，也不论他

们对世俗化是抱欢迎还是哀叹的态度，世俗化已成了风靡全球、

势不可挡的现象了.

四

出乎贝格尔的意料， (神圣的帷幕》问世后，被一些人斥为

"无神论"的论述z 贝格尔对当代宗教的分析，也被认为是一种对

宗教"绝望"的态度。这些批评使贝格尔深感不安。作为一个社
一

@ 罗伯茨z恒1Á社会学角度看宗教:t，多尔西出版社1984年肢，第121页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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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家，他并不放弃他的"方法论上的无神论气即从经验出发的

归纳法，并不因此而拒绝承认宗教在当代的变化z 而作为一个基

督徒(1)，作为当代极少的关心神学问题的社会学家，他却又不廿

心看到宗教本身的世俗化。为了平衡这种矛盾，贝格尔把"社会

学的兴趣与神学的兴趣揉合在一起飞②从经验出发，论证了超

自然的存在，并由此而进一步提出，宗教的未来既不是"宗教的

完结"，也不是"复活之神的时代的来临"，而是"在世俗化的文化

中，继续发现超自然的存在。"③当然，贝格尔的论证并不能挽救

西方每况愈下的宗教危机，全球性的世俗化现象就是对他的最

好回答。

《神圣的帷幕署一书的全部社会学思想的基础，是关于人类

活动的理论。贝格尔对这种核心在于建立并维持秩序或意义世

界的人类活动的描述，具有明显的宗教现象学特征。他摒除了

这种活动的具体历史环境和一切外部条件，把它们括在括号里，

现象学在宗教研究中的几种运用一一摆脱价值判断的研究方

法.交叉文化比较以及描述的非解释性取向，都在贝格尔的这一

书中有所体现。

贝格尔的研究方法还有这么一种特征，当他论述宗教本质

的时候，他是从哲学角度入手的s 当他研究当代社会的世俗化问

题时，他是从宗教学、社会学入手的，当他讨论神学问题时，又从

社会中的人的体验入手。我们可以把这种方法归结为从哲学到

① 贝格尔伏天使的传言》，达布尔代公司1970年版，第4页.
② 《二十世纪宗教思想事，第506页。

@ 贝格尔:《天使的传言均达布尔代公司1970年版，第29页。贝格尔提出的美
于超自然存在的五项论证详见于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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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又从宗教学到社会学，再从社会学到神学的三部曲。所

以人们认为他不仅是社会学家，不仅是宗教学家，更是一个对当

代哲学和神学提出了重要的有挑战性问题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但在我们看来，这种从哲学通过宗教学向社会学向神学的靠拢，

具有一个唯心主义的基础，那就是由主观唯心论的哲学向客观

唯心论的神学的运动。因而他的研究以有神论为终结，也就毫

不足怪了。

然而，作为一个主张宗教是人的产物的社会学家，贝格尔又

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的一切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哲学人类学。

但他是一个非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者，因为他的人本主义，最终

落实到以人为神的出发点，)}..人身上的"表征"走向超越人、超越

自然的实在。我们可以说，他既是一个独特的、重视思辨的社会

学家和宗教学家，又是一个独特的、重视经验的哲学家和神学

家;他的理论不但是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两大潮流 z 人本主义与经

验主义相结合的典型范例，而且是一个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相结

合的典型范例。对于这么一个站在宗教社会学新时期前沿的人

物，对于这么一种具有如此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论，我们显然还

需要作夏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商师中

1990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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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论述旨在进行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次尝试。具体地

说，它试图把来源于知识社会学的一般理论观点用于对宗教现

象的研究。尽管这篇论述在某些地方极其抽象，但它从没有偏

离〈至少不是有意的〉社会学这门经验学科的参照系。因此，它

必须严格地把宗教关于世界的命题最终是真实还是虚幻的任何

问题全部包括在内。这篇论述并没有任何或隐或显的神学内

容。附录二关于这种观点对神学家可能具有的含义所作的简短

评论，对于这篇论述并不是非有不可的，而且也并不是这篇论述

在逻辑上的延伸。之所以写下这些评论，是由于一种对神学家

及其事业的个人情感，它们可以不必打扰对神学无兴趣的本书

读者。毫无疑问，某些社会学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会感到头

痛的是，这篇论述十分接近哲学思考，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似

乎与社会学本身无关。对此，恐怕我是爱莫能助了。这本书并

不是就社会学理论与哲学之间的整个关系进行辩论的地方，因

此我在此所能傲的，只是恳求我的社会学同仁们表现出一种普

世主义的宽容精神(顺便说说，这是他们可以从当代神学中学到

的一种有益的东西〉。

同时也应该强调，这本书不是"一种宗教社会学气一种配

得上这个名称的研究必须处理此书并未触及的大量材料一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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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宗教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宗教制度化的种种形式，宗教引

导的类型等等。作为社会学理论化方面的一种尝试，本书的目

标要小得多。

实质上，我试图在此所作的，不过是把宗教理解为历史的产

物，并使之成为最终的社会学结论。我既受益于马克思、韦伯和

杜尔凯姆研究宗教的古典方法，又与他们的方法有诸多的分歧，

读者可以在书中有关的地方注意到这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对

宗教下一个完全是社会学的定义，但是我采用了关于宗教史和

宗教学共有的现象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我在附录一中简述了理

由。

这篇论述分为两个部分z体系部分与历史部分。严格地说，

只有前一个部分才算得上前面提到的理论尝试。我在第二部分

关于现代世俗化的讨论中试图傲的，是要表明这种理论观点在

理解特寇的社会历史状况方面的"报偿气脚注是为了说明我的

理论来掘，以及我所利用的历史材料和经验材料，我一宜在小心

翼翼地"还债气说明我从中受益的是哪些著作，但是显然并未努

力去把脚注变为宗教社会学的一般参考书目，就本书的宗旨而

言，开列参考书目是很不恰当的@

这本书与我和托马斯·鲁克曼合著的4实在的社会结掏

论知识社会学) (1966) 有着特殊的关系。尤其是本书的第一、

二章直接运用了知识社会学中同样的理论观点去看待宗教现

象。当然，如果这本书从头到尾都与f实在的社会结构，互相参

照，那肯定会令人乏味，因此，在此我就只总的提一下。当然不

用说，鲁克曼对本书的论述绝不该负责任。不仅在知识社会学家

之间，就是在小偷之间也有着信誉的问题，然而，有些坏事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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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干的，有些却是分别干的。

每当我觉得需要就我近年来所作的事表示个人的谢意时，

结果似乎总是提到同一批人。这虽然有一点儿令人生厌，但是

却可以硝除我的不安之情。在与宗教社会学有关的所有方面，

我最真诚地感谢我的老师卡尔·马耶尔。我从托马斯·鲁克曼

那里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了那些独特的事业的范围，那些事业

已表现为署上了我们两人名字的著作。在我的思考中，一直留

有与布利基特·贝格尔和汉斯弗利德·克尔纳关于这些方面以

及有关问题的对话的深刻印象。很遗憾，我与神学界人士的交

流近年来减少了，尽管如此，我仍想提一提詹姆斯·古斯塔夫逊

和西格弗利德·冯·柯尔茨弗莱希这两位神学家，在他们身上，

我一直立现有一种对社会学思想的不寻常的开放性，我在很多

情况下都对此十分感激。

, 

P.L. 贝格尔

1966年秋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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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宗教与世界的建造 , 
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种活

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此，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对人类宗

教与人类建造世界之间的关系作某种一般的说明。然而要清楚

地说明这一点，必须首先阐明社会建造世界的功效问题。为了

作出这种阎明，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是一个辩证的现象，因为它是人的产物，仅仅是人的产

物，而这个产物却又不断地反作用于其创造者。社会是人创造

的。除开人的活动和人的意识所陆予它的以外，它便一无所有.

离开了人，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实在。然而我们也可以说，人

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插曲，

而社会历虫不仅先于个人的经历，而且在个人经历结束之后还

要继续下去。在个人诞生之前，社会就存在了，而个人死后，社

① "世界"一词在此是从现象学的角度去理解的，也就是说，关于它的终极本
体论地位的闯题保留在括号中了。至于这个词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运用，可
参见迈克斯·舍勃尔《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慕尼黑，宁芬贝格出版栓，
1947)。这个词在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运用，可参见舍勒尔《知识形式与社
会叫伯尔尼，福兰克公司， 1960) 1 阿尔芙雷德·舒兹 4群体世界的感性绪
构川维 iiL纳，斯普林格公司， 196ω以及《论文集》第1-"2卷(嗡格，尼霍夫
公司 ， 1962~1964)。应用于社会的a辩证'一词，在此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意义上去理解的，特别是从这个词在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穗，
申得到发展的意义上去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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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继续存在。更重要的是，正是在社会之内，作为社会过程的

结果，单个的人才成了具有人格的人，才获得并保持着一种身

份，才可能实现组成他生活的种种计划。离开了社会，人不能生

a 存。社会是人之产物以及人是社会之产物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它们反映了社会现象固有的辩证特征。只要认识到这个特征，人

们就可以从适合于社会的经验实在性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了o<D

社会的基本辩证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或三个步骤，即外在化，

客观化和内在化。我们只有将这三个阶段一起理解，才能维护

关于社会的在经验上恰当的观点。外在化，即人通过其肉体和

精神活动，不断地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这个世界的过程。客观

化，是通过这种〈内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活动产物而达到一种实

在，这种实在作为一种外在于其创造者并与之不同的事实性，而

与其最初的创造者相对立。均在化，是指人重新利用这同一个

实在，再次把它从客观世界的结构变为主观意识的结梅。正是

通过外在化，社会变成了人的产物，通过客观化，社会变为一个

@可以说，人与社会互为产品的这种辩证理解，使我们有可能从理论上综合唱
伯和社尔说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而且并不因此而丧失侄何-方的基本意
图(按照我们的雪法，这类丧失就曾立生在帕森斯的综合体系中)。韦伯把
社会实在理解为是通过人类意义而不断构成的，社尔凯拇则把它理解为具
有与个人对立的外物之特点，二者都是正确的。他们分别指出了社会现象
的主观基础和客观事实俭，指出了主体及其对象的辩证关系。由此看来，他
们的两种理解只有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种对主观性的准韦伯式的强
调，只能导致对社会现象的唯心主义的歪曲.而一种对客观性的准社尔凯
.，式的强调，只能导致社会学的具体化，这是更具有灾难怪的歪曲，当代美
国社会学一直倾向于具体化社会学。应该强调指出，我们在此并不是说这
样一种辩证综合能够得到两位作者本人的赞同.我们的兴趣是建立体系而
非进行注释，这种兴趣允许对过去的理论结构抱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所
以，当我们说这是要进行一种综合时，我们是商内在的理论逻辑意义，而万
是就这两使作者在罚史上的实际目的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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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实在，而通过内在化，人则成了社会的产物。。

外在化是人类学方面的一个必然过程。正如我们凭经验所

知的那样，离开了人向他在其中发现了自身的世界的不断倾注，

就不可能设想人。我们不可能把人的存在理解为在自身之内静

止不动的，处于某种封闭状态中的，后来才开始在周围的世界中

表现它自己。人的存在就其本质而言是外在化的，并从一开始就

是外在化的 o@ 这个人类学上的根本事实，大概是以人的生理构

造为基础的。③在动物王国中，人类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这种

特殊性体现在人与自己身体和世界的美系中。人与其他较为高

级的哺乳动物不一样，哺乳动物生来就具有一个基本完成的有

机体，而令人奇怪的是，人生来就是"未完成的II'@。在完成人的

发展过程中， 骤(对其他的高级哺乳动物来说，这些

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出现在人出生后的第一年。也就是

说，"成为人"的生理过程出现在孩子与外部有机环境相互影响

①'外在化'与'客观化'二词出自黑格尔，包们被马克思用来说明集体现象，我
们在此是按马克思的意思来理解的。 e内在化'一词则是按遁用于美国社会
心理学界的意思来理解的。它的理论基础首先是乔治·赫伯特·米德的著
作，为此可以参见他的4心灵、自我及社会川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34.儿安瑟尔黯·斯特劳斯编辑革的 4乔治·赫伯特·米德论社会心理学，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0<<特殊的实在'一词意指社会，杜尔凯姆
在其《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伊利诺斯州，格伦科，自由出版栓.195ω一书申
发展了这个词的内涵。

@关于外在化在人类学方面的必然性之说，是由黑格尔与马克思发展的.这
种观点在当代的发展也体现在舍勒尔的著作中，还可参见黑尔姆待·普输
斯纳的4有机体的等级与人类判1928) 以及阿诺尔德·格伦的《人，。

@关于这个论证的生理学基础，参见F .J.布伊登迪克的4人与兽刘汉堡，罗沃
尔特公司.1958); 阿道尔夫·按尔特曼的4动物学与人的新画像叫汉堡，罗
沃尔待公司.1956)。这些观点在社会学中的主要运用，见于格伦的著作.

@这是基本上用马克思观点写成的最近一本人类学著作的开宗明义第一旬z
'人是未完成的气乔治·拉巴萨德《生命的开端:..巴黎，子夜出版社 .1963.
第17页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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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时候，这种环境包括孩子的自然世界和人造世界。于是，在发

展人格和利用文化的意义上"成为人"的过程，就有一种生物学

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作为异己的变化而加入

人的生物发展中的，相反，它们是以这种生物发展为基础的。

人类有机体诞生时具有的"未完成'特征，与人体灾生的构

造相对来说不具有特定功能这一特点在着密切的联系。非人类

动物在进入世界时就具有高度特化和稳定导向的趋势。①结果，

它们就生活在一个或多或少是由它们的天生结构完全决定的世

界中，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的种种可能性仿佛已由动物自己

的结构安排好了。于是每类动物都生活在适合于其特定种类的

特定环境中，有所谓鼠的世界、狗的世界、马的世界等等。与此

相反，人天生的结构既是非特他的，又未被导向只适合特定物种

的特定环境。·就上述意义而言，不存在人的世界。-人的世界不

完全由他自己的生理结构所安排。人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就是说，它是一个必须由λ自己的活动来形成的世界。所以，与

其他高级哺乳动物比较，λ与世界的关系具有双重性s和其他哺

乳动物一样，人所生存的世界先于人的出现 s 但是与它们不一

样的是，对人来说，这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给定的，预先就制定好

一切的。人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个世界。因此，人建造世界的活

动不是一个与生理无关的现象，而是人的生理构造的直接结

果。

这样，人类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状况，就具有了建立于不

稳定之中这一特点。人与这个世界没有既定的关系，他必须不

。指动物具有的各种本能。‘持化'为生物学用语，意指被专门化了的本能。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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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建立起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这种不稳定性也标志着人与

其自己身体的关系。①人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自身"冲突'，他不

能在自身中静止不动，相反却必须不断地在活动中表现自己，从

而与自身保持一致。人的生存是人与其身躯以及人与其世界之

间不断平街的活动。可以说，人自始至终处于"赶上自己'的过.

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制造了一个世界。只有在人自己

制造的这样一种世界中，人才能有自己的位置并实现他的生命。

但是人在建造自己的世界之过程中p 同样也"完成。"了人自己的

存在，换句话说，人不仅造就了世界，也造就了自己。更准确些

说，人在世界中造就了自己。

在建造世界的过程中，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特化了他的倾向，

为自己提供了稳定性。虽然人没有一个生物学方面的世界，但他

却建造了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然就是文估。宫的基本宗

旨是为人的生活提供他在生理上所欠缺的那种可靠结柑。由此

可知，这些人造的结构决不可能具有动物世界结构所特有的那

种稳定性。虽然文化成了人的"第二本性气但它仍是与本性相

当不同的某种东西，因为它是人自己活动的产物。文化必须靠

人来不断地创造再创造，因此其结掏天生地不稳定，注定要发

生变化。文化的稳定性要求与文化固有的不稳定特点，共同提

出了人建造世界之活动的基本问题。后面我们将十分详尽地考

察它的深远含义。现在，我们只需说，尽管建造各种世界是必然

的，但要保持它们却相当困难。

@蒲勒斯厄尔曾造出了-个词 eccentricity (古盔、怪癖) ，来说明人与其自身
夫系中的内在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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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括人的全部产品<D，其中一些是物质的，另一些则不

是。人生产出每一种可以设想的工具，并用这些工具改变了人的

物质环境，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人还创造了语言，在语言的基

础上并通过语言，建造了一座符号大厦，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

个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非物质文化的生产，总是伴

人改变其物质环境的活动进行的@。如果真是这样，社会当然就

，不过是非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是构成人与其同伴不断地

发生关系的非物质文化的那个方面。③作为文化的一个因素，社

会完全具有文化的特点，即是人的产物。活动着的人类建造了社

会并维持着社会。社会离开了这种活动，便不能存在，没有实在

性。与时空相关的社会的种种形式，并不是天然地给定的，我们

也不能用任何特殊的方法把它们从"人的天性'中推演出来。如

果一个人想用这类词语来说明这种超出生物本性的东西，那他

只能说创造世界是"人的天性"。在任何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出现

的作为"人的天性"的东西，本身就是人建造世界活动的产物oG>

<D ·文化'一词意指人类的-切产品的说法，遵循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流行
说法。社会学家们惯向于使用狭义上的a文化'一词，它仅仅意指所谓符号
象征领域f由此而有帕森斯的"文化体系'概念).尽管在其他理论背景中有
很多选择这种狭义说法的理由，我们仍然认为，在我们目前的论述中，采用
此词的广义说法更为恰当。

@物质与-'11，伪质的关系，在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中得到主挥C.:劳动'这一
概念不能只理解为一种经济范畴儿

⑤当然，社会学家使用的关于社会的报念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这些不同概念
的讨论无助于我们这篇论述的目的，因此，我们使用了-个非常简单的定
义，它与前述的文化概念相关。

@把"人的天性'理解为人的产物的说法，也得自马克思。它标志着辩证人类
学与非辩证人类学之间的基本分歧。在社会学思想中的这些人类学方面的
相应观点得到了马克思及帕雷花很充分的阐述。附带说一旬，弗洛伊德的
人类学只能说成基本上是非辩证人类学，这一点在近来企图综合马克思与
弗洛伊德体系的种种努力中被普遍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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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社会只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而出现，它却在人的

文化组成中占有一种特权地位。这乃是因为另一个基本的人类

学事实，即人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①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其含

义远远不止在于人总是群居的那样一个表面的事实。事实上，

当人一旦离开他人而陷入孤立时，他就丧失了人性。重要得多

的是，人建造世界的活动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一种集体

的活动@为了说明问题，也许可以从纯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人与

世界的关系，但是人建造世界的经验实在性却总是社会的实在.

人琴甲制造工具，发明语言，信奉各种价值观念，建立种种机掬

制度等等。个人对文化的参与不仅依社会过程〈即被称为社会化

的过程}而定，而且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文化存在也有赖于恃定的

社会安排之维持。因而社会不仅是文化的结果，而且也是文化

的必要条件。社会构成、分配、调整人建造世界的活动。只有在

社会中，那些活动的产物才能超越时间而持续存在。

就常识而言，社会是作为某种相当不同并且独立于人的活

动、具有内在给定性的东西而出现的，鉴于这一事实，把社会理

解为植根于人的外在化之中，即是说社会是人活动的产物，这种，

理解就非常重要。我们将在后边再说明使这种出现成为可能的

客观化过程。在此只需说，社会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把普通

人以为是构成社会的那种种假设实体，反复地归结为人类活动，

这些实体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离开人类活动，它们实际上就无

立足之地。构成社会及其一切形式的"材料气是在人类活动中

• 

③ 关于人的基本社会位，马克思了解得很清楚，然而对整个社会学传统而言，
它有局限性。米德的著作为马克思的人类学见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回
心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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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化了的人类意义。社会学分析又一次把那些巨大的社会实

在〈如"家庭"、"经济"、"国家"等等}归结为人类活动，人类活动

是"家庭"、"经济"、"国家'等等的唯一的起基础作用的实质。所

以，如果社会学家〈除非为了说明问题〉把这些社会现象看成仿

佛是独立于最初创造官们，而后又继续不断地创造官们的人类

活动的实体来处理，那是毫无益处的。社会学家论及制度、组

织、功能、模式等等，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只是当他象普通人一

样，认为这些东西是存在于并出自于自身之中的，是脱离人类活

动和生产的之时，危害就出现了。外在化这个概念适用于社会

的优点之一，就是官可以避免这类静态的、实体化的思维方式。

换言之，社会学的理解应该永远是人性化的，即应该把社会结构

的庄严外表归结为创造了官们的活生生的人类存在。①

因此，社会是人的产物，它植根于外在化的现象中，而外在

化的现象正是以人的生理结构为基础的。然而，每当一个人谈

及外在化的产物时，他总是意指后者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与其生

产者对立的特征。人的产物变成了一个世界，它不仅来源于人，

而且逐渐作为外在于人的事实性与人相遇，这种转变就是客观

，化概念的含义。人造的世界变成了某种"外在的'东西，它包括

种种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客体，它们都能够违抗其创造者的意愿。

这个世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不可能轻易地被撵走了。尽管

所有的文化都起源、植根于人类的主观意识中，可是它一旦形

成，人类就不可能任意地再把它收回意识中了。事实上，它作为
同. • 

@韦伯在其方法论中，反复地强调了使社会客观位非实体化对于社会学的必
要性。墨然指责杜尔凯姆关于社会的实体化概念也许是错误的 f正如好些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批评过的那样)，但是他的方法很容易导致这种曲解，这
一点在结构功能派对色的发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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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独立于个人的主观性之外。换句话说，人造世界获得

了客观实在的特点。

人的文化产品所获得的这种客观性既属于物质的，也属于

非物质的。以前者为例，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人制造工具，

通过这类活动增加了世界上物质客体的总数，而工具一旦被制

造出来，它就拥有了其自身的存在，不可能被使用它的人轻易改

变。实际上，工具(比如说农具〉甚至可能常常以-种与使用者

不很协调的方式，强迫其使用者服从它的存在逻辑。例如犁租，

它无疑是人的产物，但它也是一个外在的客体，其使用者可能会

因动作不灵跌一段而割伤自己，正象绊着石头、树桩或其他东西

一样。更有趣的是，犁祀会迫使其使用者安排他们的农活，也许

还有其他方面的生活，它所用的方式与它自己的逻辑一致，而

这种方式那些最初发明它的人也许既未考虑到，也未预料到。文

化的非物质因素同样具有这种客观性。人发明了语言，而后他却

发现自己说话和思考都受到语法的控制。人创造出价值标准，却

发现在他违背了那些标准时，就会产生罪恶感。人制定了种种

规章制度，它们却渐渐作为一批外部世界的强有力的控制性甚

至威胁性的东西与自己相对。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恰当地

用巫师的徒弟那个童话来说明。人的命令使若干个奇妙的水桶

象变魔术一般地凭空变出来，并使它们运动，从那时起，它们根

据自己存在的内在逻辑(至少，其创造者不能完全控制它〉来来 10

去去地打水。正如那个故事中发生的事一样，人可能会发现另

外一种魔力，它将会把人赋予实在的种种巨大力量拉回人的控

制之下。当然，这种魔力并不是先前使那些巨大力量运动起来的

那一个力。然而，人也完全可能溺死于他自己造成的洪水之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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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文化具有那种客观性的地位，那么这个名称

就有了双重意思。文化是客观的，因为它是在在于人意识之外

的真实世界中的若干客体的集合物，文化就在那里存在着。然

而文化的客观性也表现为它能够被人体验和理解。文化就在那

里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着。这意味着文化客体(物质的与非物质

的}可以由他人分享。这就使得文化客体与其他任何属于孤立

的个人的主观意识之构想物鲜明地区别开来了。当一个人拿一

种属于特定文化之技术的工具与某种虽然有趣，但只是在幻想

中的器皿相比较时，这种情况就很清楚了。考虑到其非物质的

成分，理解作为被大家分享的事实性之文化的客观性，就更为重

要。例如，个人可以虚构许多比其文化中实际得到承认的制度

更有趣、或许更有效得多的关于机枪制度的安排。然而可以说，

只要这些社会学的梦想仍局限在个人自己的意识之内，没有得

到他人至少承认为具有经验上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它们就只能

象影子一样，只是幻想而已。相反，无论个人如何不喜欢他的社

会的种种制度，它们却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文化世界不仅是

集体的产物，而且它也由于集体的承认而具有真实性。处于文

化之中，就意味着和他人一起分享具有客观性的特定世界0<D

当然，向样的条件也适用于我们称为社会的那部分文化。因

11 此只说社会植根于人类活动之申是不够的。还必须说，社会是

客观化了的人类活动，即社会是获得了客观实在地位的人类活

动的产物。社会结构被人体验为窑观世界的种种因素，社会以

外在的、在主观方面难以理解的、具有强制性的事实性与人相

① 关于分享客观性的观点的发展，参见好兹的前引着f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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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①事实上，人们通常把社会理解为实际上在客观存在上与物

质宇宙等同的"第二个自然"。社会被体验为给定的"外在之

物"，对主观意识来说它是外在的，并且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孤

立的空想的形态几乎不会抗拒个人的意志，而社会的形态对个

人意志的抗拒却大得多。个人可以设想不同的社会，、幻想自己

处于不同的境况中。只要他不是处于唯我论的狂热中，他就会

知道这些幻想与其社会实际生活的实在性之间的差异s 社会为

个人规定了得到共同承认的环境，并把它们强加于个人之上，而

不考虑卡人的愿望。由于社会是以外在于个人的实在与个人相

遇的，因此个人难于理解社会作用的事就会常常发生。人不可

能通过内省去发现社会现象的意义，为此目的，他必须走出自身

之外，从事于基本上是同样的经验探索，如果他打算去了解任何

在他思想之外的东西的话，这种探索就是必要的。首先，社会凭

借其强制性力量来表现自己。它的客观实在性的最后标志是，

它能够把自身强加于个人的反抗。社会能够指导、认可、控制、

甚至惩罚个人的行为。在其被神化(我们以后会了解到这不是

一个随便选择的词〉之时，它甚至可能摧毁个人的一切。

当然，社会的强制客观性在其社会控制的程序中最容易看

见，也就是说，在那些设计来使不顺从的个人或团体回头就范的

特定程序中最容易看见。政治机构和法律机掬清楚地表明了这

点。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强制的客观性同样也是作为整体的社 12

会的特征，它出现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包括那些得到一致同
• • • 

意建立起来的机构。这(最该强调指出)并不意味着一切社会都
-
① 这里关于社会之客观性的讨论，在这一点上跟杜尔凯姆很接近，尤其可以参

见前哥!的《社会学方法的准Þ!U:Þ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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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暴政的不同形式。官只意味着把人类的建造物都称为社会现

象是不准确的，除非官己获得了迫使个人承认它是真实的那种

客观化的手段。换言之，社会的基本强制性不在于它的社会控

制机梅，而在于它有力量掬成一种实在，并有力量把这种实在强

加于人。可以以语言为例。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如何不具备社会

学方面的思维，他也不可能否认语言是人的产物。任何一种特

定的语言都是人类长期以来发明、创造、甚至异想天开的结果。

虽然人的发音器官把某些生理局限加于人的语言能力，但并不

存在可以用来解释比如英语之发展的自然规律。英语在事物性

质方面的地位仅仅是z 它是人类之产物。-英语产生于特定的人

类事件中，并凭借人类的活动在其历史中得到发展，只要人类继

续使用它并理解它，它就存在着。然而英语又作为客观实在向

人们呈现自身，人必须承认这种实在本身，否则要自食其果。英

语的规则是客观地给定的，个人得学会它们，不论它作为母语还

是外语，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们。判断英语对错的标准是

客观的〈尽管对小的细节也许有不同看法)，但这些标准的存在

是使用这种语言的首要前提。当然，违反这些标准就会遭到惩

罚，在学校会不及格，在日后的生活交往中会遇到麻烦等等。但

是，英语的客观实在性主要并不是由这些惩罚构成的@相反，是

凭借那个简单的事实，即它在那里存在而且具有客观的真实性，

"它是一个预先准备好的、得到集体认可的语言天地，人们在其中

可以互相了解并了解自己。①

①把语言当成社会现象具有客观险的例证，这种观焦也源于杜尔凯姆。基本
上按照杜民的观点对语言进行的讨论，可参见 A. 梅里特创吾言学史及
般语言学刘巴黎，战士出版栓，19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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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客观实在，社会为人提供了一个栖身的世界。个人经

历包容在这个世界中，作为一系列事件在世界之内展开。事实

上，个人自己的经历只有在社会世界之有意义的结掏中得到了

解时，它才在客观上是真实的。当然，个人也许会有许多非常主

观的自我解释，而在他人看来，它们是稀奇古怪的，或者压根儿

是不可理解的。无论这些自我解释可能是什么，对个人经历的客

观解释将仍然存在，它把个人经历置于集体认可的参照框架之

内。这种经历的客观事实，可以通过查阅有关个人的证件在最低

限度内辨识弄清。姓名、法定的出身、国籍、公民身分、职业一一

这些都是"官方"对个人存在的某种说明，它们的客观有效性不

仅靠法律的力量，而且也靠社会赋予实在性的基本力量。更重

要的是，只要个人不是把自己关闭在与共同实在相隔绝的唯我

论之世界中，他就会将其自我解释与他经历中的那些客观上可

用的解释相比较，以使自我解释成为有效。换句话说，个人自己

的生命要对自己和他人具有客观真实性，只有置于一个本身就

具有客观实在之特征的交往世界中.①

社会的客观性延伸到了它的一切构成因素中。各种制度、

角色、身份都作为客观真实的现象而存在于交往世界中，尽管这

一切和这个世界同时都不过是人的产物。例如家庭，它是人类

的两性关系在特定社会中制度化的结果，是作为客观实在被体

验被理解的。这种制度在那里存在着，它是外部的，具有强制性

的，并在生活的这一特定领域把预先确定的模式强加给个人。同

@ 关于置于客观真实之交往世界中的自我解释的真实性，参见莫里斯·哈布
瓦赫论记忆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记忆的社会背景对巴黎，法国大学出版栓，
1952) 0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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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样，客观性也属于要求个人在这里所讨论的制度范围中扮演的

角色，哪怕碰巧他并不特别喜爱那种表演。例如丈夫、父亲、舅舅

这类角色都是在客观上被确定了的，作为个人行为的模式，它们

是随处可见的。通过扮演这些角色，个人逐渐以一种自己和他人

都理解的方式体现了制度的种种客观性，这是同他的个人生存

的"纯梓"偶然的事件相分离的@。他可以用类似于试衣服或试

装饰品的方式，来扮演作为文化客体的角色。更进一步说，也可

以保留有别于角色的自我意识，而角色与他理解为"真正自我·

的东西的关系，就如面具与演员的关系一样。所以他甚至可以

说他不喜欢扮演此角色的这个或那个细节，但他却不得不违反

自己的意愿一一因为对此角色的客观说明就是这样规定的.因

此，社会不仅包含着种种制度和角色等客观上有效的集合物，而

且也包含着具有同样的客观实在地位的种种身份的组成部分。

社会不仅为个人指派了一套角色，而且也规定了他的身份。也就

是说，个人不仅被期望去扮演丈夫、父亲，或舅舅的角色，而且也

被期望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或一个舅舅一一更为基本的是，

根据在所讨论的社会里"做"的含义而"傲"一个人。所以，说到

底，人类活动的客观化，意味着人能够在其意识之内将自己的一

部分客观化，也能够在自己的人物形象内面对自己，在人际交往

中，人物形象一般都可以成为客观因素。例如，作为"真实自我"

的个人，能与作为大主教的白己进行内心对话。实际上，只有通

① 作为客观(飞袤的角包概念，是米德与桂尔凯姆观点的综合.羔于后者，在
此可参见他的《注会学与哲学>>(伦敦，科亨及威斯特公司， 19533 ，第1页以

下.

, 
→一一→一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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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与客观化的自身的内心对话p社会化才有可能。①

通过意识外在他而产生的社会客观性的世界，作为外在的

事实性与意识相对。它正是作为事实被理解的。然而这种理解

目前尚不能称为内在化，正如对自然界的理解一样。内在化是 1. 

用这样一种方式，即这个世界的结构逐渐决定人的意识本身之

主观结构的方式，重新把客观化了的世界吸收进意识中。也就

是说，社会现在是作为个人意识的形成力量在起作用。在内在

化过程中，个人在把客观世界的各种因素理解为外界实在的现

象的同时，也把它们看成是内在于自己意识中的现象。

每一个在时间中延续的社会，都面临着将其客观化的意义

从一代传至下一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借助于社会化过程的方

式来解决的。通过这个过程，新的一代被教导怎样去过与社会

的制度程序一致的生活。当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化可

以是一个学习过程。新一代被引进了文化的意义中，学会参与

它已确定的任务，接受了角色和构成其社会结构的身份@然而i

社会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靠谈论学习过程是不可能恰当

地把握它的。个人不仅要学习客观化了的意义，而且要与它们

保持一致，通过它们来塑造自己。个人把它们引入自身，使它们

成为他的意义。个人不仅变成了拥有这些意义的人，而且成为

能代表和说明官们的人。

社会化的成功依赖于在社会的客观世界与个人的主观世界

之间建立起对称。如果人们设想有一个完全社会化了的个人，

那么，处于社会性过界中的每一个客观上的意义，在他自己的意

① 内心对话的概念来源于米德。参见其4心灵、自我及社会F一书，第135页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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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都有其在主观上给定的类似意义。如果仅以个人生理上的

可变性为理由的话，这种完全的社会化在经验上说是不存在的，

就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然而，社会化的成功有多种程度。非

常成功的社会化确立了一种高度的主客对称，而社会化的失败

则导政了各种不同程度的不对称。如果社会化没有在至少是使

16 既定的社会的最重要意义内在化方面成功的话，那么既定社会

将很难作为一种可行的事业来维持。这样的社会尤其不可能建

立一个在时间上能保证其持续性的传统。

人建造世界的活动总是集体的事业。人对世界的内在的利

用也必然在集体中发生。离开社会，人就不可能以超越生物属

性的、在经验上可辨识的形式而成为人，这种说法，现在已成了

社会科学上的老生常谈。如果再补充说，世界的内在化以同样的

方式依赖于社会，这种说法就不那么陈旧了。因为这实际上是在

说，人不可能以完全有意义的方式思考其经验，除非这种思考方

式是通过社会过程传给他的。客观也于的世界的内在化过程，同

时也是在交往中被分派的身份的内在化过程。个人被社会化而

成了一个被指定的人，并且住在一个被指定的世界中。在个人

与那些和这个人的社会化有关的有意义的他人之间的同一个辩

证过程中，产生了主观身份和主观的实在性。①我们能够通过说

出个人成为他人称呼他的那个角色，来总结身份的辩证形成过

程。人们还可以补充说，个人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利用世界

的，只有当他能够键续对话时，身份和世界对他来说才是真实

的。
• 

① e有意义的他人'一词也来源于米德。当然，它已普遍流行于美国的社会心
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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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官暗示了社会化绝不可能完成，它

必定是贯穿个人一生的连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是前面说过的一

切人造世界之不稳定性的主观方面。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要维

持一个世界的困难，在于难以保持这个世界在主观方面的看似

有理性。这个世界是凭借与有意义的他人(如父母、老师、"同

伴勺的对话而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中的。只要能够与上述他人或 17

新的有意义的他人(如配偶、朋友或其他有关联的人)保持同类

的对话，这个世界就得以维持，继续成为主观的实在。一旦这种

对话结束〈因配偶之死，朋友离去，或一个人离开了他原来的社

会环境)，这个世界就开始动摇，丧失了其主观的看似有理性。换

言之，世界的主现实在性是以对话这根细绳为轴而转动的。为

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中并未意识到这种不稳定性

呢?这是因为我们与有意义的他人之对话是连续的。维持这种

连续性，是社会秩序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因比，内在化意味着人际交往世界的客观事实性变成了主

观的事实性。个人与作为外在于他自身的客观世界之事实的种

种制度相遇，而现在那些制度已成了他自己意识中的事实。社会

建立起的制度程序，在主观方面也和态度、动机、生活规划一样

是实在的。个人与其角色和身份一起利用着那些制度的实在性.

例如，个人把其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实在来加以利用。事实上，

他在这种环境内承担分给他的角色，并根据那些角色来理解他

自己的身份。因此，他不仅扮演着舅舅的角色，而且就是舅舅。

如果社会化相当成功，他就不会有成为别的角色的需求了。他

对别人的态度和他的行为的动机都是舅舅特有的。如果他生活

在→个以娘舅关系为具有核心意义的制度的社会(当然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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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而是在大多数母系社会〉中，他将按照作为一个舅舅

的生活来设想他的整个一生(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事实上，他

甚至可以为其诸外甥牺牲自己，并从他自己的生命将在他们当.

中延续这种思想中得到安慰。在交往中客观他了的世界仍然被

理解为外在化的事实性。舅舅、姐妹、外甥，都生存于客观的实

在之中，就事实性而言，类似于动物和岩石。但是这种客观化的

世界观现在也可以理解为具有了主观意义。它最初的

18 (比如对一个必须学会有关娘舅关系的传说的孩子来说〉巳从内

部变成半透明的了。现在个人可以在其自身之内，在其主观存

在的深处来进行观察，可以"发现作为舅舅的'自己。在此，内省

由于总是表明社会化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因而变成了一种发

现制度意义的有效方法。@

我们必须把内在化的过程理解为包含外在化和客观化阶段

的更大辩证过程的一个阶段。如不这样看，就会出现一种机械

决定论的情况，个人在其中是由社会创造的，就象在自然界中

原因引起结果一样。然而这种说法歪曲了社会现象。内在化不

仅是社会现象的更大辩证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个人的社会化也

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出现的。@个人不是一种被动的、僵滞的东

西。相反，他是在长期的对话〈就这个词的字面意义而言，即

种辩证的〉过程中形成，他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也就是说，个

人不是被动地吸收，而是主动地利用这个交往世界(及其适当的

@ 可以说，断言内省是在成功的社会化后理解社会实在的有效方法之说，也
许可以沟通杜尔凯姆关子社会现象在主观上难以理解和韦伯关于社会现象
可以理解这两种明显对立的看法。

② 米德在"我勺主格J以"我"(宾楼，原文为the"l"and the-me"一一译注)的慨
念中说明了社会化的这种辩证特征。参见前引书，第17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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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角色和身份〉。而且，个人一旦成为具有人格的人，具有了

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被认可的身份，那他就必定会继续参与

维持他在其不断立展的经历中作为一个有人格之人的对话。-这

也就是说，个人继续既是社会世界的共同创造者，又是他自身的

创造者。不论他改变关于实在的社会解释的力量多么渺小，他至

少一定继续赞同使他成为一个人格人的那些解释。即使他否认

这种共同创造〈比如说作为一个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家或心理学

家)，他也依然是他的世界的共同创造者?一事实上，他对这

点的否认，也作为他的世界和他自己的一个形成因素加入了那

个辩证过程。我们可以再一次用个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例，

来说明社会化的辩证过程。语言作为一种客观事实与个人相对，

个人则通过与他人在语言上的相互作用而在主观上利用着语

言。然而，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个人不可避免地修改着语 1.

言，即便(比如作为一个拘泥形式的语法学家〉他否认这些修改

的合法性。此外，他对语言的不断使用就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部

分，而人类活动又是语言的唯一的、本体论的基础。语言正是因

为被他以及他人的不断使用才存在。换言之，就语言和作为整

体的客观化了的交往世界而言，可以说正是个人不断地与塑造

他的世界"回嘴气从而继续维持了作为实在的世界。

如果此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在交往中建造起来的世界首先

是经验之秩序化，这一点现在就可以理解了。一种有意义的秩

序或法则，被加在很多个人相互分离的经验和意义之上o<D说桂

。.法则'这一术语，间接地取自仕尔凯姆，这是将他关于混乱(anomie法潘
汀E秩序勺的概念转换而得来的。后者最早出现在他的《论自杀M格伦科，
伊利诺斯州，自由出版社，1951)-书中，尤其可参阅第241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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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是一个建造世界的活动，就是说它是秩序化的活动或法则化

的活动。如前所述，这一点的前提在人类的生理构造中已被给

定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由于人不具备其他动物所拥有的

秩序化机制，因而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秩序加之于经验。人的社

会性预先决定了这种秩序化活动的集体特征。对任何一种社会

相互作用来说，经验之秩序化都具有局部性。每一种社会行动

都意味着个人的意义导向了他人，不断发展的社会相互作用则

意昧着行动者的若干意义被整合成了一种共同意义的秩序。①

如果认为，社会相互作用结果的这种法则化从一开始就必然产

生出一种法则，官包含了参加活动的个人的一切分离的经验和

意义的话，那就错了。如果一个人能想象最初起源时的社会(当

然那是凭经验无法得到的)，那么他也许可以设想随着社会相互

作用逐渐包括更为广泛的共同意义的领域时，这种共同法则扩

展的范围。想象这个法则会包括全部个人意义，那是十分荒唐

的。正如不可能存在完全社会化的个人一样，个人的意义总会

副存在，它们保留在共同法则之外，或者存在于共同法则的边缘。

事实上，正如稍后将要看到的，个人的边缘经验对于理解社会存

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如此，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逻辑，它驱

使着每一道法则向着更广阔的意义领域扩展。虽然社会的秩序

化活动绝不可能完全整体化，但我们可以说它是在向着整体化

前进的。②

社会世界在客观和主观方面都形成了一个法则。客观法则

① 根据意义对社会活动的解释来源于韦伯。这个解释在交往世界中的含意则
是由舒茨充分发展的。

<ID "整体化'一词来源于让-保罗·萨特。参Æ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第 1卷(巳
黎，加利马尔德公司，.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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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客观化过程本身中给定的。语言的事实，即使从其自身考

虑，也很容易看成是将秩序加之于经验之上。通过把区别和结

构强加于不断发展的经验之流，语言遂得以法则化。当我们为

一项经验命名时，它事实上是取自那经验之流，并作为被如此命

名的实体被赋予了稳定性。通过给词汇加上句法和语法，语言

进一步提供了关于各种关系的基本秩序。不了解宫的秩序，就

无法使用语言。可以说，每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语言，在发展中

都形成了一种法则，或者用同样效果的话说，它是人们世世代代

法则化活动的历史结果。最初的法则化行为，是说一项经验是

这个，而不是那个。当这项经验是初汇合进包括了其他项经验

的秩序时，随之而来的是严格的语言说明(是阳性，不是阴性，是

单数而非复数，是名词不是动词等等)，法则化行动意味着对

切可以从语言上窑规化的经验的全面整理，意味着一种整体化

的法则。

在语言的基础上，并且凭借语言，认识和规范的大厦建立起

来了，它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中的"知识"。每一个社会都用它所

"知道"的东西，把关于解释的普遍顺序强加于经验之上，通过前

边己讨论过的那种客观化过程，经验就变成了"客观知识飞在

这个大厦中，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是由这种或那种理论构成的，

尽管理论"知识"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常常包含了对于实在的种

种"正式'解释。大多数在社会中客观化了的"知识"是前理论

的，它由种种解释方案、道德格言，以及普通人和理论家们共有 21

的传统智慧的集合组成。在其"知识"体系的分化方面，各种社

会的程度各不相同。无论它们如何不同，每个社会都为其成员

提供了一个客观上适用的"知识'体系。参与社会就是分享其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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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即共同生活在它的法则之下。

客观法则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在化了。正是由于个人的利

用，它变成了个人自己对经验的主观整理。凭着这种利用，个人

能够使自己的经历有意义。个人过去生活中的种种不相同的因

素，按照他关于他自己和他人的状况的‘客观认识"而得到了秩

序化。他不断发展的经验被整合进了这个秩序之中(尽管为了

这种整合，这个秩序也许不得不作修改〉。未来也借着被

投射进它之中的同一秩序而获得了一种有意义的形态。换句话

说，生活在社会的世界，就是过一种有秩序的、有意义的生活。而

社会，就其制度结构而言，在客观方面是秩序和意义的卫士，就

其形成个人意识而言，在主观方面也是秩序和意义的卫士。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社会世界彻底脱离，即所谓越轨或失

范，就形成了对个人的强有力的威胁0<D在这种状况下，个人丧

失的不仅是情感方面令人满意的关系，他在经验方面也迷失了

方向。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失却了对实在和身份的意识。他陷

入了失范状态，因为他变得没有自己的世界了.个人的规范或

法则是在与有意义的他人之对话中建立和维持的，所以，当这种

对话被彻底打断时，个人也就陷入了混乱。当然，这类对话中断

的背景也许各不相同。它们可能涉及到种种巨大的集体力量，例

如这个人所属的整个社会团体丧失了它的地位，它们也可

n 属于个人经历的狭小范围，例如由于死亡、离婚或自然分离而失

去了有意义的他人。因而除了个人的混乱状态之外，也可以谈

③ a失范"(anomy)一词是桂尔凯姆的"混乱"(anomie)概念的英国化。它得到

一些美国社会学家的偏爱，但罗伯特·默顿并不赞同(他企图把这个概念归
入他的结构功能理论中，因而仍然保留了它的法语拼法(anomie)) 。我们仅
因行文立的理由而采用了英国化的拼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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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体的混乱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据以使自己的生活有

意义并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基本秩序，会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

由于在心理上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个人不仅将失落其道德上的

方向，其认识上的方向也将变得不确定了。就在其起维持作用

的对话开始断裂的时刻，世界开始动摇了。

因此，在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法则，就其最重要的方面而言，

也许可以被理解为抗拒恐怖的避难所。换一种不同的说法，社

会最重要的功能是法则化。这个方面的人类学前提，是人类对

意义的渴求，这种渴求似乎具有本能的力量。人生来就不得不

把有意义的秩序强加于实在之上。然丽，这种秩序以使世界结

构秩序化的社会活动为前提。脱离社会，会使个人面临着多种

危险，他不可能只身与这些危险搏斗，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使

个人面临紧迫的毁灭性的危险。脱离社会也使个人在心理上遭

受难以忍受的压力，这些压力的根基，是人类具有社会性的事

实。但是，这种脱离造成的根本危险，是无意义这一危险。这种

危险的突出表现是那么一种恶梦，在其中，个人被淹没在一个无

秩序、无意义而又疯狂的世界里。实在与身份可怕地变成了无

意义的恐怖形象。在受到保护而免遭那种福乱的恐怖之彻底"疯

狂"的意义上，处于社会之中，就是确切意义上的晶健全气极度

提乱使人无法忍受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人宁可死也不愿要它.

相反，人们希望在一个正常有序的世界之内生活，也许可以以-

切献祭(牺牲〉和受难，甚至以生命本身为代价〈如果个人认为这

种终极牺牲具有法则的意义的话)。①

@ 这里暗示了存在着失范的{丧失法则的)自杀，也存在着规范的(寻求法则
的)自杀，杜尔凯姆在论及利他主义的自杀仅论自杀》第217页以下)时提到
了这一点，但并未展开论述.

一~一一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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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看一看个人生活中的边缘情境，也就是他在其中被驱

近或驱出决定他日常生存的秩序之边缘情境的话，社会秩序具

有的保护性质也就变得尤其清楚了。。这种边缘情境通常出现

23 在睡梦和幻想中。它们会作为萦绕心头的怀疑而出现在意识的

地平线上，即怀疑世界除了其"正常的'一面外还有另外一面，也

就是说，关于实在的过去接受的解释，也许是不稳固的，或者甚

至是具有欺骗性的。②这样的怀疑波及到自我和他人的身份，就

会出现分裂性变态的可能性。一旦这些怀疑侵入意识的核心领

域，它们必定呈现出现代精神病学称为神经病或精神病的症状.

无论这些症状在认识论上性质如何(这些渲状通常被精神病学

太自信地下了判断，恰恰是因为它牢牢地扎根于对于实在的那

些日常的、"正式的"和社会的解释中)，它们对于个人造成的最

深切恐怖在于，它们对他过去的有效法则构成了威胁。然而，最

严重的边缘情境是死亡。③在目睹他人之死t当然，特别是有意

义的他人)以及预期自己的死亡时，个人不得不深深地怀疑关于

他在社会中"正常生活"的特定的认识和规范的有效方法。死亡

向社会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不仅因为它明显地威胁人类关

系的连续性，而且因为它威胁着关于社会般以生存之秩序的基

本设想。

换言之，人类在在的边缘情境揭示了一切社会世界固有的

①'边缘情景'概念来源于卡尔·雅斯贝斯。参见其《哲学叫1932)一书。
②对于实在的e另一方面'的见解由罗伯特·穆希尔在其未完成的巨著4没有

特性的人》这本小说中发展了，这是该书的主题。至于批评性的讨论，参见
恩斯特·凯瑟尔和埃瑟尼·韦尔金斯的《罗伯特·穆希尔>> (斯图加特，柯
尔哈默公司，19(2) 。

@ 作为最重要的边缘情挠的死亡概念，来源于马丁·海德格尔。参见他的《存
在与时间川19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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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性。每一种在社会中得到定义的实在，仍然受到潜伏的

"非实在'的威胁。每一条在社会中构成的法则，都必然不断面

临着崩溃而陆入极度混乱的可能性。从桂会的角度来看，每→

条法则都是从大量无意义中分割出来的意义领域，是无形、黑

暗、不吉祥的丛林中间一块小小的清晰的空地。从个人的角度

来看，每一条法则都象征着生命中明亮的黎明，官脆弱地支撑

着9 以抗拒"黑夜'那不吉祥的阴影。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条法

则都是一座大厦，它面对着混乱之强大的异己力量。人们必然

要不惜代价地阻止这种福乱的迫近。为了保证这一点，每一个 24

社会都发展了有助于其成员保持"己定向的实在" (即留在"正

式"是义了的实在之内〉和"回到实在" (即从非实在的边缘回到

社会中确定了的法则上来〉的方法。稍后我们必须更切近地来

考察这些方法。目前我们只需说，社会为个人提供了各种各样

的方法，去避开极度提乱的可怕世界，并使之逗留在既定法则的

安全境界之内。

社会的世界希望尽可能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当

然的性质在多大程厅 t内在化，就可以说社会化在多大程度上

挟得了成功。个人把社会秩序的关键意义看成是有用的、可取

的或正确的，这还不够。如果个人把它们看成是不可避免的，是

事物的普遍性质的一部分，那就好得多(说好得多，是从社会稳

定性的角度而言)。如果能达到这一步，那么严重偏离在社会中

被定义了的程序的个人，就不仅仅被视为傻瓜或无赖，而且被视

为疯子。于是，就主观方面而言，严重偏离不仅会引起道德上的
一

@ 关于e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概念来源于舒茨，参见其《论文集》第1卷，
第207页以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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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感，而且还会引起对于疯狂的恐怖。例如，一个社会的性方面

的程序之所以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仅仅是作为有好处的或道德

上正当的安排，而且是作为"人之天性"的不可避免的表现。所

谓"同性恋恐慌"就可以有力地说明由于否定这个程序而引起的

恐怖。这并不是否认这种恐慌也可以由重实际的理解和良心的

不安所加强，但是它的基本动因是由于害怕被推进使人离开人

的正常秩序的列部黑暗中。换句话说，制度的程序被贼予了一

种本体的地位，以致于否认它们就是否认存在自身一一事物普

遍秩序之存在，当然，还有个人自己在这个秩序中的存在。

只要在社会中确定的法则获得了理所当然的性质，其意义

"与被认为是内在于宇宙中的基本意义之相互融合就会发生。法

则与宇宙和谐似乎总是同时共存的。在古代社会中，法则作为

微观世界的反映而出现，人的世界是内在于宇宙自身的意义的

表现。在现代社会，人造的社会世界的这种古老的有序化很可

能采取了关于人的性质而非关于宇宙的性质的"科学"命题之形

式。@无论在历史上采取什么形式，人造秩序的倾向都是要投射

进宇宙自身中。@不难了解，这种投射会如何稳定那单薄脆弱的

法则结构，尽管这种稳定的方式有待于进 J纺的考察。总之，一旦

法则被认为当然属于"事物之性质气被从宇宙学或人类学方面

近行理解时，它就被赋予了一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源于比人类

① e宇宙化或有序化"的概念，来源于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参见其4宇宙与历
虫)(纽约，哈泼公司，1959) ，第10J立以下。(在西方语言中，"宇窗'与"和谐'、
"有序'同为一词，因为无序混沌的世界不能称为宇宙(cosmos】，而只是大
混乱Cchaos) ，所以"宇宙化"也就含有e有序化'的意思。一-译注)

@ 关于"投射'的概念，最早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所发展。马克思与尼采都
从费尔巴哈那里采用了这一概念，而尼采之采用这一概念，对弗洛伊德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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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历史上的努力更有力的源泉。正是在这一点上，宗教进

'入我们的论证之中是十分重要的。

宗教是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换一种说法，宗教是用神

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在此，神圣意指一种神秘而又令人

敬畏的力量之性质，它不是人，然而却与人有关联，人们相信官

处于某些经验对象之中。@这种性质可以属于自然的或人造的

对象，属于动物或者人，或者人类文化的客观化的结果。有神圣

的岩石，神圣的工具，神圣的牛。酋长可以被神圣化，一种特定

的习俗或制度也可以被神圣化。时间与空间可以被赋予神的特

性，例如神圣的地方和神圣的季节等等。这种特性最后也可以

体现在神圣的存在物之中一一从极为局限的地方精灵到各种宇

宙大神。而后者又可以转化为统治宇窗的终极力量或原则， λ

们不再根据人去设想它们，但仍然赋予了它们神圣的地位。神

圣者在历史上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尽管从交叉文化的角

度可以发现有某些统一形式存在〈在此姑不论这些形式是否应

该解释为来自文化的传播或人的宗教幻想的内在逻辑〉。神圣

者被认为是从日常生活的规范习惯申"突出来的"，是某种超常"

的、有潜在危险的东西，尽管它的危险可以被制服，它的力量

-
① 这个定义来源于鲁道夫.，号托及埃刊亚德。关于社会学对宗教定义问题的
讨论，参见本书附录一。在此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人类活动，因为这是宗教表
现为一种经验现象的方式。在这个定义之内，关于宗教是否也可能是某种
超出人类活动的东西的问题，仍然被括在括号中存而不论，因为侄何想达到
科学理解的努力，当然都必须将这个问题存而不论。

②关于对神圣概念的阐明，参见奥托的《神圣者刘慕尼黑，伯克公司，1963) ，
格拉尔达斯·范·德·莱乌的《宗教的本质和表现刘伦敦，乔治·阿伦和昂
温出版社，1933) ;埃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 (汉堡，罗沃尔特公司，1957), 
杜尔凯均在其《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时纽约，柯利尔图书公司，1961) 一书
中也采用了关于神圣与世俗的两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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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利用来满足日常生活之需要。虽然神圣者并不被理解为

人，然而它与人有关联，与人相关联的方式是其他任何非人现象

(尤其是非神圣性质的现象〉不具备的。所以，宗教所设定的宇

宙既超越于人，又包含着人。神圣的宇窗作为超越于人的巨大

有力的实在与人相遇。然而这个实在又向人发话，将人的生命

安置在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秩序中。

在这种层次上，神圣的反义词是世俗，可以简单地将其定义

为神圣性质的匮乏。所有并未"突出来'成为神圣的现象都是世

俗的。日常生活的程序都是世俗的，除非能够证明它们在后来

被认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输入了神圣的力量(如从事神圣的工

作〉。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属于生活本身的普通事

件之神圣性质，仍然保留有其非常的特点，即要通过种种仪式去

象征性地重新肯定的特点，而失去这种特点就相当于世俗化，相

当于把这些事件看作仅仅是世俗的东西。把实在分为神圣与世

俗两个部分〈尽管二者互相美联)，这种二分法是内在于宗教活

动中的。因比，对任何宗教现象之分析来说，它显然都很重要。

然而在更深一个层次上，神圣有另一个与它相反的范畴，即

"泪沌"的范畴。①神圣的宇窗秩序从1昆沌中产生，并作为它的可

怕的反面与混沌相对立。秩序与混沌的对立常常在各种关于宇

宙起源的神话中得到表述。神圣的宇宙在实在之秩序化申既题

越人又包括人，因此它给人提供了抵抗极度温乱之恐怖的终极

保护物。处于与神圣宇宙的"正确'关系中，就阻挡了混沌之可

怕威胁，而脱离这种"正常'关系，就将被抛至无意义的深渊之边

@ 参见埃利亚德的《宇宙与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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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在此注意一下英语的"混沌"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裂缝，，~ 27 

阔，而"宗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留心'一词，这并不离题。毫无

疑问，宗教徒所留心的东西，首先是神圣者的种种表现形式中固

有的一切危险力量。但是，在这危险之后，是另一个可怕得多的

危险，即一个人可能失去与神圣者的一切联系，同时被混沌所吞

没。正如我们所见，一切法则的建构都是为了阻止这种恐怖迫

近。然而，正是在神圣的宇宙秩序中，这些建构才得到了官们的

最终的完成一-精确地说.是达到了神化的地步。

人类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外在化活动。在外在

化的过程中，人向实在倾注了意义。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外在

化了的、客观化了的意义大厦，它总是力图成为一个有意义的

整体。每一个社会都在建造一个在人看来是有意义的世界，这

是一项永不会完结的事业。秩序化或宇宙化，意味着把这个对

人来说具有意义的世界，等同于世界本身，前者以后者为基础.

并在基本结构上反映它或来源于它。这样一个宇宙，作为人类

法则的终极根基和终极证明，并不必然需要神圣化。尤其是在

现代，一直存在着进行秩序化的彻底世俗性的企图，其中现代

科学是迄今最重要的努力。然而，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初的一切

秩序化都具有神圣的特征。不仅在我们现在称为文明之前的人 ι

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几千年当中，就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

中，都是如此。从历史看，人类的世界大多数都是神圣化了的世

界。事实上，似乎首先只有借助于神圣者，人才有可能设想一个

宇宙。①

① 参且埃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E第38页za世界让自己作为‘世界'.作为'字
宵'得到理解，因为它自身是作为神圣的世界而呈现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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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比可以说，在人类建造世界的活动中，宗教起着一种战略

作用。宗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达到人的自我外在化，最大限度

21 地达到人向实在输入他自己的意义之目的。宗教意味着把人类

秩序投射进了存在之整体。换言之，宗教是把整个宇宙设想为

对人来说具有意义的大胆尝试.

• 



第二章宗教与世界的维系

一切在社会中建造起来的世界天生都是不稳定的。它们靠

人类活动支持，因而不断地受到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愚蠢行为的

威胁。由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体制化的程序遭到破坏.个人

常常完全忘了它们，或者不能首先了解它们。社会化和社会控制

的基本过程在其获得成功的程度上，可以减轻这些威胁。社会化

力图保证在社会世界的最重要特伍方面不断取得一致意见。桂

会控制则力图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去控制个人或团体的反抗.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相当重要的过程也存在着，它的作用是支捕

正在晃动的社会秩序之大厦。这就是合理化的过程。@

合理化是指用来解释和证明社会秩序合理的在社会中客观

化了的"知识气换言之，合理化论证是要回答任何一种关于

制度安排之原因的问题。关于这条定义，我们应该注意几点.合

理化论证属于社会客观事物的范围，也就是说，属于被认为是

某个假定集团内的"知识'的那种东西。这就意味着它们具有

客观性的地位，与仅仅是个人对桂会事件之‘原因'和"理由'

的认识相当不同。而且，合理化论证的特点既是认识性的，

又是规范性的。它们并非只告诫人们应该是什么。通常它们仅
• • 

' 

① "合理化'这一术语取自韦伯，然而这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使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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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仅提出实际是什么。例如，有关亲属方面的道德教训，可以用这

样一句话来表示E"你不该同你的姐姐睡觉。"这显然是在进行

合理化论证。但是美于亲属关系的认识上的断寇，如"你是某某

的兄弟-，她是你的姐姐，'则是在一种更为基本的意义上进行合

理化论证。说得简单些，合理化的出发点是说明"什么是什么气

只有在这种认识性的基础上，规范性的命题才可能有意义。最

后，把合理化等同理论上的观念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然，

"观念'可能对合理化的目的是重要的。但是，在一个社会中被

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绝对不等同于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的现唰

念体系。总有一些人对"观念"感兴趣，但是他们从来不过是极少

数。如果合理化必须由在理论上连贯一致的命题组成，那么它

就会只为少数具有这种理论兴趣的知识分子而支持社会秩序，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实际的。事实上大多数合理化都具有前理论

的特征。

综上所述，十分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在社会中客观化

了的"知识'都在进行合理化论证@一个社会的法则，首先只是

凭它的存在而证明白身是合理的@各种制度组成了人类活动的

结构。当制度的各种意义被整合为法则之时，这些制度的合理性

事实上就得到了论证，以致于制度化的行动在其执行者眼中似

乎就是"自明"的了。我们论及社会秩序的客观性时，已经暗示

过这种层次上的合理性。换言之，在社会中建造的世界，凭借其

客观事实性而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然而，在任何社会中，各种

① 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弱点，至今一直是被普遍认为是注意力太集中于理论的
观念化。本书作者在知识社会学方面一直受到舒茨的巨大影响，他坚持认
为社会学方面最有关的认识恰恰是普通人的认识，即"常识性的认i气，'而
不是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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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加的合理化论证也总是必要的.这种必要住曲基础9是社会化

及社会控制的问题嗡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则要-代一代传市去，UF

使得新的一代也将"居住'在阿样R个社会世界，那么?必舔会嘴
种种合理化公式来回答新Fd代脑手中不可.免会蜡现的精髓eJj

孩子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气他们前教师总绩提供夺λ飞信雕曲睿立

案。而且正如我们所见，社会化是1k远不会完成郎。自飞不~是肆"

于伺，就跑成年人同样也会"忘部'那些合理化替案，‘'他的需要

再三提醒。‘也就是说，合理化公式必须下断地重复d 显然#这种

重复在集体或个人危机到来的时候特别重要，因为在那种时候~'

"遗忘的'寇险尤其严重。社会控髓曲在整何二种运用鄂、也要求趟

出制度安排之;自我论证的事实性的合理佬， B因为恰恰是通稍事

实性遭到了?要受控制的反抗者们酶怀疑。反抗越尖锐，用来制

服它的手段也就越严厉，而附加曲种种合理化

这些合理化论证既要解释为什也不能容忍反抗，又要证明

反抗手段的合理性-于是，人们也悔会说，只要不牵强任何诸耀f

社会世界之事费性或宫曲任何部分之事实性、，J对于离我诠谊E

经足够了。当一种情难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时且这种事实量就

不再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了。于是就必须解释j 对那些话难者1和

遇到诸难的人解释社会秩序的合理懂。必须使孩子的信服， ..ij 

必须使教师们倍服。对作崽者应进行令人信膜的谴责，但这神

谴责也必须用来证明他们的审判者是合理蓝确的。铺璀郎程度

越严重，作为替案的合理化论证就越囊密。

因此，合理化在种种不向的层次上都会出现占』首先，)J.仍可

以区别自我论证合理的事实性与〈可以说是〉由

必然引出的第二种合理化论证之间的差异σ 人们还可院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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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去区分第二种合理化的各种不同层次.在前理论层次，我们

可以发现存在着传统的简单肯定。其例证如事"这就是如何去做

事的方法。"接着是初期理论层次(尽管几乎不包括在"观念'范

畴之内h 在这个层次上f 合理化论证采取了谚语τ道德箴育和

82 传统梅育等形式。这类进行合理化论证的目传知识可以在神

z 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中进?步.1t展和流传}具有在此之后，人们

才会看到明显的理论性的合理化始证，由于自.们的出血，社会秩

序的各个部分才得以凭借专门化了的切识'体系得到解释和证

明。最后是高度理论他的结梅，通过宫，社会的法则>>..总体上被

证实是合理的，在其中，所有不全面的合理佑论证都从理检止被

整合选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之中了。可盼这样来描述这最

后一个层次，在此町社会的法则获得了理推.l1fJ.自我意想@i J 

对于合理化来说h既有客观的一面，又有主观的一宵。‘，

化作为美于实在的客现上存放朗和可待前解释iÏi存在。可官仍是

社会的客观化"知识"的-部分.然而，假如要在支撑社会税序

方面有效，它们就必须内在他，并用来在主观方面解释实在队也

就是说，ι 有效的合理化意味着在对实在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

之间建立对称。在社会中被解释的世界之虞在性，在外部必须

通过人的相互阔的对话得以维持，在内部则事个人在其意识辛

内对世界的理解来维持。因此，卢切形式的合理化之基串目的#

也可以i说是在主观和客观的层次上维椅靠在。、

定义了这两个术语之后，我们很容易看到，合理化的范围比

来教捕范围广阔得多。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α 这种.

联系可以简单地这样予以说明 z宗教一直是历史上瘾传最广-、最

为有效的合理化工具。一切合理化都在维持在社会中得到解精

M
F
U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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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在。宗教如此有效地证明了实在的合理，因为它把经验社

会之不稳定的实在结构与终极实在联系起来了。社会世界的脆

叫的实在性之根基，是神圣的实在，后者在定义上就超越了人类

意义和人类活动之偶然性.

-

通过询问一个关于世界建造方面的方针问题，我们就能够"

清楚地认识到宗教合理化论证的功效。如果一个集摩西和马基

亚维利于一身的人物，他就可以向自己提出下列问题s现在;从虚

无申建立起来的制度秩序在将来的延续，如何能得到最可靠的

保证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替案是依靠力量。毛但是，假定一

切力量和手段都有效地和j用了-一一切敌人都被消灭了，一切

强制性的方法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了把力量传输指定的继

承者也己准备好了适当的可靠的条件。即使如此，由于新秩序

的新颖性和极其明显的不稳定性，合理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

更加紧迫。采用下达方针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这样

来解释制度秩序，以便可以尽百能多地掩盖其被建造的性质.

让印有来自虚无基地标记的制度秩序，以某种在时间的开端或

者至少在这个团体的开端时就一直存在的东西的身份出现.让

人们忘却这个秩序是人建立的，并继续依赖于人们的同意。让

他们相信，在根据己加诸他们的那些制度程序所进行的活动中，

他们正在实现关于他们自己之存在的最深切的愿望，正在使他

们自己处于与宇窗之基本秩序和谐一致的关系中.一盲目蔽之，

建立起宗教的合理化论证。当然，这样做所采取的方法，在历史

上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这个基本方针以

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采用。实际上，以冷静的思考来设想整

个事情的摩西-马基雅维利的例子，也许并非全是空想。在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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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一直存在着非常冷静的头脑。

宗教通过赋予社会制度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即通过把

它们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从丽证明了它们的

"合理。我们可以从(按其自身的定义是〉超越历史和入的高度来

看待人类活动的历史结构。这一点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做到.

也许?这种合理化梅最古老的形式，是把制度秩序提为革接反映

或表现了宇宙的神圣结掬，也就是把社会和宇宙之间的关系视

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在此"lJV.:"的·

每一样东西，在上界都有其类似物。通过参与制度秩序，人实际

上参与了神圣的事宙。例如，亲属关系的结构，延展而趟出了人

的范围，一切存在〈包括神的存在}都撞认为具有社会中所输是

的那种亲属关系剧结构。@因丽不仅有图腾的曲社会学'，还有

图腾的"宇宙学气亲属关系方面的社会制度仅仅反映了}匍存

在的大曲家庭"，神在较高的层次上参与了这个家庭。人类的两性

美系反映、了神的创造性。每一个人类家庭，不仅从再现，而且从

体现它曲意义上，都反映了宇宙的结掏.或者我们可以以另一

种重要的情形为例。政治的结构就是把神圣的宇宙之力量扩展

到了人的领域。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的代理者，咱或者被理想化

为神的具体体现。于是，人阔的权力、政府和惩罚，都成了神圣的

现象，或者说，成了神力冲击人类生活的渠道。统治者代表神说

①关于微观/宏观体系，见埃利亚德的4宇宙与历虫，和交和l克·沃格林的《秩
f!!与屠5是嘴1卷f巴童·路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A9划。沃揣林
关于'宇宙论文明'的概念以及文明递过他所谓d存在中的跳跃斗而断裂的概
念，对*书目前的论证至关重要.

@关于亲属关系结构的e宇宙'含意，参见社尔凯姆的4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t.
也可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电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 (巴黎，法罔大
结出版社， 1949) 以及《野键的思维刘巴黎，糟窿公司.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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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或者就是神，而服从他就是与神的世界保持正常关系.

证明社会秩序合理的微观世界-宏观世界体系，虽是原始社

会和古代社会的典型，但在大多数文明中，它一直都在演化.随

着人类思想的某些支展趣越了严格的神话世界观〈这是一种认

为神圣力量不断渗入人类经验的世界观)，这种变化也许是不可

避兔的.在东亚文明中，虽然微观世界一宏观世界体系的本质

特征仍旧完好无缺，但神话的合理化诠证已演变为高度抽象的

哲学和神学范畴@。例如在中国，甚至极富理性的、实际起着"

世俗化作用的"道"(指事物的"正常秩序'或"正确道路勺的概念

的非神话化形式，也认可了把制度结构视为宇宙秩序反映的延

续下来的概念.另一方面，在印度，达磨俨法勺的概念〈指社

会责任，特别是种姓的责任〉将个人和宇宙的普遍秩序联系在}

起，在大多数对宇宙普遍秩序所作的完全的重新解释过时之后，

它却还存在着。在以色列，由于信仰翻底超撞的历史中的上帝，

这种体系被突破了。而在希腊，这种体系之突破，是因为把人的

灵魂设定为理性地整理世界的基础。@后两种变化对宗教合理

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以色列，这种变化导致人的根据所揭示

的神命来解释制度，而在希腊，这种解释则建立在对人的本质

作理性的设想之种种假说的基础上.就以色列和希腊的例子来

看，这种变化本身已携带了关于社会秩序的世俗化观点之柿子.

目前，我们不必考虑后来的历史发展，也不必考虑这个事实，即，

可.

①关于微观/宏观体系在社会学上的含意，见韦伯关于印度东数及中国宗教
的社会学著作;也可参见马希尔·格拉尼特的《中国人的思维川巴惑，阿尔
宾米歇尔公司，1934)。

③对以色列和希腊突破微观/宏观体系的详细分析，分别参见沃梅林的前召l
书，第1卷和第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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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民众仍然继续从基本上是古代的

角度来设想社会，尽管对实在之"正式'解释已布了种种变化。应

予强调的重要的事情是，即使在微观世界-宏观世界体系被突破

的地方，宗教在很多个世纪中仍然是合理化力量的核心。以色列

民族在其作为独立社会而存在的整个过程中，都是根据神所揭

示的律法来证明其制度之合理的。①希腊城邦及其种种附属制

度，一直从宗教的角度得到其合理性的论证，这些合理化论证甚

至能够延伸而运用于以后时代的罗马帝国。②

我们再重申一下，从历史上看，宗教在合理化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可以根据宗教将人类现象"定置"于宇宙参照框架的那种

独特能力来说明@一切合理化都是用来维持实在一一即在特定

的人类集体中得到解说的实在。宗教合理化的目的，是把人类解

说的实在与终极的、普遍的、神圣的实在联系起来。于是人类活

88 动的内在不稳定和转瞬即逝的结掏，就被赋予了最终的可靠性

和永久性的外表。换言之，人造的法则被赋予了一种宇宙地位。

当然，这种宇宙化或秩序化不仅涉及全面的法则结构，而且

涉及一个既定社会中的特定制度和角色。它们被赋予的宇宙地

位是被客观化了的，也就是说，这种地位是所讨论的制度和角色

之客观有效实在性的组成部分。例如，神圣亲属关系的制度和

代表它的某些角色，都被理解为人之世界与神之世界的重要纽

带。对这种制度涉及的力量的宗教合理化论证，并不是作为少

① 关于以色列的宗教合理化，参见 R. 德·沃克斯的《汩约的制度叫巴霉，舍
夫出版社，1961) ，这部著作目前有英文版可用。

② 杀于希腊罗马的宗教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方商的经典著作仍然是弗斯特尔

·德·柯朗基斯的《古代就邦》。这部著作因篇对社尔凯姆关于宗教的思考
有影响，特别有意思。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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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论家的事后辩护而出现的，它是随着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

与制度相遇而客观地出现的。如果普通人被恰当地社会化而进

入其社会的实在性，他就不可能设想国王意味着什么，除非他是

一个代表着宇宙的基本秩序的角色的承担者一一事实上，这个

假设也适用于国王本身。用这种方式，人们可似"体验'到制度的

宇宙地位p 只要他们在普通事件的过程中与宫发生了接触。@

无论从制度客观性还是从个人主观意识的角度去看，这类

合理化带来的"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一切制度都具有客观性

的特征，而对它们的合理化论证，无论内容如何豆都必定会继续

加强这种客观性。然而，宗教的合理化论证，是把各种制度的在社

会中解说过的实在置于宇窗的终极实在中，即置于实在"自身'

之中。于是，制度就获得了必然的、稳固的和持久的外衰，类似于

归之于神灵自身的那些性质。从经验上看，制度总是变化的，总

要随着制度的基石一一人类活动局面的变化而变化。制度总是

不仅受到时间沧桑变化的威胁，而且受到团体〈建立制度本是要

调节它们的活动〉之间冲突和分歧的威胁。另一方面，根据宇宙 W

合理化论证，制度又被魔术般地提高到这些人类的、历史的偶然

性之上。它的变成了不可避免的，因为不仅人，而且神都认为官

们是当然的。当它们被理解为只是宇宙基础结构的表现形式时，

它们在经验上的脆弱性就变成了具有超力量的稳定性。它们超

越了个人的死亡和所有集体的瓦解，因为它们现在的基础是神

圣时间，而在神圣时间内，人类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插曲。于是，在

某种意义上，制度变成了不朽的。

。 关于神圣王权，可参见亨利·弗兰克福待《主权与诸神州芝加哥，芝加哥大
学出版栓，1948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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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主观意识的角度看，制度的宇宙化或秩序化允许个

人在其被期待扮演的社会角色中，拥有认识上和规范上正确的

终极意义。人所扮演的角色总是有融于他人的认可。个人只能在

他人把他与角色等同起来的范围内，把自己等同于那个角色。一

旦角色及角色所属的制度获得了宇宙的意义，个人与角色的自

我认同就在得了更广的范围。因为现在不仅是人类中的他人承

认他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那个角色，而且那些超人类的他人〈宇

宙性合理化论证使之居于宇宙之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个人与

角色的自我认同相应地变得更深古更稳定。无论社会凭借宇宙的

真理把他等同于什么，他就会是什么，而且他的社会存在己植

根于宇宙之神圣实在性之中。再者，超越具有腐蚀性的时间，在

此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条阿拉伯谚语简明地表达了这一点.."人

老在忘记，神总是记得.'在人所忘记的各种事情中，有一件就是

他们在社会游戏中相互的认可。社会身份以及与之相应的角色，

是由他人分配给个人的，然而，他人却相当容易改变或撤回这种

分配。他们"忘却'了个人曾经是什么人，而且，由于承认与自我

'8 承认之间的固有辩证关系，严重地威胁着个人自己对身份的记

忆。如果他能假定无论如何上帝是会记得的，那么他的脆弱的自

我认同就会从他人变也不定的反应中获得稳固可靠的基础.于

是，上帝就成了最可信艘而且有终极意义的他人. (J) 

只要对社会与宇宙间关系的微观-宏观理解占了上凤，这

两方面的对应就会很有代表性地扩展到特定的角色。这些角色

会被理解为是对那些据认为由它们所代囊的宇宙实在的模仿性

@ 当然，这里的讨论是把米德的一些重要就念应用到了宗教社会心理学领
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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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制品。一切社会角色都是客观化了的意义的较大复合体之

再现。①例如，父亲这个角色，就再现了被归之于家庭制度以及

(更一般地〉归之于制度化的两性和人际关系的多种意义。当这

个角色在模仿方面被证明是合理的一一父亲"在此下界"复现了

"在上界'有其神圣原型的创造、权威、或仁爱的行为之时一一

它的再现性质就大大增加了。人的意义之再现，成了对具有神

性的神秘事物的模仿。性交是模仿宇窗之创造，父亲的权威是

模仿诸神的权威，父亲的关切是神的关切之事拟。于是，就像

制度一样，角包被贼予了不朽的性质.它们的客观性也高出并

超越了它们"暂时'的承担者即个人的弱点，得到了极大的加

强。父亲这个角色，作为神所给定的事实性与个人相对，不仅可

设想的个人自己冒犯它的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它，而且一

切可设想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宫。对于偏离了所

规定的角色表演的个人，这种合理化有着极其有力的内在的约

束力，这一点无须多加说明.

但是，即使在宗教合理化不足以造成宇宙化或秩序化，未能

把人的行为变为模仿性再现的地方，它仍然能够让个人也i官们

〈指角色〉绝不只是短暂的人类产物这一更大信念，去扮演他的

种种角色。无论如何，那些由于宗教的戒命和约束而受到特别

限制的角色，也将以这种方式呼导益气例如，甚至在我们自己的"

社会中，在性关系、家庭和婚姻未被从事拟宇宙过程的角度证明

为合理的地方，属于这些制度范围的角色也都得到了宗敬合理

化论证的有效支持。一个特定的历史中的社会的各种偶然形态，

。 这里关于作为e再现'的角色的讨论，得益于桂尔凯姆和米德;杜尔凯，睡þ~远
一术语被放进了米德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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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人类两性关系的多形态而易变的材料中的各种特殊制

度，都根据神命、"自然法则'以及神圣的宣誓被证明为合理的。

所以，甚至到今天，父亲的角色也不仅具有某种非人格的性质

(即可以与扮演他的特定人物分离，这是一种属于所谓社会角色

的性质)，而且在宗教为之所作的合理化论证中，凭借它与在地

上创立丁角色所属之秩序的天父的关系，这种性质变成了一种

超人格的性质。

正如宗教合理化根据宇宙的包罗万象的神圣秩序来解择社

会秩序一样，它也把无秩序(宫是一切在社会中建构的法则的对

立面)与吞没一切的泪沌之深渊〈它是神圣者最古老的对手)联

系起来。违反社会秩序总是在冒陷入极度混乱的危险。然而，违

反在宗教方面被证明是合理的社会秩序，就是与原始的黑暗势

力签订契约。当实在己在桂会中得到解说，否认它就是冒落入

非实在的危险，因为要想长期保持单干，不要社会支持自己对世

界的相反解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在社会中被解说的实在己

被等同于宇宙的终极实在时，对它的否定就表现出既邪恶叉疯

狂的性质。否定者将胃陷入所谓负面实在的危险一一如果愿意，

还可称之为恶魔的实在。这一点在那些古代神话中表现得很清

楚，那些神话描写了世界的神圣秩序〈如中国的"道飞印度的"磨

达"。埃及的"马阿特勺与一个下界或反世界的对立，这种世界

拥有它自己的一一反面的、混乱的、彻底毁灭其中一切的一-实

在，那是恶魔鬼怪的王国。一旦特定的宗教传统摆脱了神话，当

制然这种形象也就改变了。这种变化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发生的，

例如，后来的印度思想就以这种方式发展了关于天则 (rta) 和

反天则 (an-rta)的原始二分法。但是，光明与黑暗，有法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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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远与无秩序的放纵之间的基本对抗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违

背人的"法"(dharma)，不仅是一种违抗社会的道德罪过，也是

一种违抗既包括神，又包括人，事实上包括一切存在铀的终极

秩序的暴行。

人总在忘却，因比必须→次次地提醒他们。事实上我们可

以论证，建立文化的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设立这种

"提醒者'的制度，如果考虑到这些制度所要反对的人的"健忘"

性质，这种制度在若干世纪之中的可怕性质就完全符合逻辑

了。@宗教仪式一直是这种"提醒"过程中的夫键于段。它一次又

一次地向那些参与仪式的人呈现实在的基本定义及其适当的合

理化论证。一个人在历史上往回走得越远，他就会越多地发现

仪式活动中包含的宗教观念化(典型地体现在神话形式中)-一

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 flP崇拜中包含的神学。可以举→个最好

' 的例证，最早的宗教表达形式总是以仪式为特征的。@仪式行动

【希腊人称它为ergon即"工作"(work) ，顺便说说，我们的"喧闹

宴会" (orgy) 一词就来源于它〕一般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一不

得不做的事 (dromena)和不得不说的事 (legoumena)。举行仪

-
。，.如何能为人类创造出记忆?如何能在人类那一半是愚慧，一半是反复无常
的理智-一那是健忘的化身里把什么东西留下印象而使之牢记不归
正如我们能移想象到的，用来解决这个古老问题的手段从来不是温文尔雅
的。事实上，在人类最早的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其记忆术更为可怕的了。
‘把一样东西在记忆里打下烙印，使它留在那里z 只有能移不断刺痛人的东
西才容易粘住'一-这是一句最古老的，不幸也是最持久的心理格言... '.. 
无论入在什么时候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点记忆，他的努力都伴随着痛
苦、流血和牺牲。"参见弗里德利希·尼采的4道德世系列纽约川，花园城，这
布尔代-一安索尔公司，1956) ，第19Z页以下。

② 社尔凯姆着重强调过体现在仪式中的宗教的概念，他对罗伯特·威尔的彭
响体现在后者的重要著作《礼仪》中。也可参见s. 莫温克尔的《宗教与礼仪》
095l) 和H.J.克劳士的《以色列的礼拜仪式川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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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与重复神圣公式〈宫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出神的名字和事迹〉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宗教的观念化是以宗教活动

的，它与宗教活动的关系，类制于人类活动与其产品之间的辩证

关系，后者我们已在更广的背景中讨论过。宗教行为与宗教合理

化论证，仪式与神话，不得不做与不得不说的东西，共同地起着回

忆体现在文化及其主要制度申的传统意义的作用。它们一次又

"一次恢复了现阶段与社会传统之同的连续性，把个人及社会申

各种团体的经验放入超越他们的虚构或非虚构的历史背景中。

人们一直正确地说，社会在本质上是-个存储器。@还应补充一

句z这个存储器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都是-个宗教的存储器。

宗教活动与宗教观念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另一个重要

事实一一宗教的根源在于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中。②如果把宗

教合理化论证设想为理论家的成果，它们是在事后被用于特定

的各种活动的，那么，宗教合理化论证，或者至少是大多数宗教合

理化论证就丧失了意义。对合理化的需求是在活动过程中出现

的。更主要的是，这种需求在理论家的意识出现之前，就已经存

在于活动者的意识中了。而且，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社会中的活

动者，而理论家(神秘信经传播者、神学家等等〉却只是极少数。

①在社会学文献中，对这一观点作出最鲜明的表述的，是莫利斯·哈尔布瓦赫
斯:'从本质上说，栓会思想是-个存储器'。参见哈尔布瓦赫斯 4记忆的社
会背景:t(巴黎，法圈大学出版社，1952)第296页。

@ 这个讨论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下层建筑与上层建筑之同的辩证关系
的概念，前者不同于经济"基础'，而是与-般的实践同-的。这个烧念在逻
辑上与韦伯对于特定宗教与其社会载体之同的可选择关系盹理解有多大冲
突，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当然，韦伯是那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要说的定，他的
说服力并非与那个事实无关，即他的著作比自1932年重新发现<<1844年经济
学哲二手稿协而引起的对马克思的重新解释要早十多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
宗教社会学对于宗教(尤其是17世纪法国的宗教)的极有意思的讨论 可参
见路希恩·戈尔德曼的《隐匿起来的上帝川巴黎，力口里马尔德公司，195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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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合理化论证在理论阐述的详尽程度上，是随许多历史因素

而变化的，但如果我们只考虑比技成熟的合理化，必然导玫严重

的误解。简言之，在历史上，大多数人都感到了对宗教合理化的

需要一一但只有极少数人关心宗教"观念"的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按复杂的宗教观念化，就应该把

它理解为是对官所出自的日常和实际利益的一种"反映" (.IlP一

种从属的变化因素〉。正好，"辩证'一词在避免这种错误解释方

面十分有用。宗教合理化论证出自人类活动，但是它们一旦定形

成为宗教传统之组成部分的意义复合体，就获得了对抗这种活

动的自主手段。事实上，它们可以反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种活

动，常常彻底地改变后者。来源于实际事务的这种自主性

理论成熟的程度而增长，这是很可能的。例如，部落的萨满教巫

师的思想，可能比系统神学教授的思想更直接地与社会的实际 4Z

事务相关联。总之，一个人不可能先验地假设，对特定宗教观念的

社会根源的理解，就是对其后来的意义的理解，或者就能够预言

其后来的社会影响。"知识分子们"(宗教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

常常杜撰出非常奇怪的观念一一而非常奇怪的观念又常常具苟

重要的历史影响。

因此，宗教的作用就是维系在社会中建造的世界的实在性，

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正是在这个世界内生存的.然而它的合

理化力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一一将日常生活之实在性在其

中受到怀疑的那些边缘情境，整合进一个综合法则之申。@如
• 

① "边缘情境'一词来源于雅斯贝尔斯，但在此的用法则受舒茨的巨大影响，尤
其是受后者对于a日常生活之至高实在性'与他所谓e意义之确定范圈甲之闭
关系的分析的影响。参见舒茨《论文集》第1卷f哈格，尼霍夫公司， 1962), 
第20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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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为这些情境十分稀有，那就错了。正相反，每个人大约每20

小时就会经历一次这样的情境一一在睡眠的体验中，最主要的

是在睡眠与醒来的过渡阶段中。在梦幻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实

在性当然被置于脑后。在入睡和醒来的过搜阶段中，日常生活之

实在性的轮廓，至少不如处于完全清醒的意识状态下的轮廓稳

定。因此，日常生活的实在性不断被种种大不相同的实在的阴影

包围着。当然，这些实在在意识中，被作为具有特定认识地位的

东西(在现代人的意识中，是一种较低的地位〉分隔开了，因而也

就一般地阻止了它们对完全清醒时的生存之主要实在性的大规

模威胁。然而尽管如此，日常生活实在性的堤坝也并非总是固

若金汤，足以阻挡那些在睡眠中暗暗浸入意识的其他实在的侵

略。总有那么一种"思梦飞它们在白天也流连不去一一具体来

说，有那么一种"恶梦般的'思想，即白天的实在可能不具有表面

的那种含意，在白天的实在后面潜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也许具

有同样多的确实性的实在，世界和自我最终可能是与社会(人在

其中度过他的白天的生活)将它们定义为的东西完全不相同的。

"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这些出于意识之阴面的别的实在，曾被相

当认真地认为是实在，尽管是非常不同的一类实在。宗教的作

用，有时是〈与现代方法相反〉通过把一种较高的认识地位归之

于它们，从而把这些实在与日常生活的实在合并在一起。它运用

各种方法，如警告、预言或者与神圣者决定性的相遇等，把梦和

夜里的幻象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于是这些梦和幻象对于社

会中的日常行为就有了特殊的影响。当然，在现代的("科学的D)

参照框架之内，宗教发挥这种整合作用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其他

论证合理性的概念化体系，如现代心理学的那些概念化体系，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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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尽管如此，在宗教作为对存在之解释仍然

继续有意义的地方，它对实在的解释还是必然能够说明这个事

实，即实在有种种不同的方面存在于每个人不断发展的体验

中。@

各种边缘情境都以'入神"体验为特征{按照一般的定义，入

神，即ek-stasis的字面意义是处于或超出实在之外}。对于日常

生活的世界而言，梦幻世界就是入神，如果能在包括实在之两

个方面的参照框架之内发现某种论证入神是合理的方法，那么

日常生活的世界在意识中就只能保留初级的地位了。身体的其

他状态也会产生类似的入神，尤其是因疾病和激烈情感骚动而

产生的那些入神。面临死亡{通过实际上看到他人之死或在想

象中预计自己的死)可能形成了最重要的边缘情境。②死亡向

一切在社会中被客观化了的实在，即关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解

释提出了激烈的挑战。死亡也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持有的被视

为当然的所谓日常事务的态度成了问题。在此，社会之中生存的

自昼世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受到"非实在"的极犬威胁一-也就

是说，在那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可艇的、最终是不真实

的，与人曾经认为的不一样。在任何社会，对死亡的认识都不可

避免，就此而论，面对死亡而证明社会世界之实在的合理化论 44

证，在任何社会都是绝对必需的。宗教在这种合理化论证中的

① 当然，直到今天，宗教也必须处理这种e边缘实在"。目前将宗教合并进e深层
心理学"的发现的种种努力，就是一个重要的说明。也许可以补充一点，这
些努力含有的前提是，心理学家对实在的解释看来已经变得比传统宗教的
种种解释更为有理了。

@ 作为最重要的边缘情攘的"死亡'这一概念，出自海德格尔，但舒茨在其一整
套关于日常生活之实在性的理论中，分析了"基本忧虑'，从而发展了这
概念。



54 神量的..
• 

重要性，也就很明显了.

所以，宗教根据→种包容一切的神圣实在来证明一切边缘

情境之合理，维系了在社会中被定义的实在。这就让经历过这

些情境的个人得以继续在其社会的世界中生存一-不是"仿佛

什么事都未发生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在较极端的边缘情境

中是很困难的)，而是即令是这些事件或体验(在认识方面〉也在

有意义的宇宙之内获得了一席之地。于是，甚至有个"好死'也

是可能的了，就是说，在最终仍与自己的社会法则保持有意义的

关系一一就主观上说，对自己有意义，就客观上说，在他人看来

有意义一一时死去。

尽管边缘情境的入神是一种个人体验的现象，但在危机出

现的时候，整个社会或社会团体也会集体地经历这种情境。换言

之，有些事件影响着整个社会或社会团体，它们对以前被视为当

然的实在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当自然灾害、战争、或社会动荡发

生后，这些情撞可能作为其结果而出现。在这种时候，宗教的合

理化论证几乎总是走在最前面。而且，当社会不得不激励其成员

去杀人或去冒生命危险，从而同意置于极端的边缘情境中时，宗

教的合理化论证就变得很重要。例如，"宫方'实行暴力行为，无

论是在战争中或是在执行重大的惩罚时，几乎总

的象征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宗教合理化具有已经讨论过的"好

处"，即允许个人区分其"真实自我. (它做这些事是害怕或者

忌的)与作为角色承担者的自我〈战士、刽子手、英雄、冷酷无情

的复仇者等等〉。正因为如此，从古到今在合理的权威保护之下

的杀戮，一直是有宗教道具和宗教仪式相伴的。人们在祈祷、祝福

"和诅咒声中去出征，去送死。对于恐怖和暴力行为的入迷，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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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手段，被保留在"健全"的范围内，即社会世界之实在性

的起围内。

让我们再次回到宗教行为与宗教观念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上

来，这种关系的更深层方面对于宗教维系实在的任务而言是极

端重要的。事这方面涉及到任何一种宗教维系实在的过程在社会

结掏上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可以表述如下s 世界是在交往中形

成的，也在交往中得以维持。它们连续的实在性，无论客观方面

〈作为共同的、当然的事实性〉还是主观方面(作为强加于个人意

识之上的事实性〉都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过程，也就是不断发展

的重新建造并维系特定世界的那些过程.反过来说，中断这些社

会过程就威胁着所说的特定世界的{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实在

性。因此，每一个世界都为它自己能作为对人类存在而言具有真

实性的世界的连续存在，要求有一个社会"基础气这个'基础"，

也许可以称为它的看似有理结构 (plausibility structure) 0 (l) 

这个必要条件既可用于合理化论证，又可用于得到论证的

世界或法则。当然，它的运用并不考虑它们是否具有宗教性质.

然而，在本书的背景下，把注意力集申于各种在宗教上被论证为

合理的世界的例子，是很有用的。例如，哥伦布以前的秘鲁的宗

教世界，在客观和主观方面都是真实的，只要其看似有理结构，

即哥伦布以前的印加社会仍未被触动而保持原样。从客观上说，

其宗教合理化论证，在发生于这个世界的框架之内的集体活动

中不断地得到肯定。从主观上说，它们对那些其生活包含在同

一种集悻活动中的个人而言是真实的〈在此排除了"未归化的'

@ 在此定义的'看似有理结构'的概念，综合了马克思‘米德和舒茨的某些关键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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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人的问题〉。反过来说，当入侵的西班牙人摧毁了这种看

似有理结构时，以它为基础的世界之实在性就开始以可怕的速

度瓦解。当比萨罗杀死阿塔瓦尔帕①时，无论他自巴的动机是

"什么，他已开始毁灭一个世界，印加国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代

表，而且是它的根本依靠。凭着自己的行动，比萨罗砸碎了一个世

界，重新定义了实在，结果也就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中的'居民"

的生存。过去曾经是印加世界法则中的生存的那个东西，现在

先是变成了无法形容的混乱，然后又变成了处于西班牙世界〈这

是另一个世界，陌生而强大有力，这个世界把自己作为定义实在

的事实性，强加于被征服者的麻木意识之上〉边缘上的或多或少

被法则化了的一种生存方式。秘鲁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多数历史，

从那时起就与这种打破世界的灾难的结果有了关联。

对于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心理学来说，这些考虑具有深远的

含意。着重强调宗教团体，例如基督教的教会、穆斯林的乌姆玛

和佛教的僧加等的必要性的宗教传统-直存在着。这些传统提

出了特殊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它们都归结为

抽象的、共同的特性，就会犯错误。然而可以说，所有的宗教传

统，不论其有无"教会学"，它们都为说明其连续的看似有理性，

而要求在各种特定的团体。在这个意义上，"教会之外无拯救"

的准则就具有了一般经验上的适用性，如果人们是从神学方面，

而不是从令人不快的方面去理解"拯救'之含意一一也就是说把

它理解为连续的看似有理性的话。基督教世界的实在性在于社

会结构的体现，在这些社会结构之内，这种实在性被认为是当然

@ 比萨罗·弗朗西斯科(约1470-1541) ，西班牙探险家，曾征服秘鲁。阿塔瓦尔
帕 (1506-1533) ，秘鲁统治者。-一译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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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的若于代人正是以这个世界对他们是真实的这种方式

来社会化的。当这种看似有理性结构丧失了其完整性或连续性

时，基督教世界就开始晃动，这个世界的实在性也不再把自身当

作自明的真理来施加影响了。就个人而言，例如就一个被俘虏

而被迫生活在穆斯林环境中的十字军战士丽言，情况也是如此.

大规模团体的情况也一样，西方基督教世界自中世纪起的整个

历史，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明晰性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尽管

基督教团体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但基督徒与穆斯林、佛教徒或秘 n

鲁印第安人一样，也要受到同样的社会-『心理辩证关系的支配。

不理解这一点，就可能会对所有这些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历史发

展产生盲目性。.

看似有理性结梅这一必要条件，不仅适合于整个宗教世界，

也适合于旨在维系这些世界的合理性论证，但我们还可以作出

进一步的区分。看似杏理性结构越牢固，奠基于宫之上的世界也

就越稳定。在极限情况下(指经验上达不到的一种情况)，这将意

味着那个世界确立了自身，除了其自身的纯梓存在之外，不需要

任何进一步的合理化论证。因为要使每一代新人社会化而进入

被怀疑的世界，就需要某种合理性论证一一孩子们会要问"为
• • 

什么气所以，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存在。一个从经验上看更为中

肯的必然结论是s 看似者理结构越不牢固，对维系世界的合理

化论证的需要就越强烈。于是，复杂的合理化论证的发展，就在

看似有理结构受到这样那样威胁的地方出现了。例如，在中世

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的相互威胁，、使得双方都需要社会

-宗教界两方面的理论家去创造能维护自己而反对对方的合理

化论证(也包括根据自己的世界去"解释'另一个世界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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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这个例子尤其有说服力，因为互相敌对的理论家们利用

了基本类似的智力手段来为其互相冲突的目的服务。①

我们必须着重强调，这里的论述并不意味着一种关于宗教

的社会学上的决定论。它也不意指任何特定的宗教体系都只是

社会过程的作用或"反映飞确切些说，产生出社会的人类活动，

同样也产生出了宗教，而这两种产品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种辩

证的关系。所以，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发展中，一个社会过程是宗

'8 教观念化的结果，而在另一种发展中，情况也许正好相反，这是

完全可能的。宗教植根于人类活动并不意味着宗教在社会历史

申总是从属的可变物，而是说，它从在其自身不断发展的生活中

创造并再创造了它的人类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客观与主观的实

在性。然而，这就对于希望维系特定宗教体系之实在性的每一个

人提出了一个‘社会工程"的问题，因为要维系自己的宗教，他就

必须维系(或者说必须制作，如果必要的话〉一个适当的看似有

理结构。其中涉及的实际困难，当然在历史上是各不相同的。

一个理论上很重要的不同，在手两种情况阔的不同.一种情

况是整个的社会充当看似有理结构来说明一个宗教世界，另一

种情况是充当那个角色的只是一个亚社会。②换言之，"社会工
• 

①对此的一种很好的讨论，参见古斯塔夫·冯·格鲁恩炮姆的4中世纪的伊斯
兰如(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ρ ，第31页以下。

②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弱点之一是，很难在其理论框架内解释
并非全社会范围的宗教现象，用这里的术语来说，即很难按照杜尔凯姆的观
点来处理亚社会的看似有理性结构。韦伯对宗教社会的"教会'型与"宗派"
型之间的区别的分析，对此是很具启发性的，虽然韦伯并未展开论述宗派
主义在认识上(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J的含意。至于维系实在的社会心理学，
可参见7lJ翁·费斯廷格尔《关于认识不一致的理论:.(伊文斯顿，伊利诺斯
州，罗与彼得森公司，1957) ;弥尔顿·罗基亚奇《开放与美闭的心灵~ (纽
约，基础图书公司，1960); 以及汉斯·托赫《关于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学，
{印第安纳波利斯，波普斯·梅利尔公司，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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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问题在宗教占垄断地位时期和在企图在多元化的竞争中维

护自身的宗教团体林立的时期是不同的。不难看出，维系世界

的问题在前一种情况下比较容易解决。当整个社会为一个在宗

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世界充当看似有理结构时，在它之内的

切重要的社会过程，都是在证实和再证实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甚

至当这个世界受到外来威胁时也是一埠，中世纪的基督徒-穆斯

林对抗就是例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程"的问题，除了在"正

确"的监护下(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是由宗教对教育、学术和法律

的垄断提供的监护〉为社会化和重新社会化提供必要的制度背

景外，还涉及到对每一个看似有理结构之领土边界〈两个世界之

间的军事边境@也是认识上的边境〉进行保护的问题，如果可行

的话(通过十字军和圣战).还有这些边界的扩张，以及维持对各

自撞内的危险或潜在危险的异端的有效控制的问题。对异端的

控制可以通过种种不同的方法达到。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异端的

个人或团体进行肉体上的摧毁(这种基督教徒曾倾向于采取的

方法，表现在宗教法庭对异端分子的肃清以及揣着十字军反阿 ω

尔比派的战线对异端社团的肃清中)，以及对异端的个人或团体

进行肉体上的隔离一一阻止他们与"正常'世界的"居民"的有意

义的接触〈这种穆斯林倾向于采取的方法，表现在古兰经为非伊

斯兰教徒作的规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米勒特@制度中，基督教世

界在对付官境内的犹太人时也曾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只要特

定的宗教体系能够维系它在全社会基础之上的垄断地位，即只
一·

③这里指的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阔的军事对局.译
注

② 米勒特 (Millet)是用来指穆斯林国家内有特殊信仰的集团的专称.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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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它能继续利用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看似有理结构，这类解决

问题的方法都有可观的成功机会。

当然，一旦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以及官们各自的制度"载

体"处于互相争斗的多元竞争中时，情况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有时，老的一套消灭的方法(如在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宗教战

争〉和隔离的方法{如在结束了这些战争暴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①的"领土方案'中)会得到试用。但是，不论是用杀戮来消灭

还是孤立那些脱离轨道的世界，都会变得相当困难。于是'社会

工程"的问题，就变成了建造和维系为非垄断化的宗教体系充当

看似有理结构的亚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稍后部分再

进行详细讨论。在此我们只需说，这种亚社会的看似有理结构一

般都具有"教派"的特征，这个特征本身给那些宗教团体，尤其是

那些保留了从它们占垄断地位的快乐时代传下来的制度习惯和

思想习惯的宗教团体，造成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困难。

对个人来说，生存于特定的宗教世界之内，就意味着生存于

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该环境下，这个世界能保持其看似有理

性。在个人生活的法则或多或少与那个宗教世界共存的地方，

与那个世界分离就意味着混乱之威胁。因此，对于传统的犹太

教徒来说，在没有犹太社团的地区旅行，不仅从仪式方面讲是不

可能的，而且内心里也会感到混乱(即预示着唯一可设想的"正

确"生活方式的混乱崩溃)，其结果正如传统的印度教徒在印度

"之外旅行一样。之所以要避免这种步入黑暗的旅行，不仅是因为

同食猪肉者或亵渎牛者共处会导致仪式上的不沽，而且更重要

① 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和约。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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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因为与他们为伍会威胁犹太教世界或印度教世界的"纯洁

性'一一即它的主观实在性或看似有理性。所以，巴比伦之囚@

的那个极度痛苦的问题z"一个人如何能在异邦崇拜雅赫维俨③

有一个重要的认识上的方面，事实上从那时起，这个问题一直

是散居异国的全体犹太教徒的至关紧要的问题。既然每个宗教

世界都建立在一个自身是人类活动产物的看似有理性结构的基

础上，那么，每个宗教世界的实在性就都是固有地不稳定的。换

句话说，改变信仰(即个人转入另一个世界〉原则上总是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随看似在理性结构之不稳定程度或非连楼性程度而

增加。因此，生活在被犹太聚居区所限制了的社会环境内的犹

太人，比起居住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开放社会'中的犹太人来说，

改宗的可能要小得多(在此，改宗指从传统犹太教转向那类社会

中"可用'的任何一个世界，不一定指版依基督教〉。防止改宗的

理论措施(采取一切形式来进行辩护〉和与之相关的实际措施

("锥系工程"的各种设施一一发展亚社会的"防卫制度、教育和

社交，自愿限制有害于维系实在性的社会交往、团体内部自愿通

婚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更加复杂了。相反，希望政宗的个

人与〈更重要的是〉希望"保持改宗状态'的个人，则必须把自己

的社会生活设计得符合这一目的。因而他必须脱离那些建造了

他过去的宗教实在的看似有理性结构的个人或团体，使自己更

紧密(如果可能的话)更专一地与那些维系他的新宗教实在性的

人联系在一起。简言之，在宗教世界之间移民，意味着在其各"

① 指公元前 6 世纪时犹太民族被巴比伦王国虏至两河流域达几十年的事件。
一一译注 4 

② 即耶和华，在此指犹太教崇拜的上帘。-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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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的看似有理结构之间移民。@这个事实对于那些希望促进移

民和希望阻止移民的人来说，意义同样重大。换句话说，这个

社会一心理问题既涉及到福音传道，也渺及到"对灵魂的关

注.·

这种宗教社会学能够以众多的例证，说明宗教与社会团结

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论证这一点时，我们最好回忆一下本书前

边采用的关于宗教的定义一一宗教是通过人类活动而导致的一

种包罗万象的神圣秩序之确立，即一种能够在不断面临混乱时

维系自身的神圣宇宙之确立。每-个人类社会，元论宫如何被

证明是合理的，面对海乱时都必须维护它的团结。从宗教上被

证明是合理的团结，使得这一基本的桂会学事实更成了注意的

焦点。作为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的成果，神圣秩序的世界不断

对抗着人类存在的制造无序的势力。每当人们忘记或怀疑解释

实在的肯定判断时，每当他们做着否认实在的@疯狂"之梦时，更

为重要的是，每当他们有意识地与死亡相遇时，每一个这样的世

界的不确定性就显露出来了。每一个人类社会，最终都是被捆

在一起面对死亡的人群@宗教的力量所依靠的，说到底，是官交

给站在死亡面前，更准确些说，是它交给不可避兔地走向死亡的

人们手中的旗帜的可靠性.

@经典心理学对于改宗的解释仍旧是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
的那种解释，但是近来对于"团体运动'中、心理疗法中以及强行"洗脑"的政
治灌输中的认识"交易'的研究，已夫大阐明了改宗的桂会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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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人的状况所特有的无秩序势力所带来的毁灭威

胁，每项法则都一次又一次地确立起来。从宗教方面来看，在面

临混乱时，宇宙的神圣秩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肯定。显然，这个

事实提出了'世个关于社会中人类活动的问题，即必须把这类活

动制度化，以致于尽管有苦难、罪恶和〈最重要的〉死亡等无秩序

〈或造成无序的〉现象反复侵入个人和集体的体验，它也能够继

续进行。然而，一个关于合理化论证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无秩

序的现象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它们也必定舍得到解释一一即根

据社会中既定的法则去解释它们。根据宗教合理化论证对这些

现象作出的理论复杂程度或大或小的解释，都可以称为神正

论。②

在此要特别强调〈尽管在关于宗教合理化的论述申已提出

了同样的论点)，这种解释并不需要复杂的理论体系。一个只字

不识的农民在谈论一个孩子的死亡时提到土帝的意志，他就在

① 神芷论，在此指的是-切认为神是正义的或宇宙是有意义的理论，-切形式
的神正论都以此来解释世界中的苦难和罪恶等现象。一-F事注

③ 当然，这个定义比这个词在其发源地基督教神学思想中的用意宽广.这里
我们采纳了韦伯的观点，事实上这一辈章都依靠他关于神正论的讨论，尤
其可参见《经济与社会.;t (图宾根，莫尔公司， 1947卜书中e神正论问题，，

节f第 1卷，第296页以下九英译文见《宗教社会学>> (波士顿，阿肯公胃，
1963) ，第138页以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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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事神正论的解释，正如一个博学的神学家写一篇论文来证明

无辜者的苦难并未否定全善全能的上帝之观念一样。尽管如此，

"还是可以根据神正论的合理性程度，即在何种程度上，神正论需

要一种能够根据全面的宇宙观前后一致地解释这些现象的理

论来区分它们①。当然，这种理论一旦在社会中确立起来，就可

能折射到全社会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各个层面上。所以，当

一个农民谈论上帝的意志时，无论其口齿如何不清，他要说的也

许就是神学家所构筑的堂正庄严的神正论。

然而，在考察各种神正论及其理性程度之前，有一个基本要

点必须提出 s即，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态度，它自身是相当非理性

的，但它掬成了一切神正论的基础。这种态度就是自我对于社会

有序化力量的屈服。换言之，每条法则都需要超越于个体，因此

事实上都包含着一种神正论。@每条法则都作为包含了个人和

个人之一切经验的有意义实在而与人相遇。它既使个人的生活

有意义，也使生活的差异和痛苦的方面获得意义。事实上，正

如我们在前面力图说明的一样，这正是确立法则的关键理由。

法则将个人的生命置于包罗万象的意义结构中，就其本质而言，

这种结构超越于那生命之上。一个人如能使这些意义充分地内

在化，他也就超越了自己。他也就能以一种超越在其经历申占

有独特地位的各种现象一一出生和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以及将来

的死亡一一的方法来解释这些i现象。这一点，不仅在复杂社会而

@韦伯区分了四种理性的神正论:此世补偿的许诺z来世补偿的许诺z=元论;
关于竭磨的教义。我们在此的讨论以这种分类为基础，当然也加了-些改
动。

②关于宗教的超越自我特征的概念，是由杜尔凯姆发展的，尤其在其《宗教生

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体现出来。在此我们力图引申出杜尔凯姆这-见解
对于神正论问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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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原始社会，都在种种人生转折仪式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当

然，种种转折仪式既包括愉快的又包括不愉快的经验。关于不

愉快的经验，这些仪式包括着一种隐含的神正论。这种社会仪

式使个人的事件变成了一种典型事例，正如官使个人的一生变

成社会历史的一段插曲一样。个人被视为同他的祖先在他之前

已经历，而他的后代也将经历的一样地出生、生活、受苦乃至最

后死亡。一且他接受并从内心采纳了这种观点，他就超越了自

己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包括他的个人经历中特有的痛苦和特有阔
的恐惧。他将"正确'地看待自己，即能在由他的社会界定的实

在之坐标内看待自己。他能够"正当'地去受苦，如果一切正常的

话，他最后还可以"正当地"去死(或如我们通常说的有"好死>>) 0 

换句话说，他能够按其社会的赋予意义的法则"失掉自己飞结

果，随着法则之庇护帷幕的不断延伸，甚至遮盖了那些可以把个

人降低为可悲的动物的体验，苦难就变得比较可以忍受，恐惧也

不再那么不可阻挡了.

当然，一切社会秩序的这种隐含的神正论，是先于任何宗教

的或非宗教的合理化论证存在的。然丽宫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后来的各种进行合理化论证的大厦正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

它还表现了非常基本的心理现象，没有它，很难设想后来的合理

化论证会成功。因此，神正论本身作为对无秩序现象的宗教合理

化论证，其根源正是在于人类之社会性本身的某些关键特性申.

每个社会都会对个人自身，对个人的需要、忧虑和问题予以

某种否定。法则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在个人意识中促进这种否

定。同时，还存在着对屈服于社会及其秩序的自我否定的强化，

把这种强化与宗教联系起来特别有趣。这是受虐狂的态度，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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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种态度，个人单独地、或集体地、或按集体建立的法则，把自

己降格为与同伴相对立的、无生气的像物一样的客体。@在这

种态度中，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理的痛苦都认可对自我的否定，以

致于痛苦实际上在主观方面可以成为愉快的事。受虐狂，一般

再加上虐待狂态度的相互配合，成了从性关系到政治门徒的广

大范围内人类相互作用之时常复现的重要因素。受虐狂的关键

特征是陶醉于对他人的屈服一一完全的、自我否定的、乃至自我

毁灭的周服。任何由他人〈当然指与受虐狂者的自我相对应的那

56 个绝对控制性的、自我肯定的、自我满足的虐待狂者〉造成的痛

苦或苦难，都可以证明屈服己的确发生，陶醉也一点不假。"我等

于零一一而他就是一切一一我最终的巨大幸福就在其中"一一

受虐狂态度的本质存在于这种表白中。它把自我变成了虚元，

把他人变成了绝对实在。它的狂想恰恰在于这种双重的变形，

这种变形具有一种深刻的解脱作用，因为对于与他人之主体相

对立的个人的孤立主体的模棱两可和矛盾烦恼，官似乎民刀斩

乱麻一下就解决了。受虐狂的态度注寇要失败，国为只要人还

活着，自我就不可能被消灭，因为他人只能在幻觉中被绝对化，

这个事实我们不需在此多讲æ o 我们急需考虑的重要之处是，

受虐狂通过其彻底的自我否定，提供了那样一种手段，凭借着

它，个人的受难，甚至死亡，能够被彻底地超越，以致于个人不仅

:/!f.现这些体验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还对之抱欢迎态度。人不能
一一
①用于此处的受虐狂概念来源于萨特，他在其4存在与虚元，一书中发展了这

一概念。对它尤其不应从弗洛伊德主义和其他的心理分析的角度去理解。萨
特的受虐狂概念也可以理解为自我具体化的一种特殊方式 f用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去理解"具体记'一词儿关于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精神病学上的含
意，参见约瑟夫·加贝尔的《扭曲了的意识叫巴黎，子夜出版社，1962) • 

@萨特曾详尽地论述过受虐狂活动的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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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孤独，也不能接受无意义。受虐狂的屈服，是企图通过融进

他人之中而逃避孤独，这个他人同时也被认为是唯一的、绝对的

意义，至少在屈服发生的时候是如此.于是，受虐狂就在人的社

会性和人对意义之需求这两方面造成了一种奇怪的震动.由于

人不能承受孤油，因而他否定自己的孤独，由于人不能承受无意

义，因而他在自我毁灭申找到了一种悖谬的意义."我什么也不

是一一因此，什么也不能伤害我气或者甚至更激烈些z"我已经

死了一一所以我将不会死"，于是s"来吧，甜蜜的痛苦，来吧，甜

蜜的死亡'一一这些就是受虐狂解脱的表白.CD

受虐狂态度产生于与单个他人的具体关系。比如说，爱人

或主人被设想为全部的力量和绝对的意义，即被设想为个人自

身主体的脆弱实在性可以融于其中的一种实在。然而，同样的

态度还可以扩展到由他人组成的集体，最后扩展到由这些集体

所体现的法则。在爱人手中受苦也许带有甜味一一于是受到国

家至高权威的惩罚也可能带有甜味。最终，自我否定对于集体 51

法则力量的屈服，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起到解脱的作用。在此，交

往经验中具体的他人，在集体秩序的人格化中大大地被放大了.

于是，不仅为自己的祖国而死可能是愉快的，而且被自己的祖国

所杀也可能是愉快的了一一假如这个人有这类爱国主义观点的

话。我们也无需补充说，受虐狂态度的同样扩展，会呈现出一种

宗教特征。在此，与受虐狂相对的他人被投射进宇宙无限空间

中，采取了全能和绝对的宇宙形态，看似更加有理地被假定为终

一
① 关于"变得什么也不是"的可能含义的思想，来源于尼采。至于这种现象与
弗洛伊德所谓e死亡本能'能否以什么方式相联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是
可以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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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极实在了。由于受虐狂所屈服的他人在经验上的不可随便利用，

"我什么也不是一一而他就是一切'的想法更增强了。不过，在

人际关系中受虐狂的固有难处之一，是他人可能不会扮演出令

人满意的虐待狂角色。具有虐待狂的人也许会拒绝或忘记去作

出确实全能的姿态，也许根本就没有能力作出那种行动。即便

他有片刻成功地成了一位可信顿的主人，他仍然是脆弱的、有

限的、最终难免一死一一因为事实上他依然是人。而具有

虐待狂的神却不受这些经验上的非完善性所阻碍。根据定义，

他就是无懈可击的、无限的、不朽的。屈服于他事实上就是得

到保护，永远避免了只是在交往中受虐的神种偶然性和非确定

性。

以上所述清楚地表明，受虐狂，无论其指向的目标是否有宗

教性，在特征上都是前理论的，因而其出现先于任何特定的神正

论。然而，在大量以神正论为目的的努力中，受虐狂态度仍然是

一个重要的特色，在某些努力申，它已直接表达在理论结构中。

所以我们最好记住，从理论上解决神E论问题的各种努力，无论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合理性，受虐狂态度都是这个问题中持久

"的非理性因素之一。形象地说，当我们思考那些常常怀着惊人的

平静去制定解释人类苦难的方案的神学家之状态时，我们至少

不应忘记，在那理论家平静的脸谱后面，可能是那在至高无上

的，具有惩罚和毁灭力量的威严神灵面前卑躬屈膝，匍甸在尘土

之中的崇拜者。

神正论直接影响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生活.一种看似有

理的神正论(当然它要求一个相当的看似有理性结梅)，可以让

个人将其经历中无秩序的体验，整合到社会既定的法则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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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中的主观反映中去。无论这些体验如何痛苦，从对社会、对

主体都有说服力的角度来说，现在官们至少已有了意义。应该

强调指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在个人经历这些体验时，他就是

幸福的，甚至是满意的了。神正论提供的首先不是幸福，而是意

义。有可能的是〈即使撇开经常出现的受虐在特点不论)，

烈受苦的情境申，对意义的需要与对幸福的需求是同等强烈的，

或者甚至更加强烈。@当然，遭受疾病折磨或同类压迫剥削之

痛苦的个人，切盼着摆脱这些示幸。但是他同样也希望知道，

为什么这些不幸竟会落到他的头上。无论以什么方式，如果一

种神正论回答了这个关于意义的问题，那么它就为那受苦的个

人提供了最重要的目的，那怕这个回答并不包含着他受苦的最

终结果是此世或彼岸的幸福这类许诺。由于这个原因，仅仅根

据神正论的"救助"能力去考虑它们，必定会误入歧途。事实上，

除了有救助作用的对意义本身的肯定外，某些神正培根本不带

有任何"救助"的诺言。③

我们应该以类似于对个人之好处的方式来理解神正论对社

会的益处。神正论可以让所有的集体把无序的事件，无论剧烈

的还是漫长的无序事件，都整合副其社会既定的法则中。于是， 59 

这些事件在事物体系中被赋予了一席之地，这个地位由此得到

保护，免遭那些事件隐含着的泪乱分裂之威胁。这些事件既可

起摞于自然，又可起源于社会。不仅是自然灾害、疾病和死亡必

① 可以说，这种观点为批判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提供了-个有用的出发点.
按这种思路所进行的批判在所谓'现象学心理分析'中可以见到，这类现象
学心理分析出现在宾斯万格尔、明科夫斯基、弗兰克尔等人的著作中。

@ 理解神正论可以没有任何关于"救助"的承诺是很重要的。换言之，灵魂拯
救并非与宗教共同久远。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的宗教社会学部分中有力地
论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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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根据法则得到解释，而且人们在其相互的社会影响过程中彼

此施予的不幸也必须得到解释。这些不幸也许是强烈的，极端

的，或者它们也许就是社会的制度化了的日常过程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上帝允许外国人征服我们7''''为什么上帝允许一些人吃

饱丽另一些人挨饿1"一一这两个问题在某些神正论之内是可以

得到回答的。事实上，神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它

们对于社会力量与权益的普遍不平等的解释。当然，正是靠这个

功能，神正论直接论证了特定的制度秩序的合理性。就此而论，

很重要的是要强调，这类神正论作为合理化论证既服务于有势

力、有特权的人，也·服务于无势力、被剥夺的人。当然，对于后者

而言，官们可以作为"鸦片"使他们的环境不那么难以忍受，并用

同样的手段防止他们反抗'他们的环境.然而对于前者，官们可以

为他们享受其社会地位的仅力租特权作出主观上相当重要的辩

护。简言之，虽然神正论为旁人的贫困提供了意义，但同时也为

富人的财富提供了意义。。在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维系了世

界，具体说来，是维系了特定的制度秩序。当然，同一种神正论

是否能以这种方式服务于两个集团，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能够，

那种神正论就造成了压迫者与受害者之间在意义层次上的本质

上是施虐狂与受虐狂之间的拘通一→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绝不少

见。如果不是这样，则社会上也许会存在两种判然有别的神正

论一一为一个集团服务的苦难神正论，和为另一个集团服务的

幸福神正论。@这两种神正论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互相联系，部

• 

@这一论点也是韦伯在其对e双霆神正论"的理解中提出的.在此，他综合T
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鸡片'的概念，同时又超越了马克思的这个概念.

@ 我们在业的J1Il.解仍然源于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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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对称'程度互相联系。在任何情况下，论证社会不平 'D

等之合理性的神正论的看似有理性的崩溃，其结果都是潜在地

富于革命性的，这一点，稍后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考虑。

我们可以根据理性-非理性的连续性来分析一下历史上种

种类型的神正论。@每一种类型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代表了一

种特定的姿态，对应于宫要去证明其合理或使之法则化的无序

现象。不用说，我们在此不可能详细制定一种完整的类型学.

然而，比较详细地看看历史上较为重要的那些类型，尤其是看看

与西方社会历史有直接关系的那些类型，是很有用的.

在这种类型学的连读体的非理性一极上，是由于与集体完'

全同一而导致的简单的、未在理论上加以阐述的对自我的超

越。@就其特征而言，这也许是但不必然是受虐狂式的。在此的

关键是，与集体具有鲜明区别的个人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个人

最深处的在在，被认为就是这样一个事实z他是属于集体的一一

属于民族、部落、国家，诸如此类。个人与所有同他有意义地相互

作用的他人的这种完全同一，有助于把他的存在和他们的存在

融合于幸福、或者不幸之中。这种同一一般被理解为是先天的，

因此对个人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它与生俱来，个人不能否认它，

除非他否认他自己的存在。结果，个人自己一生中的不幸，包括

不得不死这个最终的不幸，都被冲揽了〈至少在它们的泪乱影响

方面被减弱了)，所通过的方式，正是把它们理解为仅仅是个人

与之等同的那个集体的连续史中的插曲而已.这种同一越强烈，

一/

① 我们在此修改了韦伯的类型学说，把这些类型放入了理性和非理栓的连线
体系之中。

③ 在此可以应用列维一布留尔关于'神秘参与"的概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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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个人经历的不幸而引起的混乱之威胁就越微弱。①当然，论证

某些集体的不幸，如流行病、饥荒、外来的征服等等的合理性的难

"地恨那仔位，因此一些特殊的神正论也许正是为此目的应运而

生的。然而，由于一个极其简单的缘由，个人与其集体同一使得这

个任务比较容易完成，那就是z个人的必死性在经验上是清楚可

见的，丽集体的必死性却并不如此。个人知道他必死，而且他的某

些不幸在其有生之年绝不可能减轻。例如，如果他失去了一只手，

手就不可能再恢复。而在另一方面，集体常常可以被认为是不

朽的。它也许会遭到不幸，但这些不幸可以被解释为其整个历

史中的短暂插曲。所以，抵抗外国征服者而战死于沙场的个人

不会指望自己的复活或不朽，但他却会期望他的团体不朽。他

在主观上将自己等同于那个团体到何种程度，他的死对他来说

就将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并没有用任何"个体

化了的'合理性论证来修饰。因此，这种同一设定了一种隐含的

神正论，而不需要作进一步的理性化解择。

我们可以在原始宗教中发现这类隐含前神正论的原型。②

在原始宗教中，不仅个人与集体之间，而且社会与自然之间也有

一种连续性。个人生命包含在集体的生命中，集体的生命包含

在整体的存在中，即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整个存在中。整个宇宙

都充满了同样神圣的力量，从原始的前人格形式的玛纳，到后来

的万物有灵的和神话的人格化力量。因此人的生命并未与贯穿

• 

①当然，这一点是杜尔凯姆在关于"混乱"的理论中，尤其是在《论自杀~-书中
霜重强调的。

②除了杜尔凯姆的《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之外，还可参阅 B. 马林诺夫斯基
的电巫术、科学与宗教))(纽约州，达布尔代一安科尔出版社，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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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宇窗中的生命截然分开。只要他们仍旧生活在由社会确

定的法则之内，他们就能够分享也给了痛苦和死亡等现象一席

之地的一种宇宙性存在。对此最好的说明之一，是各种文化中

生殖仪式出现的频繁程度。①创造了自然之节律的那些神圣力

量，同时被理解为正通过人的身躯和灵魂而搏动，尤其是在人的

性行为中表现着自身。因此，如果人在自己的存在之内与这些

力量的节奏协调一致，他们事实上就是与一切存在的基本秩序

一一根据定义就包含从而也论证了诞生、衰柿、死亡与繁殖之循 82

环过程的合理性的那个秩序一一协调一攻。于是，个人的衰老

和死亡，凭借其在宇窗循环的更大秩序之内的"定位气而被证明

为合理。生殖仪式〈在作了必要的修正后，又加上埋葬仪式)

次又一次地重新肯寇了这种合理化论证，而随着每一次的重新

肯定，似乎就提出了一种特别的神正论.这种神正论并不必然

包括对个人的来世或不行的希望，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

仅个人的身体，甚至个人的灵魂{如果人们认为灵魂存在的话〉

也会分裂和消亡一一留下来的，作为最终给出意义的事实，只是

宇窗永恒的美的和谐。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和动物，都能分事

这种和谐，并且通过对它的屈服，能够把自己的苦难及死亡移位

到具有慰藉作用的宇窗意义的层面上。

更特别的是，这类原始神正论一般都假定在若干代人之间

存在着一种本体论上的连续性。②个人发现其祖先神秘地继续

存活在他自身之内，而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存在投射到

① 参阅M. 埃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叫汉堡，罗沃尔持公司，1957) ，第68页以
下。

② 参见约翰尼斯·彼得森《以色列>>-书(哥本哈根，布朗厄与哥尔赫出版栓，
1926) ，第 253页以下对于古代近东的这种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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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子孙后代身上。结果，他获得了一种{对他来说〉非常具体

的不柿，这种不朽彻底地相对他了个人的必死性，同时也相对化

了他亲身经历的各种不幸。 ‘我必死无疑-一但我的孩子和孩

子的孩子们将永远活着'一一这正是这类神正论的典型公式。

于是，由血缘纽带拴到一起的整个集体具有了(对它的自我理解

来说〉非常具体的不苟，因为它在穿越时间之海时永远携带着体

现在其每个成员之中的同一个基本的生命，要毁灭这种不朽，

敌人就必须根除属于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最后活着的灵魂一一我

们可以补充说，这在历史上倒是一神常见的做法。进一步说，所

有人对所有人的生命的分享，也论证了可能存在于集体中的无

论什么样的社会不平等都是合理的。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和特权，

似乎是代替多数人掌握的，而多数人则通过与集体完全同一来

"分享宫。例如，一个酋长可以有一打老婆，而普通人只有一个，

但是后者对此的忿恨，恰如手足妒嫉脑袋一样愚蠢。在所有类

似情况中，也许都可以加上受虐狂的因素，因为神圣力量或其人

间代表所施予的痛苦，在其作为个人参与赋予意义的事物体系

的经验证明这一限度内，会直接受到欢迎.

以超越自我的参与为基础的神正论，并不限于原始宗教才

有。它以理论上更加精致的形式，一般还存在于微观E宏观宇

宙体系流行的地方。@例如，中国的农民能够平静地死去，因为

他相信会在其后代中活下去，正如他的祖先在他身上活着一样，

儒家的士大夫也可能抱有同样的信念，但这种信念进一步联系

到基本的"道"而得到了合理化论证，他的生与死是与'道'符合

①，见 M. 埃利亚德的《宇宙与历虫，:t (i纽约，喻il公町， 1959) ，第 93 页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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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我们可以补充说，只要人们完全等同于一个特定集体和

集体的法则，类似于此的神正论一戴就在无论复杂性怎样舶层

次上都发挥着作用.这种原始的原型就这样能过形形色色的1戴

多或少是复杂的修改，一直在历史上健辑存在·.

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宗教现象是神秘主义，超越舆载的参弩

之神正论在其中反复出现。@我伺在此的目的，不可能是蛋!时诠

这种现象在宗教史上反复出现时的无数种变化形事。为了费制

眼前的目的，我们可以把神秘主义寇义为本们追求与神圣力量

或神圣存在告一时所持有的宗教态度.在其具型的理想形或fÞ，

神秘主义宣称，这样的合一事实上在经验中已越发生，(一切

个体都消失并被吸收进了神性之你漫一切的汪洋之中.在这种

形式中，神秘主义以一种几乎是完美的方式，提供了前边提茹揄

那种神正论。对这种合一的神秘体验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在性，

与之相比较，个人的苦难和死亡都变成了无意义的琐屑之事，从

根本上来说不再具有实在性了，正如个人世主俗生活中的每一件 8C

事其实从根本上说也变成了不真实的、虚幻的，是一座只在视线

被"幻象的面钞2弄模糊时才会受却认真对待的海市属楼而已。

当然，同样的琐屑化也从个人和集体方面扩展到他λ的世俗生

活之中。神秘主义当然并非总是以这种完美的形式出现，但那

怕在其修改过的(这种修改，就是由于理论上或实践土的缘故而

未达到或不追求与神性完全合』了〉形态申吾宫锦然造成了一种

有自己的神正论相伴的屈从态度。粗略地说，在何神程度上，每

① 参见G. 范·德·莱乌的《宗教的本原与表现~(伦敦，乔治·文伦与昂温公

词， 1938) ，第493页以下。对于神秘主义在不同文化方面的类似性助最透
彻的分析，可以在鲁道夫·奥托的4东西方的神秘主义》一书中见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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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物就是上帝或就在上帝之中，则在同样的程度上，每样东西

就都是好的一一于是神正论的难题被有效地消除了，这的确可

以视为神秘主义在理论上和心理上的主要"收获飞虽然神秘主

义的屈从可以称为受虐狂的程度，在经验事实上是各不相同的，

但可以稳妥地说，一种强烈的受虐狂因素存在于几乎-切形式

的神秘主义之中，各种文化中出现的与神秘主义现象有关联的

-禁欲主义的自我修炼和自我折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一旦合

一完美地实现，自我之消亡及其被神圣实在所破收，就构成了可

，构成了神秘追求在无法形容的狂喜申达到

的顶峰。下面的诗引自穆斯林神秘主义者贾拉鲁尔-丁·路米，

它也许能起一种例证作用〈类似的其他作品，只消浏览一下神梅

主义方面的世界文献即可随处发现>a

元机物的我死了，变成一株植物，

植物的我死了，升华为动物，

动物的我死了，我变成了人，

我为何旗害怕?我何时国死亡晴雯特更低非

然而，作为人的我将再次死去，

与有福的天使们一同糊翔g

但是即使在天使的地位，我也必然逝去，

号:守甲等手'丁?号专字?·
当我已奉献出我天使的灵魂，

我将成为永远无法设想的东百.

哦，让我不存在吧!

因为非存在巴用歌喉宣告 z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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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将回归于他。①
• • • • • • • • 

• 

不消说，神秘主义，尤其是处于世界各大宗教背景中的神秘

主义，创造出了种种复杂的理论体系，某些体系包含着在理性上

非常连贯一致的明确的神正论。这里的关键只在于，我们在前 85

面所讨论的超越自我的原始神正论，在各种神秘主义传统中有

一种连续的延伸，有时它被根据非常精致成熟的理论理性化了，

有时官又在非常古老的非理性的冲动中复活。

在神正论的理性-非理性连续系统的另一极，即最为理性

的一极上，我们发现了在印度宗教思想中发展起来的揭磨一轮

回〈即业报轮回〉体系。②在揭磨〈统治着宇窗中人的或者其他

的一切活动的无情因果律〉和拉回〈再生的轮子}两个模念的巧

妙结合中，每一种可以设想的混乱，都可以整合到对宇宙的彻底

理性的、包罗万象的解释之中，可以说是无一遗漏。③人的每个

行动都有其必然的结果，而人类的每个环境又是过去的人的行

为之必然结果。因此，个人的生命只是无限伸延进过去和未来

的因果链条中的短暂的一环。由此可见，个人除了自己之外，不

① 雷诺尔德·尼科尔逊编羁的4珞米一一诗人与神秘主义者:.(.伦段，乔治·虫
伦与昂温公司，195ω ，第103页。诗中的刽你字(即译文中加重点号的句子}
分别出于4古兰经"28:88 军日 2 :1510 路米灼这一段诗句是指实际的再生远
是指一种神秘旅途中的到站，在此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 韦伯曾经描达过竭磨一轮回教义的特征。至于一般的讨论，参见 S. 查恃

尔耶的《印度教基本要义叭加尔各达，达斯·古蒲塔公司，1950); 路易·利
话的《印度教时巴黎，阿尔木，米歇尔公司， 1951)以及《古代印度的宗教》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 。当然，关于这方面的古典社会学讨论，可在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文集》第2卷中找到。

③ "这个世界是一个作出道德回报的严密的有序体系。"一千韦伯:4经济与注
会》第1卷，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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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其不幸怪罪别人一一反过来说，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好运仅 i 

仅归结于自己的德行。于是，揭磨一轮回体系给出了在苦难与

幸福的神正论之间完全对称的例子。宫同时论证丁一切桂会阶

层的状况的合理性，而且，它与边靡〈社会职责，尤其是种姓的职

责}概念的相连，掬成了历史上所能想到的最彻底保守的宗教体

系。一个又一今的玉族接受了它〈实际的表现缸种姓制皮由外
来的婆罗门一-，."社会工程师'的扮演者'JJi确立沁直到它护鹿到

整个印度次大陆，边并不令人奇怪α@摩奴法典{即使我的今天

凉可能肯定它的法规在社会方面有效到什么程度.'或者官只是

其婆罗门作者的如意算盘}使我们得斟明白这神制度，为其上层

阶级提供的意识形态上的句利益事41 \ 11 

" 美于这些概念，存在着→种绝对的严格程V而这种严椿住宿

民阔的印度教申，以各种各样酶方式得到了缓和。这些方式睿巫

术仪式、虔诚棉甜惜炼，向

神灵祈祷5然而最基本的是，相信服从自 B的这磨就会改造一小

人在再生中的命运.不消说，民问印度教的这些现象，报事t事实

主是犬多数}都远离了冷静的理性，而这种体系正是适用冷静的I

理性表述的，例如，在奥义书中较有理论性的那些部分就是如

此。要能接受人所经历到的存在自身的那种突变，精神上的某

种刚毅坚忍肯定是需要的。例如，下面引自弥勒奥义书的段落

就表达了这一点z

' 

尊者l 此骨，皮，筋，髓，肉，精，血，涎，泪，涕，粪，

① 韦伯曾详细地分析过这-点。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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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风，胆汁，痰液之所聚集，此臭愚无实之身中，有何故而

可乐耶?

••• ••• 

且吾等凡此世一切成趋坏灭，有如此诸蝇，劫，草，木

等，生长而又凋落。

而何况于被等耶?， ......更何况尚有其他者耶?海洋枯

焦，峰峦崩颓，极星移易，踵宿失次，大地乎沈，天神逊位，我，

亦如是而沦兹生死，有何欲而可乐耶?尤以已膺足于是者，

又见其反复还生世间!<D

理性地追随这种观点中的刻板严格性直至达到其最终结论

〈这一般只是知识分子爱干的事)，必然就会毫不奇怪地得出一

种拯救观念，即从那无穷无尽的，充满恐怖的再生循环圈〈称之

为死亡之轮而不是生命之轮倒更恰当〉中最后解脱出来。当然，

这种拯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奥义书中，我们还可发现

梵我合一的概念，即个人灵魂最终等同于潜在于宇宙中一切现

象之下的神圣的统一体。在弥勒奥义书中，对于解脱的这种渴 87

望同样表达在前引文之后 z

是故君宜救出我，我在此生死相续中，如蛙在骨中，尊

者(指沙迦衍尼亚，即明"自我"之实性者)f君为我辈之道

• 
••••••• 

①萨维帕和~ .拉达克里希南与查尔斯·摩尔所编的《印度哲学原始资将:þ (曹
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 ，第93页f中译文转录自徐梵澄译4五
十奥义书>，中国栓会科学出版社，1984. -一译注)

@ 参见韦 I自对印度e知识分子"的解J!i1.论及其与大众印度教之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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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沉浸在梵我合一之神秘(印度教的解脱论中为此有各种不

同的秘诀〉中，存在之永无休止的运动{它们是揭磨发生的源泉)

就开始停止了。所有一切变成了不动的、永恒的、!没有个体的

'一飞在此，可以说，揭磨-轮回说的完美理性已将自身扩展到

其最后的边界，走得过头而越出了自身，退而落入了以超越自我

的参与为特征的一切神秘主义的非理性原型之中。@

在解脱论及与之相应的神正诠方面，佛教也许代表着揭磨

轮囚体系理论基础的最为彻底的理性化。③当然，正如印度教

的情况一样，在寺院知识分子〈真正的传统的传递者)的佛教

与诸种学说混杂的大众佛教之间，必须作出明确的区分。这在

佛教的两大历史分支{上座部与大乘佛教)中都很重要。类似于

我们在谈民间印度教时评论过的无数非理性因素的棍杂物，可

，I;l在通称为佛教国家〈一个应该加上引号更适当的名称一一尽

管可能不比用于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国家这一名称更应该加引

号〉的大众宗教性之中发现。然而在原始佛教中，尤其是体现在

①拉达克里希南与摩尔的前引书〔中译文录自徐梵澄译 4五十奥义书儿-一
译注〉

@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评论是对历桌上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的全部解
脱观念的 e可惜的简单化"。但这些评论指明了对根据竭磨-轮回说前提而
构筑的神正论开放的那些基本方法，在此程度上，我们可以替这些评论辩
解。当然，对于本章所举的其他历史例证，也应该作类似的有保留的适当声
明.

@ :=韩伯认为佛教最彻底地理性化了揭磨-轮固体系。 f巳左《经济与社会》和《宗
教社会学文集》中讨论了佛教，另外还可参见 T. W. 莱斯·戴维兹在 4佛
教兴伦敦， S.P.C.K. 出版社，.i91.2)和《佛教手册刘伦敦，希尔顿公司，
193在)中对佛教渴磨 f即巴利文经典著作中的 Kamma) 概念的讨论;以及
嚣紊德. ~p~惠的《佛教>>(纽约，布拉日勘公司，19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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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脑

巴利文经典和各思想学派的大多数解脱学说的原始佛教中，翔

磨-轮回说的理性化所达到的程度，是在正统印度教思想范围内

即令曾经达到也极少达到的-神灵和恶魔，神话中的整个宇窗，

印度宗教幻想的万千世界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消失的方"

式并非明确遭到否定，而是被宣告为毫不相干。剩下的只有人，

在对存在之规律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存在.规律被总结为三个普

遍真理一-anichcha 即无常、 dukha 即悲苦、 anatta 即无我沁

人开始有理性地造成自己的解脱，并且最终在涅磐中得到解

脱。在此，除了以冷静的理性理想和理性行动去达到这种理解

的目的，任何宗教态度都没有一点地位。在这种参照框架内，

神正论的问题以可以设想的最富理性的方式，通过排除人和宇

窗理性秩序之间的任何中介而得到解决。最终，神正论的问题

消失了，因为促使神正论产生的无秩序现象，被认为只是短暂无

常的幻觉一一正如在无我概念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个人是短暂

无常的幻觉一样。关于这是否也涉及到我们在前边谈及印度教

解脱论时提到的那种"走得过头而越出了自身'的理性，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留给大家去讨论。

在理性-非理性连读系统的两极之间，有各种类型的神正

论，它们在理论上的理性化程度可能各不相同。①首先，有一种

神正论，是通过将对无秩序现象的补救投射到未来(从现世角度

去看的未来〉而创立起来的。一旦适当的时间来临〈典型的说法

是由于神的干预)，受难者将得到安慰，而不义者则受到惩罚。也

① 在此我们又一次追随了韦伯的思想，当然，在韦伯的分析中并未出现过e中
问类型"这个术语，我们在此引进这个术语，是为了发展关于神正论的理健
·非理性连续系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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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对眼下的苦难与不义，是参照官们将来的有序化或法则

化去解释的。当然，宗教上的弥赛亚主义、于禧年主义和末世论

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应该列入这个范畴。@人们会想到，

这些表现形式在历史上都与自然或社会造成的危机和灾难的时

代有夫。例如，黑死病的苦难引起了不少激烈的千禧年运动，而

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失调也是一样。"主就要来临 1'" 这一直

"捂住剧烈痛苦的时代一再发出的振奋精神的呼声。在圣经传统

的(即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范围内，由于普遍强调神的

活动的历史层面，这种振奋精神的呼声一直特别频繁。从巴比

伦之囚以前的古代以色列先知，到萨巴台·茨维这个狂想式人

物，从最早的基督教团体对基督再临的急切期待，到现代新教大

规模的千禧年运动，从阿巴斯王朝的叛乱到苏丹的马赫迫运动

一一不论在思想内容上有什么变化修正，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地

重复着。大地于枯了，姥焦了一一但是耶和华很快就会从圣山

上下来，造出云，供给水。殉教者们正惨死在竞技场上一一但

是基督不久将会在云端显现，打倒那野兽，建立他的王国。不信

神者统治了这块土地一一但是马赫迪将要来临，在己复活的世

世代代的圣徒们帮助下，建立伊斯兰教的普遍统治。这一切等

等，以及处于同一个连续传统中的现代西方世俗化的末世论，其

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 世纪的古代以色列。然而，在作了

更大的修改之后，弥赛亚一千禧年体系也可能在圣经传统范围

之外发现-一诸如太平天国的反抗运动，北美印第安人的精灵

舞(Ghost Dance)，或者船货崇拜(Cargo Cu1ts)等等.

@参见W. E. 穆尔曼编辑的4于禧年主义与本土主义州柏林，196υz希尔维

亚·特鲁 F编嚣的《实现中的干禧年之梦)(哈格公司，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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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辉煌的未来将其克服来使现世的苦难或不义相对

化，弥赛亚-千禧年体系就设定了一种神正论。换言之，无序现

象被联系到将来的法则他而被论证为合理，从而就把它的重新

整合进一个包罗一切的有意义的秩序中了。这种神正论，就其

包含一种前后一致的历史理论〈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在圣经范围

内的弥赛亚-于禧年运动中一般都得到满足的条件〉而言，它是

理性的。就在事件过程中进行干预的神的行动要求或允许人类

合作而言，它实际上或潜在地是具有革命性的.

这种神正论面对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实际上的难题-一它脱

其容易受到经验论反驳的攻击。当然，在认识上和心理上有备 71

种机制可以论证经验上的相反例证是合理的。@尽管如此，对这

些事实〈耶和华并未带来雨，基督的复临一再延期，所谓马赫迪

结果只是又一个十足世俗的统治者等等〉的解释仍然有一个理

论上的问题。解决这个内在困难的办法，一般是把神E论改置

到另一个世界，或隐藏在这个实在之内的另一个实在之中。在

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不受经验论的反驳的影响。弥赛亚-千禧年

体系的这种修正，似乎指出了'中间形态'的神正论的第二种

重要类型，它是从彼岸世界的角度来对补偿作承诺的。

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这类神正论坚持认为，现世的苦难

和不幸在死后的生活中会颠倒过来、如果设想在灵魂不朽观念

的起跟中，对这种神正论的需要起了很大作用，那也许不会有

错。在自己或其后代的有生之年内寻求神的补救已不再够了.

① L. 费斯廷格尔论及e认识上的不-旷的心理学的著作与此极其相关
毒害见他的《认识不一款之理论，以及我早期的个案研究《当预言失败时》。在
某个案研究中所分析的现象与‘新约奋学者所谓基督复I恼延迟之阔的相似怯
令人吃惊，也极富于启发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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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在坟墓之后去寻求它。在那里，受难者最终会得到安

慰，好人会得到报酬，而恶人会受到惩罚。换言之，来世成了法

则化或有序化的场所。在基于超越自我的参与的原型神正论的

看似有理性削弱的程度上，这种变更就更可能发生，这是一个

与日益发展的个体化有关的过程。这在许多彼此有别的宗教传

统中都可以见到。①例如，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都有关于来世

补偿的观念，然而这些观念并不必然包含根据伦理原则作出的

判决。显然，来世神正论不同于弥赛亚-千禧年体系的此世神正

论，它在影响方面更可能是保守的，而不是革命的。

然而，这种神正论也可以用更为复杂的方式使自己免受经

验论反驳的影响。所以，解脱或拯救可以是在此世的历史中起

71 作用的，不过用的却是一种隐秘的，在经验上不可证实的方式。

在巴比伦放逐期间，以赛亚第二根据"受难仆人'的观念对以色

列人的弥赛亚希望的重新解释，就是这类神正论的经典例子。

在萨巴台·茨维叛教而成为穆斯林后，对他的弥赛亚使命的重

新解释，则是较现代的犹太史中同类过程的有趣例证。在这些

例子中，具体的弥赛亚-千禧年的希望得到了保留，但同时又被、

转换到一种神秘的、经验上不可及的领域之内，在这个领域内，

它不会受到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影响。②

第三种"中间形态"的神正论，是二元论的神正论，它尤其是

① 参见范·德·菜乌的前引书，第275页以下。还可参见E. 罗德的 4灵魂》
(1925) ，以及威廉·格林的《命运~ (1944)二书中对希腊宗教思想中神正论

问题的讨论.
@关于以色列神正论的发展，可参见基尔哈德·冯·拉德的<1日约神学圳特别

是第 2卷:)，以及爱德蒙德·雅各布的<1日约神学~(1955)第240页以下。有
关萨巴台·茨维的极有启发性的情节，可参.æ.杰尔松·肖莱姆的《犹太神秘

主义的主要倾向~(纽约，肖肯出版社，1961) ，第28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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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伊朗宗教结构的特征。①宇宙被认为是善和恶两种强大势

力之间斗争的场所。琐罗亚斯德教将善和恶两种方量人格化为

神明阿胡拉·马兹达和阿里曼，然而在伊朗二元论后来的发展

中，例如，在密特拉教和摩尼教申，出现了更抽象的概念。在这

些结构中，一切混乱或无序现象当然都被归之于恶的或反面的

力量，而一切法则化或秩序化都被理解为其善的或正面的对抗

者的逐步胜利。人是这场宇宙之战的参与者，解脱或拯救〈可能

在此世，也可能在来世〉是由于人站在'正义'一方从事斗争

而造成的。不用说，这个体系可以用成熟程度不同的理论来表

达。

二元论神正论在西方宗教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从诺斯替

敬长达数世纪的影响中表现出来。@在此，二元对立被理解为

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这个世界作为物质总体是由反面力量

创造的，基督教诺斯替派把这种创造等同于旧约中的神性。善

神并未创造这个世界，因此不能用它来解释这个世界的非完善、

非完美的方面。于是，这个世界的混乱现象不应理解为无秩序

对有序宇窗的干扰侵入。正相反，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秩序的、

反面的、混乱的王国，而人〈或者不如说人体内的精神〉才是来自

另一个王国的入侵者和陌生人。所谓拯救，就在于被流放到此 72

@ 参见W. 亨沃的《查拉图斯特拉川斯图加持， 1%1);弗兰茨·阿尔特姆的
4查拉图斯特拉与亚历山大.:. (法兰克福， 1%0); 马尔滕·维马塞伦的4黯
特拉:.(斯图加特 ， 1%5) i R .莱岑崭坦的《古伊朗的解脱奥秘:. (波恩，
1绍。.

② 参见汉斯·乔纳斯的《诺斯替教材波士顿，比肯公司， 1963)。关于马西昂
(马西昂教派创始人j 的经典著作，是阿道夫·冯·哈纳克的《陌生上帝的
福音儿美于对阿尔比派的论述，参且 S. 朗希曼的4中世纪的摩尼教徒:t(刽
标 t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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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精神回归到它真正的家园一一一个与存在于物质宇宙实在

之内的一切完全不同的光明王国。于是，得救的希望使人联想

到对自己真正家园的深沉眷念之情，这种情感表达在下面这段

诺斯替教的经文中 z

我在那〈黑暗的〉世界居住了成千上万年，没有人知道

我住在那儿……一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我仍住在那里，

他们却不知道我住在他们的世界上。

我们再看一段摩厄教的经文，

啊，我们仁慈的父亲，我们商开你已经亿万年了。我

们渴望见到你那亲切的、泛着光辉、充满生气的面容。①

这种二元论的体系似乎通过变换用语而解决了神正论的难

题。经验世界不再是一个有序宇宙，而变成了秩序化正在其中

形成的场所〈如在古典琐罗亚斯德教中)，或者实际上被视为棍

乱的王国{如在诺斯替教的各种体系中〉。因此，对于这个未完

成的或反面的王国来说，以混乱面目出现的东西恰好是非常适

当的，秩序或法则不是尚未获得，就是应该在完全超越出经验世

界之实在的那个王国去寻求。在这类二元论的发展过程中，随

之而来的逻辑结论是z每一件与这个世界相关联的东西，特别是

人的物质存在和历史存在，都被极大地贬低了。物质逐渐被认

@ 乔纳斯:‘诺斯替我:t，第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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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否定性的实在，正如人的肉体及其一切作为一样。而且，经

验的历史被先验地排除出一切拯救意义之外。换言之，二元诠

的种种神正论很容易成为非宇宙的、禁欲的、非历史的东西。不

难理解，这些神正论为什么对起源于圣经宗教的几种传统的世

界观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我们可以从"正统的'犹术教、基

督教和伊斯兰教同从它们内部产生的种种诺斯替思潮的斗争申

窥见一斑。@‘ " 
无须多言，很显然二神正论问题最尖锐地表现在彻底的、倍

理的一神教中，即出现在圣经宗教的范围之内b既然俨切对手或 、

者小棉灵都被彻底地排除，既然一切力量和一切伦理价值

归于一个创造了此世或彼岸之一切的上帝，那么，神正论的

就变成7草接针对这个概念本身的突出问题。事实上，比起其他

任何宗教来，可以说袅这类「摊数的确立或培舍， I 更加依损于宫、

解即上帝如何能允许·η…?这一何4mMA础叫盹灿、
如前所述，圣经末世论从具体的历虫期待，到不可能从经验

上反驳的灵魂拯救论的建立，这一发展是在圣经宗教范围内遭

到的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为1面?然而，要理解古代以色列时瘦

之外的发展②，也还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这个寿辄就悬

圣经却正论与支虐狂态度在间的美系.

每一种宗教都把一个与人相对的他人设在为一个窑观的军

有力的实在。正如我们已试图表明的，受虐狂的态度，正是人在
• , 、'曾

@参见萦勒姆的前揭书，第40页以TsA; 哈纳草胁信条史:t(图案根，莫尔公
筒 ， 1921) ， 第63页以下;R. JE!科尔和伊斯兰教曲婶秘主义者:Þ(伦敦，锦
尔公司，1914) 。

② 所谓a圣经宗教'指的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7 这里的·以鱼列之外~
求且是"，意指后两者·一一语泣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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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个他人相对时能够采取的若干基本态度之一。然而，在圣

经宗教的范围内，受虐狂态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性质，这是神正

论问题在这些环境下造成的巨大矛盾的结果。例如，在受虐的

狂迷之中，对化身为宇窗毁灭者的湿婆〈印度教三个主神之一，

即破坏神一一译注〉的屈从，同对在人的甜楼山上跳创造舞的湿

薯的屈从，都是一回事。-毕竟，他尔是印度辙体系中唯斗的神i

\他也不承担接近于圣经的上帝具有的道德性质的任何东西。1飞来

教受虐狂在圣经范围内呈现出一轩特殊的形象，主要是因为在
n 戴个他人:被定义-为完全有力和完全芷义的上帘，即采和宇凿的
副造者时，神E论的问题就生得难以忍受地尖锐了J飞主是这个
苟怕的上帝的声音，现在必然如此地势不可挡，以致压倒了受苦

晏难的人的抗议呼喊，更重要的是，它把那些抗议呼喊变成了谦
单，'ild màiorem' Dei gIoriam<Ð的忏悔。圣经的生帝被加底地

超验化了，也就是说，上帝被设定为‘与人相对的完全的他反t全
然外在者儿在这种超验化的过程申，-JA...u开始就晦营着斗种解
决神正论问题的受虐狂的方法一 .. 服从于那个镜无法语难，也

先法;怀疑j 就其本质而言就大大黄出于

最吉普刑标准的完全的他人。八 、 184 

当然，对这种服从的经典岩'述，应在"约伯记'的章节中尝寻

找。约伯曾这样宣布过z"尽管他杀苑我，我也仍制言赖恼。"后
来，当上帝令人敬畏地显现于旋风中之后，约怕在那向他显现的

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前承认自己微不足道z "因此我厌恶自己，并'

且在灰土中悲切地忏悔。"在远种事因此'之申，存在着受虐在态
tet i p 

‘" 
二.

....- : 

。 tît丁文，"沟了神的更大荣耀.'这是穆稣会的穰育-4ι莽撞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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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哀婉和奇怪的逻辑。神正论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提得既热

切而又执著，以致于儿乎成了对上帝的公开谴责。然而这个问

题并未得到理性的解答，尽管绚伯的朋友们做了种种努力。相

反，提问者却在他首先是否有权利提出这个问题一事上遭到了

猛烈的非难。换言之，神正论问题凭借在最激烈意义上的从人

出发的论证而解决了一一更确切些说，这是一种与人对立的论

证。对神的隐含的谴责被扭转过来，变成了对人的明白的谴责.

在这个奇妙的颠倒中，神正论的难题消失了，而出现了人正论的

难题〈用后来基督教的术语说，这是e正义行动"的问题)。人类

罪恶的问题取代了神性正义的问题。正是在这种颠倒的过程串，

在宫建立的神正论与受虐狂之问的特殊关系中，我们能够看到

圣经宗教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约伯记似乎向我们提供了纯梓的与圣经的土帝相对的宗教 75

受虐狂的形式.在圣经宗教超出旧约的发展中，<Ð我们发现了这

种形式的直接继续以及重大更改。例如，对神的意志完全顺从，这

成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态度，并且赋予它"顺从'这个名字③〈出自
阿拉伯语aslama，意为"顺从、周从勺，从而大大地筒括-:r圣锺传

统.这种态度的最彻底、但也是最连贯的发展，可以在关于神的前气

定的种种概念中发现，这类前定概念在圣经传统的所有主要分

支中都有立展，然而在伊斯兰教和后来的加尔文教申未得尤为

• 
、，

。我们关于圣经神正论发展的讨论，是完全背离韦伯的思想的。很奇怪阳是，
韦伯对于基督教神正论的兴趣，仅仅局限于它在加尔文的前定论教义申e激
进化了'的结果-一尽管这与韦伯关注加尔文毅的历史作用有明显的联系，
但仍是一个奇怪的事实。

@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译注

⑥ '伊斯兰'原意是‘顺从、顺肢".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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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①上帝永恒地选定了少数人得救，而把大多数人判入地狱，

如尔文教赞扬上帝的这种不可改变的安排，这可能是宗教史上

受虐狂态度的顶峰。如果人们考虑到，早期的加尔文主义坚持认

为没有人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的话，这一点就变

得尤其明显。因此，这种事就总是可能的z人们热诚地崇拜上帝，

以加尔文教严格的伦理去事奉上帝，有时甚至冒生命危险(如在

天主教徒的迫害下)，而上帝却已经从最初就把这些崇拜者判入

地狱，任凭他们后来如何努力都不能改变上帝的决定。被打入地

狱的崇拜者的加入了颂扬把他们判入地狱的上帝的行列，在这

种状况中，上帝的至高无上与对人的否定都达到了可怕的高潮。

不难看出，除了某些宗教"鉴赏家'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种纯梓形式的受虐狂态度，是很难维持的。@能够在大众宗教

申流行的，更可能是顺从的某些不太严格的形式。在圣经一神教

的发展中，约伯式的解决神正论问题的方法的严酷性，很少能够

长久地维持。在一般民众的虔敬之申，它最经常地是通过对彼岸

世界排偿的希望而得到缓和。在这种修正中，受虐狂的屈从，甚

至在受难时仍有的喜悦，仍然可能出现。但是，就其含有希望，

71 希望在来世会发生变化一一惩罚人的上帝有一天会停止惩罚，

在痛苦中进行的赞颂将让位于一种更愉快的讴歌一一而言，这

种形式已不那么纯粹了。在智力上比较老练成熟的圈子中，由

于对苦难作出了种种神学上的解释，那种严酷性更是崩溃瓦解

了.我们曾经提及以赛亚第二书中的"受难仆人'这个概念，在犹

末教主流教义关于通过受难而'圣化主名ø (kiddush-hashem) 

@韦伯曾就前定论问题直接在伊斯兰教相加尔文教之间进行了比枝.
③ a宗教鉴赏家"一词得自带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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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以及各犹太教异端传统〈如喀巴拉派③的"流亡通神

学勺关于救赎性受难的种种教义中，这个概念仍然继镜存在.

与此相类似的方面，也可以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发现。甚至

在加尔文教中，对不可改变的前定神命服从的严酷性，不久也

借助于争取确保成为选民的种种努力而有了改变，不论这成为

选民的确定性，是通过假定的神对人的外在活动的祝福，还是通

过人内心对拯救的深信不疑来得到的。@

然而，与基督教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即在基督论中提

出的方法相比较，所有这些是虐狂神正论的"缓和'形式，在历史

上的重要性要小得多。③事实上，我们可以论证，尽管在基督教

史中有着每一种可以设想的变化形式，但造成肉身的上帝的形

象G)，就是神正论问题的替案，就是对由旧约宗教发展而引起的

这个问题的难以承受的冲突之替案一一这可以称为基督教的基

本特征。而且，不论这道成向身及其与人之拯救的关系的形而

上学，在基督教神学发展过程中可以怎样表述，关键的是，道成

肉身的上帝也是受难的上帝。没有这种受难，没有十字架土的

巨大痛苦，这道成肉身就不可能提供解决神正论问题的方法，这

个解决方法归功于宫那巨大的宗教力量。阿尔贝·加缪很好地

说明过这一点，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可以说代表了现代批评基督'

教的人当中最有见识的理解z

@ 沈太教神秘主义派别。译注
② 当然，关于加尔文数最初的严酷性的改变，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书中论述的主要论点之一.
③韦伯似乎忘记了基督论(基督论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之-0 -一译注〉在基
督教神正论中的基本地位-一这是上面提到的奇怪事实的-部分.可以说，
这是他美于神正论的-般类型学的主要弱点.

@ 指耶绿基督.-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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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基督曾经受难，而且自愿受难，所以受难不再是不

义的，所有的痛苦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对于

人类行为的痛苦直觉和合理的悲观主义，是以这样一种假

定为基础的，即对人来讲，一切非正义和完全的正义一样，

都是令人满意的。唯有无罪的神的牺牲，能够为无罪者无穷

无尽的、普遍的痛苦辩护;唯有通过上帝的最凄惨的苦难，

才能减轻人的痛苦。如果天上与人间的每样东西都毫无例

外地注定要受苦受难的话，那么一种形式奇特的幸福就是

可能的了。。

正是因为这个有利于神正论问题的原因，受难的上帝与惩

罚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在基督论的教义中必须系统阐述.只要道

成肉身的基督之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能够同时保持，由道

成肉身提供的神正论就可以是完全有理的。是这一点，而不是

某种含糊的形而上学思辨，才是早期基督教会中基督论大争论

的推动力，这场争论在尼西亚会议对阿里乌派的谴责中达到了

顶峰。②在尼西亚会议和后来的会议上制定的正统基督论的准

则，肯定了基督受难确实可以等同于上帝本人的受难，同时也是

神正论问题首先提出的真正的人的苦难。

然而，就"形式奇特的幸福"而言，有一种不可缺少的条件，

上面的引文并未阐述这一点。正是这个条件，使基督教的神正

。 阿尔贝·加缪《反援者:1>(纽约，芬珞基公司，1956)第34页.
@ "那显现于大地之上，重新结合了神与人的神圣者 f按指耶稣基督。译

注) ，是同至高的神明一样统治着天和地呢，抑或仅仅是半人半神?这就是
阿里乌派争论中的关键问题。'-一晗纳克24信条虫.lt，第210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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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到了其以前的受虐狂形式的约束，至少在基督教的核心正

统传统中是如此〈例如在它反对诺斯替异端时那样}。这个条件

是，要确证基督最后并非为人的无罪而受难，‘乃是伪λ的罪.'，

而受难。由此可知

是对于罪恶的承认。@ , .. 

解决神正论问题的所谓e奥古斯丁式?的;厅法，不只是提出可

某种受难的神性。我们知道，第腊-罗萄时甜的后期存在着，详

多这类的观念。这种解决方法更多地是依赖于这样4种变虐狂"

态度的转变，即从美于上帝的正义的问题"蒋捷到先于人的罪怪叫

'这种转变正如我们曾指出的i 已经在前约的神正i话驾iþl

出现过。在比，神正论的闹题又一改转化成了人lE

但是这科转化形式中的严格佳，由于约伯记里她于受雇碰辩磕

头系之中的两个伙伴@之间插进了这位受难的神一λ@而得重ty

了援和。换言之，·至高无上与绝对屈从前两被孙悟JJ在受难的 4

基督的形象申得到于调和。上帝在基督之中受难。但是器曹的警

!lC准并职是为棉释罪，丽是为À择辄遁逃基馨，曾电风暴H'

般的耶和华那可怕的相异怪挺得柔和70\同时，1因73审对墨瞥曼扎

难面辑部思如深了对人自己毫无价值的信念去者的受雇狂的插队?}

就得斟用厅种更精致吏成熟的方式再次表现:出来。e我倒司lit.i克旷;

如果一个人京理解这一点，不理解基督教的看似有理性〈单如在15

其主要的、正统形式申)是随着这种神正诠的看似有理踵而就槽'门

; <1t' ft们在此不讨论关于基督~难与完成救孩之确切关系这句简短的各精神
学答案。关于这些答案的一种每吊附突耐4
稠密~督访(伦敦， s.p .C.''K~公霄， 1姐J;' l 

F4罪恶与仁爱的上帝明纽约，晗法与罗出版社，196ω.
@ 指I日约中的上帝与人类。 v一奔注
③占相基督-T-t手法 L 



、

国画

94 柿量的辙'
国.

的，那就不可能理解基督教基本的宗教动力。

后面我们将有机会去讨论基督教的看似有理性的全面衰

落。在此我们只需说，这种衰搭一直伴随着基督教神正论的稳

步贬值。 1755年，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大半个里斯本域，城内很大

一部分居民丧生。同我们这个时代众多的巨大恐怖相比，这个

事件似乎微不足道，但宫对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界来说，却是一次

重大事件。它在那个时期最优秀的头脑〈其申有蒲伯、伏尔泰、

，歌德和康德〉当中强烈地提出了神正论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个问

二二督教Jt法的有效性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也造成了

大量关注这同一问题的文献〈尤其是在英国λ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恐怖比第一次大得不可估量，但却并未产生同样的结果j注意

到这点是很有意义的。就这些事件(特别是与纳梓暴行有关的事川

件〉引起了形而上学的问题〈相应于伦理的或政治的问血，州白，

79 它们一般都以人学的而非神学的问题为特征z" 人怎么能这样

干俨而和是a上帝怎么能允许这样7" 甚至当受委托的基督辙发

言人在重申传统基督教对那些事件的意义的说法肘，似乎都有

些就豫不诀.在尚存的正统或新正统阵营内，从神正论到人正诺:

的古典转变又重复了若干次，甚至连绵梓主义的恶梦手也未被认

为是关于革督教上帝之信誉的可怕问题，相反却被认为是证琪、

了基督教英于λ是有罪的观点.然而，关于这些事件对种正论着飞

何含义，总的反应一直是一种奇怪的沉默，相反，注意力却集中;L

到λ学问题和政治-伦理问题上，二在这些问题上，基督教发言人

可以指望辑他们同时代的世俗人所共有的意义参照系在内去谈
论问题。， , \ 占

当然，基督教神正论在西方人意识中崩溃的最重要的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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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开始了一个革命的时代。 ι 历史以及人在历史中的行动，

变成了据以寻求使苦难和罪恶平复和法则化的主要手段，屈从

于上帝的意志，通过基督的形象传达的希望，对神所造成的末世

的期待，都不再能减轻多数人的痛苦。基督教的社会神正论〈郎

它对社会不平的合理化论证〉与基督教禅正论的整个看似有理

性一起瓦解了{一-基督教的敌手比基督教徒自己更清楚这

点。①如果基督教对世界的解释不再有效，那么基督教对社会

秩序之合理性的证明也不可能长久维持。我们再一次引用加缪

的话，作为这种现实的代表z 现在人a提出了反抗的基本任务，

即以正义的统治代替恩典的统治。'②

显然，进一步分析意识中的这种革命性转化，不能成为我们

在此的目的。我们利用上面讨论的各种不同的历史上的神正论

体系，只是为了在最广的范围内说明，人如何采用不同的生存的"

和理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经验中的无序方面，不同的宗教体系

如何与这种法则化的活动相关联。如果我们已经说明，对于为维

系世界而进行的任何宗教方面的努力，事实上还有任何在非宗

教世界观基础上进行的维系世界的努力而言，神正论问题都具

有核心地位，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实现了.人建造的世界永远受

到无秩序势力的威胁，最终还要受到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威胁.除

非无序、混沌和死亡都能被整合进人类生活的法则之中，否则，

这法则就不能在全部集体历史及个人经历的事件中生效@③再
, 

@ 当然，马克思和尼采对于基督教的分析是说明这一点的最重要的例子。
@ 加缪，前引书，第56页。
⑥ 近来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展开了一场关于其总体世界观与个人生活中的

意义的具体问题之关系的争论，这些争论是对于这一点的很好说明。参且
挨利希·弗罗拇编的 4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Þ C纽约州，我园域，达布尔伐
出版公司， 1965 )0 



说→遍，每一种人类秩序，都是一种面对死亡的社团。神正论代

表着与死亡签订契约的努力。无论任何一种历史中的具体宗教

的命运，或者宗教整体本身的命运如何，只要人会死，只要人不

得不使死亡这个事实具有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边讲努力

的必要性将继续存在下去.

96 伸量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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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宗教与异化

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作为这种种思考的出发点的基本辩证

过程一一外在化、窑现化和内在化三大运动〈它们合起来掏成了

社会现象)，这样我们在论述中将会方便些。人由于自己生理掏造

的特殊性，而不得不外在化自己。众多的人以集体曲方式，在共

同的活动中使自己外在化，于是创造了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

界，包括我们称为社会结掬的那部分，赢得了对人来说是客观实

在的地位。而作为客观实在的这同一个世界，又在社会化过程

中内在化，成为社会化了的人之主观意识的组成部分。

" 

换言之，社会是人类集体活动的产物。正是这样也只有这

样，它才作为一个客观实在与个人相对。无论这种对立在个人

看来可能多么压抑，它都要求个人不断地使自己面对的东西内

在他。简单地说，它要求个人合作，即要求个人参与那不断造成

社会的实在性的集体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必须在那些

压制他的具体行动中给予合作。但是，只有在人分享了〈不管如

何勉强〉被集体赋予它们的客观意义的程度上，这些行动作为社

会实在的组成因素才对人具有真实性。正是人的这一独特方面， 82 

使社会实在与自然实在截然区别开来。例如，一个人可以被其

同类用这种方式杀死，这种方式从自然事件的角度来看，几乎等

同于无人插手的自然现象造成的那种事件，比如说，象是撞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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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砸死的。然而，无论如何接近自然事件，因被岩石压住而死

都有两种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的意义却完全不相同。这种

区别，是被处死与意外事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社会的世界之内

的事件与晶残酷的'自然界强加给社会世界的事件之间的区别。

个人可能会以自己绝不可能在意外事故中采用的方式，在被处

死刑时给予"合作"，即，根据他〈即令并不愉快地〉同刽子手共同

分有的那些客观意义来理解这次死刑。因此，死刑的受害者也

可以以这么一种方式去‘正确'地死，这种方式对于意外事故的

受害者来说要困难得多。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要

点十分简明 z社会是有意义的，即使它向个人显示出极端的压迫

性，而自然却是无意义的，更何况，在比较愉快的体验中与社会

实在相对的无数事例中，这个命题显得更有道理。

正如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的，社会世界的客观性，意味着个

人把官理解为他自身之外的实在，一个不容易服从个人意愿的

实在。它在那里存在着，必须把它作为实在认真对待，必须把它

作为"严峻的事实'来打交道。个人可以幻想在令人愉快的一夫

多妻的制度下生活，但是他却不得不回到无趣的①一夫一妻制

的严峻事实中来。这个问题犹如平挠的"散文气只是社会的通

用语言和意义体系，但它的实在性比起个人独自幻想的短暂的

‘诗意'来，要大得不可比拟。换言之，制度是真实的，因为官们

具有社会世界的客观性。对于角色，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内在化

了的角色来说，同样如此。一个人可以幻想自己是土耳其的帕

.3 夏，②而在日常生活的现实中，他则必须扮演明智的中产阶级丈
• 

(!) "无趣.~ (prosai cally) ，原文为e散文式的'之意o 译注

③ 古代土耳其等国的一种寓级官员，可拥有多安安。一二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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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夫的角色.然而，并不只是作为外在结构的社会剥夺了帕夏的

角色，个人意识之内在结构〈因为宫是由社会化形成的〉本身也

把帕夏的角色贬低到只在幻想中存在的地位，事实上这是一个

投有什么实在性的地位。作为明智的中产阶级丈夫，个人对他自

己具有真实性，但作为帕夏则不具有真实性。个人可能会在什

么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作为帕夏的自己，那不是我们在此关注的

东西。当然，实现这种愿望的最起码条件，是某些他人愿意赞演

土耳其女奴的角色一一这在一夫一妻条件下是一件技术上难办

的事情。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重要事实，社会世界在

内在化时保留了自己的客观实在之特点.在意识中，它也在那里

存在着。

总之，客观化意味着造成一个外在于个人的真实的社会世

界，而内在化意味着这同一个社会世界在这些个人的意识之内

将拥有作为实在的地位。然而，后一个过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

附加特征，即由于具有社会化与非社会化的成分，意识会具有二

重性。①意识先于社会化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意识不可能被

完全社会化一一别的不说，个人对于自己身体中的种种过程的

不间断的意识，就能证实这一点。因此，社会化总是部分的。社会

化使意识的一部分构成了个人在社会上能够得以辨识之身份的

形式。正如在内在化的一切产物中一样，在桂会客观地指派的

身份与主观上采用的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冲突，这时社

会心理学来说非常重要，但它目前对我们来说用处不大。@对

_. 

① 意识二重性的概念取自米德.杜尔凯姆关于社会化的人是双重人灼思想也
与此有关。

② 这种说法力图综合马克思与米德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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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的目的来说，较为重要的是，由社会世界之内在化造成

的意识的二重性，到头来会排除、冻结或疏远一部分意识，使之

与意识的其余部分对立。换言之，内在化需要自我客观化，也就

是说，自我的一部分不仅对他人，而且对它自身来说都变成了客

观的，它成了社会世界的一部分再现一一一个"社会性的自我"，

这部分自我处于并将一直处于与它被加诸其上的那个非社会性

"自我意识之间不安的调和状态之中。@例如，那种中产阶级丈

夫的角色，在个人意识之内变成了一个客观"存在飞因而它自身

就作为一种"坚硬的事实"与意识的其余部分相对立，以或大或

小的对称性〈对称性的大小取决于在这一特定情况下社会化

·成功"的程度〉与外部的中产阶级婚姻制度的"坚硬事实'相对

应。

换言之，意识的二重性导致了自我的社会化成分与未社会

化的成分之间的内在对立，这在意识自身之内重复了社会与个

人之间的外在对立。在两种情况下，这种对立都具有辩证的特

征，因为每种情况下的两种成分并不处于凯械的国果关系中，而

是彼此不断地产生出对方。而且，自我的这两种成分现在能够

从事彼此之间的内在对话。@当然，这个对话在意识之中重复

了个人在其社会生活中与外在他人进行的对话〈更确切些说，是

那种对话的典型化〉。例如，企图在中产阶级社会扮演帕夏的个

人，将会很快地发现他自己正在与他人一一其妾子、其家庭成

, 

(l) ·社会性的自宵这一术语是威廉·詹姆士使用灼。詹姆斯·巴尔德温和查
尔斯·摩雷的著作发展了这个术语，而米德系统地整理?这个术语，因此这
个术语灼发展对于美国社会心理学至关重要.

③ 内在对话之概念出自米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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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法律机均工作人员等等一一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在这神情

况下，可以设想，这些对话是不愉快的〉。然而，这些外部的对话

将在他自己的意识内重复。比如说，除了浩律和道德可能自重重

以平良心之声"的形式内在化了这个事实之外，在社普普指派的'申'

产阶银丈夫身份与主观上揭望在得的帕夏身份之间j 至少有一 ' 

场内在的对话，因为这两种身份都作为具体化了的存在物冒冒出

现在意识之内。两种身分中哪一种对于个人来说更真实，王军是向

→个个人对桂会实在适应的问题〈或者，如果愿意，也可说是个

人"精神是否健康"的问题)，在此，我们可院把它留给警察和心1
理抬疗专家去解决。， . \川 队，g=

t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人在他在己的内部和与

外部造成了"相异性气这是人在社会中盐活的结果。二，由于λ自:j

己的作品是桂会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它.伺也成了与人自己相异己飞

的实在的?部分。它们"逃寓'了人。但人也在"逃禽'自 8，因飞

为人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化造成的。社会世界的相异性以及充当严

社会生活中他人的那些具体的人类，在意识中被内在他T。 e诙

句话说，越λ与相异性被服收选7意识。结果i本仅社舍世界对
个人来说有能成了陌生的，而且个人对他自己来说〈就社禽化了
的自我的某些方面而言〉也可能成?陌生的。 1 飞

'这种疏远陌生是在人的社会性之中给窍的，族言之百官在人

类学上是必然的，强调这气点非常之重要a 辣、丽总种革运陌生
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向一方面，通过‘回忆'世界和自我都是

人民已捂动的产物而恢复利用世界与自我的陌生性，另「方面，

这种恢复利用已不再可能，。、社会世骂和社会化T的自，我因无情
的事实性t类以于自然的事实性〉与个人相对立。后一神过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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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称为异化。①

换言之，异化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与世界

的辩证夫系在意识中失落了。个人"忘却'了这个世界曾经是并

将继续是他参与共同建造的。被异化了的意识是非辩证的意识.

社会-文化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根本区别，即前者为人所造而后

者非人所造的区别，被模糊了。@异化了的意识E是以这种错'

误为基础的，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再换一种说

法，异化是窑观化过程的过分延伸，通过它，社会世界的人的〈活

生生的〉容观性y杳意识申转变成于自然界的非人的〈苑的}睿观

..性.构成社会世界之实在性的人的、有意义的活动之表现?在意

识中转变成了非人的、无意义的、无生气的"事物气也就是说，

它们被具体化了。@于是，社会世界不再是个人在有意义"的活l

动中扩展自己存在的开放的场所，而变成了一个同现在或未来

的活动分离的具体化事物的封闭的集合。人与其世界之间的实

• -
飞。当然，在此所用的异化概念是得离‘马克思:，尽管我们已缓和T它的尖键性"

马克思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正是以这种三是铠位同黑格尔相对立的。特别应
指出捣鬼，我们并没有遵照马克思的这样~假神学观念，即异乎已是应会秧'‘

i 序的某些历史 M罪过"的结果，我制也~寄追随他关于通过桂会主'1-革命费
渭除异化f即扬弃异fυ的乌肖邦式的愿望。因此，我们乐于承认，我们对这
个概念的使用具有"右"的丽不是才去甲的食求。在周非马克思主X旗息对这
个概念的讨论中，最有助益的一布讼这可参见阿诺尔德 d售给其表在4人类
!等与拉会学研究〉杂志上的论文h e关于自由从异化中诞生"G莱茵纽维诲，路

希特汉德公司，1963) ，第 m页以下，关于笔者本λ对这个何趣的尊
述，参见彼得·贝格尔与斯坦莱·普尔贝格合写的论文e具体比与刘意识的
，栓会学批妒，载于半历臭与理论唱4卷第2期 (196纱，第刷页以下'.

-@这个衷述是对维柯关于历史与自然之闯区别的经典陈述的解说.
⑤这里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王使用的，但冀.'
思有些变化，这已在提到异化一词时说明o ' 、 fh 

@关于具体化黠念的厉虫，参见只在尔与普fF只裕的古具体化与对意议的社会
学批判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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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在意识中被颠倒了。作用者成了仅仅是被作用的东西。制

造者被理解成了仅仅是产品。随着这种社会辩证关系的失落，活

动本身也逐渐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变成了过程、命运或宿命。

在此，应该提出关于异化的三个要点。第一，必须强调，被异

化的世界及其一切方面，是意识的现象，具体说来，是虚假的意

识的现象。①其所以虚假，乃是因为，即令人生存在一个异化了

的世界，他也仍然是那个世界的共同创造者一一通过具有异化

作用的活动来创造世界，而这活动是并且将仍然是他的活动.

所以，悖谬地说，人创造着一个否定人自己的世界。换句话说，

人绝不可能在实际上成为象物一样的事实一一他只能够由于曲

解他自己的经验，而把自己理解成那种事实。第二，认为异化是

意识的后期的发展，是认识的一种从随非异化存在的天堂状态

来的恩典往下的堕落，那就大错特错了。@正相反，所有的证

据都说明，意识不仅在个体发生方面，而且在种系发生方面，都

经历了从异化状态到〈在最好的情况下)非异化可能性的发展.⑥

人的原始意识和早期意识，都是从基本上是异化了的角度去理

① 参见同上书，第204页，脚注β. 说异化是一种意识饱现象，并不是否认宫.
初是先于反映的，也并未否认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这只是要避免那种错误
的结论，即异化了的人不再是一种创造世界的存在物。

② 这又一次使我们离开了我们认为是马克思的乌托弗式的观点曲东西.我们
接受马克思在客观化/外在化与具体化/异化之间悖出的与黑格尔不同的划
分，也接受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后两个过程不同于前两个过程，不应被理
解为人类学上的必然。然而，我们不能追随马克思的这一观点f后来被恩格
斯进一步庸俗饨了的观点):异化在历史上是继一种非异化存在的状态之后
而出现的。

③ 列维-布留尔关于 a原始思维'的著作以及皮亚杰论几童思维的著作与此大
有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最近的讨论，可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的《野位的思
维川巴黎、普隆公司， 1962); 皮JE杰《社会学研究>(日内瓦，德罗茨公旬，
~96$)第143.页以下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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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社会一文化世界的，把它理解为事实性，必然性和宿命。只是

到了历史的后期，或在生活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个人经历中，

才出现了把社会-文化世界理解为人的事业的可能性。①换言

之，把社会-文化世界理解为异化了的作品，这在任何地方都是

先于把官理解为人的作品的。第三，异化是与无序完全不同的现

17 象。@相反，从异化角度对社会-文化世界的理解，特别有效地

起着维系其在序结构的作用，因为这样的理解似乎使各种有序

结掬兔除了人类的建造世界活动的无数偶然因素。作为人的作

品的世界，是内在地不可靠的。而作为〈神的、自然的、历虫力量

等等的〉异化了的作品的世界，却似乎是万世长存的。当然，最

后这一点在理解宗教与异化以及宗教与无序之关系方面特别重

要。在此，我的已接近了我们直接关注的问题。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宗教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抗拒混乱元序

的最在效的堡垒之一。这个事实与宗教具奋异化作用的倾向在

直接的关系，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宗教之所以一直是这么强

有力的法则化力量，恰恰因为官也一直是有力的、也许是最有力

的异化力量。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前面指出的确切的意义上，宗

教还一直是虚假意识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③

在"宗教体验'中所遇到的神圣者，其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相

异性，它表现为一种与普通的、世俗的人类生命完全不同的东

@ 参见贝格尔与普尔贝格灼前引文，第209页以下。
② 异化与无序之间在理论上的混潜，在美国社会学家近来论述这些概念时所
写的几乎所有东西里占有突出地位。这种混淆在这两个概念的心理学化过
程中被弄得更加严重了.

③ 宗教与异化之间的基木联系是自费尔巴哈提出的，不仅有马克思，而且革
有尼采及弗洛伊德所采用的宗教概念，都受到费尔巳啥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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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①远种相异性，正是宗教敬畏感的核心，神秘的畏惧感的核

心，对那完全超越人的所有方面的东西的崇拜的核心。举例来

说，在《薄伽梵歌，里，按古典的说法得见克里希那大神形象的阿

周那为之慑服的那个东西，就是这种相异性s

C他有〕许许多多脸孔和眼睛，闪现出无数奇异的眼光，

佩戴着众多天上神明的饰物，装备着诸般神奇飞扬的武器，

E他〕穿着天堂的花环和衣服，涂着神圣的油膏和香水，奇妙

惊人，辉煌灿烂，无碍无挂，每一面都有脸孔。

假如有一千个太阳的光芒竟会同时在天空进射，那就

会有点儿象这全能的唯一者的灿烂辉煌了.③

而在后来又呈现比较凶险的形象，

• 

啊，全能的主，看你那巨犬的形象，有无数张嘴、无数只

眼、无数手臂、大腿和足掌，还有无数个肚子和无数可怕

的雄牙-一-诸界均为之震珑，我亦悚惧不旦。

啊，毗湿奴!当我看几你燃烧的形象，那光焰直达诸天，

在无数云层中闪耀，当我看见你那许多巨嘴大大咧开，那许

多巨眼放射出光芒，我内心深处的灵魂就在恐惧中震颤，我

• 

① 参见奥托《论神圣者:t(慕尼黑，贝克公司，1963) ，第2&页以下。

@ 斯瓦米·尼希拉南达译《薄伽梵歌:t (;纽约，罗摩克里希纳-维韦卡南达申
心，1944) ，第 126页以下.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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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毫无勇气，无法安宁。①

在其他宗教传统中，这种例子还可以随意举出许多。在我

们的基督教传统里，从以赛亚看到的威严的宝座，到威廉·布莱

克看到的老虎在"夜晚森林里耀眼的光芒气都在其自身"惊人的

对称和谐'之中，指出了自然现象之后的神圣的相异者。当然，

当宗教发展得更"成熟'时，对神圣者所具有的这种异己神秘的

恐怖，在程度上有了缓和，变得丰厚、柔和，并通过各种中介作用

丽更接近人了。然而即使如此，如果我们不再意识到这种相异

性仍然是这种较为"温厚'或"优雅"的形式下面的隐蔽的本质的

话，我们就仍将不能把握宗教现象(阿周那在恳求克里希纳再一

次以四手毗湿奴这种至少相对来说比较随和的形象显现自身

时，曾用了"温厚"和"优雅'这两个词〉。即使如此，对全然相异

者的敬畏和神往，仍然是与神圣者相遇时的主旋律。@

如果人们承认宗教的基本假设，即有另外一个实在挨着或

者接近这个经验世界的话，那么神圣者的这些特征将会被尊崇

为真实的"体验飞不消说，在社会学或其他科学的意义框架之

内，不可能做出这种假设。换言之，宗教徒在这方面的报告在认

识论上的地位，必须严格地括在括号内。对于科学分析的目的

来说，"芳他世界'在经验上不可利用。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它们

"只作为在这个世界之中，即在自然与历史内的人类经验世界之

中的一些"意义飞地"才可以利用。@因此，就象分析其他一切

① 《薄伽梵歌>>，第130页。
②奥把坚持认为，即使在更为成熟的宗教形式中，仍然有"相异性"的因素.
@ 用舒茨的话来说，它们仅只是悖为"意义的有限区域"，即被向他人共有的日

常生活之"至高实在卢所包围的区域，才能得到利用。对这-点可能具有的神
学含义，我们在附录二中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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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意义一样，我们必须把它们作为在社会中建造的世界之组

成因素来分析。换句话说，无论神圣者"最终'可能是些什么，从

经验上看，它们都是人类活动和人类意义的产物一一就是说，

它们是人的投射。①在其外在化的过程中，人类将他们的意义

投射进自己周围的宇宙中。这些投射在人类社会的共同世界中

被客观化。宗教意义的‘窑观性'是被创造出来的客观性，也就

是说，宗教意义是客观化了的投射。由此可以推出，就这些意义

含有相异性之压倒一切的意思而言，可以把它们说成被异化了

的投射。

在前边关于宗教合理化论证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宗教

合理化以什么样的方式为社会秩序的内在脆弱结柑提供了稳定

性和连续性的外貌。现在我们已能更准确地判定使得宗教能这

样做的那种性质一一即它的异化力量的性质e 宗教合理化论证

的基本"诀窍"是把人的产物变为越人的或非人的事实性。人从

否定是人的产品这一角度去解释人造的世界.人的法则变成了

神圣的宇宙，或者至少是变成了从人之外去获得意义的实在。不

须走把宗教干脆等同于异化的极端〈它需要提出在科学的参照

系内不可能得到承认的认识论上的假设)，我们就可以说，宗教

在人建造世界与维系世界的活动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在很大程

• 

Q) "投射"一词首次自费尔巴哈在这秤意义上使用。参见其在"实证哲学评论'
一文中的早期袭述(哈雷年鉴，1838): 11绝对人格，那就是作为自身本质之
投射的上帘。这是一种幻觉，即自己冥想的对象不再是自己的自我，而是
个他人，一个神一般的他人1"投射概念表达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终身兴趣
的核心观点，他的4基督教的本质>>(1841)是这种观点最清楚的袭达。马克思
对这一观点的主要修改，是认为宗教的报射乃是一种集体的投射.然而应
当注意到，马克思并不使用e投射'一词，尽管这个术语对他自己的思想来说
是现成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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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上归功于宗教内部的那种异化力量。@宗教断定实在中存在

着与人类世界相异的存在物和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

种断言〈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是不服从经验探究的。能够服从

这种探究的东西，只是宗教在这个过程中异化人类世界的强烈

"倾向。换句话说，在设定与人间事物相对的相异者的过程中，宗

教倾向于使人间事物与它自身疏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是在把宗教断言本身看成在认识

论方面站不住脚的意义上)..根据宗教历史表现形式中的一种较

高的统计频率，我们有权把宗教与虚假意识联系起来。无论宗

教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最终"的优越之处是什么，它们在经验方

面的倾向，一直都是歪曲人关于自己的活动创造的那部分世界，

即社会文化世界的意识。这种歪曲也可以说成是神秘化。③社

会文化世界是人类意义之大厦，它被各种神秘的东西遮盖住了，

这些神秘东西的起源被认为是非人阔的。-切人类创造的产品，

至少潜在地能够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但宗教抛出的神秘化的面

纱盖在那些产品之上，阻碍了这样的理解。对人间事物的客观

化的种种表述，变成了神圣事物的隐秘象征。这种异化具有控飞

制人类的力量，正是因为官保护人类免于混乱之恐怖。

宗教神秘化了各种制度，靠的是把它们解择为既定的，而且

超越了它们在社会历史中的经验存在。例如婚姻〈更准确些说

是亲缘关系)，由于社会生活在生物学上的某些先决条件，因而

它是一种基本的制度。每个社会都面临着为其自然生殖作准备

@ 在此应该强调，拒绝把宗教等同于异化的观点，既背离了马克思的概念，叉
背离了费尔巴哈的概念.

② e神秘化'一词取自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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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从经验上说，这就意味着每个社会都为其成员的位活

动制定出了或多或少是带有限制性的"程序气当然，这些唯序丰

在历史上的可变性很大，甚至只要随便浏览一下人种学的证据，

就可以表明这一点。合理化论证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一

个特定社会里去;展起来的这种特定的安排Ú)，在不论什么历史

偶然事件的连续中还应该深信不疑地坚持下去，即使它常常令

人讨厌或令人十分痛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

是从宗敌方面去神秘化这个制度。比如，巴西某些部落的偶族

外婚制度，或者我们自己社会中的一夫一妻制度，只要有效地遮

盖了这些安排在经验上的偶然性，就可以证明它们是合理的.·于"

是，在巴西，与自己同支的成员发生性关系，在美国，与别人的妻

子发生性关系，不仅可能以违背既定的道德习俗而受到惩罚，

且可能以触犯作为这些制度的最终保护的神圣存在物而

载。现在，在色欲与其所期待的目标之间，不仅插入了同伴的谴

责和强力，而且还有发怒的神的复仇力量。只要给出一个恰当

的看似奋理性结掬，这种形而上学的花招提供十分有效的控制

就可能毫无问题。同样几乎没有问题的是，这是凭借使人与其自

己的世界分离的方法而做到的。正如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的，在

极端的情况下，婚姻不再被理解为人的活动，而变成了对众神的

神圣婚配的重复模仿。这种做法与作为教会圣事的婚姻概念之

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性质上的区别，还不如说是程度上的区别。

另举一例说明。每个社会都面临着在其成员中进行权力分

配的问题，结果发展出了各种政治制度。为这些制度所f阳9合

-
@指婚姻制度， ....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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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论证有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解释并论证对于物质暴力手 E 
段的必要的使用，哪一种使用能够真正使政治生活制度具有特

别的‘尊严"。在此，把政治安排的经验特征加以神秘化，就使这

种"尊严"从人的性质变成了超越人的性质。有的人拥有砍头的

权力，对此的现实主义和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解，转变成了在人

世间代表神意的那些人的可怕权威面前的神秘敬畏。如果使杀

头在政治上有利的环境后来得以发展的话，那么这种活动就可

能变得似乎只不过是超经验的必要性的经验结果。 Le Roi le 

veult (诺曼法语，"国王意欲如此'一一译注)仿佛变成了"上

帝如此盼咐"的回音。在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政治制度化的"程

"序'是如何以这种方法加强的一一又是通过使它们同其在人类

活动中的根基分离来加强的。在这一个和前一个例子中，我们

必须着重强调，当我们说"变成'时，我们并未暗示对这些制度从

非异化的理解到异化的理解是按时间颇序前进的。正相反，如

果确实有什么前进的话，那么它也是朝相反方向前进的。性关

系和权力方面的制度首先是作为完全异化的实体出现的，以来

自"彼岸箩实在的形式凌驾于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上。只是在很久

之后，非异化的可能性才出现。这种可能性常常伴随着过去维

系这些制度的看似有理性结构的分崩离析而来到.

在作了必要的修正之后，这种神秘化过程又扩及到附着于

这些制度之中的种种角色之上。换言之，隐含在每个角色中的

代表性被神秘地赋予了代表超人实体的力量。于是，忠实地把

其情欲引向其合法配偶的丈夫，不仅在这种重复的行为中代表

了其他一切忠实的丈夫，其他一切补充的角色〈包括忠实妻子的

角龟〉和整个婚姻制度，而且现在还代表神灵们所希望的夫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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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关系的原型行为，最后还代表了神灵本身。类似地，国王的刽于
手忠实地砍下了受法律谴责的罪犯的头，他不仅代表了他的社

会建立的王权、法律和道德制度，而且代表了被认为是作为这些

东西之基础的神的正义。对超人的神秘的恐惧，又一次使对这

些程序的具体的、经验中的恐pç-耐人日。

在这一点上，记住角色不仅是外部的行为模式，而且在其扮

演者的意识中己内在化，并构成了这些个人的主观身份的本质

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内在化了的角色的宗教神秘化，根据前边

所讨论的意识的二重性来看，进一步异化了这些主观身份，但是 83

它也促进了可以称为不良信念的更避一步的歪曲过程。@

定义不良信念的一个方法是说，它用杜撰的必然性代替了

选择。换言之，事实上可以在不同的行为过程之中作出选择的

个人，假定了这些过程之一是必然的。在此我们感到兴趣的不

良信念的特定情况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个人面对着在某

个角色扮演中行动还是不行动的选择时，他由于将自己等同于

该角色而否定了这种选择自由。例如，忠实的丈夫也许会对自

己说，他jlJ元"选择气而只有去"安排进行'合乎其婚姻角色的性

行为，把任何可作替代的情欲活动作为"不可能的事情"而压

下去。在社会化很成功的条件下，这种活动也许事实上是不可

能的一一如果那位丈夫企图尝试一下，他也可能是无力的。或

者，那位忠实的刽子手会对自己说，他别无选择，只能遵从砍头

这一'节目的安排"，而把对这个行动过程的感情上和道德上的

抑制反应(比如同情和 类〉强压下去，因为他已把这个行 1

• 

φ ·不良信念"这一术语取自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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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看成对作为刽子手的自己来说是铁的必然了.

对这点的另一种不同说法是，不良信念是虚假意识的这样

一种形式，在其中，社会化了的自我与完整的自我之间的辩证关

系在意识中失落了.。正如我们在前边所见到的，异化和虚假

意识总要在意识中，总是割裂人与其产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总

要否定基本的社会文化的辩证美系.然而这种辩证关系在社会

化过程中已被内在化了.正如人在外部与他的世界对立一样，

他也在自己的意识之内与这个世界的内在化了的存在对立。这

两种对立就其性质而言都是辩证的.因此，虚假意识就可能关

涉到人与其世界的外在和内在化的关系。因为社会化了的身份

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人有可能以同样的异化方式来理解

它，即在虚假意识中来理解官.由于事实上社会化的身份和完

"整的自我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虚假意识遂将这二者完全等同.

于是，由社会化引起的意识二重性，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辩证

关系之内在化被否定了.相反，人们设定了一种虚假的意识统

一性，随之个人也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内在他了的角色和由之构

成并由社会指派的身份。例如，在忠实丈夫这一角色中未能宜

泄出来的自我的相关的表现被否定了。换言之，丈夫与〈潜在

的〉好夫之间的对话被打断了.在与丈夫角色有关的那些生活

领域之内，个人只把自己视为丈夫而不是任何别的东甲·他变

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丈夫，作为制度化了的剧中角色的丈夫。社

会的模式与主观的身份在他的意识中融合了。就这样的模式化

有异化作用而言，身份本身也就成了异化的。而就这种融合事实

。关于这一点，米德式的表途可能是这样的:作为客体的我(the 'D1e~)被理
'事庭究全包括了作为主体的我(the" l 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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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人学上说是不可能的而言，它构成了虚假意识的组 • 
根据这个前提行动的个人，实际上是在根据不良信念而行动.

十分重要的是，不要把这种主观异化的现象与无序现象相

棍淆。正相反，这种异化可以是抵抗无序现象的一种最有效的

屏障.一旦虚假的自我统一建立起来，只要它保持着看似有理

性，它就可能是内在力量的翻泉。矛盾心理消除了，偶然事件

都有了必然性。在行为的各种可能选择之间不再犹豫不决。个

人"知道了他是谁"一一在心理学上这是最令人满意的状态。不

良信仰绝不以某种内心的混乱或"坏良心"作为先诀条件.正相

反，力图使自己摆脱在其社会环境中制度化了的不良信仰的个

人，除了他可能碰到的那种由"非程序的'冒险带来的外部困难

外，在心理上和在"良心'上还可能受苦。

综上所述，十分显然，不良信仰正如一般的虚假意识一样，

即令没有在宗教方面被证明为合理也可能产生。我们还要着重 .1

强调的是，宗教不一定会引起不良信念。然而不难看到，如果前

面的论证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宗教就可能是有效维系不良信念

的有力工具。正如宗教神秘化并从而加强了人造世界的虚幻的

自主性一样占它也使个人意识中对这种自主性的吸收神路化并

加强了.内在化的角色携带上了它们的宗教合理化论证赋予官

们的神秘力量。社会化的身分作为整体可以被个人理解为某种

神圣的东西，它以神创造的或希望的‘事物之本性"为基础。

此，它丧失了它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特征。它成了不可避免的

事实材料。它的实在性直接以宗教设定的超人的实在性为基

础。现在个人不仅'夸芋萃'一+丈夫，而且他与神圣秩序的正

确关系也正在于这种"不过是'当中.事实上，他的社会化了的
←…一←寸，一-一



\ 

114 串串篷的帷幕
- 一一
身份可以成为神圣者在主观中的"场所"，或者至少是那样的"揭

所'之一。对这被设定为外部世界之后的实在的神圣者的敬畏，

被吸收进了意识，官神秘化了积淀在那里的社会化的诸种形式.

说得粗俗些，个人现在是处于一种对着自己发抖的状态J

一切异化的本质都是把虚假的无情性质加之于人造的世

界.这样做的最重要的实际结果是，经验的历史和个人经历被

错误地理解为以超经验的必然性为基础。人类生存的无数偶然

事件转换成了宇宙法则不可避免的表现形式。活动变成了过

程。选择变成了命运，于是人生活在他们自己建造的世界上，就

仿佛是被完全独立于他们自己建造世界的事业的一些力量所注

定的。当异化在宗教方面被证明为合理时，这些力量的独立性

就在集体法则和个人意识之中被大大增强了。人类活动投射出

98 去的意义凝结成了一个巨大的、神秘的e相异世界气作为一个

异己的实在高踞于这个人类世界之上。凭借着神圣者的"相异

性'，人造世界的异化最终得到了认可@由于人与其世界之间关

系的这种倒转含有对人的选择的否定，因而与神圣者的相遇是

根据a完全的依赖"去理解的。@这也许会，也许不会涉及到受

虐狂态度，尽管如我们曾看到的，这种态度是宗教意识的重要特

色。

在此我们应该回忆一下，人类活动与官创造的世界之间的

关系是并且将一直是辩证的，即令这个事实被否定时〈即当它不

呈现于意识之中时〉也一样。因而是人创造了他们的众神，即使

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依赖'于他们的那些产物时也一样。而且

①'完全的依赖'这一术语是施莱尔马赫在其对宗敬'体戳'的分析中使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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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的那个"相异的世界'呈现出与人的活动相对的某种自主

性，这种自主性是人的活动不断创造的。宗教投射所设定的超锺

验实在，能够反作用于社会中人的经验生存，所以，把诸宗教形

式简单地视为创造它们的那种活动的机械结果，即视为其社会

基础的静止"反映"，那就大错丽特错了。①正相反，宗教形式能

够作用并修改社会基础。然而，这个事实有一个奇怪的后果

即存在着消除异化本身在宗教上被证明为合理的可能性。除非

理解这种可能性，否则，宗教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片面观点是不可

避免的。@换言之，虽然宗教有一种论证异化合理的内在的〈和

在理论上很好理解的〉倾向，但也在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在特定

的历史情况中，消除异化也可能在宗教上被证明为合理。虽然

相对于总的倾向而言，后面这种情况较为稀少，这个事实并不能

转移其在理论上应引起的兴趣。

宗教把制度看作是永恒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倾向如

何把不祀的性质赋予了人类历史的这些不稳定的形式。然而，这'

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即这同一些形式会被彻底地相对化，正 87

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永恒的东西。这一点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可

以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印度的某些较复杂的解脱讼

中，经验世界，包括社会秩序及其所有法则，本质上都表现为

种幻觉，一种幻在 (maya) 境界，仅仅是一种与梵-阿特曼的

终极实在相对的附随现象。不可避免的是，这种观点使被视为

@ 在这个意义上的"反映'一词是列宁一直使用的，并且是所谓'庸俗马克思主
义'的典型用法。与此相对照，我们主张用于宗教的，是我们所认为的对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马克思本来的理解，

② 当然，这种片面性正是马克思自己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宗教的方法
之主要弱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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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所当然的制度"程序'相对他了，并使对它们的传统的宗教合

理性论证归于无效。下面引自'白净识者奥义书'的一段诗领可

以作为例证，

唱赞，与祭祀，

礼仪，兼誓约，

过去，及将来

4韦陀)@之述作，

凡此国皆是，

摩耶主所拓J@

其余一于此，

亦被摩耶缚.

自性即摩耶。

当知摩耶主，

即是大自在o ~ 

当然，关于这种常识性的真理，从这种宗教诱发的怀疑主义中可

以引申出彼此大相径庭的实际含意。在印度的解脱论申，有两

种典型的实际含义，一是在对解脱的禁欲主义追求中退出这个

幻觉世界，二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之内行动，就仿佛传统的'礼仪

兼誓约'仍然有效一样，但以一种在内心里脱离自己的世俗活动

的态度去行动一一这就是在所谓"知的方式" ( jnanamarga) 

①'韦眩'系'吠陀经'之异译。-一译注
(i) <<摩耶'即e幻有.. (maya mayin)之音译。一一译注
③中译文亲自徐梵澄译《五十臭义书问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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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的方式" ( karma-marga )之间的经典的划分，后者在

《薄伽梵歌，中得到了最著名的表述。@无论有什么实际含义，

"幻布" (maya) 概念所内含的相对化，使得社会文化世界再一

次表现为人的一种偶然的、历史的掬造，而这是一种具有人化作

用，因而至少潜在地具有捎除异化作用的结果。a> .. 

由于神秘宗教不仅彻底地贬低了经验世界的价值，而且贬

低了其实在地位，因而它具有类似的消除异化的潜能。对神秘

主义者来说，这个世界和它的所有作为，包括"普通的'宗教实践

的那些作为都被相对化了。在极端情况下，这种相对化可能会

导致由宗教证明为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正如在基督教和犹太教

的反律法主义运动中那样。更普遍的是，它导致了"似乎'对社

会中既定的"礼仪及誓约"的服从，不论是因为这是件方便的事

情，还是由于为需要这些东西的大众的比较软弱的精神的考虑。

度a

从《日耳曼神学'中引出的下面这段话，说明了后一种态

所以，秩序、法律、戒命等等，对于那些不理解更好的东

西，不知道也不觉察别的东西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调诚，于

是就制定了所有的法律和秩序。完美的人同那些不理解不

@当然，在对印度的各种解脱论的分析中，韦伯的主要注意力是集申在它们对
日常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实际含义·关于印度教伦理体系的详尽报远，可，
见p.V.凯恩的4达磨行迹如(普那，班达卡东方研究所，1930-1962)0关于
幻有概念在吠檀多思想中的理论发展，可参见保罗·桂伊森的4吠擅多的体
系:t(菜比锚，布洛克豪斯出版社，192.1，) J 还有A.K.R.篇社里4勾有学说，
(加尔各答，达新吉普搭公司，1950)0

@ 这并不必然引起对社会中的人生改善的伦理关切，正如(比如说J所谓·阿塔
萨斯特拉斯n (主要为王公们使用而写成的关于社会事务管理的文集〉所清
楚表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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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别的更好的东百的无知者-起接受这些法律，同他们

-起实行这些法律，其目的是借此使他们先走邪恶的路，或

者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带到某种较高的境界。@

在此，彼此不同的实际训导又可以丛这同样的观点引伸出来。不

难看出，一种反律法论或唯信仰论的训导可能具有潜在的革命

结果，丽表达在上述引文中的观点却可能具有保守的影响。虽

然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对于一般的宗教社会学来说极为有趣，但

我们不可能在此继续进一步讨论它们了。在此的美键之点在于，

各种宗教观点也可以收回各种制度民前靠宗教论证而得到的神

圣地位.

在圣经传统中，社会秩序与超验上帝之威权相对立，这也可

以把这种秩序相对化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可以很恰当地谈论消

除异化一一在这样一种意义上谈，即在上帝面前，种种制度都显

..现出它们只不过是忐穹作品，没有内在的神圣性或不朽性.正

是对社会秩序的这种相对化和随之而来的神-人连续统一体的

崩蹄，使得以色列同其囚周的古代近东文化截然有别。@在这

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以色列的王仅制度，与周围各文化中的

神授王权制度相比，官倒椅成了某种读神。③《撒母耳记下，第

12章中太卫受拿单斥责的插曲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读神的人化

〈事实上就是消除异化的〉结果-一大卫被拒绝给予君王可以有

CD 1. 伯恩哈特编:<<日耳曼神学>(纽约，万神搬出版社， 1949) ，第159页.
@ 参见埃里克·沃格林:4以色列人与启示，(巴顿罗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出版社，1956)0

@ 参见R. 德·沃克斯:4旧约的制度>(巴黎，塞夫出版社，1961)第1卷，第141
页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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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念的特权，拿单对他说话就象对一个普通人一样，而且他

牛亨一个个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揭露"性主题@可以

追溯到全部圣经传统之中，宫直接与其对上帝的彻底超验化有

关，在以色列先知中有对它的古典表述，在圣经范围内三大宗教

的历史中，继续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这个主题可以说明一再出

现的对圣经传统的革命性运用，这同为着保守的合理化论证而

利用它的〈当然也是一再出现的〉企图形成了对照。正如一直存

在着国王利用圣经象征来神化他们的行为的事例，也一直存在

着不少拿单式的人物，他们以同一个传统的名义〈合理化论证的

象征也来源于这同一个传统)，撕掉了国王们的面具，暴露出

王乃是进行神秘化的人本身。@

正如制度被视为永恒的东西时也可以被相对化从而入化

样，代表这些制度的角色也会如此。借助宗教而被广泛地证明

为合理的虚假意识和不良信念，也可以借助宗教而被揭示出本

来面目。最后，看来似乎矛盾的是，被撒下来笼罩着社会秩序晴

全部宗教神秘化之网，在某些情况下，竟会借助宗教而从社会秧

序之上完全彻底地取掉，让社会秩序再次被理解为只不过是人

的作品而已。经验世界在种种神秘主义传统中的彻底贬值E 和

上帝在圣经宗教中的彻底超验化，二者都能够导致这种结果-茧 110

如我们马上要指出的，后一种事态发展②事实上在历史上帮助

@ 在我的4不可靠的景象别纽约州，花园墟，达布尔代公司， 1961)-书第219
页以下部分里，我曾力求说明这一论点。

② 指"圣经'中许多君王受到臣下当面斥贡或揭露的叙述。-一译注
③ e总的说来，圣经的观点并不是要维护这个世界，而是要改造这个世界'.

爱德蒙·雅各: <<1日约神学叫纽夏特尔，德拉肖与尼斯特勒公司，1955) ， • 
184页。

@ 指圣经宗教的2t展.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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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全球的意识世俗化，现代西方思想所有的消除异化的观

点〈顺便说，也包括社会学观点〉的根源都在其中。

因此，可以说，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

表现为动摇世界的力量。在这两种表现中，它既可以起异化的

作用，又可以起消除异化的作用一一一般而言，前者是由于宗教

事业本身的内在性质，而后者是在一些重要的事例中出现的。

在所有表现形式中，宗教都构成了人类意义的巨大投射，投射进

空旷浩瀚的字窗之中一←当然，这种投射又作为异己的实在返

来缠住它的创造者.不用说，在科学理论化的意义框架之内，

君这种实在的终极的本体论地位作出任何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的断言，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参照框架内，只能将宗教投射作

为人类活动和人类意识的产物来对待，而必须用括号严格地括

起来的问题乃是，这种投射是否同时还是不止如此的另一种东

面f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否还涉JF与其所由产生的人类世界完全

不同蹄另-种东西〉。换言之，每一种将本身局限于在经验上可

利用的材料的对宗教问题的探究，都必须以·方法论上的无神

论'为基础。@但是，即使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方法论限制之内，

也应该再次提出一个进一步的论点，人类历史上的宗教事业深

刻地揭示了人对意义之探求的紧迫性和强烈性。宗教意识的巨

• 大投射，无论它们可能还是些别的什么，都体现了人类不惜代价

的为使实在对人具有意义而作出的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努力。我

们对宗教受虐狂的讨论已表明了为此付出的一个代价@宗教异

化的巨大悖论在子，使社会·文化世界非人化的过程本身，就植

。 这个极富启发性的术语我得益于去东·日德韦尔德。对此进~步的讨~.
J忍耐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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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于这么一个根本的愿望a 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对人而言可能 101

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异化也是宗教意识在探求

一个对人类有意义的宇窗时所付出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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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世俗化的过程

到此为止，这些思考一直是在进行一种十分宽泛的理论尝 d

试.引用历史材料只是为了作为例证说明一般的理论问题，而

不是为了具体地a运用'这些理论，更不用说去a证实'官们了.当

然，这类户般性的理论究竟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得到证实，它们是

否确实在经验学科论述的范围内有一席之地，这是社会科学当

中值得讨论的问题。这里不是进行这种方法论辩论的适当场合，

就我们眼下的目的来说，前边所论述的东西被视为只是社会学

家著作的序言呢，还是该给它加上社会学理论的头衔，这没有

什么关系。当然，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赞成宽泛一些的看

法，它允许我们的这些思考被视为社会学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序

言。总之，无论人们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植围有什么看法，

了解一下这些理论观点是否能够有助于阐明任何给寇的经验?

历史情境，也就是说，了解一下它们是否能够"适用'，将是十

分有益的。所以，在这一章以及下两章申，我们将努力从我们

的理论提供的观察点出发，去看一看当代的宗教形势。不消说，

我们无意宣称，关于这种形势在此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我们

tU 

自己的理论观点，我们的描述，是以许多不同的理论源泉和经 10.

验源泉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可以说，通过把宗教情境的不同方

面置于一种新的光照之中，也许还通过向社会学研究揭示出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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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被忽略的某些方面，前面所述的那些理论观点就显示出了自

身的有效性。

"世俗化'这一术语曾经有一段冒险史。①它起初是随着宗

敬战争而开始采用的，意指领土或财产之脱离教会权力控制。在

罗马教会法规中，这个词逐渐用来表示在教职的人之回归"世

界飞在这两种用法中，无论在特定例子中有什么歧义，这个

词都可以在纯粹描述和非价值判断的意义上使用.当然，在更

晚近的时代，其用法并非一直如此。"世俗化'一词和从它派

生的"世俗主义'一词，一直作为一个富有价值判断内涵的意

识形态概念被使用，有时有正面的含义，有时有反面的含义。@

在反教权的和"进步'的圈子里，它逐渐代表了现代人从宗就

保护之下的解脱，而在与传统教会有关联的圈子里，它作为"非

基督教化'和"异教化'等等而受到攻击。这两种意识形态色影

很浓的看法〈在这两种看法内，同一种经验现象出现时带有完

全相反的价值标志)，相当有趣地出现在分别受马克思主义观点

和受基督教观点影响的宗教社会学家的著作中.③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很多神学家，主要是新教徒，接受了迪特里希·朋霍

费尔@后期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彻底改变了过去基督教对a世俗

化"的评价，把它作为基督教本身主旨的实现来欢迎，但这个事

。 参见赫尔曼·吕伯的4世俗化一一-种观念政治的概念臭:t(弗莱堡，阿尔伯
公司，1965) 。

② 参见前揭书(散见各处).

③ 例如，可以参见沃罗夫·览洛尔编辑革的 4今日的宗教与无神论川柏棒，德国
知识出版社，196ω ，以及萨比诺·阿奎阿串在的《神圣者在工业文明申的
退隐:Þ(米兰，柯姆尼塔出版社，196Do 高

a> Dietrich Bonhoerrer (1906-1945) ，著名德国基督教神学家，因反对纳摔
而被处死，其岖狱中书筒'对'世俗神学·有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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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未澄清当代的宗教情势。①毫不奇怪，鉴于这种意识形态

上的狂热，认为这个词即使不是完全无意义，也应该作为容易造

成浪滑的东西而抛弃，这种看法已得到了推进。@

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尽管悖为这种看法之基础的意识形

态分析是很有道理阂。"'1ft俗化'一词指的是现代西方历史上在 107

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过程。当然，对于这些过

程应该是哀叹还是欢呼，那是同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讨论的范

围无关的。事实上不用费太大的努力，就可阻描述这种经验现

象而不采取价值判断的态度。我们可以探究它的历史起源，包

括它与基督教的历史联系，而不用去肯定这是代表着基督教的

完成呢，还是表示了基督教的退化。鉴于神学家中目前的讨论，

强调这一点是尤其应该的。坚持认为基督教与现代世界的某些

特点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因呆关系是一回事，而说现代世界，包

括其世俗，特征，"因此'就应该看成是基督教的某种合乎逻辖的

实现，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这方面，记住这一点是很有

益的，大多数历史联系的性质都具有讽刺意味，或者换句话说，

历史的过程与被作为其中因呆因素的那些观念的内在逻辑}儿

。参见E.伯特格编键的在成熟7的世界P第1卷、第2卷(慕启黑、凯瑟尔公司，
1955.....1956)。关于近来的一种类似观点的陈述f尽管是以很接近巴待主义
的谣言表达的)，参见阿诺尔德·罗恩的4世俗化:þ (慕尼黑，凯瑟尔公司，
1965). 由于哈维·考克斯的电世俗之拢:tC纽约，麦克米兰公司， 1965)的出
载，对a世俗腔作出的$1极的基督教的评价近来在美国已十分流行.对这
种基督教见解所作的更有社会学特点的表述，可参见迪特利带·泻·臭彭
的哩人的时代:t(斯图加待，克鲁茨公司，1960).

@ 参见约阿齐纯. 1奇特斯的4教会与社会之分离:Þ(:汉堡，福尔歇公司，1964).
也可参见特鲁茨·伦德祀夫与大卫·马丁在4宗教社会学国际年鉴:.(196份
第2期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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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什么关系。。

为了眼下的目的，我们不难给世俗化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我

们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l和文化的

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当然，在我们谈

及西方现代史ι的社会和制度时，世俗化就表现为基督教教会

之撤出过去控制和影响的领域一一它表现为教会与国家的分

离，或者对教会领地的剥夺，或者教育之摆脱教会权威。然111"

当我们谈及文化和各种象征时，我们暗示了世俗化不止是一个

社会结梅的过程.它影响着全部文化生活和整个观念化过程，并

且可以从艺术、哲学、文学中宗教内容之衰落，特别是从作为自

主的、彻底世俗的世界观的科学之兴起看到它。不仅如此，在此

还意味着，世俗化过程还具有主观的方面。正如存在着社会和

108 文化的世俗化一样，也存在着意识的世俗化。筒言之，这意味着

现代西方社会造成了这么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个人，他们看待

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要宗教解释的帮助。

尽管世俗化可以被看成现代社会的一种全球性现象，但是

官在现代社会内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不同的人群受到它的影

响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发现，受世俗化影响的程度，男人强于

@如果想想韦伯的著作在这项讨论中的杰出论述，那么这-论点就更加鲜明
突出了ι 在这方面引用韦伯观点的任何人，都肯定会想起韦伯关于人的意
图与其历史结果之问具有讽刺意味的关系这一观点。

@乡电子在宗教认同上的社会分化情况，却布利尔·勒布拉斯及采用他的方法
的天主教社会学家收集了也许是数量最大的各种材科、参见他的‘宗教社
会学研究H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5)。也可参见埃米尔·彼恩的4氯
敏实践与社会阶层)(巴黎，斯贝斯公司.195ω和F. A. 伊萨姆贝自\1<<基督

敏与工人阶级、(图尔耐，卡斯待曼公司 .196D. 约瑟夫·费希待以《南方貌
区:Þ(Z加哥，主加哥大学出版社， 1951)为开端的-系列著作，反映了羹
国天主教社会学中十分类似的取向.在美国，处理这类宗教社会学中-a

问题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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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中年人强于青年人和老年人，住在城里的人强于住在农村

的人，与现代工业生产直接联系的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强于

传统职业阶层〈手工艺人、小店老板之类)，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强

于天主教徒，等等。至少就欧洲市宫，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我们可

以有把握地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边缘，即从边缘阶级(诸如那"

些在工业化工作过程中被排除的个人〉来看的现代工业社会的

边缘，与教会相关联的宗教性最为强大{因此社会结构的世俗化

过程也就最弱)Ci>。但在美国，情形却与此不同，在那里，教会

仍然占有比较核心的象征地位，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教会之所

以成功地保住这个地位，靠的只是使它们自己高度世俗化丽己，

因此，关于全球性世俗化的这同一个基本的主题，欧洲和美国的

状况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些世俗化力量

在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似乎已经遍布世界与@当然，夫多

l 待公司，1929) ，此书促进了不少A经验出去的个案研究.至于量是翻棚子，
盼儿N ..1.德米拉稽的锢撒中的社会酣睡{脯，兰德?去觅剿

，莱公词，196趴在美国对这类问题最彻底的棚，也许是林哈植、兰斯
基的电宗教因素对纽约州，花跚绩，达布尔代公司，1~.1)0 气 tttι 

ci> *1l曼曾经简明缸里喜地对此作过总结z e由此研究成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编
论z锚守教规已成了现代社会中的-耕边缘现象0'在欧洲，静守教摞艇仅是
屠民审问F 部分人的特点，睡且二娘说来，这部分人东身可以说是必于现
it社会发展的边缘，即主要是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内部社会等级门
第eq

历雄
第%?贸
dk旬，1959)0:

@这~7Jt是鲁克曼也曾出色地论述过
工 i杏化问题，参. .w.威尔·
锦州，花园城
花园域，达布尔代公司， J. "?OJ.J 0 

世
(纽

, 

⑥ 参Jï!.丹尼尔·勒尔纳跑4传统就会由自泊失:.(伊利诺斯州，格俭柯，自扇出旅
栓，1958);罗伯特·贝&巍衡的 E现代亚洲的宗教与法~:f(:纽约，自由出It
社， 1965) ;唐纳德·奥雷斯的'南亚的政治与东徽:Þ(普林斯顿，普林斯领大
学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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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可用的材料所涉及的都是社会结构的世俗化表现形式，而不

是意识的世俗化，但我们已有足够的材料说明后者在当代西方

大量存在。@在此，我们不可能探究这么-个有趣的问题，即在

什么程度上可以存在世俗化的这两方面之间的不对称，以致于

1D8 可能不仅在在着传统宗教制度内部的意识的世俗化，还可能存

在过去的制度范围之外的宗教意识的或多或少具有传统性的主

续。@

如果说为了启立的民的，我们在关于世俗化的

了一种流行病学的观点，那么问一问它的"带菌者'或"载体"是

什么就是很自然的。@换言之，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过

程和群体充当着世俗化的运载工具呢?从西方文明的圈子之外

来看(比如在一个美切此事的印度教传统主义者看来)，替案显

然是正在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整个文明{从那种观点看来，几乎不

需强调，共产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正如其-帝国主义'先驱一样，

吃辄;是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且西方文明的内部来看{比如在一

个忧心忡忡的西班牙乡村教士看来)，世俗化最初的"载体"是现

代经济过程，即工业资本主义的运动。当然，也许正是这种运动

的"副作用'构成7直接的难题〈比如，现代大众传播工具的世俗

U ①尽管天主教桂会学家们J{累的资料，主要集中于世俗化在制度方面的体现
〈尤其是在东教活动财阔的体船，但在其中也可以看到大握有关世俗化
在主观方面的体现的材料。参见阿奎陌韦瓦的前揭书，还有精事·卡利尔的
4袋敏失系的社会心理刘罗马，格利戈旦玄学出版社，196ω，可以作为一个
总编.也可嵌参见戈壁·两尔波怜'机个人及其宗教〉可纽约}麦克来兰公
司，1950); 汉斯-奥花·沃尔锚的咽没有抉择的宗教材哥廷银，范敦霍克与
鲁普列希特出版公司， .1959); 罗斯·戈尔德森等人的 e大学生们想什么，

(曾林斯顿，范·谚斯特兰德，1960).
-at 美于后一种可能性，参见埃伯哈'守·斯塔姆输的4没有歇会的精数徒)(斯图

2口'带 t克鲁茨公司，1%0)0
⑤这里的'载体"一词是在韦伯采用的意义上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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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容或由现代运输工具带来的大量成分驳杂的旅游者的影响

等等〉。但是要追溯那些"副作用'在迅速扩张的资本主义、工业

经济中的起源，不必花费很多的时间，在西方世界中工业化采取

了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那些地区，与工业生产过程的接近和随

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仍然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今

天，似乎正是工业社会本身，以及它的仅仅作为对全球世俗化过

程之修正的那些彼此歧异的意识形态的合理化论证，正在起着

世俗化的作用。因此，各个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反宗教宣传和压

制性措施自然影响了世俗化过程(尽管也许不是以其创始人所

预期的方式)，而马克思主点阵营之外的各个政府赞同宗教的政

策，同样也影响了世俗化过程。然而，看来这两种政治上和意识

形态上的态度都必须认真考虑那些基本的社会力量，那些力量 110

出现于这里所说的特定政策之前，而各种政府只能在一定限度

内控制它们。如果我们看到，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性会主曳

国家的十分相似的社会学材料 C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世俗性制川

农民的宗教性的材料)，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家们:用来哀叹-科学

4元神论'的宣传鼓动的效果者限，而基督教的现第家的则用廉

惋惜福音传教的失败，这种事态就变成f分可笑地明摆着的苦，

以载于人们会忍不住建议这两+群悻聚.在一起，相互安慰。 飞

我们认为，如此大范围的一种历史现象，不能用任何单斗勘

原因来解释，这是不证自明的。因此，我们不想贬低任何→种被

认为是世俗化原因的因素〈例如，现l-t科学的普通影响生类〉。就

a>.觅觅罗尔的前引书。至于与近来主要由自非社会主义环捷的材料的一种
很好的比较，可参见拉at. 巴郭新的在机警i~社会与宗教材巴塞罗那，冯塔尼
拉公司， l:附)..这种比较-定会使维布伦十分高兴d按维布伦是美国社
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尤其重视对社会制度之心理基础进行分析.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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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论述范围而言，我们也不想建立一种各种原因的等级系

统。然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s西方宗教传统在何种程度上可

能在自身中就带有世俗化的种子。如果能够坚持这个看法的话

〈我们认为是能够坚持的)，那么从我们系统思考的角度来看，这

-点就很显然s 不应该认为宗教因素是脱离其他因素而孤立地

起作用的，相反，宗教因素同社会生活的"实践'基础处于不断发

展的辩证关系之中。换言之，同我们的想法相去最远的，莫过于

对世俗化提出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了.还有一点也很显然，

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布世俗化作用的影响的任何说明，都没有告

诉我们那些形成并坚持了这一传统的那些人的意图o CD 

基督教与现代西方世界的特征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的联

二 系，这种想法一点也不新鲜。至少从黑格尔起，史学家、哲学家

以及神学家们曾反复肯寇过这种联系，尽管他们对此联系的评

价当然彼此大相径庭。例如，:他们可能把现代世界解释为基督

111; 敏精神盹皖南实现〈如黑格尔的解择)，或者可能把基誓教看成

应为现代世界据认为是悲惨的状况负责的主要病因JC如椒本华

-和尼采的毒法) "0 在现代世界的建立中扮演了特殊角包的是新

敏，这种看法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过去五十年中户法讨论

过的问题。然而，在此筒摆地总结一下这种看法也许，还是有用

的o a> 

@1当然，这时都是睛韦伯在这个方面和在一般的宗教社会学领域的著作
的关键o _1"(' 

@职下的总结追随了韦伯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沁也
可参见恩斯特·特罗钗清白宫‘新教对现代世界产生的意义，)(191圭); ，卡尔·
霍尔的《宗教改革的文化含掌:.tl于英4篝舍先论文全集》第一卷(1932)。关
于这个问题与世俗化问题的关系，参见锺华德·伯究尔的e世俗化过程'，载
于《科隆社会学季节j到1932) ，第;283页以?和第4SO页以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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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与天主教世界的"完满性'相比，新教仿佛是被切掉了

半截，它抛弃了大量丰富的宗教内容，被简化得只剩下‘本质'.

加尔文宗的新教尤其如此，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话也可以用于蹄

穗宗和安立甘宗的改革.当然，我们的说法只是描述性的

无论对天主教的完满性或新教福音的单帮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神

学上的辩护，我们都不感兴趣.然而，只要我们比较仔细地看清

这两种宗教体系，我们就会发现，比起天主教对手来，对新教的

描述，可以从神圣者在实在中的范围大大缩小的角度来进行.

圣礼的使用减少到了最少的程度，甚至完全清除了它比较神秘

的性质。弥撒的奇迹完全无影无踪了.较小的仪式奇迹F 如果

没有完全否定的话，也丧失了对于宗教生活来说的真实意义.

把此世的天主教徒与圣徒们、甚至与所有死者灵魂联结在一起

的代祷之巨网也淌失了。新教不再为死者祈祷.可以说，新教

冒着某种简单化的危险，尽可能地使自己摆脱了神圣者的三个

最古老和最有力量的伴随物一一神秘、奇迹和魔力."世界桂除

魔力'一语很恰当地把握了这一过程。@新教徒不再生活在一

个不断充满神圣存在物和神圣力量的世界之中.实在被分裂成

了彻底超验的神性与彻底"堕落J'(即事实上被抽空了神圣性质}

的人性。二者之间，有一个完全"自然'的世界，它当然是上制~ 111 

创造，但其自身的神秘性已被剥夺。换言之，上帝的彻底超验性

面对着-个彻底内在的、对于神圣者来说是·封闭'的世界.按

照宗教的说法，世界变得确实是非常孤独了.

天主教徒则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圣者通

• 

@ 即韦伯所谓'Entzauberung der Wel俨俨世界摆跑巫魅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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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种种不同的渠道被传达给他一一教会的圣事、圣徒的代祷，

"超自然的东西'以奇迹方式反复突现等等，可见与不可见的东

西之间有一种广阔的存在之连续性。新教取消了这些传递媒介

中的大多数，打断了这种连续性，切断了天与地之间的脐带，从

而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将人抛回来依靠他自己。不消说，这

并不是它的目的。它只是剥夺了此世的神性，以便强调超验上帝

的可畏尊严，它只是把人抛入完全的"堕落性'之中，以便使人对

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之干预开放自身，'这种干预是新教世界中

唯一的真正奇迹。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就把人与神圣者

的联系缩小为一条非常狭小的通道，它称之为上帝之道(不应将

其等同于基要主义的圣经概念，而应将其等同于上帝恩典之独

特的拯救活动一一路德宗信仰告自所说的solagratia，即"唯

有恩典勺。当然，只要这种概念的看似有理性得到维持，即便世

俗化的所有成分都已在新教世界中出现，世俗化也会得到有效

的抑制。然而，要打开世俗化的闸门，只需要切断这条狭窄的交

流通道。换言之，由于在彻底超验的上帝与彻底内在的人类世界

之间，除了这条通道外，没有任何东西保留下来，因此，人类世界

向无理性之中的沉沦，就留下了一个经验实在，在这个经验实在

申，确实，"上帝是死了气于是，这个实在在思想和行动上开始接

受系统的、理性的渗透，在此它所静及的是现代的科学与技术.

113 没有天使的天空为天文学家，后来是宇窗航行员的入侵打开了

大门。因此，可以说，无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有多大，还是新教

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

如果对新教与世俗化之间的历史关系的这种解释被接受

〈今天它大概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关于新教世俗



M3i霸世俗化的过程 135
••..-

化的能力是一种新产生的东西呢，还是渊源于圣经传统更早的

因素之中，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兔地要出现.我们可以论证说，后

-个回答是正确的，事实上，世俗化的根子可以在古代以色列宗

教最早的源泉中发现。换言之，我们可以断言，"世界摆脱巫魅.

在"旧约'之中就开始了。①

为了评价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在以色列崛起于其中而又与

之判然分别的那些文化的背景中，去观察一下古代的以色列.(J)

过低估计这些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

亚文化的核心之间的差异}无疑是错误的，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即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宇宙论"的特点。③这个特点意

昧着把人的世界〈即我们今天称为文化和社会的一切〉理解为是

镶嵌在包含整个世界的宇宙秩序之中的。这种秩序不仅未在经

险实在中人的领域与非人的〈即"自然的")领域之间作出现代这

种截然的划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假定了在经验的东西与超经

睦的东西之间，在人的监界与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这

种连续性假定人间的事件与潘透宇窗的神圣力量之间有一种不

@韦伯在《古代印度教事-书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论点，尽管"世俗化>>
词仅出现过一次(但是出现在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韦伯在那里讨论了耶路撒
冷崇拜仪式的集中对于部落的宗教重要性的影响}。然而，韦伯对于~I日约，
的重要兴趣集中于一个与此有关而又不同的问题，即犹太放经济伦理的发
展以及它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f他认为有-种最低限度的关系).尽
管如此，韦伯论述 <<1日约辛的著作对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
的。圣经学者们已反复指出了 <IEi约奋中气k神圣化，"A.~F神话化'的偏向，
至少从威尔豪森以来一直如此(在把以色列与其周围的近东宗教作比较时，
他谈到了""1'自然化勺，关于对这个观点的非常清晰的阐述f愚然是为着神
学的而非历史的目的)，参见戈加登的《新时代的灾难与希望对1953).

@参见亨利·弗兰克福持等人的4古人的思想冒险刘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旅
社，1946)及《王权与诸神州同上出版社，1948); 埃利完·沃栋栋的e以色列
与启示>>(巴顿·罗基，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56).

⑥ 此词取自于沃梅林。

, J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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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的联系，它一次又一次地在宗教仪式中得以实现〈不仅仅是

得到重新肯定，而是在严格意义上得到重新确立〉。例如，在古

代美索不达米亚盛大的新年节日期间，创造世界的场面不仅被

再现出来〈正如我们今天可以根据某些象征来理解的那样)，而

且随着人的生命又一次被带回到它的神圣源头，世界之创造被

1U 再度实现，被当成了一种实在。于是，在此"下界"的人世间发生

的每一件事，在神灵的‘上界'都有其类似物，"现在'发生的每一

件事，都与在"太初'出现的宇宙事件相关联。@当然，这种存在

于人的微观世界与神的宏观宇宙之间的连续性也可能被打断，

尤其是由于人的恶行而被打断。这类恶行可以属于我们今天称

为"不道德"或"有罪"的那类行为，但也可以属于完全不同的另

一类行为，诸如违反禁忌或神圣仪式中的表演不恰当之类.在

这些情况下，宇宙秩序"受到了损害飞必须由恰当的仪式和符合

道德的行为再次把它矫正过来。例如，对于埃及的"神明-君玉'

的抗拒，不仅是政治上或伦理上的罪过，而且是对事物的和谐

秩序的扰乱〈埃及人称之为"玛特勺，这可能会影响尼罗河干年

一度的泛滥，正如会影响社会失系的适当作用或边撞的安全一

样一一因此对它的"矫正"，不仅是对犯罪者公正惩罚的问题，而

且是在埃及的大地与它所依赖的宇窗秩序之间重新建立起恰当

的关系的问题。用前边讨论过的两个术语来说，人类事务要通

过有序化或宇宙化，即通过被带回到在它之外就只有一片混沌

的宇宙秩序之中，来不断地法则化。②

有一点应该强调，这种世界对于个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安全

① 参见M. 埃利亚德的4宇宙与历泉:t(纽约，哈法公司，1959λ
~ .有序化'或"宇宙化'一词(cosmb:atioø)得自于埃利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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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从反面来说，这种世界提供了抵制无秩序的极为有效的屏

障。这决不意味着对个人而言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或者个

人得到了永久幸福的保障。它只意味着，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无

论这些事多么可怕，由于它们与事物的终极意义都有关联，因而

它们对于个人是有意义的。只要能理解这一点，人们也就能够

理解这种世界观的种种类型对于古代以色列人的持久的吸引

力，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宗教发展最终与这种世界观断绝了关系

之后很久，这种吸引力仍然存在。因此，比如说，把神娼(耶和华 111

的代言人在许多世纪当中都在厉声谴责这种制度〉的持久吸引

力说成是世俗色情的问题，就大错而特错了。毕竟，我们可以

假设周围存在着大量非神圣的妓女〈似乎耶和华对她们的反对

程度最小〉。那种吸引力乃在于一种纯属宗教的热望，即在于对

人和宇窗之间的连续性的怀念之情，它通过神圣的性变而得到

了神圣的传达。

意味深长的是，后来纳入了"旧约'正典的那些传说把以色

列的起摞解释为两次出走一族长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出走，

以及摩西领导下从埃及的出走。以色列人这种作为原型的出走

不只是地理上或政治上的迁移。相反，官造成了与一个完整世

界的决裂。在古代以色列宗教的核心中，关于宇宙秩序的埃及

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说法都被彻底抛弃了，当然，这种抛弃还延及

到对前以色列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本土文化的抛弃。耶和华领

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肉锅I'(i)而进入沙漠，"埃及的肉锅'首

先代表宇宙秩序的安全，埃及文化正是植根于其中的。以色列

① Fleshpots of Egypt，后转义为富裕的f!o./øt生活，寻欢作乐的场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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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应脱离孟菲斯神学〈它在很多方面都是埃及文明的大

宪章〉将其与神普塔(ptah)等同起来的那个宇宙统一体@

"因为每样东西，食物、给养、诸神的礼品以及每一样好东西，都

出自他。"②我们可以根据三个普遍的特征一一起验化、历史化、

伦理的理性化一一来分析以色列宗教的这种伟大的摒弃。③

旧约圣经设定了一个上帝，他站在宇宙之伞，宇宙是他的

创造物，但却与他相对立，未被他所渗透。在古代以色列宗教的

'发展史上，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了我们现在把它和犹太教-基督教

的一神论相联系的那种上帝概念，是很不容易确定的。我们发

现，最迟不过在8世纪时，@那个概念己得到了充分发展，已彻底

背离了古代近东地区的一般宗教概念。这个上帝是彻底超验的，

118 不能等同于任何自然现象或人类现象。他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

而且是唯一的上帝一一如果不是存在中的唯一的上帝的话，也

是唯一的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上帝。他出现了，没有任何伴侣

和后代，也没有众神相伴。此外，这个上帝的行动是历史性的，

而不是宇宙性的，@他尤其在〈尽管并不仅仅只在)以色列的历

@孟菲斯神学是起于古代埃及孟菲斯城祭司的一种宗教学说，主要为关于字
窗起源曲一套说法，尊孟菲斯的普塔神为最高创世主，并以同图郊·何íf斯
等神为其表现形式。-一·译注

@ 詹姆士·普利查德编辑的4古代近东的经文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栓，1955) ，第 5 页。对这段诱人的经文的评论，参见约翰·威尔逊的《埃及
的重组对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

③这三个词中fl{J最后一个即"伦理的理位化飞来源于韦伯J理诠化'及"理位'
两个概念自始至终是按照韦伯的观点来理解的。至于我们对以色列宗教的
-簸看法，参见艾德蒙·雅备的<18约?中学刘启查德尔，德拉肖与尼斯待尔
公司 ，1955); ì走格林前引书z 格俭持·冯·拉德的<<1日约神学》第1....第2卷
〈慕尼黑，凯瑟公司，1957、1960).

@ 原文有误，应为公元前 8世纪。译注
@意为他助行动有时间性，能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无时间性、反复循环从而

与宇宙秩序等同的.后一种神性观是上古其他宗教的者兹·.一-译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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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史中活动，而且他是一个提出彻底的道德要求的上帝，虽然我们

不能把早期以色列的上帝概念完全等同于我们在 8 世纪时①的

‘阿摩斯书，、《何西陌书》和4以赛亚书，中所发现的上帝概念，但

是有一些特征是它从最早的时代，也许还在以色列部落到达巴

勒斯坦之前就明显地具有了的。不论在以色列"接受'耶和华之

前他可能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以色列人认为是耶和华"接受'

他们的过程)，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是一个从远方来的上帝.他

不是与以色列有"自然的锣联系的地方神或部落神，而是与以色

列有"人为'关联，也就是有历史关联的上帝。这种夫系是由耶

和华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契约而建立的，官需要以色列人承担很

具体的义务，如果未能鹿行这些义务，这种关系就可以解除〈事

实上这正是8世纪的先知们传达的可怕信息〉。结果，耶和华就

成了一个"能动"的上帝，他既不受地理上的约束，又不受制度上

的限制一一他曾选择巴勒斯坦作为以色列的土地，但他却不受

限于宫一一他曾选择扫罗和大卫为统治以色列的君王，但是这

种君主制却绝不是埃及人甚或美索不达米亚人那种意义上的神

权制。耶和华的这种节运动性'，在约恒的可携带的特点中表现

得很清楚，约柜存放在这个或那个圣所仅仅是偶然的，然而，甚

至当它最后安放在耶路撒冷圣殿申时，也绝不能认为那就是耶

和华的必然住所〈这有着极其重要的后果，即在耶路撒冷先是被

巴比伦人摧毁，后来又被罗马人以另一种方式摧毁之后，以色列

人仍然存活下来了〉。这个上帝要求献祭，但并不依赖宫。而且

‘ 

。 原文有误，应为公元前8世纪。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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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他根本不受巫术操纵的影响。@

m 旧约中上帝的彻底超验性，正是在吸收了超出以色列宗教

的成分的那些地方可以最明显地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哩创

世记'第1章中关于创世的故事，它吸取了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

许多关于宇宙起源的成分。无论这些成分在宗教史学家看来多

么有趣，即使与伟大的古代阿卡德②创世史诗《恩努马-文利希'

租略地比较一下，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成分在以色列改编者

手中发生的变化。那边是众神的丰饶世界以及他们的活动，这

边是创世的上帝孤独的活动。在那边，创世的神力本身出自最

初的混沌，在这边，上帝出现之前一无所有，上帝的创世活动是

一切事物的开端，而温沌(即"创世记'经文中的tohu vavohu) 

则被归结为仅仅是等待着上帝行动的纯梓的否定性.即令在《创

世记'的叙述中保留了神话名字晶 tehom "(意即其上笼罩着黑

暗的"深渊'，它是美索不达米亚女神提阿马特的名字的希伯来

文同掘词，众神是从提阿马特的水中形成的〉的清楚痕迹的唯

一个地方，它也已被归结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很有意

义的是，(创世记'的叙述以创造出人作为结束，人是一种与其他

一切被造物大不相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人不仅与上帝，而且与

其他被造物都是明显地不相连接的。我们发现，超验的上帝与

人之间在圣经中的这种根本的两极分化，还有二者之间彻底除

• 

。很明显，这些观点中大多数是韦伯提出来的。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从
那时以后人们关于近东背景的一般知识扩大了许多，但对于韦伯关于以色
列上帝概念的描绘，却未增添什么东西。美于璐和华观念早期历史的较晚
近的讨论，可参见阿尔布7lJ希特·阿尔特的4父亲的上帝:.(1929)以及萨'
尔·吕斯特罗姆的4贝督因人与耶和华信仰:.(1946) 。

@ 上古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王国.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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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了神话特征的世界，在这里都得到了非常清楚的表述。@

历史化的主题已经包含在这种两极分化中。丧失了从神话

上设想的神力的这个世界，一方面是上帝进行伟大活动的场所

{即所谓Heilsgeschichte (德语s 神圣历史〕的舞台)，另一方面

是高度个体化的人的活动场所付俨世俗历史"的舞台)，这些高

度个体:化的人在旧约中占据的篇幅之多，在古代宗教文献中是

油一无二的。从最早的原始材料直到其正典的汇编，都体现出 111

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一种原孚申信仰。@这种信仰首先关涉到一

系列特定的历史事件一一从埃及出走，在西乃山立约，获得土

地。所以古代以色列第一个为人所知的"信经"，现在包含在f申

命记，第 26 章第 5 9 节中的经文，就是对历史事件的重述，当

然，这一切事件都被归之于上帝的行动。可以不太夸张地说，整

个旧约一一"律法书、先知书以及圣著'一一就是对这个信经的

精心描述。现在包括在旧约全书中的所有篇章，几乎没有一部

是缺乏历史取向的，它们都或是直接地、或是扎根于在历史申定

向的崇拜之中〈两个明显的例外，即《传道书，和《约伯记"从特

征上来看是相当晚期的作品〉。编史作品一一"六经'③、 a列王

记'和"历代志'以及其他历史性著作，如a以斯帖记'等等-一占

。 参见赫尔曼·龚克尔的4创世记"(1917)，以及格哈特，渴·拉穗:~<<摩西王
经第一书>(1950)0 <<恩努马-艾利希，的经文见于普利查德的1û'揭书.也可
参见安妮-玛丽·文斯诺尔等人的 4世界的诞生刘巴黎，社索伊尔出版社，
1959)。

@ 参见阿图尔·韦瑟的 <<1日约中的信仰及历史:þ (1931); E.雅备的4以色列
的历史传统>>(1946); C.R.诺斯的付日约对历史的解释对'1946)0 对整部l日
约的历史性所作的同类理解，冯·拉德在前引的《旧约神学》一书f尤其在
第1卷)中己详尽论述。也可参见奥斯卡。库尔曼的《基督及其时代川纽查梅
尔，德拉肖与尼斯特尔公司1947λ

⑥ 指<<1日约全书》前6卷，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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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日约全书'大约一半篇幅。"先知书"的取向完全是历史性

的。"诗篇'的根基是不断涉及上帝之历史行动的礼仪，这在以

色列入每年循环的节期中表现得最清楚。《旧约'以这么一种方

式围绕着历史旋转，而其他世界宗教的伟大著作没有一部能做

到这一点〈顺便说说，这并不排除《新约"。

可以说，上帝的超验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对巫魅的摆

脱气为作为神与人的活动舞台的历史开扉了一块"空间'。神的

活动由完全站在世界之外的上帝进行，丽人的活动则以人的概

念中重要的个体化过程为前提。人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出现在

上帝面前{顺便说一句，这是与希腊悲剧中作为面对命运的行动

者的人相当不同的}。于是，单个的人越来越不被视为神话所设

想的集体性之代表〈那是古代思想中的特点)，而常被认为是特

殊的、独特的个体，以个人身分进行着重要的活动。在此，人们

也许只想到那些披着重描绘的人物，如摩西、大卫、以利亚@等

等。然而，即令那些起初是半神的人物被"除去了神话特点'后

形成的人物，例如族民们或象参孙②(可能出自迦南人的神"参

"8 玛西Ø)之类的英雄人物，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暗示旧约所指

的是现代西方所谓"个人主义气甚至也不是暗示在希腊哲学中

所达到的关于个人的概念，但是，这意味着，叫日约'为个人概念，

为个人的尊严及其行动自由等观念，提供了一个宗教的框架.这

一点对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不需多说，然而重要的是，应联系到我

们在此感兴趣的世俗化根源去了解它。

旧约先知书中发展了一种宏大的历虫神学，这是众所周知

。 均为4圣经》中的人tiJ.-一译注
φ 《圣经》故事申古犹大人的领袖之-.-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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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此不需详述。但是了解一下这种历史性同样属于古代以

色列的礼仪和律法，也将是有益的。旧约中两个主要的祭礼节

日，构成了对过去的神话证明为合理的重大时刻的历史化.逾

越节最初(即根据其超出以色列的起源〉是庆祝神圣的繁殖力的

节日，后来变成了对逃离埃及的庆祝。新年的节日(包括赎罪

日〉最初是宇窗创生神话的重新宣告仪式，后来变成了对耶和华

治理以色列的庆祝。比较小的节日也带有这种历史性。旧约的

律法和伦理也被置于历史的框架之内，因为它们总是美联到以

色列和单个的以色列人从与耶和华签订的契约中引出的义务.

换言之，与古代近东的其他国家相对照，这种律法和伦理并不以

无时间性的宇宙秩序(如埃及的玛陌特①所代表者〉为基础，而

是以"活生生的上帝"的具体的、在历史上得到传达的命令为基

础。人们必须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那句经常出现的谴责用语，

·这件事尚未在以色列完成。'当然，在其他文化中，也可能会发

现同样的用语，但是在此，它所指的乃是在历史上 e传达给摩西

的'那个律法.正是在这些十分古老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以

色列人的历史观得到了发展，从最初对耶和华选申了这个民族

的信念，发展现宏大的历史神正论和后期先知们的末世论。

在旧约中，伦理理性化〈在把理性赋予生活这个意义上的理

性化)的主题，与前边描述过的另外两个主题有密切的关系00> 110 

起理性化作用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这主要是由于耶和华

①埃及神话中的真理正义之神.一一译注
②以下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韦伯的观点，关于以色列伦理与以色

列历史的关系，参见陌道尔费·罗兹的《以色列的先知与犹太教的开端'
(1935) ，以及安指南·考斯的4宗教团像中的伦理类型: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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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仰的基本态度是反巫术的。传递这种因素的既有祭司集团，也

有先知集团。祭司的伦理〈主要表达在《申命记'中〉在从仪式申

请除一切巫术的和狂乱的成分，以及在发展作为日常生活的基

本规则的宗教律法 (torah) 的过程中，发挥了理性化的作用.

先知的伦理通过坚持整个生命应为上帝服务，把一种有聚合力

的，事实上是理性的结构拥在日常活动的整个范围之上，也发挥

了理性化的作用。正是这种先知伦理提供了特殊的历史神正论

(特别表现在以赛亚第二的著作中)，它使得以色列人在巴比伦

放逐的大灾难之后得以存活下来，然而在此之后，人们也许会说

它的历史功效已经"用尽'了。祭司伦理〈它当然受到了先知教导

的强烈影响〉继续发展了札仪和律法制度，围绕着这些制度，巴

比伦放逐后的以色列社会才能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领导之下重

新建立起来。这些律法制度形成了后来犹太教的特殊结构，最终

证明能够比礼仪保存得长久，那些礼仪在罗马人第二次摧毁圣

殿后就完结了。从一种特定的法律意义上说，散居犹太人的犹

太教可以说是理性的胜利。然而，由于它在西方文化背景内处

于边缘这个特点，很难断言散居犹太人的犹太教在现代世界根

基的理性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认为理性化的宗旨是通

过基督教的传播才对现代西方的形成发挥了效用，这看起来更

有道理一些。

不用说，在前面几页中，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概述以色列宗教

虫。我们只是力图给出某种说明，即"世界摆脱巫魅"为现代西

方创造了独特的法则问题，而其根源远远早于被普遍视为其起

回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同样不用说的是，我们不可能

在比叙述圣经宗教的世俗化力量是如何同其他因素一起在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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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获得成果的。关于这一点，在此只能作几句评论。③

无论耶稣及其最早期的门徒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宗教特征，

最后成为欧洲主导力量的那种基督教形式，从旧约宗教的世俗

化主题的角度看来乃代表着一种退步，这似乎没有多少疑义〈这

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命题，我们当然不应把任何评价性的意图加

于其上九尽管上帝的超验恃点得到了坚决的青寇，但是道成肉

身这个概念和它后来在三位一体教义中的更富于理论性的发

展，表明对以色列人的概念在彻底性方面作了重大修改。这一

点，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的犹太人和穆斯林比那些在基督教阵

营中的人认识得更清楚。因此，在传统的穆斯林看来，基督教'背

叛'真正一神教的本质，乃表现在"道成肉身"的教义中，这种

教义认为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能够与上帝并立或作为上帝与人

之间的中介，这个古典的看法也许有某种道理〈当然，这里也只

是在纯悴描述性的意义上这么说〉。基督教关于道成肉身的核心

概念引起了对超验性的很多另外的修改，天主教赋予大群天使

和圣徒以宗教实在性，其顶峰是把马利亚当作中保和共同救赎

者来颂扬，C>>这也许就并不奇怪了。于是，在神的超验性被修改

的程度上，世界"重新被巫魅控制"(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

说是'重新神话化")了。事实上，费们可以争论说，天主教在一种

综合了圣经宗教与超出圣经的字窗概念的巨大体系内，成功地

① 关于基督教的历史作用，我们的器法又主要是依据韦伯的，思想。我们对于
基督教与神话宇宙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法太敦的关系的理解，一直深
受鲁道夫·布尔特雯的影响@不仅可参见他关于"非神话化"的著作，还可
参见他的《新约神学》以及《原始基督教材苏黎世，阿待米斯公司，1949).
另可参见戈加登的前揭书。

② 基督教新教只承认耶稣基督是中保(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j和救贱者，认
为赋予马利亚这耕地位是矢主教所为.一→荠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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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了一种新的字窗秩序.根据这种观点，天主教关于神与

人，天与地之间的存在类比的关键教义，成了模仿古代的前圣经

宗教的复制品。无论拉丁语地区的公教@与希腊语地区的公教

121 之间可能有什么重要区别，我们可以看到，二者都在这个层次上

进行着本质上是同样的复制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主教

世界对其"居民'来说是一个安全的世界一一也由于这个缘故，

一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强烈的服引力。也正是在同样的意义上，我

们可以把天主教理解为人的某些最古老的宗教渴望在现代世界

里的继续表现。

也由于这个特征，天主教阻碍了伦理理性化的过程。当然，

拉丁语地区的公教吸取了从罗马遗传下来的高度理性的法律体

系，但是，其无所不在的圣礼体系，却提供了无数的摆脱旧约先

知或者事实上是拉比犹太教所要求的那种完全理性化生活的通

道出口。各种先知要求在伦理上的绝对性，或多或少地在修道制

度申被安全地分隔开来，从而避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污染。

以色列宗教概念的严格性又一次被更改，变得温和了，只有那些

破选中的选择了苦行生活的少数人倒外。在理论层次上，可以

说天主教关于自然法的观点代表着伦理的"重新自然化'一一在

某种意义上，是回归到了埃及玛阿特的神-人连续体，以色列人

正是从其中走出去，进入耶和华的沙漠的。在实践层次上，天主

敏的虔诚和道德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任何

对世界的彻底理性化都没有必要了。@

①公教即天主教。一一诗注
③ 在此又一次衰现出我们对韦伯理论的依损.也可参见 E. 特罗伊奇的‘.
督教教会的社会学说)(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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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我们有理由说，基督教，尤其是以获胜的天主教

形式出现的基督教，颠倒了或者说至少是阻碍了超验化和伦理

理性化的世俗化主题，但是关于历史化主题却不能这么说.无论

如何，西方拉丁语地区的基督教在世界观方面一直是彻底的历

史性的.它保持了只有圣经才有的那种历史神正论，它也拒斥

了那些对作为拯救场所之此世失望的宗教结构，除了那些总是

围绕着异端活动的神秘主义运动〈它们存在于从圣经引出的一

神教的范围内每一个地方〉之外。所以，普世基督教@自身携带

着革命动力的种子，即使这种子在天主教世界的 a宇宙有序化 123

作用"下长期处于时常体眠的状态。虽然它作为世界历史范围

的一种力量释放出来，还得等到基督教世界作为西方人的可行

的看似有理结构分裂之时，但是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以种种千

禧年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基督教还有一个核心的特征，也可以不自觉地为世俗化过

程服务，那就是基督教教会的桂会形式。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

角度来看，基督教教会代表着宗教制度专门化的一种不寻常的

情况，这是一种与其他一切社会制度对立的专门关注宗教的制

度。@尽管基督教的这种情况并非独一无二〈例如佛教的僧伽，

就以与之不同的方式代表着这种制度专门化的另一种情况)，但

是，这种发展在宗教史上相对比较少有，在宗教史上，比较普

遍的状况是宗教活动和象征渗透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然而，

把宗教活动和象征集中在单7号制度范围内，事实上就将社会

的其余部分定义为"这个世界'，说成了一个至少相对膜离神圣

@ 即天主教或宗教改革以前的西方基督教。-一锋注
@ 对这一点，鲁克曼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见前揭书.

F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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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管辖范围的世俗领地。只要基督教世界及其在神圣与世俗之

间的微妙平衡，还在作为一种社会实在丽存在着，那么，这个概

念的世俗化潜力就还可能被e遏制'着。但是，随着这个实在的

分崩离析，"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迅速地世俗化，因为它已经被

定义为一个在神圣者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地。这一点的逻辑发展

可以在路德宗关于两个王国的教义中见到，在其中，世俗a世界"

的自主性实际上被赋予了神学上的合理性.。

因此，如果我们看看出自创日约'的儿大宗教，我们就会发现

其与"日约'的世俗化力量有层次不同的种种关系。犹太教是作

为这种力量的缩影，以高度理性化了的、但在历史当中却不起

作用的形式而出现的，这种不起作用应该归结为两个因素，外

1M 都因素即犹太人作为基督教世界内的异己民族的命运，内部因

素即犹太教律法主义的保守影响。在后→方面，伊斯兰教与犹

太教极为相似，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即，它不仅在孤立的亚文

化之内，丽且在版图极大扩展的帝国之内，都成功地强加了它

的保守结构。@拉丁语和希腊语地区的普世基督教，虽然只是

通过保存{在反对马西昂异端⑤时一劳永进‘，起下来的川旧约'

正典丽至少在西部拉丁语地区保留了世俗化崎潜力，但却可以

被视为世俗化这出戏的进展过程中阻碍和退化的一步。然而，

① 参见特罗伊沓的4基督教的社会学说苦，以及韦伯 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柿'一书中关于路德教的讨论。
@会见孩特戈爱利·瓦恃的《伊斯兰教与社会的统一:þ (埃文斯顿，西北大学

出版社，1%1)，以及鲁木·列维的《伊斯兰教的社会结构>> (剑桥，剑桥大

学出版社， 1962). 坦然，关于伊斯兰教与世俗化的-殷关系的有趣问题，
在此不可能深入讨论。

⑤ 公元2-3世纪兴起的一个基督教派，其数义槟弃叫日约》和《新约》的大部.

一-荠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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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改革由此就可以被理解为"包含'在天主教中的

俗化力量的强有力的再现，它不仅在这方面上仿效了旧约，而

且决定性地超越了旧约。在此我们不可能探究，在什么程度上，

新教的影响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以及古典传统中相当不同的世

俗化力量的复苏这三者在历史上同时出现，只是一种偶然事件

呢，还是一种相互依赖的现象。在此，我们也不可能掂量，在过

去四百年的世俗化过程中，与其他的"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

相比，新教的有关影响有多大。我们要指明的只是z要回答世俗

化现象"为什么出现在现代西方'这个问题，至少部分地要依靠

观察它在现代西方的宗教传统中的根源。

从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一般桂会-宗教过程来看，世俗化

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环境。对世界的宗教合理化论证不

仅对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其他处于边缘的个人，而且对于整个社

会的广大群众来说，也许已在历史上第一次丧失了自身的看似

有理性。这不仅对大规模社会制度的法则化，而且对个人经历

的法则化，都造成了尖锐的危机。换言之，这样就出现了"有 1f.

无意义"的难题，不仅在作为国家或经济的那些制度方面，而且

在日常生活的普遍惯例方面，都出现了"有无意义"的难题。当

然，这个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哲学家、神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所强烈意识到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在普通人心中也占

有突出地位，这些人一般并不赋有理论思辨的想法，只具有解决

他们自己生活中的危机的兴趣。最重要的是，只有基督教才有

的苦难的神正论丧失了它的看似有理性，于是为各种世俗化的

拯救学说开了路。然而，大多数世俗化的拯救学说到头来证明

自己根本元力去论证个人生活之种种苦难的合理性，即令官们

一一一一十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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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证历史的合理性时获得了某种看似有理性的时候也是如

此。最后，基督教世界观的异化结构之崩溃，使得那些要使社会

实在彻底消除异化，并且"人类化'的批判性思想运动〈社会学观

点是其中之一〉开始流行，这是经常以剧烈的棍乱和生存的焦虑

为代价而取得的一种成就。这一切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是从经

验出发的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在我们目前所考虑的范围内，

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否则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将

要转入的下一章讨论的问题是z 世俗化过程对于传统宗教的内

容及体现那些内容的各种制度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六章 世俗化与看似有理性的问题

世俗化影响普通人的最明显的方式之一，是对宗教的"信任

危机飞换言之，世俗化引起了传统宗教对于!实在的解释之看似

有理性的全面崩溃。世俗化在意识层次上的这种表现(如果睡

意，也可称为"主观的世俗化勺，在社会『结构层次上有与其对

应的关联物〈可称为"客观的世俗化'λ;就主观方面而言，普糯

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倾向是不确定的.在客观方面，普通人面对

着种种对实在作宗教解梓或其他解释的力量，这些力量争夺着

他的忠诚，或者至少争夺着他的注意力p但2略有一种力量处于可

以强迫他表示忠诚的位置。也就是说，被称掬?多元主义'的现

象是意识世俗化在社会-结构上的美联物.这种l关系引起了社会

学方面的分析.①

这种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具体说明宗教和宫的

基础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这一点，前边已从理论上作r.a

挥)0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分析世俗化是可能的写这样宫就成了现

@这-擎的主要论点以前曾在本人与鲁克望合作国文章-邮化与多元主义斗
"国际宗教社会学年鉴>， 1966，第73页以下}审提殴遂ι羡族多元建筑与1
普世主义这一范围较狭的问题，参见我的"分析警世主义的市场模式"..... 文
{载于《社会学研究>>， 1963年春季号，第77页以下Jι 在当
理学方面，我的香法大大得益于汪马黯钗鲁克曼-4民巫篡着f问绩优位禽的
!宗教问题对弗莱堡，罗姆巴赫公司;3.96'. 英元艇愿为￠配极恩钝察蜘..
饨，麦克米兰公司，196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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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中具体的基础结构过程的一种"反映"。这种方法更能令

人信服，因为世俗化似乎是一种"反面"的现象，它仿佛没有自身

的因果效用，而且一直依赖不同于它自身的种种过程。然而，只

128 要用脱离其历史背景的眼光来看待当代的形势，这样一种分析

，就仍然令人信服。事实上，在世俗化影响之下的宗教，能够被令

人信服地分析为今天的一种"从属的变量"。可是，只要有人问

到世俗化的历史根源，难题就从不同的角度显现出来了。正如

我们一直在努力说明的，人们应该考虑到西方文化中宗教传统

的具体因素正是-些历史力量，即"跑立的变量"。 j

因比，宗教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排除了或是"唯心主义'

或是"唯物主义"的那些教条主义方法。我们可且用具体的事例

表明宗教"观念IP(哪怕是非常深臭的观念〉如何导致了社会结构

中在经验上可见的变化。1 我们也可贝用另一些事例来表明'在经

验上可见的结构变偌如何影响了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只在辨证

地理解这些美系}带能避免片面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现.解

释的歪曲。、这种辩证的理解将坚持认为!无论是崇敬方面的还

是其他方面的一切意识的根源，都存在于日常实践的世界中，但"

是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不要根据机械谁的因果关系去设想这种

根源。‘①， 码 也!飞'

、;→个相当不同的问题是，宗教在种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反ß;;

用"于其基础的那种潜在能力。美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那

种潜在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中是大不相同的二因此，在→种环境

@正是在这方面，马芫息的宗毅概念与韦伯的宗教概念能够在理能毡，至少
在}般理论上绕-想来f也就是说，不考虑历史解释的具体矛盾)，同时也
能在马克思本人与教条主义简马觅思主义之向作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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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宗教可能作为一种有构成作用的力量出现，而在后来的历史

环境中，又可能作为一种从属性的己构成的形式出现。@可U

把这种变化说成是宗教与其各个基础结梅之间在因呆就用的

"方向'上的一种"颠倒飞在此考虑的现象正是一个恰当的例

子。起源于圣经传统的宗教发展可以被认为是现代世俗化世界

形成的原因。然而，这个世界一旦形成，它就阻止宗教作为形成

力量继续发挥影响。我们可以说，历史的嘲弄正在于宗教与世

俗化之间的关系中，从历史上说，基督教是它自己的掘基人，这 128

种说法生动地表明了这种嘲弄。看看当代环境中宗敬经历的看

似有理性方面的崩溃吧，这种崩费从社会结柑开始，继而副意识

和观念，而不是颠倒过来从意识现念到社会结构，这是符合逻辑

的。除了在理论上合理之外，这个程序可以避兔把世俗化归国

于某种神秘的精神上和思想上从神思往下堕落，有宗教倾向的

观察者们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圈套。正相反，它将表明从神恩〈这

个词在描述上很有用〉堕落的根剪正在于经验上可见的社会结

构的过程中。

正如我们已表明的，世俗化最初发生在经挤领域，尤其是那

些由于资本主义过程和工业过程而形成的经济部门。结果，现

代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根据它们与这些过程的远近程度，都受

到了世俗化的不同程度的影响。高度世俗化的阶层出现在直接

靠近这些过程的地方。换句话说，现代工业社会造成了一个核心

明确的部门，对于宗教来说，它有点象是一块"自由领地飞世俗

@ 韦伯关于卡里斯马和卡里斯马成规化的理论为这种分层次的分析提供了
种样板。参见我的"对宗派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载于《社会研究"(1954
年冬季号).第461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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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从这个部门·向外'进入了社会的其他领域。这种动向的一个

有趣结果是，宗教在制度秩序最有公开性与最带私人性的部门

之间，尤其是在国家制度与家庭制度之间，出现了"两极分化'倾

向.即令在工作时向和同工作有关的日常生活之深刻的世俗化

过程中，人们也可以看到附属于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的种种宗

教象征.例如，在人们都认为"宗教止步于工厂大门前'是理所

当然的地方，人们也仍然认为，没有传统的宗教象征活动，就既

不能发动战争，也不能举行婚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按社会学的一般说法，这等于是说，在经济世俗化与国家

130 和家庭世俗化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距气就这种状况而言，

它意味着，在已经走上现代工业社会道路的几个国家中，对政

治秩序的传统的、宗教的论证仍在继续。英国肯定属于这种情

况，它是第一个踏上这种旅程的国家。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工

业发展方面仍很藩后的国家，如 18 世纪后期的法国和今天的许

多不发达国家，世俗化的政治势力也仍然一直在起作用。因此，

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政治上世俗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

关系.然而我们可以说，随着现代工业化发展而自然出现的政

治秩序世俗化的倾向是存在着的。尤其是在国家与宗教之间，

存在着制度上分离的倾向。这是一开始就与意识形态上的反教

权主义无关的实践问题〈如在美国那样〉呢，还是与反教权甚至

反宗教的"政教分离论'有关的问题{如在法国那样)，这取决

于不同民族的社会中种种发生作用的独特的历史因素。无论如

何，普遍的倾向似乎是，或者摆脱宗教制度的控制，或者摆脱

@关于这方面在社会学上很特殊的美国罚款的例子的讨论，参见拙著 4神圣
集会的噪音:.(纽约州，花园拔，达布尔代公司，196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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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行为的宗教理论支配的国家之出现。这种说法也适用

于那些"古风犹存"的情况，例如在英国和瑞典，政治上的世俗化

一直装饰着传统的政教合一象征。事实上，在这些例子中，传

统象征之不合时宜，只是突出了不理睬它们而出现的世俗化之

现实性旷

这种情况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国家不再是代表曾占统治

地位的宗教制度的强制力量。事实上，这是关于国家与教会分

离的政治学说，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法国〈不论它

有何区别)的这种学说的主要原则之一，而且，在关于宗教宽容阳

和宗教自由的各种学说中，甚至在那些这类学说并未被从政教

分离角度来论证的地方，如在英国、德国或斯堪的万P唱且嗣圃，

这一点也得到了同样充分的表现。现在，国家承担了与彼此竞

争的宗教团体相对的角色，这突出地使人想到它在自由资本主

义经济中所承担的角色一一基本上是在各个独立的、不受强制

的竞争对手之间充当公正的秩序保护者的角色。我们马上就会

看到，在经济"自由企业'与宗教"自由企业'之间的这种类比绝

不是偶然的。

当然，在不同民族的社会中，国家对宗教采取的具体态度

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不再具有强制性乃是其基本

的相似性，那么，这些区别似乎就并不重要了。例如美国的情况.

与共产主义欧洲的情况有着极大的不同。在美国，国家对宗教

极为宽容，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在财政上都同等地受惠于免税

法所给予的好处，而在共产主义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

的理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敌视宗教。然而，如果将这两种情

况都拿来与传统的"基督教社会"相比较，就各个教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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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政治权力去施行其要求忠诚的主张而言，二者十分相似，记住

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下，各教会都不得不"独自'去征

召其各自的自愿信奉者，当然，共产主义国家力图阻碍它们的努

力，美国却为这种努力提供方便。同样有趣的是，企图在现代化

条件下靠国家来恢复对宗教的传统的强制性支持所作的种种努

力也失败了。当代的西班牙和以色列都是这类努力的有趣例

证，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两个国家，这些努力都正在失败。我

们可以论证，这些国家唯一可以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于颠倒现代

化的过程，把它们重新改造成前工业社会，这当然是-个极不可

能实现的目标，就象不可能颠倒历史领域中的任何一件事一样。

这一切后面的动力一点也不神秘。其根源乃在于现代化

182 (即首先是资本主义秩序，尔后是工业化社会经济秩序之建立〉

在整个社会中，特别是在政治制度中所释放出来的理性化过程

之申。@前边提及的世俗化社会部门的"自由领地'恰好位于资

本主义工业经济的中心和四周，因而，任何想以宗教一政治的传

统主义之名晶重新征服"这片领地的企图，都危害到这种经济的

继续作用。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大批科技人员骨干的存在，他们

的训练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组织，都以高度的理性也为前提，这不

仅是基础结掏层次上的理性化，而且也是意识层次上的理性化。

因此，任何传统主义的重新征服的企图，都是摧毁现代社会理性

基础的威胁。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工业理性化的世俗化潜力，不

仅正在自我延续，而且正在自我扩充。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

复合体的扩张，由这个复合体的基本原理控制的社会阶层也在

①在此，理性化的概念也是在韦伯主义的愈义土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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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要建立对它们的传统控制变得更难了。由于这种复合体

的扩张已具有国际性(今天已具有全球性)，因此，要使任何一个

特定民族的社会脱离它的理性化影响而同时又不使这个社会姓

于经济落后状态，就变得日益困难了。现代的大众传播和犬众
交通工具〈二者集中体现在旅游现象方面〉对当代西班牙的影

响，可以作为一个例证。由于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充满了工业

生产的巨大经济机器提出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要求，飞它就必

须使自身的结构和意识适合于这个目标。在结柑层次上9 这首

先意味着建立高度理性化的官德政治i在意识屡次上，宫意味着

维系那些适合于这种官偌政治的合理化论证。因此，不可避免，

在结梅和"精神'方面都会产生经挤和政治之间的-J种亲密关

系.、于是，在千叶f种接近于不可挠摇的郎&渗透过程中

挤领域进λ到政治领域。然后蔚l，在宗教上对国戴的合捶1崔b怆告诞E或 t栅I1 ' 
是被完全取捎，或是作为缺:乏社会实在性的修辞上的J裳饰而被~. "" 

保留下来。还可补充二点:·对于二个先进的二t亚也国家，其政褂

秩序的理性化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还是牡会主义的￥λ 是在典主

的还是在极权的保护下发生，似乎在这方西都是无足轻重前;

对于世俗化而言，关键的变量似乎不是特定财产关系的制度化，

也不是本同宪法制度的特性j而是理性化的过程;~斗毡程是辄

代型励在何-个工业社会的必要前提司，

咀尽管在现代政治制度中，1 宗敬勘:存在马撤惧'是山奇意识，事

态上的修辞问题，但是对于相反的那一"极'来说i

说。在家庭和与家庭紧密相联，的检舍关系领域内f 窍撞仍然有
着巨大的"实在性"的潜力J就是说，从在γ臼常社会活动勘这二领

棋内人们的动机和自我解释来看，宗教仍然是大有关系的.当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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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宗教与家庭之间那种象征性的纽带，事实上是以血缘制度这

个古代习俗为基础的古老世系的纽带。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

以把这种纽带的延续干脆看成一种制度的"残留飞然而更有趣

的是，甚至在高度世俗他了的阶层中，例如在当代美国的中产阶

级中，也重新出现了为家庭所作的宗教论证。①在这些例于中，

宗教以其特有的现代形式表现出来，即，它是未受到强制的

自愿采用，的一种起合理论证作用的复合物。因此，它被置于社

会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之内，并以现代社会中这个领域的种种

特性为特征。@这种基本的特性之一是‘个体化'。这意昧着，

私人也了的宗教是个人或核心家庭③之"选择'或者"爱好'的问

z它事实上缺乏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性质。这种私人的宗教性

无论对于接受宫的个人来说是如何a实在'，却不再可能完成宗

教的传统任务，即建造一个一切社会生活在其中都在得守属于

114 每个人的路极意义的共同世界.相反，这种宗敷性仅仅局限于能

;够有效地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部门分离的社会生活之特殊飞地

之内.一般而言，属于私人宗教性的价值班些非私九领壤的制

度背景毫无关系。例如，一位商人或政治家可以忠实地信奉撞

宗教证明为合理的家庭生活法刷，而同时在公共领模进行他的

种种活动而不参照任何一种宗教价值观占不难看酶，宗教在私

人领域内的这种隔离，对于维系现代经济和政治髓度的高度理

性化秩序很a起作用飞宗教传统的私人化向理论家的提曲了美

飞@秃子这一点，参见邓尼生 1 绵薄和提得·贝簸尔的e郊区的儿童、家庭和寒
:咂被复苏'，缎子《科学的宗教研究/kll!l'(196揪筝号)，第85页以，7~ 

" (1) ~号于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一Ø:现象，参.Æ.陶瓷尔德·格伦的 4技术时代筒
灵魂':鲁克曼的前引书s 于尔很·哈贝~薪的在公众的结构变化、

b气 f).肉其母与子女组成的家庭. -一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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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体现这种传统的制度的难题，这个事实眼下不是我们必须关

注的。

前边提到的"两极分化"的全面影响非常奇怪。宗教表现为

公共领域的修饰和私人领域的德行。换言之，就宗教是共同的

而言，它缺乏"实在性气而就其是a实在的'而言，它又缺乏共同

性.这种情况代表着宗教的传统任务的彻底分裂，而宗教的传

统任务恰恰是要确立关于实在的一套完整的解释，

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意义世界。 J于是，宗教建造世界的力量

被限制于建造亚世界，建造局部的意义世界，在某些情况下，这

种局部世界的看似有理性结构并不比核心家庭大。由于现代家

庭作为一种制度是非常脆弱的〈这是它同私人领域的其他一切

形式所共有的特性)，这就意味着依棋这种看似有理性结构的宗

教必然是一种脆弱的结构。筒单地说，一种"宗教爱好'完全可

能被抛弃，正如它当初被接受一样。这种脆弱性通过导或基础

更广泛的各种看似有理性结构，能够(事实上也必然〉得到减轻.

一般而言，这种基础更广泛的结构就是各教会和其他较r大曲

宗教集团。然而，由于作为主要"位于'在人领域的‘自愿联合体俨·

这样一种社会特征的性质本身，这些教会也只能把厨要求的看 t.. 

似有理性结掏之力量和持久性扩犬到一个寄自主的程度。-

世俗化引起的宗教"两极分化' ι而来的共同性和

〈或)-实在性'之丧失，也可以这佯来描述，即世俗化事实上得政

7多元主义的局面。当然，"多元主义吼一词通常只F用于那么-

些情况(美国的情况是其原型)，在其啦，不阔的

国家的宽容，都在进行自由的相互竞争.关于本语问题的争论

元朵大局，这个术语的限寇性用浩也无任何错误.然而，如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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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产生哪怕是这种有限的多元主义的基础社会力量，则世俗

化与多元主义之间更深的关系就变得很清楚了。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人们由此可以说，世俗化造成了各宗教传统的非垄断

ν化，因而事实上导致了多元的伏况。

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各种宗教机构一直作为社会中的垄

断者而存在，就是说，它们垄断着为个人和集体生活所作的络极

论证.确切地说，宗教制度实际上就是种种制度本身，是调节思

力量。被宗教制度解说的世界曾经就是世界本身二它

不只靠世俗的社会力量及其社会控制工具来维持，更为基本得

锋的i是靠那个社会的成员们的"共同常识'来维持斗-走出宗'教

厨解说的世鼻，就是踏入福洁的黑暗之中，就是步入泪乱无序，

也许就是陷入疯狂。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占有垄断地位的宗教制

嚷在强加其对实在的解说方面是暴君式的。事实上，这个意义

，上的宗教"暴君飞主要是来自圣经范围的各宗教传统所持有

的，?殷商论，它在东亚各大宗教艳围内并不存在击但是，例如，

印度融投有宗教法庭这一事实!并不说明它校有建立一套在解

'.1 释实在以及对传统印度社会进行合理化论证方面的有效垄断。

种种关于实在的对立的解释，不是在社会方面和观念，方面被眼

收进印度教体系(变成了印度教内的神姓或宗派)，就是被用这

样一种方式作了解说，以使它们在那个体京市的人春来在宗教

土毫无类系〈所以一切非印度敬敬徒首先在礼仪上就是不纯的，

他们的?疯狂"观念，就要作为他们生存上的不纯洁性的自然褒现

而在印霞教徒的意识中遭到播斥)。代表着关于摆在郎对立解释

的各种团体一旦实际出现在那个体系的领土上手他们就被通过

同样的仪式禁忌丽与暗庭教社会在效地，隔离开来，从丽防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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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污染"印度教所解释的世界(印度袄教徒就是极好的例证〉。

当印度被外来者征服，不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付那些征服者

时，印度教的巨‘大危机就出现了，然而甚至在穆斯林和基督徒

统治之下，印度社会在长时期内仍然成功地运用自我封闭的传

统手法，阻止了随征服而来的内部崩溃。只是随着近年来印度

的现代化，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真正的多元主义的兴起，它在政治

上由作为世俗国家的独立的印度之自我解说所表达.

在西方，正是基督教世界这个概念和社会实在，表现了宗教

的垄断。与印度教对照之下，基督教世界曾随意地运用军事暴

力去对付它门外的不信教者(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世界〉和门内

的不信教者(对异端和犹太教徒的迫害}。基督教世界的垄断特

征，并未因为教会与帝国这两种制度为有幸成为它的主要体现

而争斗这个事实而受到损害。这两种制度代表的是同一个宗教

世界。它们之间的争斗，更富有内部冲突而非与外部对手对抗

的特点，如果允许类比的话，这就象一个公司内两派的斗争，而

不是各公司之间的竞争。尽管如此，如前所述，基督教会的特有

制度自身携带着世俗化的潜力，我们还可以说，是它促进了后来 t衍

真正的多元主义状况的出现。在宗教战争之后，多元论的潜能

变成了现实。当战争的解决确立了 cuius regio eius reIigio 

〈拉丁语，"教从国定")原则的时候，当然它并未因此建立起多元

主义的局面。相反，在竭力对其领土实行垄断控制方面，新教徒

和天主教徒一样凶狠。然而，一旦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实际打破，

一个变化的过程就开始了，它使进一步的瓦解更容易完成，最

后，由于实践上的而非意识形态上的缘由，它导致了在新教和天

主教双方的领土之内对离经叛道越来越宽松的容忍.在此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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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究这个过程的历史细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多

元化过程首先在美国结出了果实，导致了一系列相互宽容的宗

派并立的制度，它们一直共处到今天。事实上，美国类型的教

派，一直被定义为必须与其自身领土之内的其他教会永远和平

共址和自由竞争的教会。@

在美国类型的宗派制度〈与美国的其他制度不同，它一直显

示出自己是一种有国际吸引力的可输出产品〉中，各种不同的宗

教团体都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互相竞争。但是，多元主义并不

局限于宗教间相互竞争这一类型。由于世俗化的结果，宗教团

体也被迫在解释世界方面与各种非宗教的对手竞争，其中一些

是高度组织化的〈诸如各种各样的革命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在

运动)，另一些在制度上较为散漫〈诸如"个人主义'或性解放等

种种现代价值体系)。因此，不仅在拥有美国类型宗派制度的那

些民族的社会里可以谈多元主义，而且在宗教不能垄断，不得不

在解释实在方面对付在法律上得到宽容而又在社会上拥奋力量

188 的对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诙论多元主义。例如，法国天主教就

这样被迫加入了多元竞争，其缘由不是相对来说不重要的新教

少数派，而是社会各阶层中非宗教的对手的大量出现{工人阶级

运动中高度组织化的对手，中产阶级"世俗主义'的发散弥漫).

毫不奇怪，结果，"美国'关于宗教自由的思想，关于有组织的崇

敬的一般社会伦理态度的种种观念，居然在从未出现过美国类

型宗摄制度的地方发现了回声。这并不归功于美国新教自由主

义的传播成功，而应该归功于四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为基础的现
' 

。 教派或宗派的定义，最早白日·理查德·尼布尔在英《宗派主义的社会根..
α929)一书中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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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一一多元主义的全球性运动。

一切多元化状况，无论其历虫背景的细节如何，关键特征都

在于宗教垄断不可能再把其当事人的忠诚作为理所当然的。忠

城出于自愿，按照定义，它就不再那么肯定无疑。结果，过去可凶

由权威强加的宗教传统，现在不得不学公市弩。它不得不被"卖'

给不再被强迫去"买"的顾客。多元主义环境首先是一种市场环

事·在这种环境中，宗教机构变成了交易所，宗教传统变成了消

费商品。总之，在这种环境中的大量宗教活动，逐渐被市场经济

的逻辑所支配。~ I t 

不难看出，这种环境将对各个宗教团体的社会结构产生深

远的影响。在此发生的事情，简单说来就是各个宗教团体从垄

断集团变成了彼此竞争的交易所。过去，宗教团体被组织起来，

适合于对全体随从实行排他性控制的制度。现在，宗教团体不

得不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自身，以便在与其他具有同样目的的

团体之竞争中，赢得大量的消费者。与此同时，"结果'问题变得

重要起来了。在垄断的环境中，栓会-宗教结构不受到任何压棚

力去创造结果-一那种环境本身预先规定了"结果'。例如，中

世纪法国根据定义就是天主教的国家。然而，当代的法国只有

全然不顾完全相反的证据才能被定义为天主教国家。事实上它

已成了一个需要传教的国家。于是，那里的天主教会不得不提

出关于它自身的社会结构的问题，其目的正是要使传教"结果'

有可能获得成功。正视这个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解释法国天主

教近年来所经历的骚动。①

@ 参见 H. 戈登和 y. 丹厄尔《法国，一个需要传教的国家?叫巴黎，舍夫公
司， 1943)。另可参见艾德林·丹舍待《法国天主教之命运刊巴黎，弗莱玛
利翁公司，195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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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竞争环境中获得"结果'的压力，要求社会-宗教结构

的理性化。尽管理论家们能够证明这些结构是合理的，负责各

种宗教集团之世俗福利事业的人们仍必须保证使官们能让宗教

集团的"传教'理性地进行。与现代社会中其他方面制度的情况

一样，这种结构上的理性化主要表现在官僚机构的现象申。@

官僚结构通过宗教机构而扩展，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即除

了各自不同的神学传统外，从社会学方面看，它们变得越来越被

此相似了。有关"教政体制'问题的传统术语模糊了这个事实.

因此，某神职位如 A，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宗教集团中发挥同样的

官僚功能，而证明其合理性的则可能是甲集团的神学公式 B 和

乙集团的神学公式 C，而且这两种神学论证确实可能直接冲突，

但却丝毫不影响那个职位的实际功能。例如，对投资基金的控

，也许在甲集团中是主教的责任，而在乙集团中则由平信徒委

员会主席负责，但是这个职位所必需的实际官僚活动，与为主教

制或平信徒权力所作的传统论证之联系〈如果有的话)是极小极

小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同的官僚体制模式或Leit-

zωbilder 0 @所以，在国家教会环境中有着漫长经历的欧洲新教

会倾向于政治性的官僚制模式，而美国新教则倾向于仿效经济

联合体的宫傍结梅。另一方面，天主教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它自

@考虑到当代宗教舞台上官僚体制的普通位以及其中的人对此的普遍承认，
京敏社会学研究对它的注意向对 f比如说J 地方教区的大量注意相比是如
此之少，就尤其引人注目。对此的-个似乎有理的解释是，宗教官僚机构自
身提起的这方面的研究已太多了，它们的实际兴趣只是要达到某'外部'的
目标，而不是要反思它们自己蛇功能。关于对宗教官僚体制的极少数研究
之一，可参见保罗·哈里森的《自由教会传统中的汉威和权为对普林斯顿大
学出版社，1959). 关于这方面的某些经济专题始讨论，参见约翰森及阿克
曼的4作为雇主、资金筹集者和投资者的教会:.(:纽约，晗il公司 .1959) 。

②德谣:样板、模范、榜样。-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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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一套官僚传统，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对进行现代化的修正表

现出极大的抵制。然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商合理性的要求却

是非常相似的，这些要求对各自的社会-宗教结构所施加的压

力也同样地强烈。

因此，当代宗教状况的一个特征是宗教机构的逐步'官愣化·

这个过程成了它们的内部和外部社会关系的特点4 就内部而‘

言j宗教机构不仅按官僚程序来管理，而且它们日复一日的运转

也是由官僚制的典型问题和‘逻辑'所控制的。从外部来看，祟飞

教机构都通过典型的官惊体制相互作用的方式彼此之间打交道

并与其他社会机构打交道。与消费者建立"公共关系'，对·政治怎

进行游说或"院外活动飞向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筹集资金气对

世俗经济〈尤其是通过投资〉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二二在其"传教'

活动的所有这些方面，宗教机构都不得不采用十分类似于其他 1
官僚机构处理同样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以便在梅、"结果飞非 f 、

常重要的是，同一种宫僚体制的逆辑可以适用书几个宗教，机梅

相互间的交往。 d

官僚体制要求特定类型的人员配备@这种人员班予不仅在1·

其功能和所需的技术上，而且在其心理特征土，都是特定的。宫、

储机掏既等等也宰亨了为其运转所需要的λ员类型d 国这意味
着相似的领导类型可以出现在几个宗教机构中，咱而不论其:在遗:‘

上的传统模式怎样。官僚体制的需求压倒了诸如恤先知"叮

与"教士"，吕学者'与圃圣徒'等宗教领导之间的J传统医分。 J.掉以， !'"tt

某醉官撩职能人民是出自‘先知'管理的新教传统3还是由图画嗷
, 

φ: 参见汉斯·格尔特和C.莱特·弥尔斯的《性格与性会结构刘纽约;陆将精.
布雷斯公司 .1953) ，尤其是165页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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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管理的天主教传统，都无关紧要-一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

都首先必须使自己适合于他的官僚角色的需要。在可能的情况

下，传统公式就被保留下来，以便论证新的社会心理类型，在

不再可能的情况下，它们便不得不被修改，以使这类论证继续存

在。例如，神学知识对于新教牧师的角色在传统上具有核心地一

位，但它已变得与辗转予"批发1I(宫僚式的管理〉和"零售>>(地方

市场买卖〉活动的牧师职务日益无关了，新教培养牧师的教育机

掬，也随着它们在论证基础方面的修改而作出相应的变动。。

在官僚化的宗教机构领导中出现的这种社会-心理类型，自然

类似于其他机构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人格一一活动现极、务实、不

耽于与行政元夫的思索、精于人际关系、灵活多变而又保守，等

等等等。在不同的宗教机构中， I符合这种类型的人说的是同样

的语言，自然彼此了解并且理解彼此的问题。换言之，宗教机构I

的官僚化为"宗教普世主义联合'打下了!

一一可以说，这是一个应该理解的重要事实。

然而，在进入宗教市场的不同集团之间日益友好的合作这

个意义上，宗教普世联合，不仅是宗教宫锦体制人员的社会一心

理关系的要求，-也是作为整体的多元主义哥挠的要求，如果投

有什么意外的话，这种密切的$关系保证了宗撤对于不再被视为.

·敌人'，市被视为面对同样问题的伙伴。显然，这使得合作夏容

易TeB 但是i 合作的必要性是由多元主义环壤中使竞争本身趣

111 性化的需要所赋予的。一旦利用社会的政:治机器来消除宗教对

手不再可能，竞争的市场就建立'起来1"0: 这个市场的各种力量::

(1).见揣着'宗教机构与神学教育.， <<于4今日神学)(196~ ， 7，月号)，第il，7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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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倾向于一种类似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制度。然而，随

着这个制度的发展，宫会要求更进一步的理性化。不同的市场

力量之间的自由竞争，若无任何来自外部的或自己协议赞同曲

约束，就会变成非理性的，以致于这种竞争的代价开始危及它所

产生的利益。这种代价首先可能是政治上以及"公众印象'上

的。因此，要取得在宗教上保持中立的政府的支持，靠不同教会

之间协调一致的行动，比起靠削价来彼此竞争要容易得多。另

外，为争取消费者光顾而过分激烈地竞争，也可能会使各阶层潜

在的"顾客'疏远整个宗教市场，从而可能对自己不利。但是完

全没有约束的竞争也很容易变得不合理，用纯经济术语来说，就

是代价过高。对现代的广大公众进行任何商品销售，无论是物

质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是一种极其复杂和需要资金的活

动。因而教会方面的任何新冒险(在美国被称为"教会扩张")都

必须付出大量资本。负贡这些活动的官员们不得不进行理性的

计算，这就迫使他们要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宗教人员的训练，宗

教建筑的营造和维修，宣传材抖的生产，官僚行政机构不断上升

的管理费用一一这一切都需要大量钱财，因而宗教官员们负有

合理使用这些经费的责任。这种责任加强到了这种程度，以至

于为上述目的提供经费必须服从迫切的需要。这也许是因为收

入来源已变得不确定了一一不受强制的顾客和〈或}政府资金机

构的‘给钱习惯"都很难精确地预测，于是预算中就掺杂了很多

风险的成分。这也可能是因为整个经济方面的通货膨胀，使所

有的支出都成了更冒风险的事情〈这是美国所有的‘教会扩张""

计划中的重要因素〉。减少风险的一个明显的方法，是与竞争者

达成各种谅解一一"固定价格'一一即通过卡特尔化来使竞争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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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

要说明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新教中斗L让'的发展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这个术语〈现在已废弃不用了〉所指的是不同宗派

之间关于划分给它们进行各自"扩张'的领地的协议。这种划分

〈现在是更有官僚体制色彩的术语，大约产生于社区规划领域}

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化的，除了教派官僚机构的研究部门收集

的调查材料外，它还照例涉及到对普查资料、不动产和人口统计

方案的使用。因此，划分某一领地〈比如一块新的郊区开发地〉

给某一特定教派的决定的作出，不仅是政治谈判的结果，而且是

四高度理性和客观的信息为基础的。美国新教在地方及地区一

级宗派机构的发展〈即所谓"议事会"运动②)，直接与这些官僚

体制的需要有关，而且它们的大部分活动还在转向同样的目的。

这种模式中任何一点激烈的变化都不可避免会导致几个教派在

经济方面的严重不安。

在此，正如在竞争性市场环撞中的其他地方一样，具有两个

方面 z竞争单位的数目通过合并而逐步减少，剩下来的单位则通

过相互间达成协议来组织市场。当然，在当代环境下，"普世宗

教联合'也具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不管怎样，在新教内部，教

会一直在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合并，而且旨在进一步合并的谈判

仍在很快地进行。在新教内外，合并过程后留下来的大团体之

间，一直进行着不断增多的磋商和合作。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卡

144 特尔化的过程并不倾向于造成垄断局面的再现一一即最后的

。 参见罗伯特·季的《教会统一之社会根源川纽约，阿宾锁公司，1960)0
李详尽地描述了这些发展，但却很少注意到它们潜在的社会经济力量.

@ "COECilia俨血。vement，因为各宗派的联合机构很多都取各为conoil树，故

有此说，-一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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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世界教会'这个概念极不可能在经验上变为现实。正相反，这

种倾向显然是逐渐由少数团体控制销售市场，而使预期中的合

并仅限于能在合理竞争中发挥作用这样一种程度。超过这个程

度，除了会加重神学论证的负担之外，实际上对几个宗教官保机

构的制度利益来说也是不合理的。很难设想这会满足消费者的

需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其教派方面的忠诚而言，这种需要

常常比宗教官僚们所设想的要更富于传统性λ

所以，多元环境造成了一张官僚结梅的大网，它专门从事与

整个社会和相互之间的理性交往。当多元状况趋向卡特尔化

时，它就在政治、社会及经济运动中倾向于"普世宗教联合体'.

在此的引号应表明，这种倾向不一定要涉及关于这个术语的任

何特定的神学概念。某种类似目前基督教普世主义运动的东西

很可能已经由多元化的局势所造成，即使一直不存在现在用来

论证它合理的特定神学发展也罢。事实上，对于社会学家来说，

把这种神学发展看成多元的基础结构之结果而不是原因，同时

并不因此而否定它们能够"反作用"于那种基础结构，这看来要

有理得多。当然不用说，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丝毫不是在

指责任何从事普世运动的人的神学动机之真诚性。 a协同作用

理论"在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现象时特别令人信服，而当那些现象

具有某种宗教特征时，它们又特别令人感到不捕。

多元环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宗教的社会结掏方面。它们还

扩及宗教的内容，即涉及到了宗教交易所的产品问题。根据前

面对结构变化的讨论，不难看出为什么竟会如此。、只要宗教机，.1

构在社会中占有垄断地位，其内容就可以根据在宗教领导看来

似乎是有理的和〈或〉方便的任何神学知识来决定。当然，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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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宗教领导及其神学决定不受到来自较大社团的种种力

量的影响〈例如处于后者的力量中心时，难兔不受影响)。宗教

总是容易受到世俗影响的，这些影响甚至会扩展到其最精粹的

理论结构中。但是，多元环境引进的是一种新型的世俗影响方

式，它对修改宗教内容所起的作用，比起那些较陈旧的方式〈例

如国王们的愿望或各阶级的既得利益〉来，也许更加有力一一这

就是消费者的喜好这一动力。

让我们再重复一下t _多元环撞关键的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

特征是，宗教再不能够强加，而只能够出售。事情总是这样，要

出售一种商品给众多的不受强迫的消费者而不考虑他们对商品

的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宗教机构可能仍然会依艘传统纽

带去阻止某些人群在宗教选择中得到太大的自由一一用市场术

语来说，在具有"老习惯"的某些人群中，仍然在在着强烈的"产

品忠诚"。此外，宗教机构能够借助自己的宣传活动，在某种程

度上掬制这些人群当中的冷淡。尽管如此，对公众采取恳求态

度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意味着捎费者对商品的控制已经开始了.

此外，这还意味着，在这种环撞中引进一种动态的成份，一

种即使不是变化也是可变性的原则，那是宗教传统主义的天然

敌手。换句话说，在这种环境中，要坚持说宗教传统是不变的真

理，己越来越困难了。相反，消费者的喜好这一动力进入了宗教

ω 领域。宗教内容变成了"时尚锣问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有迅

速的变化，或者不变性原则将会在神学上被放弃，这只意味着变

化的可能性己一劳永逸地引进了这种环境中。这种可能性将变

为现实，这种可能性最终将在神学理论上被论证为合理，这

样的时机迟早总要到来。显然，要承认这一点，对某些教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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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要比对另一些教徒来说容易些(例如对新教徒来说比对天主

教徒来说容易)，但是没有什么宗教徒团体能完全逃脱这种影

响。

消费者喜好这一动力本身并不能决定实质性的内容一一它

只简单地假定那些内容在原则上是会变化的，但却不决定变化

的方向。然而，在当代的环境下，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能够对这种

变化的性质产生巨大影响。消费者的世界世俗化了，他们的喜

好会反映出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能够与世俗化了的意

识协调一致的宗教产品的喜好，会甚于那些不能与之协调一致

的宗教产品.当然，这会随着为不同的宗教机构充当顾客的阶

层而变化。例如在美国，属于高等和中等阶层的郊区居民在这

方面的消费要求，就不同于南部乡村人口的消费要求。假设不同

阶层在世俗化程度土存在着不同，作为宗教消费者，这些阶层

的世俗化影响也是不同的。但是，就世俗化是一种全球倾向而

言，也存在着宗教内容向着世俗化方向修改的全球倾向。在极

端的情况下(例如在自由新教和犹太教中)，这也许会导致把所

有或几乎是所有"超自然'因素从宗教传统中仔细地剔除掉，同

时从纯世俗的角度来论证曾经体现了那种传统的制度继续存在

的合理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也许仅仅意味着对"超自然'因

素不予强调，或者被推到了背景之中，而那种制度则在符合世

俗化意识的价值标签下予以"兜售气例如，与大多数新教竞争

对手比较起来，天主教教会显然不那么乐于剔除它的内容中的

神话因素，但是不论是传统的天主教还是"进步的'新教，都可以 m

有效地向公众表明自己正在加强民族的道德素质，或者正在提

供各种心理上有益的东西〈如z"精神上的宁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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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巨大影响来自当代社会中宗教在体制上的"位置"。

既然宗教之有社会意义的关切点首先是在私人领域内，消费者

的喜好就反映了这个领域的种种'需要"。这意味着，如果能够

表明宗教与私人生活有关，而不把它宣传为要求在大型公共机

构中得到具体应用，那么它就更容易销售。这对于宗教的道德

作用和治疗作用来说特别重要。结果，宗教制度调整自身而适

应了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与治疗的"需要"。当代宗教机构在活

动和宣传中突出私人问题〈强调家庭和邻里关系，强调个人私下

的心理需要)正好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些领域，宗教仍然与

哪怕是高度世俗化了的阶层有美系，而同样是这些阶层，却广泛

地认为把宗教观点应用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与他们毫不相干.

颐便说一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教会对其成员的经济和政治

观点的影响相对来说极小，但在个人的私人生活中却仍然受到

珍爱。

因此，毫不奇怪，多元环境与宗教制度中对平信徒的新的强

调是协调一致的。所谓"平信徒或俗人的时代'，正如很多神学

家所解释的，其基础在于平信徒或俗人就是广大滔费者这一特

征。换言之，关于平信徒或俗人作用的神学命题，可以理解为对

扎根于当代宗教市场之基础结构中的种种发展的合理论证。另

一方面，某些宗教传统比另一些宗教传统更容易向这个方向改

变。所以，自由教会传统中的新教徒能够根据古老而可敬的神

1.. 学命题，来论证消费者需求与控制之优势是合理的〈而不顾这个

事实，即这些命题最初涉及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债况，例如，清

教徒圣约就不涉及消费者合作的问题)。看到这种"对俗人的重

新发现"竟也出现在过去不能作这种论证的宗教传统中，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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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主教内部，这就更加有趣了。@

消费者对宗教内容的控制的另外两个结果，是标准化及边

际分化一一这又一次反映了自由市场的总的动向。如果某些层

次的顾客或潜在顾客的宗教"需要'相似的话，迎合这些"需要'

的宗、教机构将使其产品相应地标准化。例如在美国，所有面向中

上阶层市场的宗教机构，都被迫使自己的产品世俗化，并可心理

学来解释它伺一一否则，它们被"买去'的机会就会大大减旁。所

以，即使是郊区的天主教神父，也更可能在忙于同精神病医生讨

论"宗教与心理健康'问题，而不是在闲谈法蒂玛的故事。②当然，

他们的新教同事和犹太教同事，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已论证了他

们的整个工作作为一种家庭心理疗法的合理性。捎费者的压力

造成的这种宗教内容标准化，倾向于淡化传统上的宣教分歧.结

果，它促进了因多元化环境的结构特点而必然形成的卡特尔化.

由于两个官僚机构面临着的实际问题，社团A可以并入社团B，

或者与社团B一起"固定价格'，但是在社团A和B的内容事实

上接近到难于区别时，这些活动就更容易完成了。

然而，多元环境不仅造成了"普世宗教联合的时代'，丽且也

显然十分矛盾地造成了"信仰遗产之重新发现的时代气人们经

常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简单地认为它是某种"对抗运动气对之

或者欢迎，或者哀叹。@可以说，对于教派身分的重新强调〈特，.1

别是对在卡特尔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教派之身分的重新强调)，

-一，

① 参见伊维·孔加尔的4俗人神学的标志:Þ(巴黎，舍夫公司，1953) .此书标志
着天主教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性变化。

②法国神话故事中专杀妻子的"蓝胡子'的第7个妻子. -一译注
⑥ 参见罗伯特·李的前揭书，第18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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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也是竞争理性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解这-点十分 2 

重要。"对抗运动'是由整个标准化形势中的边际分化的需要造

成的。筒单说来，如果社团A决定不并入社团B，那么，尽管事实

上它们之间的产品已高度标准化，它也必须进行某些工作，以使

消费者能够区分两个社团的产品，并且能够在它们之间作出选

择。于做到这一点，显然方法之一就是强调各个社团自己的"信

仰遗产飞这可能会在实际上阻止甚至颠倒标准化过程。但是

也可能〈也许更经常的是〉这种分化仅仅是"包装'上的分化，在

包装里面，可能仍然是同样的老的标准化产品。在这两种情况

下，边际分化都只可能限制在特定市场中消费者需求的动向所

需要的程度内。因此，它的变化主要不是随特定的信仰传统而

定，而是随一般社会阶层中泊费者"需求"的变化而定.所以，"信

仰遗产之重新发现'被说成是对"普世宗教联合'的"对抗运动'，

并不十分恰当，相反，应该把它理解为‘普世宗教联合'在结掏上

所需要的对应物。从这些方面来看，宗教产品的分化就会具有

-种社会心理上的关联。也就是说，一旦社团A按照‘重新发

现"的传统被描绘出来民后，社团A的代表在面对其他社团的代

表时，就必须表明他们是站在这个传统之内的。这足以解释当

代普世主义运动的"谁是谁'问题中的身分辨识和自我辨识的动

因-一根据定义，每一个普世运动参加者都必须是一个人物

一-这， , ~ .…川 H 一-一
角色，即他所属的那个宗教传统的代表。

显然，所有这一切对各个宗教机构的理论家们造成了一个

110 严重的难题，就是说，造成了神学论证的难题。我们将在下一

章更仔细地研究它。但是，有一个作为基础的社会心理过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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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得到理解，这就是宗教在意识中的"位置"方面的变化。@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边部分已经看到的，宗教世界的客观性

〈即客观实在性〉是通过经碰上可把握的社会过程来建造与维 rυ

持的。只要其适当的看似有理性结槐仍然存在，任何特定的宗

教世界都会在相应程度上作为实在而对意识呈现自身。如果看

似有理性结构是坚实的、持久的，那么它所维持的宗教蜜鼻在意

识中也就坚实而持久地实在。在最理想的情形下，宗教世界被

认为是理所当然捕。然而，随着看似有理性结构被削弱，宗教世

界的主现实在性也将削弱.不确定性显露出来了。过去被作为

不证自明的实在，认为理所当然存在的东西，如今只能凭借不懈，
的努力，通过a信仰"的行动(根据定义，这种行动必须克服一直

潜伏在暗处的怀疑〉才能达到。随普看似有理性结构的进一步崩

溃，老的宗教内容只能作为"看法'或‘感情'保留在意识申

或者用美国人的这个恰当的词来说，作为一种‘宗教喜好'而保

留在意识'中。这就需要把这些内容在意识中的'位置"、转蜘

下。它们从含有至少是一切"健全'的人都会赞同的基本真理的

意识层中"过滤'出来，进入拥有各种"主观'看法的层次，对这些

看法，明智的人常会不赞同，而且人们自己也不完全有把握。

宗教在当代意识中正遇到这种情形，这一点己得到广泛的

承认.事实上，当代这一时期被普遍地称为"怀疑主义的时代飞

E···s 
<I> J?t:下讨论是以格伦关于现代e主体亿'的一直是理论为基础的，这1-.理论尤其
在他的前曾引证的4技术时代的灵魂寄一书中得到了发展、关于这个方法在
当代宗教社会学中的应用，参见赫尔姆将·谢尔斯墨的"持续反映可以体制
化吗"(载于《福音伦理杂志>>，1957，第4期)，以及鲁克曼的前揭书.关于-舆
论宗教"的经验研究，参见汉斯一臭怪·沃尔伯的《无选择宗教材哥廷棍，范
司在霍克~.曾到希特公司 .l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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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能得到广泛承认的是，这个事实不是由于在意识中以及

意识自身发生了某种神秘的变化，相反却应根据经验上可把握 -

m 的社会发展来解释它。也就是说，前面根据事实本身来描述的

那种多元环境把宗教投入了信任危机之中。

其所以会这样，首先是因为9元环境与世俗化密切相关。正

如我们巴了解的，多元化与世俗化这两种全球性过程是紧密相

连的。但是，多元主义除了与世俗化的"载体'相关之外i它作为

一种社会结梅现象，也会引起信任危机。l 多元主义环撞消除了

宗教的垄断，从而使得宗教要维持或重建可行的看似有理性结

构变得更加困难。看似有理性结梅丧失了坚实性，因为它们再

也不能使整个社会服务于青走社会这一目的了。简言之，总是

有"那么一些另外的人'拒绝肯定所说的宗教的世界。换种说

法，任何特定宗教世界的"居民气要在当代社会中保持"只限于

我们之中'之说，这变得越来越难了。那些作肯定的另外的人

〈不只是个人，而且是整个阶层)，也不再能稳妥地使之远离"自

己气此外，由于前边所提到的消费者文化的作用，看似有理结

构丧失了持久性的外表。随着宗教内容变得易费·时尚'影响，

要维持它们作为不变的真理的地位，也就日益困难。我们要再

重申一遍，如果把这些过程看成仅仅是意识的现象，那就是没有

理解这些过程，只有把它们看成是植根于现代工业社会建立蹄

特殊基础结构中的现象，才算是理解了它们。因而人们可以说

〈只带有一点夸张)，一个特定社会的工业生产或资本扩张方面

的经济资料，比之取自那个社会的"思想虫'的资料，更容易预示

出这个社会的宗教的信任危机。

多元环搪造成了许多相豆竞争的看似有理性结构，事实上，

, 

、

J 

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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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使官们的宗教内容相对化了.更具体地说来y宗教内容被"非

窑观化"了，就是说，它们丧失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地位，ι 即意

识中的客观实在性。它们已在双重意义上被"主观化气它的的

"实在性'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就是说，丧失了自明的主观栋的偏

看似有理性这一特征，因为人们"不再可能实实在在地谈论'宗

敏-同时，它们，的"实在性'，就其仍为个人所维持而凿，又被理

解为是扎根于个人意识之中，而不是扎根于外部世界的任何事

实性之中的。于是，宗教不再涉及宇宙或历史，而只涉及个人的

生存或心理。

在理论层次上，这种现象可以解释神学与存在主义和心理

主义之概念体系的现行关系。事实上:，这些概念体系"在经验上

适合"到了这种程度，所以精确地反映了宗教在当代意识中的

呼位置'，它们只不过在理论上论证了这种位置的合理性。这些

论证以意识的前理论现象为基础，而意识的前理论现象又以当

代社会的基本结掏为基础。个人事实上在自己的主观意识内，

在自身的"深处"的某个地方"发现"了宗教一一存在主义或弗搭

伊德主义的理论家只是在理论层次上阐明了这种发现而已。我

们可以又一次说，借助于经济资料而不是任何有关〈比如说)"无

意识"作用的材料，我们可以更确切地预测这些现象。事实上，

"无意识'现象本身的出现，也可以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的特殊结

构的发展来分析。①

这样，宗教的非垄断化既是一个社会心理的过程，又是一个

社会结构的过程。宗教不再为"世界"的合理作论证。相反，面

① 参见我的 a对心理分析的社会学理解'一文，载于《社会研究:t (1965赛，
号) ，第26页以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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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众多的相互竞争的亚世界，不同的宗教集团通过不同的手

段力求维系自己特定的亚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宗教合理化论

证的多元在意识中被内在化，成了人的可以作出选择的可能性

的多元。根据这个事实来看，任何特定的选择都具有了相对性，

'11 都不再那么确定了。有什么样的确定性，必须从个λ的主观意

识之内去挖掘，因为确定性不再能取自于外部的ν 由社会共事

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于是，这种"挖掘'作为对某种所谓

生芬的或心理的资料的发现，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宗教传统

己丧失了它们作为整个社会的覆盖式象征的特点，社会不得不

在其他方面去寻找起整合作用的象征p 所以，那些仍然坚持宗

教传统所解释之世界的人，发现自己在认识上处于少数派地位，

这是一个既有理论难题又有社会心理难题的地位。

多元主义环境为宗教机构提出了两种典型的理想选择z 它

们或者可以调整自身，适应这种环境，参加宗教自由事业的多元

游戏，并且根据消费者需求修改产品，从而尽可能妥协地解决看

似有理性的难题，或者可以拒绝调整自身，在能够维持或建造的

任何一种社会~宗教之后掘壤固守，并继续尽可能多地宣称具

有老的客观性质，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显然，在

这两种典型的理想选择之间，存在着各种中间的可能性，以及各

种程度不同的调整和不妥协。这两种典型的理想选择在理论层

次和"社会工程'层次上都有不少难题。这些难题合在一起，造

成了当代社会中的"神学之危机'和"教会之危机·.我们接着就

来讨论这个问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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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世俗化与合理化论证的难题 1U 

在前边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以寰明研究宗教现象中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方怯既不是"唯心主义默的，·也不是J

晶唯物主义户的。事实上，在考查宗教的任何特定的历史状况时，

一个人从这两个方面中的哪一个开始，主要是一个方便的问题

〈更确切些说，是一个关于研究的特定认识目的的问题儿依据:

自己的出发点，人们可以表明特定的理论是如何从某种实际的A

基础结掏中产生出来的，或者反过来说明，特定的社会结构如何

成为思想领域内某些运动的结果。因此，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

说多元主义产生了世俗化，也可以说世俗化产生了多元主义.这

不是因为在思考中有任何的马虎或在术语上模棱两可，而是因

为我们所研究的现象内在的辩证性，以及一般社会历史现象事

实上所具有的内在的辩证性。因此，我们以考察宗教理论中的

某些因素作为我们论证的结束的一章，既不意味着这些因素晶只

千字'是前边分析的社会结掬过程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它们最终

被认为是那种状况中"实在的'或"起基础作用"的力量.简言之，

它只是偶然成了结束我们的论证的一个方便之处。

当代宗教状况中的"神学危机"，是以先于任何理论工作的 ífi

看似有理性之危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传统宗教对实在的解

释之看似有理性，在对于神学完全无知甚或毫无兴趣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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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脑中，已经成了问题。在前一章中，我们已努力说明，宗教

在常识层次上的危机，不是因为意识发生了任何神秘的变化，但

却可以根据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方面在经验上可把

握的发展来解释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宗教机构的根本间

，是如何在其对实在的解释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环境中维持

运转。我们还指出，它们可能作出的两种基本选择是对这种环

境之巨大冲击的适应以及抵抗。显然，这两种选择在实践上和

理论上都会带来许多困难.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来看，采取适应

态度的困难在于决寇"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丽采取抵抗奋度的

困难在于充分了解"这种抵御究竟者多强大"。实践方面的困难

必须凭借"社会工程'来对付一一取适应态度的得重新组织其机

构制度，使之与现代世界"更加紧密相夫"，持抵抗态度的则要维

系或改进其机构制度，使之能作为一个有效的署似有理性结构，

服务于未被更大的社会确认的种种实在的解释。当然，这两种

选择在理论上都必须被论证为合理.而"神学危机'的根源，正

在于这种合理性论证之中。

就世俗化和多元化是今天的世界性现象而言，神学危机也

具有世界性，尽管在必须论证为合理的宗敏内容中当然存在着

巨大的差别。事实上，把非宗教世界观的论证者，尤其是独断的

马克思主义的论证者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包括进这种全面危机

之中是有道理的。然而，新教的发展确实具有原型性，以致于人

们甚至可以说，现代环境中的其他一切宗教传统都可能注定要

W 经历类似于新教所经历的种种变化.当然，新教之所以成为原

型，其缘由在于它与现代世界之起源和内在特征之间的特殊弟

系〈这个问题我们已在前边谈及〉。因此，我们将用以下篇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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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示新教中的"神学危机" (尽管我们的兴趣在于一种广泛得

多的现象〉。如果说现代的戏剧是宗教的没落，那么可以说，新"'

敏是这出戏剧的彩排。

众所周知，早期新教并不比其天主教对手更轻易向世俗化

思想让步或者接受多元环境的限制。@宗教改革的三个主要分

支-一路德宗、安立甘宗、加尔文宗一一都力图在其各自的领地

内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复制品。可以说，由于它们的版图已经缩

小，由于它们与对，于那种状况的矛盾的解释继续对立，因而与中

世纪的样板比较起来，它们都缺乏看似有理性。但是，这种实在

性的丧失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反映在神学合理性论证的层次上，

路德宗、安立甘宗以及加尔文宗的正统派，在当时形势下种种偶

然事件所允许的程度上尽可能封闭的看似有理结构中维持下来

了，采用的方法常常同天主教所采用的方法一样有压制性。在

神学理论层次上，新教正统派在19世纪以前经历了两次严重的

打击。一次是虔敬主义的打击，它在新教三大主要派别中采取

了不同的形式一一路德宗内的虔敬派本身，起源于英国国教会

内的循道宗运动，加尔文宗阵营内的各种各样的信仰复兴运动

〈例如在约纳丹·爱德华兹时代新英格兰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

之类〉。由于虔敬派以种种形式的情感主义"融化了'新教正统

派的教义结构，因而造成了对正统的打击。因此，它起着非客观

化或者"主观化"(在前一章所阐明的意义上〉的作用，卫斯理用

@关于新教神学的一般左晨，阿尔布列希特·裁j奇尔和陌道夫·泻·哈纳克
关于教义史的经典著作仍然是最基本的。关于施莱尔马赫之后新教的发展，
可参见H.R.麦金花什z4现代神学之种种:'(1937)，卡尔·巴特:‘19世纪的
新教神学:.(1947) ;键尔斯特·斯特芬和马丁·精密特: c德商福音神学束，
(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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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温暖的心'这个概念很生动地说明了它。这里所指的"主观化'

悯是双重的主观化一一主观情感代替了你为宗教合理性之标准的

客观教义，从而为基督教的"心理学化"奠定了基础，而同~个过

程同时又使宗教内容相对化，因为入"心"各异，人言人殊。虔敬

J主义还威胁着新教凭借其多元化倾向来维持小型基督教世界的

努力。单L斯彭内尔和亲岑道夫①，最早的"教内之教?为开端，所

有形式的虔敬派都倾向于传统教会内外的宗派主义。

另一个打击来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整个新教世界都能

感觉到它是对正统的一种激烈挑战。也许应该把这种挑战看成

是虔敬主义对正统主义侵蚀的合乎逻辑的〈但当然是无意的〉后

果一一事实上，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此后一直表现出非常密切

的羔系，直到当今，心理主义又将二者合为一体.在神学思想当

中，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一种国际性思潮，不'论是出现在路德

-宗、去立甘宗还是加尔文宗的背景中，它都采取了非常相似的形

式.这一思潮，的典型人物是莱辛.

如果我们现在去追究这些发展的基础结构方面的问题，那

会离题太远，尽管对新教的历史社会学而言，这无疑是十分重要

的。在此只需说，这些神学友展在影响新教生存于其中的那些

社会的广泛过程中，自有其 Sitz im. Leben，@这乃是不言自明

的。不管怎样，新教主统主义的真正"危机'到19世纪时已经很

明显了。 19世纪新教神学的主要成果是出现了一种具有内聚力

的神学自由主义，虽然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至少就其古典形式

@ 斯彭内尔(163于-1105)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虔敬派倡导人之一.亲岑
道夫(1700-1760)奥地利人，摩拉维亚弟元会的重整者.一一译注

( Sitz im Lebe钮，德语a生活中的位嚣'.一一译法



第七. 世俗化与合理化论泣的难窟 183 
一

而言是短命的，但它却在理论范围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

的影响遍及神学思想的一切领域一-圣经研究、教会历史i怆理
学、系统神学。在前两个领域，尤其是在德国，新教'自由主义带、

来了现代历史学术方面最令人难忘的成就;尽管新教自由主义;

所用的概念工具大不相同，但它'仍然模特‘了堪与托马斯重:义理 1阔
论综合体系也美的一种理论综合0 4 1 ' 字

这个自由派综合体系之父，是弗里德利希·施架尔马赫J我

们可以从他本人的思想申请楚地看到后来自由辍神幸的主要带
征@，着重强调宗教体验，并把它理解为一种机对飞萨克限者}的庸、;4·f

受气后来又理解为一种"绝对依赖的感受飞J 在这个基础主!量'所·

有的教义公式都被相对化了。不去强调基普教传统中的一功与翘\

自然"的成分，"自然的'宗教占了上风，理性和情感在其!甲部可

以得到满足。基督教因其所谓独卢克二的特征而被理解势'嗤:l\

高级的宗教"，但应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理解宗教史.对于耶稣的

人格，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其根源乃是虔敬空义的}向往。J 对于

为个人和文化都提供了一套积极的价值观的基督教伦理，如有一

种乐观主义的想法，这后一个方面成了所谓新教文化的基础，埠'

了新教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戈化之前的纽带，这岂量
表明了这种神学现象在基本结构中的根源。.

在这一切特征之中，应该注意的是防御的悉贵ji它是与哲学』
和科学曲被认为是确定其撞的那些东西，即垄督教范围龙掰的
世俗理性相对的。换言之，神学事业现在要不断注意到世俗知

识分子的有夫团体，也就是施莱~马赫1799年对此发表他著各

VHdd·---am • 
4 

@ 参见斯特芬和施密特的前引书，第9%页以.l'.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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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演讲的那些"杏文化的蔑视宗教者"。@现在是他们，而不是

自己传统申的依据，成了新教神学家判定在认识上是否具有可

接受性的仲裁者。正是与他们有必要"谈判"达成理智上的妥

协。这种防御态度〈即现代意义上的 "apQlogetic"，而不是教

会中传统意义上的"apologetics"③〉一直是施莱尔马赫之后新

教神学的"自由主义世纪"的关键特征。事实上，这种神学可，以

称为与世俗思想进行交易的-.-个巨大过程一一"我们擒你耶稣

曲奇迹，但是我们得保留他的伦理"J ，110你们可以有圣灵感孕说，

110 但我们将坚持复活之说'，等等。象克尔凯戈尔那样的人，不愿

意遵循这种路线，就只滞留于那种神学领地的边缘，只是在晶施

莱尔马赫时代'结束之后才进入自己的顶峰时期。

我们不可能奢望讨论新教自由神学发展的 t常常是引人入

脏的)历史细节。我们只能指出，这些东西毫无疑问都可以被认

为是新教自由主义之基本结构的基础一一那就是资本主义在锺

济和技术上胜利的时代，是西方向外扩张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文

化占优势的时代一一一言以蔽之，那是资本主义的也黄金'时代二

这是时西方文明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价值观充分信任

的时代，这种信任充分地反映在新教自由主义乐观的世界黯尘

中。结果，神学家的妥协并不是在压力强迫之下达成的，而是

面对着物质上租价值上据认为有极大吸引力并值得赞杨的世俗

文化而达成的。粗俗些说，为了出售传统方面的某些特征，宫

…啕…圄. • 

@施莱尔马筋的-t著4论宗静的副标题是:.对有文化的蔑视宗教者的演讲'·
一一译注 l 

⑥ apologetic有正式·道歉'之窟，而apologetics意为辩护，尤指对基督敏锐义 1

的草草护.一一译法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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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代价。毫不奇怪，新教自由主义的统治时期，与资本主

义世界保持着魅力和信誉的时期是一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琦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巨大打击一←毫不

奇怪，它也是接踵而至的对新辙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严重挑战.新

教自由主义在欧洲的统治首先在大陆，而后在英国崩溃了，与此

同时，发生了第一次大战后的一系列打击一一被认为是当然的

文化风格的资产阶级老的生活方式在二十年代崩溃了，自由资

产阶级阵营的左右两边都掀起了革命运动，纳粹主义出现〈它在

神学上的最早影响表现在三十年代德国的教会斗争申，正引起了

准形而上学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α 在美国，原告新教具

有相当不同的特征，但其发展仍然与此类似-一-虽然官在时间 181

上落后大约一代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大西佯此岸。的资产

阶级世界并未造成那么大的打击。这里遭受的首战巨大打击是

经济大萧条(1929年)，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是与国际共

产主义对立这一持续至今的危机〈在最近这些年申，美国比西欧

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最后这种危机〉。在美国，新教自由主义所遇

到的严重挑战直到四十年代才出现，这个挑战尤其与莱困霍尔

德·尼布尔的影响有关.可以说，对于这种神学发展方面相距

一代人的时间差，只能用欧洲与美国之间在一系列基本结构的

事件上的差异，而不是用两个大陆之间文化传布的某些所谓法

则来解择。

不渭说，在这种事例中谈论"统治'，并不

不存在其他力量。在新教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自仍然存

① 指尖因。一-辛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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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各种形式的正统主义，其信奉者们都采取了坚决抵制世俗

思想和多元主义宽容之侵蚀的立场。然而，对自由主义的吕京

反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种所谓"辩证的'或"新正统

主义的"神学思潮而来的，自由踞的对手们把这种思潮看成-种

战后精神病是可以理解的。①

迄今为止，这一思潮的领袖人物一直是卡尔·巴特。1919停，

巴特~表了他对斗罗马人书"的评论，打响了向自由主义避攻的

头一炮。巴特本人曾用一种恰当的比喻形容了这个评谁发表后

引起的结呆一一-个人在潦黑的夜里壁上教堂钟楼内的台阶，

突然失足滑T下来，为了站稳脚跟，他抓住了一根绳子一一但却

京现，他无意中已开始敲响---口大钟。应该对这个比喻作-点

补充，由于响着的钟会被注意到，因此肯定在响声的范围内有人

在倾听。在由于战争的巨大冲击仍然在晃动的欧洲的德语国家，

巴特的大钟响得正是时候。

182 然而，我俩也不可能在此说明新正统神学〈我们用美国流行

的这个名称称呼它，这个名称极好地说明了其特征〉的发展。这种

思潮在二十年代德语国家的新教环境申稳步上升，先是遭到强

烈的反对，而后到三十ρ年代就无始迅速地扩大影响.可以用-个

恰当的例子来说明，纳梓主义同德国部分新教〈即"忏悔教会:11')

之间当时正在发展的斗争与这种成功是相互关联的o @在这场

斗争中，巳特的新正统主义表现出一种反抗性意识形态的特点.

-
①'参见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h第316页以下。
@参阅海因里希·赫尔默林究编串串的啪斗巾的教会> (桂宾根，冯德里希公

司，195ω。关于德国新敦的各个部分在这场斗争中的关系的社会学讨论，可
参阅我的'宗教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环楼"μ哈特福德神学院学恨>， 1960, 
s 月号，第3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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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努力保护基督教传统不受纳梓革命的世界观的影响，"忏悔

教会'发表了它意义最重大的声明，、即所谓 <1934年巴门宜盲h

这个宣言的坚实基础是巴特神挚的种种前提。十分自然112也

需要争取既反对纳粹主义而在神学上又有别于巴特的其他λ的

支持。→ ι一般而言，纳悴主义环境使得教会，尤其是教会的‘抵抗

性气应该扑充一句}这种"抵抗"中的政治因素极小〉的部班掺

进了弹在这样的人，他们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都没杏强烈的祟

教兴趣，也肯寇并不倾向于巴特主义者好斗的反现代主义精学.

如果人们要理解三十年代欧洲新正统主义的兴起，那么最重要

的是要记住，在那个时代，"现代'首先意味着与纳梓主义一致，

用更近时期的新鼓用语来说，正是纳静思想在教会内的倡导者，

是"忏悔教会气与其所处的世俗环境"有关系气

一切形式的新正统主义〈还应该加上蹄德宗及安立曾宗内

正统主义的各种复兴)，都需要有力地重申传统的客观性〈当然，

传统究竟是些什么，巴特主义者和新路德派教徒们看法各界) ci : 

自由派神学进行主观化，妥协和调整的种种努为被激烈蝠，否裹

了一，这也表现在巴特对艾弥尔·布龙绵的回答中，<1>布龙编

本人显然站在新正统主义一边，但却比较愿意对自由主义i的‘自 m

然"神学作出某种让步，巴特的答复被恰当地题名为 "Netnl宁@

基督教信息的外在性及非主观性得到了重申.用自特本人的话

来说，上帝的恩典是iustitia aIiena@'，它从外部降临到À身

上，在人自己的存在中不需任何‘中介气基督教的信岛是

一
② 这两位著名神学家曾进行过论战。-一译注

② 德语:"不行I~一一译注

⑥拉丁语，"陌生的(相异aro正义'-F一译法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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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 nos①，完全不受人类思想及人类历史之相对性所支

配。在这个〈与自由主义比较而言〉神学中的"哥白尼革命"

的基础上，新正统主义可以对世俗世界观的种种变化着的形式

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同时{这点非常重要)也对应用于基督

教传统自身的历史学术之有相对化作用的发现采取玲漠态度。

租略些说，由于传统的客观性一直被解释为是独立于所有这些

偶然事件的，因而对于这类神学家来说， a什么事也不能真正

地发生气②不难看出，这种神学立场如何能显得好似一块可

信般的基石，站在?块基石上，能够抵挡一个动黯时代的种种

变化潮流。迄今为止，只要这种客观性可以似乎有理地加以肯

定，它就能充当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有了宫，对实在的一切

相互冲突的解释都可以被相对化，

‘新正统主义1与所谓"对教会的重新发现'一直存着密切的关

系，后者即从神学上对于基督教之团体特征的新的强调，回反对

自由派的个人主义。如果人们从知识社会擎的角度去观察这些

发展的话，就可以看到这种密切关系E也不是神秘的事情ad

的这种强调是否必然合乎逻辑地出自新.æ统主义的神学前提，

J 这却并不完全清楚。人们只需记住，克尔凯戈尔毕竟是这个思

潮的鼓动者之一。随着这种思潮的发展，它逐渐脱离了自己的

a存在主义的"根基〈这种分离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巴特自己的神

学发展中)，以致于今天的"存在主义气主要成了其对手的军大摩

中曲一件武器。可以说，当人们思考一下对于维护认识上的偏向

，..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内在的"社会工程" (即在对实在的各种应予

• 

① 拉丁语，a在我们之外的'.一-译注
②意为‘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影响'传统的客观性。一-译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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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的异常解释遭到一般社会的否定时必须建造坚实的看似有

理性结构的要求)的时候，这个事实就更有意义了。通俗点说，在 1

当代环境下，如果人们要相信黯正统主义要他们去相信的东西，

那他们就必须注意与其同类的信仰者紧紧地、不断地抱成一团. , F 

飞于是，在世俗化一多元化形势下，对蓝统教「义客观佳的重渭宇:

肯定，、就需要维持各种宗派形式崎社会一宗教组织，按照古典飞
• • 

宗教社会学的概念，宗派的作用在于组织认识上的少数源，以对

付敌对的或至少是非信仰的环撞。这种要求立出现且同任何关于~

教会性质的神学观念完全无关一←这在天主教的情况申就可以

春11](尽管天主教的教会论具有普世的、漂刻的反宗派的特在E)'，' : 

只要天主教正力困在广泛的非天主教环境中维护其自身自另外，

这在具有自由教会传统的新教团体中也可以看到，只要在这些

团体中正统主义或新正统主义‘正得到雄护币当越￥从费攘的角度‘ 1

来说，在其中是存在营可以为新宗派主义辩护的有利因素〉。然·

而，"挂会工程"的要求有-1、宣传的问题一一也就是说，人们必

须被鼓亨起来继续做一个或者成为一个宗派成员。在"外部'世

界具有吸引力的情况下，这是很困难的。在欧洲，整个社会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又变得很有吸引力了.在德国〈它仍然尺

是大多数新教神学思潮的核心地区)，转折点可以非常清楚地确

定在1948年一一那是币制改革和经济开始复苏的一年。@型挪

时候，'外部'世界，包括其世俗化了的特征，都变得更难以挫视

为"敌人"、"魔鬼势力"的化身等等了。突然间，对于:.. 世俗性宁的

新的神学论证出现了。于是，新正统主义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在
, 

① 这一论点由赫尔曼·柳伯在‘世俗化'一书中提出 f弗莱堡，阿尔伯公司，
1965，第11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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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教会斗争'那一代人的较为年轻的神学家申，开始迅速

地衰落了也

在德国，就鲁遭失·布尔特曼所发展的‘非神话化"概念避

115 行的激烈辩论，又造成了新的神学气氛。①布尔特曼最早提出

除去‘新约'的神话因素的论文写于战争时期，并以油印品的形

式流传在一小群感兴趣的神学家帘，但公开的论战直到战后其

论文正式发表时才爆友。官在德国神学界统治了好几年，后来

又迅速在德国之外传开。十分有趣的是，这一吹大西祥两岸在

神学发展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大约在布尔特曼论战出现于

欧洲的同时，保罗·蒂里希开始在美国出版他的几卷 ι系统神

学h@蒂里希的神学在美国，稍后在欧洲二尤其是对那些对新

正统主叔不再抱幻想的青年神学家来说，扁了重整旗鼓的集合

点.对世俗世界的新的态度，由弗里德和j希·戈加壁在19&3年口

出版的?本书中作了有力的表述〈之十年代初他曾与新正统主

义有联系，当巴特从其早期的存在主义倾向转郎新的独断的客

观性时，他与巴特决裂〉ι@正是在此之后产世精神学'或F世俗

基督教'这类有点不协和的术语才开始流行。迪特里希--朋霍

费尔的晚期著作，尤其是他在狱中书信中发展起来的"非宗教的

基督教'这一概念，被广泛地用来论证新方法的合理性，'尽管人

们绝不清楚i 如果朋霍费尔活到战后，他是否会走上这个方、

@关于持续了好些年的这场辩论的概述，可参见汶斯·巴尔奇编辑的在福音与t
神话，第1至第4卷C汉堡，莱希公司，1948--1955)0 i 

⑤保罗·蒂里希:4系统神学>，第1至第3卷f立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

一1963).
@弗里德利希·戈加登24现代的灾难与希望刘斯图加待，弗维克公司，1953).

关于对戈加登著作的有益的介绍，参见拉雷·席纳的领臭的世俗化'倒
带雄尔·阿宗饭，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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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拿世俗化与合理化~涩的难题 1~1' 

一
向0(1)在德国，对新正统主义的攻击在一份神学宜言中达到了高

潮，这份宣言是由一群年轻的神学家在 1963 年发表的，官倒事

是同巴特唱对台戏，因而题名为E作为历史的启乐儿②

学院派神学研究中的这些发展F 非常适合予我们一直努::Ji

说明的那种战后形势，实际上都是在追求通俗化。 1963年约翰

·罗宾逊出版了《忠实于上帝，一书，回答了那种祈求 t如果在 m

a非神话化'的背景中允许用这个词的话)0 @;这本书一

出版，立即掀起了一场公开论战的风暴-4这~段不仅是在神 1

学杂志上，而且是在每天的报刊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上避特论

战i美国和其他出版了此书译本的、国 1家也来'用丁这种论战方;二

式.在美国，这场充斥大众传播媒介的话战把 t新神学'抗入TT ，

广大公众的意识之中，很快就在一群年轻的神学家当申引架了

"上帝之死'思潮这一更加"激进'的现象。@有意思剧是，:这膊.

·新世俗主义'不仅在神学家当中，而且在寻求新街纲领'的教合:

组织人士当中也变得流行起来。另一本畅销书即哈维·飞考宽摒r 爪

的 f世俗'之城)，则成了对世俗世界采取这种新态度的某种iSE3:.
言.@，。 JIt 号

对予这些制点J按早期的神学论述与其盾乘酣1a黯衍'说吉普ft
í ' ω ， 

飞"'噜!
一、， I 

~ .，牛飞

,(1) 参见埃伯哈德·贝格格编揭的4成年前世界"，第1毒集2卷(慕尼黑，鼠萄公
司， 1955-1956); 写了·马尔蒂编辑的4崩霍费尔的地位川纽掬i联合出a\

, 11;1962年底λ
@ 沃尔夫验特·潘伦贝格编辑的<f乍为历旦己的启示'1;(哥廷根JiJE蜜究与卢，

列希特公司，1963)0
@ 约翰·罗宾逊4忠实于半帝刘伦段，SCM出版社，1963)嗡
@ 关于"上帝之死'思翔的有用的概述，参见托马斯·阿尔提泽和威廉·输、·

禽尔顿的《激进神学与上帝之死， (印第安纳兹别矫二波普斯AhZEi稍淦司，
1966). 

@ 哈综·考克斯:4世俗之城，(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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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上的差距，因此，了解一万二者之间的连

续性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连续性不仅存在于观念史及其普及形

式这一层次上，而且存在于普及了的观念及其"根源'与基础第

梅发展之间的联系中。从这个观点来看，新正统主义的统治，或

多或少可以看成是整个世俗化过程的"偶然"中断，当然，这里的

'偶然事件'是结束了第一个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犬变动.所以，

可以恰当地称为'新教自由主义'的思潮在当代爆挠，接管丁早

期自由主义放弃的领地，而且正是由于有这个中间插入的阶段，川

它所采用的方式更"彻底'得多。所以，这小事实可以如EZT嚣'

加成熟的世俗化的更深入的影响，也可以归因于前→章所述的ν

多元化形势已日益广泛而持久地确立起fιJ

新自由主义以一种激烈的方式使宗教"主'现佑?丁(在这个

词的两个意义上都如此)。传统宗教对世界解释的客观性或实

在性逐渐丧失，宗教日益变成了自由的主观选择的问题，也就是

'阳说，宗教失却了宫的主观的强制性的特征。同时，宗教"实体'电

逐渐从外在于个人意识的事实的参照系a转变'成-:(将这些事实

置于意识之甲的参照系。于是，例如，基督的复活不再被视为外

部物质自然界的事件，被·转换'成了信仰者意识中与生存或心

理有关的现象。换言之，宗教所涉及的实在，从宇宙、历史转向

了个人意识。宇宙学变成了心理学s历史变成了传记。当然，在
曲~ι

这种"转变'过程中，神学调整自身，适应了现代世俗化恩惠的实

在前提一事实上，如此调整宗教传统(以使之变得晶有关系勺

的必要性，被普遍地引用来作为上述神学思潮存在的理由。 J

在这个活动中，各种不同的概念体系都利用了。在新

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象征'概念一直十分有用。传统宗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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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如今可以被看成"象征'一一它们可能"象征着甲的东西通常

只不过是被假定存在于人类意识"深挫'的某些实体.在遗种背

景下，与心理主义和〈或〉存在主义在概念上酶'提联就有了意义?

事实上还成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一大特点。不论是弗洛伊德榻

的、新弗洛伊德派的或是荣格捷的各种类型的心理主义，都允许.

把宗教解释为"确实'与心理现象相关的'象征体系飞这种特碟

的关联，具有论证宗教活动作为某种心理疗法捕合理性这一巨

大的优越性，而它尤其在美国已经实现了。U因为I~理疗法计划

在美国的环境下肯定会产生‘迅速的效用'，所以从宗教组织的

角度来看，这种特殊的论证在实际中是非常有用的。存在主义

为'转变'目的提供了另一种概念体系。只要存在主义前种种前

提能够被设定为人类状态的基本特征，宗教就可以截解释为是
"象征着'人类的状奋。德国神学家在His阳12@与GescbichteØ.: 188 

之间作出的区分〈在英语中不可能作出这种区分)，极好地说明'

了这种晶转变'的特点。于是，例如耶稣的复话，就不再该理解'

为histori邵阳即理解为外在的、可以科学地查明的、历虫中的 1

事件);而应该理解为 geschiebtlieh (即理解为个人的生存奥中町

的事件}。特别是在美国，以蒂里希为开端，心理主义和存在主

义的概念一起被应用于"转变'的目的。在有神学倾向的知识分 1;', 

子拟及大众陶"宗教兴趣'这胃个层次上，这昌辙念都巴费明自
@‘ ' 

·飞

@参见路易斯·施奈德和暴弗德·多思布什的电通俗宗教#他加莓，芝加哥
i 大学出版社.1958) l 萨缪尔·克芳斯纳的4精神病学与宗教材纽约，自由自
版社，1964)。

②这两个德语各部都是·历泉'之意，在这里，前者指‘客观的、外在的(~~个人 τ
体毅的)历史"，而后者指"主观的、内在的(个人体验中的j历史户。下面的两
个与此对应的德语形容词的区别也同坞两个名词的区别一样。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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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前边府提及的意义上是非常"有关系的气 a\ 飞

出自社会学的一些概念，也加入了这种鼻转变'活动自表明开

始这种转变活动是必要的.如前所述，要表明现代意识已高度

世俗化， RUr传统宗教的断:言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已逐步变得"没

有关系气这是很可能的。然而，茄自由主义的"转变'活动以一1

称:独特的方式来利用社会学。官把社会学的资料从认识性的陈

述变为规班性曲陈述一一也就是说"它从经验土的现第

iB状态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盛行〉木手，一直进到了认识论上的

断言〈这些意识状态应当成为神学家的有效性之标准九认识上

的"缺陷丰也许是在现代意识中而不是在宗教传统中，这种理论

上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被普遍地忽略了.

\现在新教中盛行的"激进'神学崎极端形式似乎不太可能占

f 据这个领域，理由银简单，因为宫的可能会损害它们想为之论证‘

的宗教机构的生存基础.作为合理性论证，它们实际上在拆自

己的台。然而，使基督教符合世俗也意识对实在的某些关键假

设的较温和的努力，却很可能继续于去。具体说来，用心理主义

概念体系对宗教进行的'主观饨'， J可i~视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写

可逆转的一种广泛趋势一-除非事件选程又一次被两次大战期 ι

188 间带来了新正统主义的那类大变动所打断。

我们已经按详细地考察了新教曲情况，由于前述的理由Fa:

们可以把它看成现代世界中宗教状况的原型。在宗教传统丧去

了实在性的情况下论证宗教机构之合理性的基本难题，可以用

新教为例来说明F如果仅仅因为新教自身就是那‘实在性丧失'
吗

的历史性发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曲话，它也不得不彻底地、很早

就开始对付这个难题。当然，西方文化圈中所苟其他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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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早都不得本面对这个难题。天主:教由于其传统内部的原固，…

在世俗化与多元主义面前，一直在竭力维持坚定的抵抗态息，.事

实上，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它都在努力f避和有力的反击，-;企图

至少在有限的领土上重建类似于基督教世界的东西。'西班若梅

法西斯革命是在这方面作出的最极端的努方，-t它的军:队是在宣

告基督王权的旗帜下进行擒斗的。近来更为常见的作法.是在

较大社会内的亚文化圈中挖出天主教的壤掏}就起灭主敏蹄保丁

垒，来防御不再可能指望重就征服的世俗世界占当然，这就弓i起

丁前边所说的种种"社会工程"的问题.，即， j在J小普遍布文e

化，可以普遍交流和普遍有流动性的时代k 继臻维持一个宗摞4

隔离区的"技术性"问题。只要这种防御姿态!仍然盛行于天主雄!
.叮

之申，那它自然就几乎不可能表现出灵活性-不向世俗化患想让f

步。在1864年，<错误学说汇蝙》仍然能够温和地谴责这种现念，;

f;!p ，"罗马教皇能够并且应该颐从和赞成最近现避的进步、自由

主义稍文明气 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公会议公然不.顾"最近就

进的2注明'，宣布了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二仅仅在两千月之后，♂J

"最近引进的文明'就以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崎名义@开进了野，

马。当然，教廷在枣羊毛的不妥协方针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已有所 '171

改变，但在非抖的继续不妥协，却明显地表现在20脱制

对所谓现代主义运动的压制上e 当然，尤其自梵蒂冈第二届公

会议以来，各国天主教神学中都出现了强烈崎自由化思潮。

这能否进一步改变那种制度内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也还菇lil

以怀疑的。事实上，如果人们还记得上述的新教发展过程的话， F

@指维克多·挨马努埃尔二世(1820-187&年.)，意大利国王，出1:""187晦
在位.一一译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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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相信，太激进的现代化的保守派反对者们是具有很多

桂会本能的。

在此，沈太人的情况又提供了一幅十分独特的景象，它是西

方世界中犹太人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与作为一种宗教传统的我太

敬的特殊性的结果。在抗太教中，客观性更多地是实践的问题，而

不是理论的问题〈更确切些说，是哈拉卡@的问题，而不是教义

的问题)，因此，表现在宗教实践之崩溃中的非客观化，就比表现

在教义异端中的非客观化更为重要.当然，作为一种宗教传统

?JF一种种族实体的犹太教的特殊性意味着，其看似有理性的

难题本身会引起所谓"犹太人身分认同的危机飞所以，犹太复

国主义根据民枣身分重新定义"犹太性'的企图布这样一种矛盾

的特点s 一方面希望为犹太人的生活重建客观的看似有理性结

构，另一方面叉怀疑犹太教要成为犹太人的生存理由这一主张

一-这种矛盾表现在以色列的"教会'与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困

难中.尽管如此，犹太教仍必须面对是抵抗还是适应这个基本

选择，尤其在美国，犹太教所处的条件与各基督教会并无明显

的不同。具体说来，这种选择是=是采取守势维护犹太亚文化

, < (宫可剧从主要是宗教的角度来定义，也可以从主要是民族的角

度来是义】呢，还是同其他每一神宗教一起玩多元主义的踏戏

m 正当美国的就术教领袖为宗教上的相互联娟对于犹太教社会的

延续造成的危酶感到日益恐慌之时，沈太教改革派前一位重要

发言人则在鼓吹拖的教派应该在异教徒中间"传播福音'，这非

③爷、暗拉卡是希伯来文halakhahC或halωhah)的音译，原意为a规则"，指It太
教口传法规。本指对《摩西五经声中各种律法条文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实行
的混瞬，口传下来.t'f!~号就袋日常坐活简涛邸'、后泛指犹亢就历者律ì1i.
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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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能说明这种两难处境。换句话说，即使是在一个象犹太教这

样对多元精神十分陌生的传统中，市场逻辑也会顽强地表现自

己，以致使亚文也防御的"社会工程'变得非常困难。

要讨论世俗化对各种非西方宗教造成的问题，哪怕只是简

要地讨论，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只需再次强调，现代化是

当今的世界性现象，而且，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尽管在不同地

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有着巨大的不同，但都造成了对宗教传

统和宗教机构来说是极其类似的环境。事实上，正因为如此，如

果人们希望设想一下非西方国家的宗教前景，而不论其发展是

在社会主义还是在非社会主义的政治保护下进行的话，那么，西

方宗教传统在现代的经历是非常有教益的。要对任何一个特定

国家的宗教前最作出详尽的预测，都将是莽撞的。尽管如此，预

言任何地方的宗教前景都将主要由这一章和前几章讨论过的种

种力量一一世俗化、多元化和"主观化"一以及由几种宗教的

机掬对之作出反应的方式所决定，那倒是十分稳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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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社会学的宗教定义 " 

由于其性质本身的缘故，各种定义不可能成晶真'就a假'，而且

只能在用处上或大或小。因比之故，就各种定义进行争论没有

多大意义。然而，如果在一个确定的领域内，各种定义之闻存在

着种神差异，那么二讨论一下它们各自的用，造就很有意义了。在

此，我们打算以适合于较小问题的简明方式来讨论一下这个问

。

/实际上，至少在宗教领域，我们可以举出→个恰当的例证来

说明，即使是那些以显然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定义，也有着某种

用途。例如，麦克斯·攫勒关于宗教是"语言的弊病"的概念仪比

较神话学)， 1856年版)，就是以关于语言的很不恰当的唯理主义

理论为基础的，然而，它指出了语言是人类建造世界的伟大工

具，深入论述了语言在造神时代所具有的极其深远的力量，就此

而言，它仍然十分有用。不论宗教可能还是些别的什么，它也是

人类建造的意义世界，而这种建造活动正是凭借语言工具来进

行的。又例如，爱德华·泰勒关于万物有灵论的理论和以此为

基础的宗教概念"原始文化.'， 1871)，其出发点乃是这么一种无

法接受的观念，即原始人是某种不完全的哲学家，此外，这种理

论还过于狭隘地强调灵魂是宗教的基本范畴。然而，宫使人想

起，宗教要人去寻求一个确实与人相通相似的、在广义上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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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世界，这也是很有用的。总而言之，在定义问题上，唯一

明智的态度，是轻松宽容的态度.

在《经济与社会E一书中，韦伯在开始讨论宗教社会学时采

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如果可以给宗教下定义，那么这种定义也

J A 只能出现在他为自己确应的那一类任务的结尾，顶不是在开端.

毫不奇怪，韦伯从未到达这样一个结尾，因此他的作品的读者

要等他拿出槛承诺的定义来，只能是徒劳。我根本不赞腐韦伯

关于寇义与实质性研究二者先后顺序的观点，因为，只有在一

个界定了什么与此项研究有朵，而什么与之克夫的意义框架之

178 内，实质性研究才有可能进行。，事实上，韦伯也遵循了他那时

代的宗数学中流行的对宗教范围的界寇，否则，比如说-他就

可能会把关于"民族"的讨论放在宗教社会学的标题之下，而不

是放在别的太不平样的标题下〈在4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这些讨

论是出现在那些标题之下的)0 在我看来，在科学活动中回避下

寇义或迟迟不下寇义的主要结果，要么是研究的领域变得模糊

不清〈当然就韦伯来说情况绝不是这样)，要么是实际上采用了

一些含糊而不清晰的定义〈我想，在韦伯的著作中，情况正是如

此}。在我看来，解释清楚是较为可取的方针.

在《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一书中，艾弥尔·社尔凯姆以对

宗教现象的实质性描述，尤其是从神圣与世俗两分制§角度所

作的描述为开端，但却以一项根据宗教的一般社会功能得出的

寇义为结束.在这方面，社尔凯姆不象韦伯，他反对那个时期束

教学学术的这么一种倾向，即力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实质上

去定义宗教。有鉴于此，也许可以说，杜尔凯姆研究宗教的方法

较之韦伯的方法带有更彻底的社会学性质，就是说，按照杜尔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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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的确切意思，宗教是被作为→种"社会事实'来理解的。

当然，实质性与功能性的定义交费果用，在社会学分析的所

有领域都是常有的事情。选择两种是义中的任何→种，都有一

些似乎有理的理由，事实上，选择功能惶定义的最有力的-个理

由是a这类定义允许有一条比较单单:卢地属于桂会学的

较-筒洁'的或比较"清楚.的分折路缉。我根本无意果联一种和

拘时间地点都赞成实质性定义的教条主义立场，值在此只想为

选择实质性寇义作一点辩护。

!根据社会功能来寇义宗教的最有说服力w叉影响深远的努

力，是由托马斯·鲁克曼作出的(参见其 4现代社会中曲宗教问

, ~ lJ u.;) ""t"胆，英译本为 4看不见的宗教)i，. 1967) cf 这项努力

显然属于杜尔凯姆学说的l传统，-但也通过一些大大超越了世尔

凯姆学说的一般人类学方面的思考而得到了扩展..另外，鲁宽

曼还仔细地在他自己的功能概念与当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功

能概念之间作了区分。功能的根基，在于某些基本的λ类学上

的前提，而不在于特定的制度结柿，制度结掏从历史上来看是

相对的，不可能被有效地提升到普遍一般的地位〈象一些宗教社

会学家所傲的那样，他们只专注于作为西方文化特有的宗敬制

度化的教会儿不用深入极其有趣的论证细节，就可以看出，鲁

克曼的宗教概念的本质在于z 人类有机体有能力通过构造客观

的、有道德约束力的、包罗万象的意义世界，从而超越自己的生

物性.结果，宗教就不仅仅成了社会现象(如杜尔凯姆所吉).，市

且事实上还成了典型的人类学现象。具体说来，宗教就等于是L

象征性的自我超越.所以，一切真正属于人性的东西，事实上牢"

身就具有宗教饨，而且在人的范围内，只具有非宗教性的那些现



204 事'矗at..
• • 

一
象，都是以人的动物性为基础的，或者更准确些说，乃是以λ的

生物构成申与其他动物共同的那一部分为基础的。

我完全赞同鲁克曼的人类学前提〈可参j!; 1966 年出版的

f实在之社会建构'一书中我与他合作提出的理论，在那里，我们

了我们在宗教定义方面的分歧，这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葫

也同意他对那么一种宗教社会学的批评，那种宗教社会学只专

注于作为一种在历史上相对的宗教制度化的教会.尽管如跑，:我

还是怀疑一种前单地把宗教等同于人性的寇义的有用性。指出

宗教的人类学基础就在人类自我超越的能力之申，这是一回事，

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存在着自我起越的

各种形式，与否之伴生的象征世界也彼此大不相同，即令它们的人

类学根源完全一致。因此，依我之见，比如说把现代科学称为宗
教的一种形式，那是毫无益处的。谁要这么说，谁就将不得不解

释清楚，现代科学是以什么方式夺早于别人〈包括从事宗教学

工作的人}一直称为宗教的那个东西一一宗教学一面再?再而王

地提出了这个定义的难题。我认为这样做倒萄益得多z 努力在

一开始就提出一项实质性的宗教定义，而且把宗教的人类学根

基和桂会功能问题作为相互分开的问题来处理。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在此论述时一直努力借助这么一个

实质性的宗教定义，即宗教是神圣宇宙之设置〈参见本书第→

章)0 当然，这个定义中的特殊之点乃在于"神圣的'这一梅念，

我基本上是按照鲁道夫·奥托以来的宗教学所理解的意义来使

用这一概念的〈顺便说说，鲁克曼在处理这个概念时，实际上使

它可以向"宗教的'这一概念互相替换，这就使得区分象征化过

程的不同历史形式更加困难了) .这不仅仅是在概念方面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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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稳妥的方法，而且，我想，这也使得在经验上可把握的宇宙

之间所作的区分不那么复杂。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对不同定义 178

的选择，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解释有

区别〈从前面论述的有美部分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尤其是在第六

章里，我不机是同意，而且是犬大得益于鲁克曼的观点儿我想，

长久地看，定义乃是趣味的问题，因此该服从美于趣味的箴

富o -CÐ'

• 

, 

… 
@ 原文是max恤 de gultibuso按拉丁语有箴言自 : 4e gustÎbl18 Iloll e雷t4i.pø

talldum(C趣味问题无可争辩勺。←→泽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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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社会学与神学的观点

本书的论证一直严格地在社会学理论的意义框架内雄行，

在论证的任何部分，我们都避免含有任何神学的或反神学的意

思，假如有谁竟然以为论证中暗含有这类意思，我只能向他担保

说他是误会了。此外，这里所理解的社会学理论也没有同神学

进行一种"对话"的内在必要。认为社会学家只是提出了某些必

须由神学对话伙伴在"对话'中来回答的问题，这种仍然流行于

一些神学家之中的看法，必须以仅简单的方法论上的理由予以

拒绝。在经验科学的意义框架之内〈我强烈地认为社会学理论

是在这种框架之内〉提出的问题，是不能从非经验和规范学科的

意义框架出发来作出回答的，正如这个程序反过来也无法接受

一样。社会学理论提出的问题，必须根据社会学论述范围内的

条件来回答。然而，这种方法论上的陈词滥调并不能排序这样一

个事实z 某些社会学观点在神学家看来可能很有关系，尽管在

这种情况下，当他试图在自己的论述范围内说明这种关系时，他

会明智地记住前面提到的差异。总之，本书的论证作为一种社

会学理论活动或成或败，其本身并不取决于神学上的支持或批

评。

但是，说清楚这一点之后，关于这里的观点对于神学思想的

失系，我最后还是要在此作一点评论。我这样做有两条理由.第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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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即不要遭到误解，尤其不要遭到关

注神学的读者(我承认他们怀有特别温暖的感情〉的误解。第

二，在以前的著述中，我己就社会学与神学的观点二者的关系提

出了一些说法，我不再认为这些说法站得住脚了(尤其是我在

1961年出版的4可疑的景象P一书中的那些说法更如此)，而且我

有这么一个也许有点老式的观念，一个人对于自己以前印行发 180

表而又不再坚持了的说法，应该印行发表对此作出纠正.

在本书的论述当中，我在几个地方曾觉得有必要声明，在那

里提出的任何说法，都是把宗教对实在解释的提极地位严梅地

放在括号之中存而不论的.尤其是在我觉得这种理论论述的"方

法论上的无神论'，可能有被简单地误解为无神论本身的危险之

处，我便作了这种声明. 地再次强调这

一点。在这里提出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s 宗教应被理解

为一种人类的投射，其根基在于人类历史的具体的基础结构之

中。不难看出，从某种宗教的或俭理的价值的观点来看，对于这

种观点可以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含义。于是，人们可以觉得，

宗教保护人抵御无序棍乱，这是"好的'，但是它使人疏远了自己

的活动造成的这个世界，这又是"坏的气对于作为法则的宗教

以及作为虚假意识的宗教的理论分析，必须严格地向这类评价

分离开来，在这个意义框架之内，这种理论分析在这两个方面仍

然是摆脱价值判断的。

换言之，社会学理论(以及在经验学科的框架内论述的任何

别的理论)总是以历时的形式来看待宗教，因此，关于是否也可

以或如何以永恒的形式来看待宗教这一问题，就必然是悬而未

决，可以讨论的。所以，社会学理论由于其自身的逻辑，必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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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视为人类的投射，又由于同样的逻艳，对于这种投射也许关

涉到某种并非投射者之存在的东西这一可能性，它就什么也不

能说。换言之，说宗教是一种人类的投射，并未在逻辑上排除这

样一种可能性:被投射的意义也可能具有一种独立于λ的终极
、

地位。确实，如果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被确立起来了，那么，这些

投射的人类学基础，本身也可以是一个既包含世界又包含人在

内的实在的反映，因而，人向宇宙之中投射意义的过程，最终也

就指向了一个他自己扎根其中的包容一切的意义。在这方面，我

们看到，正是这种想法构成了黑格尔辩证观念早期发展的基础，

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作为社会学家，由于兴趣在于从经验

上理解人类事务而为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感谢马克思，这

并不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性z 他作为神学家也可以又把马克思辩

证法颠倒过来.只要他十分明白，这两种辩证法的建构过程

是在彼此严格有别的两种意义框架内进行的。简单说来，这意

味着，人把终极的意义投入实在，乃是因为实在确实最终是有意

义的，而且还因为，人自己的存在(即这些投射活动的经验基础}

包含着并意捂着这些终极意义。这样一种神学方法如果可行，就

会成为一个对费尔巴哈玩的有趣花招一一神学之被归结为人类

学，到头来竟成了人类学按神学模式之重建。十分遗憾，在此我

181 不能献上这样一招思想上的"人咬淘"的本事，但是我想至少向

神学家提醒一下这种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数学的情况是很有教益的。毫无疑问，数学

是某种人类意识结构向实在的投射。然而，关于现代科学，最惊

人的事实是 z这些结构已证明是同某种(用那位好主教罗宾逊的

话来说户外在"的东西相对应的。数学家、物理科学家和科学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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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们，至今仍在勉力企求理解这种事怎么竟会可能。不止如

此，从社会学上还可能表明，这些投射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发展，

其根源乃在具体的基础结掬之中，没有这些基础结梅，这种发展

就很不可能出现。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人表示，现代科学

脚就应该被视为一种伟大的幻觉。当然，这同宗教的情况并

不完全一样，但是，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这一切导政了宗教社会学著作的开头儿页中常见的一种老

生常谈z对于社会学家可能不得不说的关于宗教的任何言论，神

学家作为神学家不应当过份忧虑。同时，坚持认为所有的神学

观点都同样不受来自社会学方面的伤害，那也是十分愚蠢的。只

要神学家的观点含有一些要遭到经验否定的命题，他就将不得

不忧虑，这是合乎逻辑的。例如，关于宗教本身是构成心理幸福

的一种因素这一说法，如果交由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来审查，就

有不少堪忧之处。这里的逻辑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宗教研究之逻

辑。当然，可以肯定，历史学的断言与神学的断言，分别涉及的

是彼此有别而又互不影响的意义领域。但是，如果神学家断言

的某些事情可以被证明是从未在历史中发生，或者是以完全不

同于他所断言的方式发生的3而且，如果这项断言对于他的观点

又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就不再能够保证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

他毫无可担心的事情了。对圣经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多这方

面的事例。

所以，在神学家的观点取决于某些社会学历史学前提的程

度上，社会学是向神学家提出了问题。不管是好是坏，这类前提

尤其是犹太教-基督教范围内的神学思想的特点，其理由是众所

周知的，并且与圣经传统彻底的历史取向有关。因此，基督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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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如果只把社会学视为一种辅助学科，--"种帮助他〈或者更可

能的是，帮助搞实际工作的教会人士〉理解他的教会所处的社会

环境的某些"外部'问题的辅助学科，那他就很失策了。当然，有

些种类的社会学(诸如近年来流行于一些教会组织中的准社会

学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害'的，并且很容易被用于教会

的实用目的.从这种社会学所作的宗教市场研究中，教会人士

182 可能得到的最坏的东西，是上教堂的人比他所以为的要少一一

这种不受欢迎的消息。但是，如果他注意让社会学的分析走得

很远很远，他就会仍然是很明智的。他得到的可能会比他预期

的要多。具体说来，他可能会得到一种更为宽广的社会学观察

角度，那可以使他在一种不同的先照下去观察自己的全面的活

动。

在此可以重复一遍s在严格的方法论基础上，神学家因这种

新的观察角度与其自身的工作无美丽予以排斥是可能的。然而，

只要他想起，他毕竟并非生来就是神学家，他在开始从事神学之

前，就作为一个人而生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一一

总之，只要他想到，如果不是他的神学的话，那么也是他自己本

身，正在被社会学家的照明工具所照亮，那么，这种排斥就立刻

变得困难多了.到这时他会突然发现自己被抛出了神学研究的

方法论的圣殿，会发现自己在一种很不相同的意义上重复着奥

古斯丁的怨言z"事实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f他可能还会进一步

发现，除非他能在自己头脑中多少冲谈→下这种恼人的观点，否

则它还是对自己的神学工作有关系。简言之，在方法论上，从作

为一种无形论域的神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可以被视为完全‘无

害.，而在生存上，从作为一个有社会位置有社会经历的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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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就可能确实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事业

了。

社会学的"大问题'在形式上十分类似于历史学的大问周S

在具有社会历史的相对性的世界上，一个人怎么能够到达这样

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气据以就宗教问题提出认识上有效的说法

呢?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有一些变换形式的表达

法，如果所有的宗教命题，至少同时也是植根于具体的基础，结构

的一些投射，那么，人们又该如何来区分产生丁真理的基础结构

与产生了谬误的基础结构呢T还有，如果所有宗敏的看似有理性

都很容易受"社会工程'影响，那么，人们又怎么能够肯定，那些在

自己看来有理的宗教命题〈或者‘宗教经验")不仅仅是"社会工

程"的产物呢T我们会同意说，远在社会学登上舞台之前，就有很

多类似这些的问题了.在耶利米关于如何区分真假先知的问题

中，在显然困拢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他对上帝存在证明的

信念是否到头来是个"习惯'问题这一可怕的怀疑中，在无数基

督徒〈尤其自新教分裂以来〉关于如何找到真正的教会这一折磨

人的问题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类的问题。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

看来，这类问题获得了一种新的毒性，恰恰是因为社会学在其分

析的层次上对此给出了某种回答。历史学带给神学思想的那种

相对性的眩晕，于是便可以说成是加深了社会学的观点.在这一

点上，说神学最终乃处于一种不同的意义框架之内，这种方法论

上的保证就助益不大了.只有对于已经牢牢确立于那种意义框 181

架之中，已经拥有一种在起作用的神学的人，这种保证才是一种

慰藉。然而，生存上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最初怎么能开始逃行神

学思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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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神学观点一般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天

真"或糟糕的诚实。而且事实上，对于任何现在能够"天真地"持

有这类观点的人(就是说，不论是何原因，未曾被相对性的眩晕

所触动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现在自称为"激进神

学"的那种极端的神学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已经丧失了找到这个

问题的答案的希望，并且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参见第七章里关

于这种神学的讨论〉。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有一种主要出自新正

统派的很有趣的努力，努力想要得鱼而又不失熊掌一一就是说，

要吸收掉那种起相对化作用的观点的全部冲击，而同时又在一

个不受相对化影响的领域内确立一个刽阿基米德支点飞那就是

"上帝之道"的领域，即在教会的福音传道中宣告而又为信仰所

把握的"上帝之道"的领域。在这项努力中，特别有趣的一点是

在"宗教渺与"基督教气或在"宗教"与"信仰'之间所作的划分。

"基督教'和"基督信仰'被解释成是某种与"宗教'大不相同的东

西。于是，就可以愉快地把"宗教"扔给相对化分析{历史学的、

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或随便什么别的分析〉的恶狗，而只关注非

"宗教"的"基督教"的神学家，还能够以光辉的"客观性'继续进

行自己的工作。卡尔·巴特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取得了辉煌的

成果(主要体现在《教会教义》第 1 和第 2 卷中，另外，还有体现

在其关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论著中的极有教益的结

果〉。这种方法使许许多多新正统主义神学家得以同鲁道夫·

布尔特曼的"非神话化"纲领达成了妥协。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夫于"非宗教的基督教"的片断思想，可能也会倾向于这同一个

方向。

顺便说说，十分有趣的是，在从基本上是神秘主义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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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基督教的地方，也存在着十分类似的可能性。埃克哈特大

师①已经能够在"上帝"与"神性'之间进行区分，并且能进而正

视"上帝"之变与不变。只要一个人能够坚持认为(用埃克哈特

的话来说)， "人能设想的关于上帝的一切，上帝都不是"，则他事

实上就设置了一个不受影响的领域。于是，相对性所触及、的，就

只是"人能设想的关于上帝"的东西一一这个领域已经被解释成

最终是对神秘真理毫无关系的。在最近的基督教思想中，西问+

韦尔极为清晰地再现了这种可能性。

"宗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区分，曾经是4靠不住的景

象'的论证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本书至少在这一点上采取了新

正统主义的方法〈顺便说说，有些东西在那时候我自己领会得

不及某些批评者清楚〉。这种区分以及由乏产生的结果，如今在
我看来很难接受了。同样的分析工具(历史学、社会学等等的分

析工具〉可以运用于"宗教"以及"信仰"?事实上，在任何经验学

科中，"基督教信仰"都不过是现象‘宗教'的又一个例证。从经

验上看，这种划分没有什么意义。 1 它只能作为一种神学的演绎

而被设定出来。如果人们能舟、到这一点，那么难题也就消失了.

丽后人们也就可以用巴特的方式来对待费尔巴哈〈顺便说说，在

任何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e对话'中，这都是一个十分便利的

方法，只要马克思主义者同意这种理论上的花招)。但是，至少

我是不能让自己卷入这样一种可以据创提出神学演绎的立场。

因此，我不得不放弃一种从任何归铺的立场来看是无意义的区

分。

" 

如果一个人同样也无力把自己升到认识论上是安全的平

① 13至14世组的德国神学家，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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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那么在有相对化作用的分析方面，就不能把任何特权地位给

予基督教或宗教的其他任何历史表现形式。基督教的内容p 正

如其他任何宗教传统的内容一样，必须作为人类的投射来分析，

而基督教神学家也必须适应由此引起的那些明显的困难.基督

教及其各种历史形式，将被理解为实质上类似于别的宗教截射

的一些投射，其根基在于具体的基础结构之中，并由那些造成看

似者理性的具体过程作为主观上实在的东西而予以维系.在我

看来，」旦这一点真的被神学家所接受，那么，在回答这些投射

可能还是些帮咱什么这个问题方面，新正统派的和"激进'或新

自由派的捷径也就被排除了。结果，神学家就失却了在心理上

有解脱作用的要么完全执守要么彻底否定的这种可能性。他所

剩下的，我想，就只有根据自己的认识标准〈并不一定是所谓"现

代意识'的标准)，一步步重新评价传统的各种断言的必要性了-

m 在传统中，真实的东西是这个还是那个?虚假的东西是这个还是

那个?我认为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绝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既不

能凭借"信仰之跳跃飞@也不能依靠任何世俗学科的方法.

更进一步说，在我看来，对神学环境的这种解释，可以使人

返回古典的新教自由主义的精神〈如果不是细节的话〉。当然，

那种自由主义提供的答案，很少有几条能够在今天问心无愧地

照搬照抄。自由主义关于宗教进化、关于基督教与其他世界宗

教的关系、关于宗教的道德方面，尤其是关于"耶稣的伦理'等等

的观念，全都可以表明是依赖于一些不可靠的经验前提的，而今

已很少有人愿意去拯救这些前提了.自由主义对文化的乐观主

义的态度，在我们自己的处境下也不可能复活了。然而，这种神

。此话出自克尔凯戈尔.一一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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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精神，绝不仅仅是其特寇误解的总和。它首先是一种在思

想上勇敢的精神，在新正统主义在认识上的收缩之中，在今日所

谓新自由主义在认识上的怯懦之中，这种精神同样都消失了.还

可以补充一点，它应该是这样一种精神，它也有勇气去发现自己

属于认识上的少数派一一不仅仅在教会内部是少数派〈这在今

日不算十分痛苦)，而且在世俗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也是少数派， 1.1 

对大多数神学家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今日构成了主要的意义

参照集团。
e 

具体说来，自由主义神学意味着，要最为严肃地看待宗教的

历史性，而不要诸如 Historie(客观历史〉与Ge饵hichte(主观历

史〉之间的区分这一类理论上的酒辞，并从丽严肃地看待宗教作

为人类产物的特点。在我看来，.这必须成为由发点。只有在神

学家面对了宗教的历史相对性之后，他才能真正地追问在此历

史之中何处有可能谈及种种发现一一部超越其基础结构生相对

性质的那种揭示或发现。而且，只有在他真正理解了宗教是人

类产物或人类投射这种说法的含义之后，他才能在这一系列投

射之内，开始去寻求可能最终会证明是超验之境征的那些东西.

我十分怀疑，这样一种探索会日益从投射转向投射着j即会变成

人类学方面的活动。当然，一种"经验梅神学'在方法论上是不

可能的.但是i 一种在论翻才与对人前提验描述步步相关的神

学，却很值得进行严肃的努力。

正是在这样一项事业中，桂会学与神学的对话最有可能结

出思想上的果实。综上所述，十分显然，这需要双方的对话参加

者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倘若没有这样的对话伙伴，沉默就是上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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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6 , 111; rationaIism of，加尔文主义的理性主义， 157 ...... 

158 

Camus , Albert，加缪，阿尔贝， 76-77 , 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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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anon, Old Testament 9 正典，旧约正典， 124

CapitaIism，资本主义，and industr ialeconomy，与工业

文明， 109 ， 129""""132 ， and liberal religious competit，ion，与

自由主义宗教的竞争， 142 ， 160 、

Cap ital punishment，重大舔罚，死刑， 44

Capr iciousness，可变性，u

Cargo GuIts，船货崇拜， 69

, 

Cartels，卡特尔， and religious bureaucracy，与宗教官

僚体制， 143"""'144

Caste . system, in India，卡斯特制度，印度的， 65 ， 136

Catastropbe, natural，究变，自然的究奕，44 ， 46

jÇatholic1ism; 天主教，persecutions .of，对天主教的迫害，

75;secularizatio.n o.f，天主教的世俗化￥108;击1l， 157 ， 1~9; the

ology of 9天主教神学 ， 112 ， 121........124 ， 137 ， 140' traditional) 传

统天主教， 146:""'148.，' J64;retrel1cnment of，天主教的掘壤固

守， 169 ‘ 

Cause and effect，因果，: mechanistjçr~latio~b，ip of, 

机械论的国呆美系， lß， 84 、

Ceremonies，礼仪(仪式}，' sacred，神圣丰L仪， r91':'"' 9 8, 

114 、丁

Chaos~ 混沌〈混乱)， w;orld .of，混沌世界， 39 ， 5Ji53 ，n-

72 

Cl}. ina，中国，35;3!}， 70

Christ o 基督，Divine interventi9n of，基督之神圣干预，

69; incarnate，道成肉身的基督，77; resurrect ion 9f，基督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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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167

的

Christendom，基督教世界， segregation' in，基督教世界

, 48--49; body 01， 之整体， 122~124 ， 136--131 , and 

secularization) 与世俗化， 157

Christianity，基督教，traditional，传统基督教，46'，....... 47 ， 77 ，

159 , 162, 184, and Mus1ims，与穆斯林， 48---49 ， 121 , conver

sions to，版依基督教，50;theology of，基督教神学，69，7'6-77 ，

79,123, 158, 163, 181, 182.......185, and . Gnostic movement，诺

斯替派思潮，72---73 ， plausibility 01， 基督教的看似有理性，

78, 122, antinomian movement in，其中的反律法主义思潮，

98 , and secularized consciousnes8，与世僻化意识， 106 , 

110........111 , 168, and Catholicism，与天主教， 121.........123 , and 

selfencapsulation，与自我封闭， 135 , sphereof，基督教的范

围， 159

Christiårt-Mus1im，基督教徒-穆斯林， confront&tio:n .in 

Middle Ages，在中世纪的对立， 48， 121

Chrônicles, Book of, (历代志'， 118

Church，教会，Christian，基督教会， 77， 123， 136， 170，蝇f

ramerits of，教会圣事， 91 , 112. traditional，传统教会， 106 ，

109 , 158, social character of，教会的社会特性， 134--186 , 

181........182, bureaucracy of，教会的官 fBY ;142--143, ecu-

menical movement，普世运动， 144J crisis of，教会的危机，

153; rediscovery of 9 教会的再发现，，163-164J in' Istael，在

以色列， 170; true，真正的教会， 182

Church and State 9 教会与国家 ; separation of) 政教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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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 107 ， 130~131 ， 140

Civ iI ization，文明， major，主要文明， 3~h Western，西方

文明， 109 ， 160; Egyptian1 埃及文明 ， 115 J Ca tholic ism，与

天主教， 169

Code of Manu，摩奴法典，66

Coercion，强制，and power，与力量， 33

CoIlectivism，集体主义，humàn，人的集体主义，.1， 35 ， 53 ，

63Jsocial，社会的集体主义， 10 ， 21 ， 31 ， 44~45 ， 62，剖， eoter-，.

prise of，集体的活动， 15........16 ， 95 ，....96 ， and. knowledge，-与认

识，29. decay of，集体主义之衰落，37;and Christianity，与基督

教，46月"'47 ， 1181 and masochism，与受虐狂， 56 J identificat ion 

with，与之等同{同一)， 60

Commíluism，共产主义，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9 , 131:, international，国际共产主义， 161"

Communication，交流，mass，大众交流，169

Competition，竞争，denominationali$m，宗援主义， 131 ，

135--136, 138""';139; 142---143, 149 , rationalizationof，竞争

的理性化， 144
• 飞

Conciliar movement，议事会运动，143

Conduct，行为， patterns of，行为模式，92 -

ConfessioR，信仰告白;Lutheran，路

and Germa:n, Protestantism，与德国新毅， 1;62

、
，
-

」

31 
" 

, 

告自扩112 ，

ConfessionaI cleavages，宗教分歧，信仰分也ht严tradi斗

tíonal religior1;传统宗教中的宗教分歧~U8柑-J49

Consciousness，意识， subject，i啊，主观意识，4 ， 9 ， 1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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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6--37;human，人类的意识，10 ， 100;external facticity of, 

意识的外在事实性， 14;individual.个人意识，16"""'17 ， 21 ， 45 ，

55 , 955houzons of，意识的地平线(限度)， 23 ， 25; in sleep" 睡

眠中的意识， 42""""43;and tbeodicy，与神正论， 585 transfor

mation of; 意识的转化， 80; internal structure of，意识的内

在结均，83; duplicatic)O' of，意识的重复，83.......84 ， 93 ，....... 94; false, 

虚假意识，邸， 87 ， 90 ， 93-95 ， 99 ， 1801 infantile，早期意识， 86 , 

phenomena p.f，意识现象，邸， 151; bad，不良意识， 94;.secu

larizaHçmof，意识的世俗化， 100 ， 108 ，1 46 ， 168; level 01, . 意

识之层次， 127 ， 150; social structure of意识之社会结构， 12~1

and rel igion" 与宗教， 150， 156 ， 167; lRodern，现代意识， 168, 

184 

Conser，vat沁血，保守主义， and m创建 ianic-m i1lenarian

complex，与弥赛亚?千禧年体系170; and Cn tho lic theology, 

与天主教神学，:170ι 二

C创侃1$韩ti让tu川ti沁onali沁sm"立宪制度

" CORs tu:Jler >controls，消费者的控制t in re1igion，川消费者

在宗教中的控制， 148 ， 153

Conversion，改宗(版依)，.reIig;ρ脯，宗教版依，50-，äl

Copernican R号volution. 哥白居革命，163

; 'Çpsmic ôrder，宇宙秩序，， 71 ， 114'-""115; 119, 1~r 

Cosmos. 宇宙，and l'eligion; ，宇宙与宗教， 25-， 51， 53 ，的，

177 J， :mytÞ.ol~gy 例，宰宙神话， 26， 34,; 6Z.......{;8; and , social 

structure，与挝会结构， 34 ， S~-"'38， .~mmerisHy qf， 宇宙之

元服， 57 ， 629492t in ‘history，在历史中的宇宙I 152J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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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psychology，与心理学，167 ,)l .... 

Cox, Harvey，考克斯，哈维，166

Creation，创造，创世， the family，家庭之创造J3t;;11 i'v梅号，

神的创世， 112 ;1 

Crisis，危机， Ilnd social u内ea"al，:与桂街型号变革11';'在4.

and Divine intervention，与神的干预，68

Crusad!ls，十字军， 46 ， 48 1 0 41 1 

Cu1ture，文化， inherent character.of，文化之内在静钮，

6; and soc iety，文化与社会;7 ，凹， 40斗4IJand ， man￥变化与久

9 ， 10 ， 25~26 ， 159;secularization of乡文化之世俗化， 99 , 101 , 

160lJewish，犹太教文化， 113 ， 114 :..，..， 115 ， 170...... U.l ，W，四tern，

西方文化， 128 ， 169 ， 176;consurner，消费文化， 151; European , 

欧洲文化， 16h national，民族文化.， 171同时叩timim-'与乐

观主义， 184 J 1 ‘, 

Custom，习惯(习俗) , and ,rel jgionj 与宗教，25 斗 >1:

‘ 

David，大卫， condemnation 时，对大卫曲谴责‘ι 凶. 116 , 

118 . , 
3 

严

Jf ‘ aw 

1 

Death，死亡，.fear of，对死亡的感惧，、:2'3γ&5拂n.d ，seIf

transcendency;死亡与超越自我~37 ，邸，战:ωnfnootlJ;Uon of, 

面对死亡， 43~44 ， 51; phenornena of，死亡现象， 53--54,61;, 

cyc-le' of，死亡循环， 60 ， 62; and immódaUty，那亡与H'朽，

61 , 70. Íflct of，死亡之事实， 80; 'prayer$, O~，为再者.折祷，

111 吕气

Death of God Movernent , "上帝之死"思潮，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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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ecay，衰亡， cycle of，衰亡之循环，62

Demonopol iza t ion，非垄断缸， of religious ttaditions , 

宗教传统之非垄断化， 135 ， 151

Demons，魔鬼， reali ty of，魔鬼之实在性，剖J Hindu, 

印度教T中的魔鬼， 67; forceS"， of，魔鬼的力量， 164 

Demythologization，非神话化，of universe，世界之非神

话化， 111. of B ibl ical characters，圣经特性之非神话化， 118;

in the Church，教会内的非神话化， 146-147. popular 

eonception 'of，通俗的〈流行的〉非神话化概念， '165-166 , 

183 

Denom ina t ions，教派，宗派，religious，宗教教派， 131 ， 14&

-149 

Dependence，依棋，absolute，绝对依赖，96 ， 159

Destiny，命运，of men，人的命运， 86 ， 95

Detertninism，决定论， mechanistic，机械论的决定论，

18 ,and theory of religion，决定论与宗教理论， 47

Deutero-lsaiah，以赛亚第二， and messi'anic hope，与弥

赛亚希望，71 ， 120;and suffering，与受难， 76

Deuteronomy, Book of，<<申命记)， 118， 120

Dharma，达磨(法)， violation of，对达磨的违反， 35 , 

40 

Dialogue，对话， theolog lcal，神学对话，14f ， 179 ， 1 8.4

Disâster，灾难，and divine intervention，与神的干预，

68 

。iscipline~ 学科， empirical，经验学科， 105 ， 179.......18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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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ar，世俗学科， 184

Disconformation，不可证实，empiric剖，在温验:1:不可证

实，70 ， 73

Disease，疾病， and death; 与死亡， 48 • 

Divine，神的，神圣的， imperatives 01，;神的惜令i35."'

unity with，与神合一，66-'67冒 illtervent ion' 'of，神由于预， 68

--69,justice of，神的正义， 92. and human continutim，神与

人的连续性，99
φ 

Divinities ;神灵，神性， wòrldof，神灵世界，25;112 ，

sacred forces of，神灵的神圣力量， 63. , intercession with , 

为人代祷， 66 , in OId Testament， 1日约中的神， 713minor，

较小的神灵， 73. sufferings of，神之受难， 78 , 90;in na'ture, 

自然中的神灵， 88, transcendentalism of，神灵之超验性，

111........112 

Doctrine，教义、学说， sòteriological，解脱诺，解脱学

说，灵魂拯救说，67 , of redemption，救赎论〈学说)， 16""'-'77 J 

of the.Trini1Y，三位一体学说〈三一论) ; l21"":' 122 ,Lutheran, 

路德宗的教义， 123 ， heterodoxy ，异端教义， 170

Dogma 教条， Marxism，马克思主义， 166t 'objeetive, 

客观的教条， 157"""168

Drearns，梦想，sociological，社会学的梦想， 10;and rou .... 

tine order，梦想与日常秩序， 23.world of，梦想世界2421sand

sleep，梦与睡眠，43.of madness，梦想与疯狂， 51

DualismJ 二元论， types of，二元论的类型，71'-'7a

Durability，持久性， appearance of，持久的外衰，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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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Heim , Emil. 杜尔凯姆，艾弥尔， 176

Du.y，责任， Social，社会责任，35，.65

Ecclesiastes, Book 'of, (传道书~;， 11& ，

Eckhart, Meister，埃克哈特大师， 183 J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 
<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h第一章注①: , 

Economy，经济， and industrialism，与工业化， 8 ， '109 , 

secularization of，经济的世俗化， 129 ， 140 , in Western civi

li~ation，西方文明中的经济， 160

Ecstasy，入神， expedences of，入神体验，osand-mys

ticism，入神与神秘主义， 64; masochistic，受虐狂的入神，

73 

Ecumenism，普世宗教合一，普世主义，age of，普世宗教

合一的时代，141........142 ， 143--144 ， 148

Education，教育， rel ig ious monop.ol y Q.Q，宗教对教育的

垄断， 48. development of 9 教育的发展， 50. eman~ipation， {)f, 

教育之解放， 107;for ministry，传教教育，141~I42 •• 

Edwards, JOt:Iathan，爱德华兹，约楠坦，J57"

Egypt，埃及，ancient，古埃及， 39 ， 70.， culture ，in，埃及文

化， 113, 122 , and cosmi c， o.rde鸟飞与宇宙秩序114J ßxodus 

fl'om，以色列人出埃及， 115........116 , 118 , ethics of，埃及的伦

理， 119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he, c:宗

教生活之基本形式>>，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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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jah, Hebrew Prophet，希伯来先知以利亚， 118

EmotionaI ism，情感主义， individual，个人的情感主义，

21;disturba i1ces of，情感骚动，础， 1571 suppression 01，情感

之抑制，93

Encapsulation，隔离， of Judaism，犹太教之隔离， 123 

Engla时，英格兰，英国， 78 , 160. and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与政教分离， 130; demythologization , 

movement in，英国的非神话化思潮，，165

Enlightenment Movement，启蒙运动， 158

Enuma EJish川恩努马-艾利希>， 1，17

Environment，环境， animal，动物的环境， 5Jsocial，社会

环境， 181

Epidemics，流行病， 60

Error , in r~ligion，宗教中晴错误，182 : .' . 

EscaRIFEIU 逃离现实， and.' imagjnlJt.ion，与想象" 83~ 

85 

Ess~y 00 COO1parativeMythology，<比较神话学暑，

, ，也】
• .‘ 175. 吁. .咱

马 ESSMte of Christhzzity，也基督教助本质γ， 185' rJ 乌!

Esther, Book of，<<以斯帖记;) , 118 

Ethics9 伦理(学)， β.ild ßlonotheÍsm，与→神论， 785 ra

Honalism 、 of，伦理学的理性主义， 115. andrenatul'Jll'&a tion 

of，伦理之重新自然化， 122; t~plogical，神学伦理学，168~

1591 of.Jesu'S，耶稣的伦4理￥ 159~160 ， 1 84:气 f 电 4 
年"一'

飞

Eurwe，欧洲，secularization of，的世俗化，108;Ghrist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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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y in，的基督教， 121 ， and Communism，与共产主义， 131~ 

cultural diffusion in，之式化传播，一160-161 ， and neo-orth

odoxy，与新正统主义， 162 ， 165 ， effects of World War][ 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 164

Evangel ism. 福音传教，faiIure of，的失败， 110 ， emotio

nalism in，中的情感， 157--158， of reform Judaism，改革派

犹太教的传统，171

Events，事件， ordinary course of，事件之日常过程，而，

43 

Evil，恶(坏事)， quality of，恶之性质， 39 ， phenomena of, 

恶之现象， 53， 711811<1 . theodicy，恶与神正论，70， 79

Evolution，进化， and religion. 进化与宗教， 159 ， 184 . 

Existence，生存， human) 人类的生存，人生， 13 , 27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 various postures of，各

种不同的存在主义态度， 80,. impurity of, :的不纯， 136 ，

and theology，与神学， 152, 167 ,and pluraIism，与多元

主义， ,1 53 land s oc ial eng bleer ing，与社会工程， 16'3-164 , 

'Barth on，巴特论存在主义， 165 , and consciousnesS of 

believers，与信徒意识，、 167 , symbollslÍl of，的象征体系，

167 、'

E;xogamy, irt Brazil，.巴西的偶族外婚制度，90~91

.E累periezzce，经验，体验， social，社会经验， 10 ,19 , 2:1 , 57 , 

-human，λ类经验， 11 ，.34，邸，因， 80 ， 89areligious，宗教经验

(体验)， 25 ， 87 ， 159￥171 ， 182 ， of 8Ieep~飞睡眼的体验;42 ， pheno

metiaof，经验现象， 44 ， 54 ， collective，集体经鞋，õ3，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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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剥削， and oppress ion，剥削与压迫，

58 

Exterm ination，消灭，and religiotiswars，与崇敬战争

49 

Externalization，外在化，外化， definition of，其定义， 4，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与对社会的理解， 17.......18 ， 81J

and hurnan activity，与人类活动， 27"""28， 89

Extinction, fear of，灭绝之恐惧， 22

Ezra, Book of, (以斯拉记>，120

Facticity，事实〈性)，external，外在的事实性， 14 ，11 J taken 

for granted，被视为当然的事实， 45 J non-human，非人类的事

实性， 89

Faith，信仰，and obedience，与服从， 66, bad，不良信仰，
9S--94 , 99,of Israel，以色列的信仰， 117.......118 ， act of，信仰的

行动， 150JChristianl 基督教信仰， 183"""184

Family，家庭， institution of，家庭制度，也 13"""'14 ， 34, 

3S.......39Jand religion，与宗教~133-134
• 

Famine，饥懂， 60

Fantasy，空想〈幻想)， solitary 9 孤立的空想， l1,and 

routine order，与日常秩序23Jand imagination, 82-83 

Fascist Revolution，法西斯革命， 169

Fashion，时酶，susceptibleness to，服从时尚，1'51

Fate，命运， of man，人的命运， 86

Fatherhood，父亲地位，role of，交亲的角色， 38-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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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ima，法蒂玛， 148

Fear. 恐怖， and violence. 与暴力， 45

FertiIity rituals，丰产仪式， 61........62

Festivals 节期，节日， cults of，节日崇拜仪式， 118-

119 

Feuerbach , Ludwig，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180 ， 183.......184

Folktales，民间故事， legitimating lore of，之有合理化

论证作用的口传知识， 32

Force. 力量， human，人类的力量， 10,' sacred} 神圣

力量， 34 ， 63 ， 113; social，社会力量， 135

Forgetfulness，遗忘(健忘)， individual，个人的遗忘， 40 , 

85 

France，法国，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政教分

寓， 130 ， Catholicism in，的天主教， 138 ， medieval，中世纪的

法国， 139

Free church，独立教会， traditionS of，独立教会的传统，

147,164 , 

Free enterprise，自由企业，and the economy，与经济，

131 ,153 

Freudian psychologism，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 167

Functionalism, social，社会功能主义， 176， structural, 

结构功能主义， 176

140 

Fundamental ism 9 基要主义， and the Bible，与圣经， 112

Fund raising，筹集资金， church activity，教会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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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era]s 乡 ritua]s of，葬礼仪式， 62

Generations. 世代，and ancestor亩，与祖先， 30

Genes is" Book of, c f!tl世记)， 117

Germany，德国，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Jn. 

之政教分离， 130--131; Protestant 1iberalism in，之新教自由

主义， 158 ， 161 ， 164;neo-orthodoxy in，之新正统主义，，164

Ghetto, J ew ish，犹太人聚居区〈隔离区)， 50 J sectarian, 

宗派主义隔离区， 169

Ghost Dance，精灵舞，鬼舞， 69

Gnost icism, infl uence of，诺斯替教之影响， 71-73 ， he

resy of，诺斯替派异端， 77

Gnostic Rel igion, The，诺斯替教，196

God，上帝，world of，的世界， 34 ， 36 ， 113 ， 117Jof history, 

历史中的上帝，35 ， authority of，上帝之权威，38 ， 78;manif四

tation of. 上帝之显现， 40 ，，74 ， 182,will of，上帝之意志，挣意，

53-54 ,75 , 95; sovereignty of，上帝之至高无上(君权)，59， 64 ，

73 , 75 , 175; Hindu，印度教的神; 67; B iblical，圣经的上帝，73 ....... 

74;sufferings Of9 上帝之受难， 77 ;of nature，自然之神， 87; 

and man. 神与人， 96 ， 121; transcendent character of，上帝

的超验性， 98~100 ， 111~Jl~， 115-1i9 ， 121Jgrace'of，上帝之

恩典， 112 ， 163

Godhead，神性，-1 83

God is Dead Movement，"上帝之死"思潮， 112 ， 166'

Goethe , Johann，歌德，约翰，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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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arten. Friedrich，戈加聋，弗里德利希， and neo-

orthodoxy，与新正统主义，165

Good，善， forces' of，善的力量， 71

Government，政府，政治， and bureaucratic power，与

官僚制的权力， 34

Great Awakening，大觉醒运动， 157

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 161

Grace，恩典， reign of，恩典之统治， 791 fa l1 from，从恩典

堕落， 85， 129Jof God，上帝之恩典， 112， 163

Greece，希腊， and Rome，与罗马， 35 ， 77~78Jphilosophy

of，希腊哲学， 4() ， 119

Greek CathoIicism，希腊语地区的公敏， :22 ， 124

Groups集团，recalcitrant，不服从的团体， 11 ; social，社

会集团，21， 29 ， 44 ， 61 Jand order，与秩序， 33;re1igious，宗教

团体，48-51 ， 131 ， 137-140 ， 146;1ifecycle. of，团体的生命循

环，， 62 ， and iqentification，与身分认同，14 9 J P l'otes taftt，新教

团体， 164

Guilt，过失，罪过， contravening vallles，违反价值观念

的过失， 9 ， moral，道德过失，24

Habits，习惯， intel1ect.ual，思想习惯， 35

Happiness，幸福， need for，对幸福的需求， 58 ， 114; col1ec

tive，集体的幸福， 60 J theodicies of，.幸福之神正论， 65 J 

strange forms of，奇特的幸福形式， 77 

Hegel 乡 Georg，黑格尔，梅奥尔格， 110~111 ， 180 ，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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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sy，异端，control of，对异端的控制， 48 ,122; and 

Gnosticism，与诺斯替教， 77 ， Marcionite，马西昂派异端，124 ，

persecution for，对异端的迫害， 136

Heritage, confess ional，信仰遗产， 148

Hexateuch, <1日约全书'前六卷， 118

Hinduism，印度教，ph ilosophy of，印度教哲学， 40 ， tradi

tions of, 印度教传统， 50 ， 109 ， 136 ， soteriological，解脱论的

印度教，66~邸，73

History，历史， vicissitudes of，历史之变迁，拙， 87 ， and 

biography，与个人经历(传记) , 41 , 86 , 167 ， social，社会历史，

60 ， 80 ， 90 ， 106 ， 110 ， lewish，犹太人的历史， 71 ， 117~118 ， 120

......121'empirical，经验历史， 72 , 89 , 95,of religion，宗教史，

76 , 100 ,117 , 158, 181, ofhuman action，人类行动的历史，79 ，

91 ,100 ,135, 163 , 180; of Biblical theodicy，圣经神正论的历

史，119........120 ， 122 ,Jegitimation of，对历史的合理化论证， 125'

onevolution，关于进化的历史， 159

Holy Wars，圣战， 48

Homo sapiens, as social animal，、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

类，也7 ， bi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人类的生物性构成， 19

Homosexual ism，同性恋， 24

Honest to God，也忠实于上帝)， 166

Hosea, Book of，<<何西阿书)， 116

H uman acti v ity ，人类活动， and social structure，与社

会结构，也1l， 30 ， 53;objectivation of，人类活动之客观化， 14 ，

25 , 77 , 180; and religion，与宗教， 27， 40， 48;and self-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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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私， 29; transitory construction of，的短暂结构， 33， 36"""

37; legitimations arising from. 出自人类活动的合理化论

证， 42---43同时 masoch ism , ..!!与受虐狂， 57"'58

Humanity，人类，人性，organism，有机体， 5, 9; lost in 

isolation，人性在孤立中的丧失， 7; fallen，堕落的人性， 112

Ideation, realm of，观念化的领域， 30， 107;religious'，宗

教的观念化， 40"""41 , 45; secular iza tion，世俗化， 128.-...129 J 

qistory of，观念化的历史， 1日， 155

Identification，同一(身份〉认同， subjective，主观的身份

认同，16;reaIity of，身份(认同〉之实在性，21-22; self-recog

nition，自我认识， 22---23 ， 37 ---3比 83 ， 94;religious，宗教的认

同， 27........28 ， 149 ;sociaI，社会的认同， 37 ， 95 ， coIlective，集体的

〈身分〉认同， 6:();and bad faith，与不良信仰， 93;Jewish，犹太

人的身分〈认同)， 170;anthropological origins of，其人类学

上的根据， 177

Ideology，意识形态， Ievels of，意识形态层次， 132 ， lS2

I11ness, and suffering，疾病与苦难， 58

Imagination，想象，and language，与语言， 12, religious , 

宗教上的想象， 25~26， 68;and death，与死亡， 43; fantasies 

of，狂想，狂热的想象， 82-83;and escapism，与逃避现实， 85

Immortal ity，不朽，灵魂不死， inherent，内在的不朽， 38 ，

61-62,96.-..97 ,99 

Imperfections, empirical，经验中的不完善， 57

Imperialism，帝国主义， 109 , 



l:n 

'冒I rn 

Impurity，不沽， quality of，不洁的性质，衍， 50

Incantations, ritual of，符咒仪式， 44~'45 

1 ncarnat ion J 道成肉身， and theodicy. 与神正论，.n; 76 , 

Inca society~ 印加社会， 45
, 
'也

India. 印度， rel igion in，印度宗教， 35 ， 50 ， 65; sötetiolo

gy of，印度的解脱论， 39 ， 68 ， 97; modernization of，印度的现、

代化， 136 ·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 biography of，的经历， 3~53 ， 

60--62 , 65 , 86 , 94 , 147; subjective wor1d of，的主规世界，.9，

15, 56 , 152; social，社会的个人主义， 10--11 ， 17--18,19,2'4,29., 

31 , 81;role of，个人主义之作用， 12 ， 13.......14 ， 38,.....,39 , and là.n

guaget 与语言 ，1&--19;perspective of，的观点 ~23.......24 ， 29 ， 38

and experience，与经验， 41 ， 49 ， 543reality of deuthp 死亡之

实在性， 43......44 ， 80fand consciousness，与意识，而， 83 , 152, 
and religion，与宗教， 50 ，，-， 51 ， 58 ， 118 ， 133, 159 ，163~ transce-'

l1dence of 之超验性， 54，1l4;and bad faith of~.与布良信仰，

93,.....94 

Industr ial ism，工业主义， and social displacement，与

社会移位，邸， 129......130;. and production，与生产， 108-"'109，

132; and society，与社会， 152--153 ， 171

Inequalities，不平等， social，社会不平等， 59 ， 62 ，79

Infallibility, papal，教皇永无谬误， 1ω

Inf idels，不信教者， 69

Inhibitions , moral，道德约束，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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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stice，非正义，and divine in~ervention，与神的干预

68........69Jand human behavior，与人的行为，77

lnquisition，异端裁判所，persecutions during，异端裁

判所时期的迫害， 48........49 ， 136

Instability, built- in，建立于不稳定之中，5 ， 50

Instinct，本能， at birth，生就的本能，5Jforce of，本能的

力量，22 ， sociological，社会学的本能， 170

Institutions，制度，机构， structure. of，之结梅， 7， 35;--36 ，

156,and human activity，与人类活动，9~10， 30 ， 99degal，法

律制度二 12，饵， 98 ， 120 J social，社会制度，13 ， 33~35 ， 82 ,123 , 

124 J family，家庭制度， 13 ， 90 ， 92 ， 94JPolitical，政治制度， 12 ，

91 , 130, 132......133, 137 J re1igious，宗教制度，-机构， 25.......26 , 96 

~97， 107.......109 ， 135 ， 138~140， 145 ， 147........148 ， 156 ， 171 , 177, 
programming of，之计划〈安排)， 29 ， 33-34 ， threats to，对之

的威胁，36~町， 59rCatholic，天主教的制度〈机构)， 169 J tradi

tions Qf，的传统， 171

• 

Integration, ，一体化， 30.

Intellectualism，理智主义， minority groups，少数派集

团， 30, re1igious，宗教上的理智主义， 42， 67

Intercession, of saints，圣徒之代祷， 112 ‘

Interdenominal ism, agencies for，各宗派之间合作的机

构， 143

Intermarriage，通婚， 171

Internalization，内在化， difinition of，之定义， 4, self

object ivation，自我客观化， 81 ， 83 ， 85 e
i
.

、
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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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zation，国际化，of tbe world，世界之国际

化， 16........18

Interpretations) Greek religion，希腊宗教之解释， 35

Introspection，内省，反省， 11

Inventiveness, and Ianguage，独创性与语言， 12

Invisible Re1igion, Tbe, (看不见的宗教坠， 176

Iran, ancient，古代伊朗， 71

Isaiab, Book of，<<以赛亚书)， 88 ， 116

Islam，伊斯兰教， rule of，的统治， 47, 69Jand Gnostic 

movernent，与诺斯替思潮，72-73Jattitude of，之态度， 75 ......... 

76. resemblance to Judaism，与犹太教之相似， 124

Isolation, and humanity，孤立与人性， 7

Israel, anc ient，古代以色列， 35 ， 73 ， 99 ， 116~118J pro

pbets of，之先知， 69.messianic hopes' of，的弥赛亚期望， 7lJ

religious history of，之宗教历史， 113 , 115 , 119........121 , 

131,170 

Jaialu'l-Din Rumi，贾拉鲁尔-丁·路米，64

Jeremiah, Book of, (耶利米书)， 182

• 

Jerusalem, destruction of，耶路撒冷之被毁，116

J剧时，耶稣，character of，的特性， 121 J humanness of, 

的人性， 159.miracles of，的奇迹， 159Jethic，的伦理， 184. 参

见Christ，基督

Jewisb-Christian-Muslim orbit，犹太教-基督教-穆斯

林的范围，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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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ws就太人， history of，的历史，甜，7h in ghettoes，在聚

居区内， 50;and society，与社会， 50 , 170;and Christianity, 

与基督教， 69~121;heterodox traditions of，的异端传统，76 ，

secularimuon of，之世俗化， 108 ， 148; persecutions of，之受

迫害， 124 ， 136

Job，约伯，Book of, (约伯记) , problems of suffering, 

受苦的问题，74-76 ， 78 ， 118

Judaeo-Christlan monotheism，犹太教-基督教的-神

论， 115 , 181 

Judaism, religious traditions of，犹太教的宗教传统， 50.

120, 170;and Gnostic movement，与诺斯替教思潮， 72""73 , 

and redemption，与救赎， 76, antinomian movement in，犹

太教中的反律法主义运动， 98, rabbinical，拉比沈太教， 122, 

123-1241 and the supernatural，与超自然者， 146 , and 

Jewish Identity，与犹太人身分，170

Jungian psychologism，荣格派的'11 理主义， 161

Justice，正义， Divine，神的正义， 74 , 78, 92, totality of, 

正义之完整性，77 ， reign of，正义之统治，79

Kant， Immanuel，康德，伊曼努尔，78

Karma-samsara complex，揭磨-轮回体系，65-67

K ierkegaard, SorenJ 克尔凯戈尔，索伦， and neo-ortho

doxy，与新正统主义， 160 ， 163

Kill, to，杀人， reIigious legitimation of，宗教的辩护， 44 ; 

and patriotism，与爱国主义， 57 , misfortunes of，之不幸，



6h by fellow-men，被同伴所杀，82

Kings, Book of，<<列王记'， 118

Kingship, institution of，君主制度， 36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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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ship, morals of，血缘道德， 30， structure of，血缘结

构， 34 ， and marriage，血缘与婚姻， 90

K irchenkampf，教会斗争， 160

Kirchliche Dogmatik, (教会教义学'，183

Knowledge，认识(知识) , theor ies of，认识理论， 20"""'21 ，

32 , 97,and legitimation，与合理化论证，29Jsociology of，知

识社会学， 30 ， 125 ， 163 ， and experience，与经验， 44

Krishna，克里希那， 87-88

Kulturprotestantismus，文化新教，159

Laity，平信徒，俗人，age of the，平信徒的时代， 147

Language，语言， in society 在社会中， 6, 20, 72, inven

tion of，的发明， 7 ， 9 J and conversation，与交谈， 12, 18"""'20, 
rationalistic theory of，的唯理主义理论， 175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 46

Latin Catholicísrr乌拉丁语地区公教，122~124

Law，法律，律法， natural，自然法， 39 ， and religion，与宗

教， 49 ， 119 ， of cause and effect，因果律， 65 J understanding 

of，之理『解， 68 ， institution of，法律制度， 84， 92 ， 95. Roman, 

罗马法， 106 ， Jewish，犹太律法， 119 ， 124

Legends, and folklore，传奇与民间故事， 32

Legitirnation，合理化论证， defined，限定(界说) ,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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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1; of rcligion，宗教之论证，32--33 ， 35........ 3，6， 38--39 , 53""" 

55 , 89 , 95 , 97 , 124. 133, 147-148, 152 , 168,of k i11ing 

为杀人作的论证， 44~45 ， and plausib iIity s~ructures，与

看似有理性结构， 47, and theology，与神学， 59 , 123 , 144, 

15010f social equalities，为社会平等作的论证， 60~62 ， 79 ， 

of institutions，为制度作的论证， 90"""92, of symbols，象征

的论证， 99, of secularization，为世俗化的论证， 155J and 

psychotherapeutic systems，苟J[二理疗法体系， 107

Lessing, Gotthòld，莱辛p哥特霍尔德，158

Letter to the Romans ,commentary on, (罗马人书"

《论〈罗马人书))， 161

Libera1ism，自由主义， Protestant，新教自由主义，138 ，

158'-"159, 184, in Europe，欧洲的自由主义， 160 ， and Kar1 

Barth，与卡尔·巴特，16h political，政治上的自由主义，163 ，

166 ， Catholic，天主教的自由主义， 170， 183

Liberation，解脱， masochistic，受虐狂的解脱， 56, from 

authority，摆脱权威， 57 ， quest for，追求解脱， 67 ， 97 ， of man , 

·人之解脱， 106 ， reIigious，宗教解脱， 138， bourgeoisie，资产

阶级， 160

Life，生命，生活，reality of，生命之实在性， 11, biogra phy 

of，生命之经历，54 ， totality of，生命之完整性， 120

Literature，文学，文献，on mysticism，关于神秘主义的

文献， 64, religious，宗教文学，78， 117~118Isecular，世俗文

学， 107........108' prophetic，先知文学， 118-119

Logic，逻辑， inherent，内在逻辑， 20. of ideas，观念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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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107; bureaucratic，官偌体制的逻辑， 140 ， religious，宗教的

逻辑， 180

Love，爱， fam iIy，家庭， 38

Luckmann, Thomas，鲁克曼，托马斯， 176-117

Lust，色情，情欲， channel ing of，之发泄渠道， 91......93' 

mundane，庸俗的色情， 115

Lutheranism，路德宗， and Reformation，与宗教改革，

111 , 157 """1581 confessions of，之信仰告白， 112 ， doctrine of, 

教义， 123 ， revival of orthodoxy，正统之复兴， 162

Ma'时， in Egypt，埃及的马阿特， 39

Madness，疯狂， 39 ， 51

Mahayana，大乘， traditions of，大乘佛教的传统， 67

Mahdi，玛赫迪， 69........70

Maitri Upanishad , (弥勒奥义书)， 66........67

Mammals and man，哺乳动物与人，4-5

Man，人，人类， b iolog ical development of，人在生物方面

的发展，3-5，邸， 118; world-building activity of，人建造世

界的活动， 6 ， 16 ， 27 ， 36 ， 74 ， 113， 180; imagination of，人的想象，

8, 10, and language，与语言， 9， 175 ， quest for meaningfuI

ness，对意义的追求，34-35， 68 ， 89 ， 100， alonenessof，人之孤

独， 56 ， sufferings of，人之受难，邸，62; and cosmic struggle, 

与宇宙的斗争， 71......72 ， re1igion of，人之宗教， 74 ,96 , 121""" 

122 ,175, 180, sinfulness of，人之有罪性，77-78, 91,character 

of，人之特性， 81 , 86; liberation of，人之解脱〈解放)，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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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现代人，124

Manda tes , re1igious，宗教的戒命， 39

Manichaeism，摩厄教， 71~72

Maicionite heresy，马西昂派异端， 124

Marginal sìtuations，边缘情境， 43--44 ， 148

Marriage，婚姻， leg itimation of，对婚姻的合理化论证，

39; of middle-class，中产阶级的婚姻， 84, sexual activity 

in，婚姻中的性行为， 39

Marx , Karl，马克思，卡尔， 180， 188-189

Marxism，马克思主义，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6 , 110; dogmatic，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56; and reli

gioh与宗教，184

Mary , glorification of，对马利亚的颂扬， 121

Masochism，受虐狂， sadism，与施虐狂， 55--56, and 

religion，与宗教， 57 ， 74......75 ， 78 , 100; and suffering，与受难，

58 , 63 , 76; characteristics of，之特征， 60 ， 73 ， 96 ，.present in 

mysticism，在神秘主义中出现， 64 ， antecedents of，其先前的

形式， 77

Mass , m iracle of，弥撒的神迹， 111

MateriaIism，唯物主义，and secular culture，与世俗文

化， 9--10, 160; totality of，的整体性， 71; worldliness of，之

比世性， 123 ， 1281 and ideal ism，与唯心主义， 155

Mathematics , world of，数学世界， 181

Matr iI ineal societies，母系桂会， 17

Matter，物质(质料)， negative real ity，否定的实在性，



.引 245

一

71---72 • 
~eaningfulness，有意义，man' s quest for，人对有意义

的追求， 100 ， 124'"'-'125

Meaninglessness，无意义， dangers of，无意义之危险，

22-23; abyss of，无意义之深渊， 26-27

~emphite Theology，孟菲斯神学， 115

Mental health，精神健康，and religion，与宗教， 148

~esopotam ia ，美索不达米亚，culture in，的文化， 1131 

ancient，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 113-117 

Message , chr ist ian，基督教的信息， 163

Messianic-millenarian complex，弥赛亚-千禧年体系，

of Israel ，以色列的， 68-71

Mataphysics，形而上学，and the incarna tion，与道成肉

身， 76 ， speculations on，的思辨， 77 , 791 and advent of Na

zism，与纳粹主义之出现， 160-161

Methodist movement，循道宗运动， 157

Methodo!ogical theology，方法论上的神学， 100 ， 182

Microcosmjmacrocosm scheme，微观/宏观宇宙系统，

34-35，饵， 63

Middle Ages，中世组， 46 ， 48 ， 67

Middle class , in America，美国的中产阶级，84， 133， 138 ，

146 

~igration ， and plausib i1ity structure，移民与看似有理

结构， 5]

Millenarian movement，千禧年运动， 6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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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ty groups，少数派集团， 153

Miracles , supernaturalness of，神迹之超自然性， 111 ... 、

112 

M isfortunes，不幸， coI1ective，集体的不幸， 601 in cýcle 

of Iife，生命循环(轮回}中的不幸， 62, and karrna-sarnsara 

cornplex，与揭磨-轮回体系， 65

Mithraisrn，密特拉教， 71

Modernisrn ，现代主义， conditions of，之条件， 13h in 

CathoIicism，天主教中的现代主义， 169""-'170

Monasticisrn , intellectualisrn of，禁欲主义之理智主义，

67, 122 

Monogamy，-夫一妻制， in society，在社会中，82-83 ，

and marriage，与婚姻 ， 90---91

Monopoly，垄断， relig ious，宗教垄断， 48~49 ， 136 ， 138-

139 , 144, social ，社会垄断， 135 ， 145

Monotheism，一神论radica]，彻底的一神论， 73 ， Biblical , 

圣经的一神论， 75 , 121 , 122; Judeo-Christian，犹太教-基督

教的一神论，115

Morality，道德， and guilt，与过失， 24; forrns of，之形式，

31 , 114; in social wor1d，在社会世界中， 84, institution of, 

的制度， 92........93 ， Catholic，天主教的道德， 122

Mortality , individuaI，个人之必死性， 61

Moses , Iaw of，摩西之律法， 33 ， 115 ， 119~120

MuelIer ， Max，缪勒，麦克斯， 175

Muslirns，穆斯林， traditions of，的传统， 46"-'47 ， reIig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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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的宗教， 49 ， 64; and Christianity，与基督教， 121J and se]{

encapsulation，与自我封闭， 136

Mysticism，神秘主义， in religion，宗教中的神秘主义，

63 , 95 , 98; present in masochism，在受虐狂中的出现， 64; 

traditions of，之传统，64~65 ， 99; Hindu，印度挚的神秘主义，

661 ch(lracter ist ics of，的特征， 67 , 88 , 92 , 99; and man's 

consciousness，与人的意识，90

Mythology，神话， cosmology of，神话的字窗论，饵，67 ........ 

68; and legitimation，与合理化论证， 31~32;34， archaic，古代

神话， 39;anû religion，与宗教， 40 ， 117.......119' personification 

of，的人格化， 61

Nathan , condemns David，拿单对大卫的谴责， 99

Nationa1ism , modern，现代民族主义， 109

Natural law，自然法， 39

Natural theology ,and liberalism，自然神学与自由主义，

159,163 ‘ 

Nature，自然，world of，自然界， 8~9 ， 12 ， 14"""'151 notl

sacred，非神圣的自然， 24"""'26; and socialrealíty，与社会实

在， 61 ， 82; facticities of，之事实性，85;gods of; 自然界诸神，

87~885 experiences in，在自然中的经验， gg, .. pltysical，物质
自然， 167 ， 177

Nazism，纳梓主义， atrocities of，纳粹主义之暴行， 78, 
advent of，之出现， 160 ， 1621 and German Protestantism，与

德国新敦，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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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East，近东， ancient，古代近东， 99 ， U5 ， law of，的

法律， 119

Nehemiah , Book of , (尼希米记)， 120

Neo-Kanti,:'\n philosophy，新康德主义哲学， 167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contemporary，当代的新自

由主义， 166--168, and cognitive timidity，认识上的

184 

Neo-Lutheranism，新的路德宗教义， 162

Neo-orthodoxy，新正统主义， and theology 与神学， 79，

163, 16B, 183--184,Karl Barth on，卡尔·巴特论新正统主义，

161; rise of，之兴起， 162""-'163 ， and reality，与实在， 164-

166;and psychologísm，与心理主义， 169

N eurosis , postwar ，战后精神病， 161

New Testament , demythologization of，新约之非神话

化， 118 ， 165

Nkaea , Council 时，尼西亚会议， 77

N iebuhr , Reinhold，尼布尔·莱因霍尔德， influence of, 

之影响， 161

43 

Nietzsche ， Friedrich，尼采，弗里德里希， 111

Nightmares，梦魔，恶梦， 42

Nirvana，涅蝶， 68

Nocturnal vis.ions , and prophecies，夜间景象与预宫，

Nomos，法则，activities，法则活动， 19--20. significance 

of，之重要性， 22. boundaries，边界， 24; taken for .gran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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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当然的法则， 24~25 ， and society，与社会， 30， 32 ， 6h

establishment of，之确立， 54; sheltering canopy of，法则之

庇护帷幕， 55， coIl ective，集体法则， 95

Nothingness，虚无，and self，与自我， 56, and Job，与约

伯， 74

Obedience, and faith，服从与信仰， 66

Objectivation，客观化， defined，界定客观化， 4， of hu

man cu1ture，人类文化之客观化，队伍， 81 ， 83; status of，之

地位10 ， 14 ， 29; coercive，强制性的客观化，1l-12， and inter

nation ì 1ization，与内在化， 18; institutional，制度的客观化，

20 , 36;process of，客观化之过程，邸， 167

Old Testament， 1日约，and 8iblical religion，与圣经宗教，

71 , 75~~16 ， 78 , 117~118; traditions of，旧约之传统， 113 ， 12 1J

canon of，旧约正典， 115; prophets in，旧约中的先知， 118 ........ 

119; secularization forces of，旧约的世俗化力量， 124

Omnipotence, and ultimate reality，全能与终极实在，

57 

Oppression , and exploitati侃，压迫与剥削， 58; social，社

会的压迫， 82

Optimism，乐观主义，and Christian ethics，与基督教伦

理， 159 ， cuItural，文化的乐观主义， 184

Order，秩序， social，社会秩序， 21 ， 89 ， 91~99;and wor1d 

construct ion，与世界建造，22 ， 23; institutional ，制度的秩序，

坷， sacred，神圣的秩序，日， cosmic，宇窗秩序， 53 ， 114........115 ，

一叩 - 一一晴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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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 1211 collective，集体秩序， 57; fundamental，基础的秩

序， 61~62 

Ordinances，誓约， 97-98

Organization， religious，宗教组织， 167

Orthodoxy，正统，Hindu，印度教正统， 67; on theodicy, 

论神正论， 79;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57 , 161; Protes

tant，新教正统， 157;revivalof正统之复兴， 162 ， 183; Catholic 

天主教正统， 164; retrenchment of，正统派的掘壤固守， 184

Otherness，相异性， man produced，人造的相异性，邸，

sacred，神圣的相异性， 96

Otto， Rudolf，奥托，鲁道夫， 177

Paganism，异教，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6

Pairz，痛苦， and masochism，与受虐狂， 55-56) pheno.. 

mena of，痛苦的现象， 61; necessity of，痛苦的必要， 77

Palestine，巴勒斯坦， 116

Pali canon，巴利文经典

Papacy，教皇统治， doctrine of infallibility，教皇永无

谬误的教义， 169

ParaUelism，类似，对应， 38

Passover，逾越节， 119

Paternalism，家长， and au thor ity ，与父亲的权威， 38

Patriotism，爱国主义，and violence，与暴行， 57

Peace of Westpha1ia，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49

Penalties ，惩罚，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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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nce，永久性，and secur i ty ，与安全， 36

Persecution of Jews，对犹太人的迫害， 136

Perspectives，观点， soc iologicaI，社会学的观点，100、 182，

183; theoreticaI，理论的观点，105， theological，神学的观点，

179-180 

Peru，秘鲁，pre-Columbian，前哥伦比亚， 45.......46

Pessimism，悲观主义，Iegitimation，对悲观主义的论证，

77 飞

Phenomena，现象，non-human，非人类的现象;26 ， in reli

gion，宗教现象， 26 ， 34 ， 55 ， 63 ， 157 ， 166 ， 176; of human con

sciousness，人的意识现象， 35, 44 , 53 , 86~87， 151 , of 

mysticism，神秘主义现象， 60 ， 64 ,1l6;of eviI，罪恶现象， 711

sociaI，社会现象， 81 ， 151 ， 155 ， 176;of nature，自然现象， 88;of

pluralism，多元主义的现象， 121 ， 138; psychological，心理学

的现象， 168

Phi1osoph肌哲学，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7, 

110, 125, Greek，希腊哲学， 119 ， truth of，哲学之真理， 159, 

neo-Kantian，新康德主义哲学， 167

Pietism，虔敬主义，and orthodoxy，与正统主义，157-158

Plausibility structure，看似有理性结梅，crisis of，看似

有理性结构的危机， 16 ， 156Jand human beings，与人类的生

存， 45--47; in religion，在宗教方面的看似有理性结构， 48 ， 58，

78~79 ， 123, 124"""128, 134~135， 150, 182, and social engi

neering，与社会工程，48-51，144， 163'-""164 ，of self-transcen

dency，自我超越的看似有理性结构， 70, and instit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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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与婚姻制度， 91J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92 , 157,of suffering，与受难， 125 ， collapse of，看似有理性结

构的崩溃， 129. and pluralism，与多元主义， 151 ， and ethnic 

entities，与种族存在，170

PluraIism，多元主义， in religion，宗教方面的多元主义，

48~49 ， 141 ， 144 ， 147~148， 151 ， 157 ， 171 ， phenomena of，多

元主义现象， 127 ， and secularizationa，与世俗化， 135 ， 137-

138, 155~ 156,169; and ecumenism，与普世联合，141~1423in

free enterprise，自由事业中的多元游戏，152-153 ， tolerance 

of，对多元化的宽容， 161 ， establishrnent of，多元主义的确立，

136, Jewish，犹太教的多元化， 171

Polarization，两极分化， 117 ， 134

Politics，政治，and discipleship，与门徒， 55， inrel j

gion，宗教中的政治， 79 ， 142 ， 1701institutional，政治制度，

91-92 , 132, and constitutionaIism，与立宪政治， 130 ， 133 ， in

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中的政治， 160

Polygarny，一夫多妻， in society，社会中的一夫多妻， 82 ，

Pope, Alexander，蒲伯，亚历山大，78

Population，人口，公众， and church member-ship，与教

会成员， 145 ， 147

Positivisrn，实证主义， and sociology，与社会学， 18

Postwar neurosis，战后精神病，161

Postwar theology，战后神学， 165

Poverty，贫困， and society，与社会， 59

Power，力量，coercive，强制性力量， 11; religious，宗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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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5 ， 51; legitimation，对力量的论证，33， 36;of society，社

会力量， 54 ， tot81，一切力量， 56ι， 6臼2 ， àubmiss.ion tωo 屈从于力

量， 57盯1 inequality of 

制度， 74 ， 92

Prayer，祈祷， ritual of，祈祷仪式， 44, for departed 

souls，为死者的灵魂代椅，111

Precar ious V is ion, The, (可疑的景象)， 119 ， 183

Predestination，预定论，and Calvinism，与加尔文宗，75

......76 

Primitive CuIture, (原始文化>， 176

Primitivism，原始主义， in rel igion，宗教中的原始主义，

61 ,63 { 

Privilege，特权， inequalities of，权力的不平等， 59,and 

power，与力量， 62

Problem der Religion in der modernen GeseUschaft, 
Das川现代社会中的宗教 直， 176

Profane，世俗， non-sacred status，非神圣的位置，26， aOO

otherness，与相异性， 87 ， realm of，世俗领土，123 ， 176

Programs，程序， institutional，制度程序， 15 ， 24;29 ， 33J

social，社会程序， 30

Progressivism，进步的主张，re1igious，宗教方面的进步

主张， 140 ， 16;:/-170

Propaganda，宣传， anti-religious，反宗教的宣传，109

Prophets，先知，and 'nocturnal visions，与夜晚的景象，

43; of Israel，以色列先知， 69 ， 99 ， BibI ical，圣经的先知，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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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20 ， 122 ， 140~141;false，假先知， 182

Protesta ntism，新教， modern，现代新敬， 69， 168........169;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6 ， 108， 111-113; impact of, 

新教的影响， 12(.137 ， 158 ， 161 ， 168;liberaIism in，.新教的自

由主义， 138, 147 , 158--161 , 184; in Europe，欧洲新敬， 140;

and ecumenism，与普世联合，143 ， traditional，传统的新教，

14 6 ; var iants of，新教的变化， 147~148， 156~157 ， 159 ， 182J

German，德国新教， 160; conservatism in，新教中的保守派，

170 

Proverbs，谚语， Book of (基督教f旧约全书，的)(箴言) , 

31 

Psalms , The, <诗篇) , 118 

Psychology，心理学，and reHgion，与宗教， 125 量 148 ，152;

Freudian，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学， 167;and ne。一orthodoxy，与

新正统主义， 168叫169.

Psychotherapy，心理疗法， family，家庭心理疗法，

systemsin America，心理疗法计划在美国， 167
Ptah ， divine，神普塔， 115

Punishrnent，惩罚， 34

Puritan .covenant，请教徒圣约， 148

Quranic system，古兰经体系， 49
、.

14~\J; 

、

Ràdic~lism，激进主义， and Deathof God Mov(l~ent ， 

与"上帝之死"思潮， 166--167 ， theological，神学中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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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67 ， 168 ， 183~184 

Ra tional--': irra tional continuum，理性·非理性连续体系，

60 ,65,68 

Rational ization，合理化， degrees of，合理化的程度，53-

54 ， 57 ， 74;theoretical，理论上的合理比， 61 ， 68Jprocesses of 

合理化的过程， 65 ， 132Jof Karma-samsara，揭磨-轮回的合

理化， 67~68; ethical 伦理合理化， 119~120 ， 122J and .bu

reaucracy，与官僚体制， 132 J of rel igious competition，宗教

竞争的合理化， 139 ， 142 ， 144 , 149J and.Qrthodoxy，与正统

主义， 158; of, language，语言的合理化，175 ‘:

Realissimum，现实主义， sacred;神圣的实在， 32.

Reality，实在卢mpirical，经验实在，7， 96,112-v113J ob

jective，客观实在， 9 ， 13 ， 81 ，邸; 150 J subjective，.主现实在， 10，

15-16, 48;social~社会实在， 18 ，.23 ， 84 ， 123 ，.125 ， 133，136J in

terpretations of 对实在的解释，20-21， 43 ，: 98J and human 

activity，与人类活动， 26， 42 ， 50 ， 152 J definitiQn'S of，关于实在

的定义， 32 ， 35 ， 127 ， 137 ， 156 ， 164 ，l:80;sacred，神圣的实在，蹄，

39 , 44 , 111 Jùltimate，终极实在， 54 ,.56......51J and matter，与物

质，72;and fanta:sy，与幻想， 82-83; .altd • reUgion，与宗教，

122 ;8nd' mathematics，与数学，1'81

Real self，真实的自我~sel'uples of，真实自我的黯忌J 44 

Recognition，认识，dialectic，辩证的认识， 31 • 
, 

Recovery，复苏，economic，经济复苏， 164

Redemption，拯救，and theod icy ，与神E论; 58 , 12'2, Y4r

riatiorts of，拯救的变化， 66 ;defined 被限定的拯救， 70-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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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与人， 7610f Christ，基督的拯救， 77 ， 112

Reform Judaism，犹太教的改革， 171

Regeneration，再生， cycle of，再生之循环， 62

Relativization，相对他， and socio-cu1tural order，与社

会·文化秩序， 97 -"'99 , 183 

Religion，宗教， and world construction，与世界的建造，

也 65，7l ;human order of关于宗教的人类秩序， 25"-'28.legi

timation of，宗教的合理化论证， 32 ， 35~36 ， 38 ， 53~55 ， 89 ，

M叫95. history of-t宗敬虫， 33，邸， 80 ， 100 ， 117 ， 123 ， 181 ， tra

ditions of，宗教传统， 39........40 ， 41 ，邸， 110 ， 125 ， 156--157 ，1 67 ，

184Jand reality~与实在，4310n official violence，在官方实

行暴力行为时宗教的作用， 44'-'46 , psychoIogy of，宗教心理

学， 46 ， int~rpretations of，对宗教的解释， 47--48 ， 49........50 ， 151

~152 ， 166~lß7;171 ， 175~176'and faith，与信仰，51， 94--饨，

U3 ,..,,184 , and masochism，与受虐狂， 57， 73Jsocialstructure

of;宗教的社会结楠，57，96 ， 128 ， 14幻 primitive，原始宗教， 61 ，

63 , 65. B ihl ical，圣经宗教~73 ， 75 , 121........122.and alienation , 

与异化" 81 ,'81 , 89-90 , symboiism of，宗教的象征，98 ， 129 ，

contemporary，当代宗教， 105 ， 1471rituals of，宗教仪式， 113 ，

and soc iology ，与社会学， 123 ， 116.......177' and Israelites，与上

帝的选民，115 ， 117 ， plaus.ibility of，宗教的看倒有理性， 127 ，

and Communisrn，与共产主义，131 ， private，私人宗教~133 ，

169;organized，有组织的宗教，138 ， H8Jtherapeutic function 

of，宗敬的治疗功能， 14 7 --148 J demo吨。polization of，宗教的

专卖权， 181~1525crismin，宗教危机，156-157. natural，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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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159; definition of，宗教定义， 175-177 ， 180

Religionsw issenschaft，宗教学， 176 ， 177

ReIig ion-poIitical unity，政教合一， 130 ， 132

ReIigious. experiences，宗教体验， 87 ， 159 ， 182

Rel igious preference，宗教喜好， 134-135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and Reformation，与宗教改革，

120 ,124 

Resurrection，复活， symboIism 01 ， 复活的象征， 61 ， 160 ，

167-168 

Revelation as History，<<作为历史的启示)， 165

Revivalist movement，复兴运动，157

Revolution，革命， industrial，工业革命，邸 Jfllge of，革命

时代， 79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革命运动， Abb，asid f阿巴斯

王朝的叛乱， rise of，掀起革命运动， 160 ， Nazi，纳悴革命， 162.

Copernican，哥伯尼革命， 163;Fascist，法西斯革命， 169

Rightness ，正确， sense of，正确的意义， 37

Rituals，仪式， variety 01 仪式之种种， 26 J rel igious，宗

教仪式， 40-41 ， 113;and official violence，与官方实行暴力行

为， 44;Jewish，犹太教的仪式， 61; social，社会礼仪， 54 ， for 

fertility，生殖仪式， 61~625 cosmic，神圣仪式， 114, and 

tabus，禁忌，136

Robinson , Bishop，主教罗宾逊， 181

Robinson ， John，罗宾逊，约翰，165 .....， 166

Roles，角色， individual，个人角色， 13........14 ， 38~v39 J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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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角色， 36 ， 37-饵， 82 ， sadistic，虐待狂的角色，57; iden

tification with，与角色同一， 93

Rome，罗马， 116 ， 120 ， 122

Routine，常规， of everyday life，日常惯例， 23 ， 26; insti

tutional，制度化了的日常过程， 59

Rta , in India，印度思想中的天则， 39

‘ 

Sabotage，破坏， of institutional programs，体制化的程

序遭到破坏， 29

Sacraments，圣事， legitimation of，对圣事的论证， 39 J 

of Catholicism，天主教的圣事， 91 ， 111~112， 122

Sacredness，神圣性， and power，与力量， 25-27， 63 ， anti

thesis of，神圣性的对应， 39 , and prophecy，与预言， 43, 95 J 

qualitie~f: of，神圣性的特征， 87， 96 ， 176 ， mystery of，神圣性

的奥秘， 88 , jurisdiction of，神圣者管辖的领地， 112， 123， in 

religion，宗教中的神圣性， 177

Sacrifice，牺牲， of Christ，基督的牺牲， 22, 77-78 , de

nanded by God，上帝要求作出的牺牲， 116-117

Sadism，虐待狂，and masochism，与受虐狂， 55 ， 59 ， and

human relations，与人的关系， 57

Saint Augustine，圣·奥古斯丁， 77， 182

Saints，圣徒， and Catholicism，与天主教， 69, 12 lJ inter

cession of，代圣人祷告， 111-112 ， 141

Salvation，拯救， and nirvana，与涅蝶，邸， and Calvi

nism，与加尔立宗.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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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on，参孙， 119

Sanctity，神圣性， inherent 内在的神圣性， 98-99

Saul ，扫罗， 116

"‘一

Scand ina v ian countr ies，斯堪的那维亚诸国，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的政教分离， 130

.......131 

Schisms，分裂， Protestant，新教的分裂， 182

Schleiermacher , Friedrich，'施莱尔马赫，弗里德利希，

liberal theology of，施莱尔马赫的自由神学， 159-160

Scholarship，学识，theological，神学知识， 48， 141 ， 176，

historical，历史知识， 158， 163, 183 

Schopenhauer, Friedrich，叔本华，弗里德利希， 111 ，

Science，科学， modern，现代科学， 27， 110 ， 113， 177， 181.

social，社会科学， 105.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7， 110 ，

ph ilosophy of，科学哲学， 159， 181

Scruples，顾忌， and real self，真实自我的 , 44, 
Sectarianism宗派主义， and socio-religious organiza-

tion，与社会·宗教组织， 164. and religious ghettoes，与宗教

隔离区， 169

Secular City , The, (世俗之城)， 166

Secularization，世俗化， discipline of，世俗化之制约， 26，

184, of social order，社会秩序的世俗化， 35 ， 124 ， definition

of，世俗化的定义， 105........108， 110 ,1611 impact of，世俗化的影

响， 108， 124-128, 159, 166--167,and Protestant theologicaJ 

movement，与新教神学运动， 113， 136-137 ， 162 ， 165 ， proce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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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世俗化过程，123， 166; phenomena of，世俗化现象， 124;and

legitimation，与合理性论证， 127， 155;pluralism of，世俗化的

多元主义， 135 ， 151 ， 155， 164， 169.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 

宗教体制的世俗化， 146, 148, 167, 171. historical elerr.elts 

of，世俗化的历史要素，157

Security，安全， and permanence 与永久性， 36

Segregation，分离， and heresy，与异教， 49---50 

Self，自我， consciousness of，自我意识， 29， 32， 38，邸，

legitimation of，自我之论证， 31; expressions in history，历

史中的自我表述， 33-34， 94 ,denial of，自我否定， 51 , 54---56 , 

annih ilation，自我毁灭，时，64;transcendence of，自我超越，

62-63, 67.70; objectivation，自我的客观化， 83, encapsula. 

tion of，自我封闭， 136

Sexuality，性，human，人的性欲， 13、 34， 61. social，社会

的性方面， 24 ， 38-39; connubial，婚姻中的性关系， 55, 90---饨，

sacred，神圣的性变， 115;emancipation from，性解放， 137

Shabbatai Zvi，萨巴台·茨维， messianic mission of, 

萨巳台·茨维的弥赛亚使命， 69 ， 71

Shamash，夏马西， 119

Shiva，温婆， 73

Shvetashvatara Upanishad，白净识者奥义书， 97

Sinai，西乃， covenant at，西乃tl!立约， 118

Sinfulness，罪性， human，人之罪， 74 ， 79 ， expiation for , 

赎罪， 77; acknowledgment of，对罪的认识， 77. and tabus，与

禁忌，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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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epticism，怀疑主义，age of，怀疑的时代， 97 ， 150

Sleep，睡眠， transitional stage of，入睡〈与醒来〉的过揽

阶段， 42......43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The, 4;实在的社会结

构)， 177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工程， 48 ， 153 ， 182J in Middle 

Ages，申世纪的社会工程， 48J I1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

化， 49,. 156J t1nd caste system，与种姓体系， f51 and 

existentialism，与存在主义， 164 ， 169Jof JewJsh pluralism, 

犹太教多元主义的社会工程， 171

Socialism，社会主义， and. seçulariza t iQn，与世俗化.110，

133, 
Social order，社会秩序. sheltering quality ò鸟关于社会

秩序的避难所的性质， 22 ， legitimatioJl of，对社会秩序的合理

化论证， 29， 34 ， 79I objectivityof，社会秩序的客观化， 30， 39.

secularized view of，关寻寻社会秩序的世俗化观点， 35 ， 8nd

theodicy，与神正论， 551. relativatj(ln.. 0' ， 社会秩序的关系， 98

---99. .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 105

So.eiety，社会， efficacyof 社会的功效1 3， 54，'59正65 ， and

human activity，与人类活动此， 7 ， 51;>58， 8h 9归 institU:-i 

tional programs of，栓会的体制化程序，10.， 15 ， 33~:U， 107, 

123,124Jobjecti.vated meanjng 01，社会的睿观化意义，11 ， 13 ， , 

14......15 , 27JÍundamental proce制èsof，社会的基本过程，16--

17， 27-30，拙， 51 ， 82 ， 95 ， 127 ， 129， 149-150 Jand individ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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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ism，与个人主义， 17.......18， 81.......82'and empirical conscious

ness，与经验意识， 19.......20 ， 30 ， 32 ， 42 ， 82， 150~151Iphenotnena

of，社会现象， 19.......20 ， 181--182, self denial in，社会中的自我

否定，缸， 55 ， b istorical development of，社会的历史发展， 23

.......25, 90, 177, 182;groups in，社会团体， 29， 41 J and cosmol

ogy，与宇宙学， 34，38;reality of，社会实在， 36 ， 81; infrastruc

ture of，社会的基础结构， 40， &1 , 110 J and cultural dialectics, 

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44， 60 ， 85~87 ， 90 ， 93 ， 97""'"饨， 100 ， 101 ，1 13

136 , violence in，社会暴力行为， 45 , plausibility structure 

of，社会的看似有理结构， 46， 164 ， religious，宗教社会， 47 , 58,; 

79, 124, 128, 139, 153, 158, 164, 176--177 , symbo1ism 01 ，社会
\ 

象征， 54 ， 153Jc1ass stratification of，社会的阶层， 59.......60. 邸，

82, 84, 149. industrial ，工业社会，68， 84 ， 10S， 129;151;and es 

capisrn，与逃离，臼~85J contempórary，当代社会， 125, 147 , 

152, 153 , mOdertl.，现代社会， 127 ， 132 ， 13'9， 168.1711 monopo

lies in，社会专利， 135~ 1451 psychological foundatiòns of , 

社会心理基础， 141 ， 149 ， Je\Vish，犹太人社会， 170-171

Sociology，社会学， totemic，图腾社会学， 34; and the。一

logy，与神学， 46 ， 51 ， 98 ， 123 ， 175-176， 177， 181 ， 185 ， inequa

lities of"社会不平等， 62i perspectiv:es of 社会学观点， 100 ，

125, 182', concepts derivJld from，出自社会学的概念， 106 ，

156, 168d79, 181--182; and historica.I ProtestallHsm，与历

史上的新教，‘158J scholarsh ip 时，社会学知识， 163， 183

Sol;idarity，团结.social，社会团结， 51

Soteriology，握救学，解脱论.. , Ievels of，各种层次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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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67.Hindu，印度敏的解脱论， 68， 97. secularized，被世俗化

了的拯救学， 125

Soul，灵魂，human，人的灵魂，35. immortaIity，灵魂不行，

62. identity of，灵魂之等同， 169, departed，死者， llh 

emphasison the，对灵魂的强调， 175

Sovereignty，统治权， of the family，家庭权威i ， 38

Space，空间， relativity of，空间的相对性， 7. and cosmi

zation，与宇宙化， 25

Spain，西班牙， 45~46， 109, 13hfasçist revolution in，西

班牙的法西斯革命， 169

Spirit，精神，精灵， 10calized，地方精灵， 25 ， 66. and mat

ter，与物质，71~72. Christian，基督教精神， 111

Stability，稳定性， nomic construction of，稳寇法则结

构， 25.structure of universe，宇窗结掏之稳定性，37. semb

lance of，稳定的外表， 89

Standardization，标准化， of reIigious de-nominations , 

各个宗派的标准化， 147

State，国家， institution of，国家制度， 8， 129. authority 

of，国家的权威， 57. separation frorn Church，与教会分离，

107, 
Status，地位， 10ss of 地位的丧失， 21 ， 151

Stupidity 愚蠢， and human activity，与人类的活动，

29 

Subjectivization，主观化，and emotionalism，与感情主

义， 157~158.of religious institution，宗教制度的主观化，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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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171 

Sudanese Mahdi，苏丹的马赫迪， 69

Suffering，受苦，苦难， cost of，之代价， 22, phenomena 

of，之现象， 53--54 ， and masochism，与受虐狂， 55--56 ， 63 ， 75

---76;from il~ness ，因疾病而受苦， 58 ， and. Christian theo

dicy of，与苦难的基督教神正论， 59, 62 ， 125 ， human，人的苦

难， 63 ， 77 ， 78.........79' divine intervention，神的干预， 69-70,of 

Christ，基督之受难， 77; and Book of Job，与《约伯记>， 78

Supernatura1ism，超自然主义， in re1igion，宗教中的超

自然主义， 146--147 ， 159

Sweden,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瑞典的政教

分离， 130

Sy llabus of Errors, (错误汇编)， and papacy，与教皇，

169, 
Symbolism，象征，象征体系， of society，社会的象征体

系， 6 ， 153 ， religious，宗教象征体系， 44 , 108, 123, 129, 176--

177， divine，神圣的象征体系， 90 ， 99 ， 113.........114 ， and seculariza 

tion，与世俗化， 107; traditional，传统象征体系， 130, con

cepts of，之概念， 167-168 ， 177

Symmetry，对称，和谐， estab1ishment of，之确立， 15 ， 32，

3egrees of，对称之等级， 60; karma-samsara complex，揭磨

轮回体系， 65! and consc iousness，与意识， 84 ， and visjons，与

景象， 88

Syria , cu1ture in，叙利亚的文化， 115

Systematic Theology , <系统神学>， 16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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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us，塔布， and sinfulness，与罪'险， 114 ， ritualistic斗札

仪的禁忌， 136

Taiping Rebellion，太平天国叛乱，69

Tao, in China，中国的"道纱， 35 ， 39

Technology，技术，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与西方文

明， 160;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12-113

Terror, and death，恐怖与死亡，55

Theodicy，神正谐，problems of，神正论的问题，53， 58， 68，

74, types of，神正论之类型，54， 70 ， sociaI order of，神正论之

社会秩序， 55 ， 79; and masoch ism，与受虐狂，57，59，76 ， plallsi

bility of，神正论之看似有理性，60-62， 781 and religion，与

宗教， 63 ， 73 ， 77; self-transcendency of，神正论之自我超越，

65, Ievel 01 soter iology，解脱论的层次，67 ， and dualism，与

二元论， 71-72; history 01， 神正论之历史， 119

Theologia germanica, (日耳曼神学>， 98，199

Theologians，神学家，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6 ，

110, and socio-religious structure，与社会宗教结构， 139, 

and laity，与平信徒， 147， compromises of，神学家的妥协，

160, and neo-orthodoxy，与新正统主义， 165-166 ， 183 ， Ger-

h man，德国神学家， 167; Christ ian，基督教神学家， 181

Theology，神学， and worship，与崇拜， 40 ， and sociology 

神学与社会学， 46 , 51 , 98, 123, 175-176, 177, 181 , 185; of 

history，历史神学， 119, legitimation of，神学的合理化论证，

144, and exist':!ntiaIism，神学与存在主义，1525 crisis in，神

学中的危机， 153-157 ， Enlightenment movement，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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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59 , 161, 165, 179; liberal，自由主义神学， 160, 163 , 183, 

184; secular，世俗神学， 165-166， 185; radical，激进神学， 168，

183; Catholic，天主教神学， 170sand anthropdogy，与人类学，

180 

Tbeory，理论， and knowledge，与知识〈认识)， 20-21, 
and rationa1ization，与理性化， 60-61 ， sociological，社会学

理论， 105-106 ， 179-180， 182， levels of，理论的层次，153 ， re

ligious phenomena of，宗教的理论现象， 155

Therapeutic functions in religion，宗教的

147 

Tbera vada , tradit ions of，上座部传统，67

Thomism，托马斯主义， 159

, 

Thought，思想， Western，西方思想， 1001 arcbaic，古代思

想， 118; seculat，世俗思想， 159-160 ， buman，人类思想， 163

Tiam时， goddess，提阿马特女神， 117

T iI1 icb, Paul，蒂里希，保罗， and secular tbeology，与世

俗神学， 165 ， and existentialism，与存在主义， 168

Time，时间， relativity of，时间的相对性， 7， and cosmi

zation，与宇宙化， 25; beginning of，时间的开端，33 ， ravages 

of，时间的破坏，前， 51

Tolerance，宽容， and def!ominationaIism，与宗派主义，

137........138;and pluralism，宽容与多元主义， 161

Tools, employrnent of，工具之使用， 9.......10

Torab, (托拉)， and rel igious law，与宗教律法， 118, 

12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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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tality，完整性，整体， meaningful，有意义的整体， 27 ""'" 

28; collective，集体的整体， 62, material，物质整体， 1h 

ind i v idual，个人的完整性，93-94， 120

Tradition，传统， legitimation of，传统之合理化论证，31 ，

religious，宗教传统， 39-40， 41 ， 46 ， 70，邸， 91 ， 110 ， 125 ， 134，

139， 147， 149 ， 156-157， 160 ， 166~167 ， 171， 184 ， Je1V ish，犹太

教传统， 50，76 ， 1701 mystical，神秘主义传统， 6510f Buddhism, 

佛教传统， 67 ， Biblical，圣经传统， 69， 75 ， 98-99， 113 ， 128 ， 181 ，

orthodox Christianity，、正统基督教， 71, 159, 162~163J 

Church，教会， 106ICatholic，天主教传统， 146 , objectivity 

of，传统的客观性， 163

. Transcendentalism，起验主义，and Biblical God，与圣

经的上帝， 74 ， and Israelite religion，与以色列人的宗教， 115，

motifs of，超验主义的主题〈主旨)， 122

Trinity，三位一体， doctrine of，三位一体的教义， 121-

122 

Truth，真理〈真实)，意eIf-evident，自明的真理， 3h 

universal，普遍真理， 68 ， of philosophy，哲学的真理， 159 ， and

re1igion，与宗教， 182 ， mystical，神秘的真理， 183

Ty lor , Edward，泰勒，爱德华， 175

Tyranny，暴君统治，variations of，之不同形式， 12.re1i

gious，宗教的暴君统治， 135

Unconsciousness ,1Vorkings of，无意识的作用， 152

Understanding，理解，and individualism，与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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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JratioQal ，理性的理解， 68

Union , with Divine，与神合一， 64

Universe，宇宙， physical，物质的宇宙， 11 ， 112 ， order of, 

宇宙秩序， 33 ， 35-36.68 ， conception of，宇宙概念， 44 ， 54 ， 71

--72,meaningfulness of，宇宙之有意义，65， 74 ， 89 ， 101;vast

ness of，宇宙之浩瀚， 100 ， 176 ， demythologization of，宇宙之

非神话化， 118 ， Catholic，天主教的宇宙， 123

Upanishads，奥义书， 66

Values，价值〈观)， adherence to，对价值观的坚持，1， 9 ，

ethicaI ，伦理价值， 73 ， 180; veIigious，宗教价值， 134, 159, 
secular，世俗价值， 160

Vatican 1 and ][，第1届和第2届梵蒂冈公会议， 169-170

Victor Emmanuel，维克托·埃马努埃尔， 170

Violence，暴力， official，官方的暴力， 44, in re1igious 

wars，宗教战争中的暴力， 49; physical，肉体暴力， 91

Virgin Birth , miracIe of，童贞女生子的奇迹， 160

Vishnu，毗湿奴， 88

Wars，战争， collective misfortunes of，战争之集体灾难

44, 60-61, and officiaI violence，与官方的暴力， 44-45, 
reIigious，宗教战争， 48-49 ， 106 ， 137

Wea1th，财富， and social position，与社会地位， 59

Weber ，M邸，韦伯，迈克斯，definition of religfon by，对

宗教的定义，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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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 ， Simone，韦尔，西门，183

Wel tanschauung，世界观，and Christian tradition，与

基督教传统， 32.80 ， 156 ， 160 ， 162-v 163

Wesley， John，卫斯理，约翰， 157

West，西方， religion in，西方的宗教， 46, 122, 161 , 171J 

culture in，西方的文化， 60， 100 ， 169 ， 176; modcrn，现代西方，

69 , 119, 120, 124 

Westphalia', Peace of，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49

Wirtschaft and GeseIIschaft，4:经济与社会>， 175-176 

Wisdom , traditional ，传统智慧， 21

Word , the，上帝之道， 183

Working class，工人阶级， 108

World，世界， external，外部世界， 9， 14-15 ， social，社会

世界， 10 ， 13 ， 29 ， 45 ， 82......83 ， 85......86 , 10h internalizatiolÌ of, 

世界之内在化， 16; reality of，世界之实在性， 32， 35; col1ective 

activity in，世界之中的集体活动，钮， and re1igion，与宗教，

47 ， 64 ， 144 ， 150 ， 166fdeviant，脱离常轨的世界， 50,72. crea tion 

of，世界之创造， 71 ， 113-v 114; and rnan，与人， 81 , 175, 180; 

empirical，经验世界， 97-v99; secular，世俗世界， 108, 124, 

166, disenchantment with，世界摆脱巫魅， 113 ， 118 ， 120 ， of 

gods，诸神的世界， 117; modern，现代世界， 120 ， 122， 156~157，

169 ， bourgeois，资产阶级世界， 161 ， Western，西方世界， 110

World-buildiug，世界之建造， biological. activity of，建

造世界的生物性活动，也 6 ， 16 ， 87 ， èoIlective enterpris~，集体

事巾. 7; and reI igion ，与宗教， 27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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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

World-construction，建构(建造〉世界，and religion，与

宗教， 3 ， order of，世界建构之秩序， 7 ， 22

World-.maintenance，世界之维系， pluralistic competi

tion in，世界维系中的多元竞争， 48 ， institutional order of, 

之制度秩序， 59 ， and theodicy，与神正论， 80 , history of，之

历史， 100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78 ， 160......161

WorId War 1I，第二次世界大战， horrors of，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恐怖， 78， 160-161 ， and secularization，与世俗化， 106 ，

effects of，之影响， 164

Worship , and theology，崇拜与神学.40

Wrongdoers , condemnation of，对作恶者的谴责， 31

Yahweh，雅赫维(耶和华)，worship of，对耶和华的崇拜，

50 ,and Divine intervention，与神的干预， 69~70 ， and suff

ering，与受难， 78 ， and.Israel，与以色列， 115-117 ， covenant 

with，与耶和华所订之约， 119

Yom Kippur，赎罪日， 119

Z inzendorf , Count，亲岑道夫伯爵， 158

Zionism,and Jewish Identity，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人

的身份， 170

Zoroastrianism , religion of，琐罗亚斯德教， 71--72

Zoroastrian Parsis，印度袄教徒， 136
• 

j I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