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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从政治神学的高度，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神学思想进行深入而

全面的研究，论证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在美国，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为主要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一支，它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主宰着美国新教神学几乎达半个世纪

之久，这在二十世纪整个基督教神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基督教现实主义

是属于新正统主义还是属于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争论。因为尼布尔对自由主义

的致命攻击使之成为不可信的，所以人们一般不再把基督教现实主义归入自由主

义；同时，尼布尔对老正统派的批评以及他对许多自由主义思想的采用，也使人

们很难把基督教现实主义归入老正统派。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在 20 世纪的

新教神学中主要有三大派：正统主义、新正统主义、自由主义。既然既无法把基

督教现实主义归入自由主义，也不能把基督教现实主义归入老正统派，人们很自

然地认为，基督教现实主义属于新正统派。自基督教现实主义出现开始一直到现

在，许多神学家认为它是卡尔•巴特的新正统主义神学在美国的表现形式。持这

种看法的神学家，既有自由主义神学家，也有基要主义神学家，甚至还有尼布尔

自己的一些学生和追随者。但是，那个一般的观点不是没有注意到尼布尔的神学

思想与巴特的神学思想之间的根本性的分歧：巴特的神学刻意地逃避现实的实

践，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而尼布尔的神学总是追求实践的表达，尤其是在社会

政治生活中的表达；而且没有注意到：正如正统派有老正统主义与新正统主义之

分一样，自由派也有老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分。尼布尔对自由主义的致命攻

击虽然使我们不可能把基督教现实主义归入老的自由主义，但是，把它归入新的

自由主义，未免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再者，考虑到尼布尔本人对新正统主义的

代表人物卡尔•巴特的激烈而无情的批评以及他拒绝接受新正统主义或巴特主义

这个标签，再考虑到不少现代基督教思想史家和政治思想家认为基督教现实主义

实际上属于自由主义阵营，我认为，把以尼布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基督教现实主

义归入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观点。许多现代基督教思想史家和政治思

想家虽然已经认识到尼布尔的神学思想属于自由主义神学阵营，但是他们苦于没

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足以概括尼布尔的整个神学思想的制高点，没有能够发

现隐藏在尼布尔的著作中、但从未被尼布尔本人清楚地表述出来的理论体系，因

而没有对此做出详细的理论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一个适当的立场、并且

发现隐藏在尼布尔的思想之中的那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详细地论证尼布尔的神

学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神学。 
笔者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只有政治神学是一个足以概括尼布尔的整个神学

思想的制高点。从政治神学这个立场看，尼布尔在基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三个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是由他创立的新教政治神学的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尼布

尔的思想来源和思想特征都可以从基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个方面来

说。尼布尔的基本神学源于宗教改革运动，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源于文艺复兴运动，

他的伦理思想源于先知运动。他力图以先知运动的思想为中心，把宗教改革运动

和文艺复兴运动统一起来，实现一种新的综合，结果就是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的自

由主义为根本特征的政治神学。这一根本特征体现在构成其政治神学的三个要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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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在基本神学上属于福音主义，既宣讲个人的审判和得救，也宣讲共同

体的审判和得救，强调个人得救是通过履行对其所属的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来实

现的。这既不同于正统主义所宣讲的个人福音，也不同于旧自由主义所宣讲的社

会福音。尼布尔在伦理学上属于社群主义，他严格区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从

而把伦理学的重心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共同体与作为其成员的“亚共

同体”之间的关系，开创了既不同于个人主义伦理学也不同于集体主义伦理学的

社群主义伦理学。尼布尔在政治哲学方面属于冲突合作论传统，他强调：和谐是

人的理想，但现实的常态是冲突，通过合作的加强，人们逐渐接近、但不可能实

现和谐的理想。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

系，在其中，基本神学规定着其他的两个要素。他的基本神学给他的政治神学提

供了一个以自由为中心的人学框架，进而确立了一个以生命力为质料、以爱为形

式、以正义为现实结构的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从根本上讲，属于自由主义

神学阵营，但不是旧的自由主义，而是新的自由主义。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自由比罪更为根本。自由是人的本性，人必然自由，但

不必然犯罪。在人的自由中，群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所以，解决社会不

义的问题，关键不在个人的不义，而在于群体的不义。群体的自私使解决社会不

义问题不可能不诉诸强力。强力是人的生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生命力是

自由的质料，它是多样的，而且内在地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矛盾。这一内在矛盾

的出路是走向他者，在爱中，在对共同体的忠诚、对他者和责任和对权威的服从

中，在宽容、互爱和对邪恶的愤怒中，使生命力与爱统一起来，实现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之实现，有赖于一个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即社会制度。制度正义是

基本的正义，但是，制度正义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给人提供秩序的制度。制度是

通过力量的均衡实现的。正义的制度总是体现着爱的原则，它通过确立平等的原

则而接近爱。在现实生活中，国内关系的正义和国际关系的正义具有不同的准则，

国内关系正义的基本准则是平等，国际正义的基本准则是秩序。他认为，老自由

主义的根本缺就是重视个人甚于重视群体，重视道德甚于重视力量，重视情感甚

于重视制度，也就是说，它忽视群体，忽视个人对群体的依赖，忽视社会生活中

强制的因素，忽视社会制度的建设。因此，老自由主义不但不能解决社会不义问

题，反而使社会不义程度更为严重。但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根本价值是没有错

的。只要辅以正确的行动方略，自由主义就会获得自己的新生。 
总之，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新自由主义的。尼布尔对老自由主义的致命批评，

不是为了推翻自由主义，而是为了改造自由主义，使其获得新的生命。他出色地

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尼布尔之所以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在宗教界的

伟大的发言人。 
 
关键词：政治神学，新自由主义，自由，生命力，爱，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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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prove that Reinhold Niebuhr’s theology belongs to 

neo-liberalism by deeply and wholly studying from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theology. 
In American Protestant theology, Christian Realism of which Reinhold Niebuhr is 

its most famous spokesman is a significant school. In the period from 30s to 60s of 
20th century, Christian Realism is dominant in American protestant theology; the 
period last almost half century,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is only alone in the whole 
Christian theologic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But, wither Christian Realism belongs to 
Neo-orthodox or belongs to Liberalism has been a debating problem Because Niebuhr 
gave Liberalism fatal critics and lead it became unauthentic, so people ordinarily no 
longer regard that Christian Realism belongs to Liberalism. And Niebuhr also criticize 
vehemently, his thought also absorb many conceptions that come from Liberalism, 
thus, people could not play Christian Realism into camp of Orthodox. There is an 
dominant viewpoint which considers that in 20th century there are three main 
theological schools: Orthodox, Neo-orthodox and Liberalsim. Since Christian Realism 
cannot be placed in either camp of Orthodox or camp of Liberalism, people naturally 
think that it belongs to Neo-orthodox. Since the emergence of Christian Realism, it is 
regarded by many theologians, including liberal theologians and fundamentalist 
theologians, even some students and followers of Reinhold Niebuhr’s, as an American 
version of Barthianism, that is to say, it is regarded as Neo-orthodox theology. But 
that dominant viewpoint not only doesn’t concern th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Barthe’s theology and Niebuhr’s theology, but also not think that there is 
Neo-liberal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ld Liberalism, just as there is Neo-orthodox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ld Orthodox. Barthe’s theology seeks to avoid practice in 
earth world, especially social-political affair; Niebuhr’s theology seeks to express 
itself in practical form, especially in social-political practices. Niebuhr’s fatal attack to 
Liberalism made people couldn’t place his theology in Old liberalism’s camp,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his theology could not be placed in Neo-liberalism’s camp. When 
we consider that Niebuhr’s voilent criticizing Karl Barthe’s theology and his refusal to 
accept the name of Neo-orthodox, again consider that many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inker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though 
regard Niebuhr’s theology as a new kind of liberalism, I think that we had better 
regard Niebuhr’s theology as Neo-liberalism.  

In fact, many thinkers in the field of Christian theological history and politics 
regard Christian Realism as a new kind of Liberalism.The difficulty with the later is 
that they have not found an adequate perspective to sum up Niebuhr’s whole theology, 
and they have not fou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hides in Niebuhr’s writings and 
had not ever expressed clearly by Niebuhr himself. So the later have not ever 
theoretically proved their view in detail. The most important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find an adequat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Niebuhr’s theology as a whole and to find 
the ingenious system that hides in Niebuhr’s pile of works, and to use them to 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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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Niebuhr’s theology is Neo-liberal political theology. 
On the base of years’ research, author of this dissertation finds that political 

theology is the only alone adequate perspective that can sum up Niebuhr’s whole 
th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theology, Niebuhr’s great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fundamental theology,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 actually three 
basic elements that consist of his political theology. Both resource and characteristic 
of Niebuhr’s thought can be indicated from these three elements. Niebuhr’s 
fundamental theology originated from Reformation,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originated from Renaissance, his ethics originated from Prophet Movement. He tried 
to integrate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with Prophet Movement as its center. The 
result of his effort is the formation a kind of political theology that characterized by 
realistic liberalism. This basic character reveals in all the three elements of his 
political theology. 

Niebuhr’s fundamental theology belongs to evangelism. It preaches individual’s 
being judged and salvation, also preaches community’s being judged and salvation. 
Particularly, it emphasizes that individual’s salvation can achieve only by his 
undertaking his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the communities that he lives in. This 
is different from individual evangelism preached by orthodox Christians, also is 
different from social gospel preached by old liberals. Niebuhr’s Ethics belongs to 
communitarianism. He made a strict distinction between morality of individual and 
morality of social group, and transfered the barycenter of Ethic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nd sub-commuity which 
is the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thus shap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kind of 
Ethic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both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Niebuhr’s 
political philosophy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conflict- cooperation theory. He 
emphasized that harmony was man’s ideal but reality were often conflict, man could 
approach the idea by cooperation but could not reach it.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his political theology combine together, and form a 
comparatively whole theoretical system. In it, his fundamental theology determines 
other two elements. His fundamental theology gives his political theology a 
framework which makes freedom as its center, and shapes a neo-liberal political 
theology, in which, vitality is material of freedom, love is form of freedom, and 
justice is the real structure of freedom. This kind of political theology belongs to 
Liberalism, but it is not the old kind of Liberalism, it is a new kind of Liberalism, i.e. 
Neo-liberalism. 

In Niebuhr’s thought freedom was more fundamental than sin. Freedom is nature 
of man, man is free by nature but not is necessarily sinful. Among man’s freedom, 
freedom of grou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 of individual. So, the key of 
resolving social injustice is not injustice of individual but injustice of group. 
Selfishness of social group make people have to use force and power when they want 
to resolve social injustice. Force and power is a very important respect of vitality. 
Vitality is material of freedom, it has multifarious forms, and there is an imma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 way that lead self to resolve the immanent 
contradiction is to walk up to other, make self unite with other in love, in loyal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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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at he live in, in responsibility to other and the obedience to authority, in 
forgiveness and mutual love and the anger to evil, thus make man realize his freedom 
by uniting vitality with love. The realization of man’s freedom depends on a basic 
framework of social institute. Justice of social institute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justice. 
But the premise of justice of social institute is that there is a system that offer order to 
people. All social systems are achieved by balance of power. A just system always 
materialize the principle of love partially. It approaches love by establishing principle 
of equality in social system. In real life,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domestic 
relation and tha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re different.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justice 
in domestic is equality,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s order. 

Niebuhr thought that Old Liberalism made many great wrongs. It emphasizes 
individual, neglects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dependence on communities; it 
emphasizes morality, neglects powers and forces; it emphasize man’s emotions, but 
negl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So Old Liberalism not only could not 
solve the severe social injustices, on the contrary, it makes the conflictions that result 
from the social injustices more and more intense. But, Niebuhr emphasize that the 
fundament values that Old Liberalist seek to achieve are not wrong. If they have right 
practical strategy, they can make Liberalism get a rebirth. 

In a word, Niebuhr’s political theology is neo-liberalism. The purpose of 
Niebuhr’s violent and fatal attack on Liberalism is not to end it but is to reconstruct it, 
to make it get a new life. Niebuhr gets great success. This is the uppermost reason that 
in religion circle he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famous speaker of American liberalism. 

 
Key words: political theology, neo-liberalism, freedom, vitality, lo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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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 年），是二十世纪 伟大的新教神学家之

一。在学术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观点，认为尼布尔的整个思想属于新正统主义

神学。在中国，研究基督教思想的人，多数把尼布尔的神学归入新正统主义。这

一点，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先生的影响甚大。卓新平先

生在国内是较早研究尼布尔思想的人，他在他写的专著《尼布尔》的“自序”里

说，“笔者自 1980 年在准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开始接触尼布尔的著述及思

想，并曾选定其宗教哲学为自己的论文题目。”1 卓新平先生在其论文集《基督

宗教论》2 中收录了他自己研究尼布尔思想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美国新正统

派代表――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在《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中，卓新平先生依然

坚持自己的看法，说“美国新正统神学以‘基督教现实主义’为标志”。3 卓新

平先生作为国内研究基督宗教思想的领军人物，而且又曾经专门研究过尼布尔的

思想，写过研究尼布尔思想的专著，他的这一看法为国内学术界认同。原来在北

京大学任教、现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万俊人教授也采纳这一看法，他在 1990 年出

版的《现代西方伦理学》中讨论尼布尔的伦理思想的那一章，标题就是“新正统

派伦理学”4；2004 年出版的刘时工的研究尼布尔伦理思想的专著《爱与正义》

也认为尼布尔是“新正统主义”神学家。5 
认为尼布尔属于新正统主义神学家，这不是卓新平先生首创的看法，而是来

自国外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奥尔森（Roger Olson）在 2000 年出版的《基督

教神学思想史》中还明确地认为尼布尔是与卡尔•巴特(Karl Barthe)和布龙纳

（Emil Brunner）并列的新正统主义神学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6 在此以前，威

廉姆斯（Daniel Day Williams）在其所著的《上帝的恩典与人的希望》中，也明

确地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新正统主义神学。7 甚至新正统主义

的领军人物布龙纳（Emil Brunner）也认为“在神学方面，尼布尔从辩证神学那

里学到的东西 多”8 
但是，这一传统观点是可疑的。 
我对这个传统观点的怀疑，产生于我阅读现代基督教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

思想史的各种著作之时。我阅读的第一部现代基督教思想史的著作是卓新平教授

所著的《当代西方新教思想》。他在该书中明确地把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为主要

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神学当成是新正统派。但是，卓新平在概括新正统派神学的

                                                        
1 卓新平：《尼布尔》，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 年。 
2 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3 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85、96 页， 
4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下卷，第 16 章 
5 刘时工：《爱与正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2 页。 
6 [美]罗吉尔•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30
页。 
7 Daniel Day Williams，God’s Grace and Man’s Hope, Chapter one. http://www.religion-online.org 
8 Emil Brunner, Some Remarks on Reinhold Niebuhr’s Work as a Christian Thinker.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Charles W. Kegley and Robert W. Bretal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6,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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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时说，“其特点是以一种悲观的、现实的态度来审视人生社会，强调用传统

教义中的‘原罪观’等《圣经》思想来认清人的本性及其历史使命，反对自由派

神学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9 但是，在阅读尼布尔的著作的过程中，

我发现尼布尔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现实并不悲观，而且，尼布尔在自己的著作里

经常批判巴特，认为巴特的对人生和社会的过于悲观的态度使巴特在整个生活上

完全采取于一种不作为、不参与、静心等待“上帝安排”的态度，应当为希特勒

在德国的兴起、掌权负一定的责任。这与卓新平教授所说的新正统主义神学的悲

观主义特点并不完全相符。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又表明，二战之后的五十年代

和六十年代，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而且，尼布尔的整个思想对美

国影响 大的时期也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们又公认尼布尔是自由主义思

想在宗教上无可替代的发言人。从逻辑上讲，自由主义思想在宗教上无可替代的

发言人，必然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如果自由主义思想在宗教上无可替代的

发言人不是一位自由主义神学家而是一个反对自由主义神学的人，这倒真是天下

奇闻了。人们当然可以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同于二十

世纪初期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前者是新自由主义，后者是旧自由主义；那么，

我们也可以同样地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神学不同于二十世纪

初期美国的自由主义神学，前者是新自由主义神学，后者是旧自由主义神学。这

在逻辑上讲得通，而且也符合思想史的事实。实际上，本文的目的，也就在于证

明，尼布尔作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在

宗教上无可替代的发言人，政治神学是其神学的特色，它属于新自由主义神学。 
其实，在基督教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作者认为以尼布尔为代表的神学

思想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神学。比如，列文斯顿（James C. Livingstone）认为，

以尼布尔为代表的被称为“美国现实主义”的神学“虽然表面上看来在思想上和

影响上类似欧洲的新正统主义，但它却既不赞成老的自由主义（不管是利奇尔主

义，还是现代主义），又不赞成巴特主义。它力求在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基础上

表述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神学。”10 这里，列文斯顿明确地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一

种新的自由主义神学。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理查德•怀特曼•福克斯（Richard 
Whiteman Fox），他在《自由主义伦理观与新教精神》（《美国社会》，第 15 章）

一文中说，美国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依然盛行自由主义，“其标志之一是它产

生了一些著名的宗教发言人，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到六

十年代的小马丁•路德•金等”，而且，这种世俗主义表面上看是相当世俗的，但

同时又是相当宗教的。11 他认为，尼布尔是在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

代依然盛行的自由主义信念的宗教发言人，而且至今尚未有人能够超过他。显然，

他认为，尼布尔的神学属于自由主义神学。尼布尔的夫人乌尔苏娜（Ursula M. 
Niebuhr）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尼布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神学，但是，她明确地

指出，尼布尔的神学不是巴特主义的神学，只是因为语言风格使人误认为他的神

学是新正统主义。她说，“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处于低潮时，尼布尔是了解欧洲神

学思想方式并且读过巴特和布龙纳的著作的人。……尽管尼布尔和蒂利希都不是

巴特主义者，他们描述人的处境所使用的语言反映出他们使用了受巴特的影响而

形成的思想方式，这使得许多人认为尼布尔和蒂利希是新正统主义者。”12 根据

                                                        
9  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第 86 页。 
10 [美]詹姆斯•C•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886 页。 
11 Cf. 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infousa/AmSociety/GB/PartIV_15.htm 
12 Remembering Reinhold Niebuhr: Letters of Reinhold and Ursula M. Niebuhr , Edited by Ursula M. Niebuhr,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1, pp.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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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苏娜的意见，尼布尔的神学不是新正统主义，更不是正统主义，那么，而是

当时处于低潮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他正致力于改造的自由主义了。甚至新正统主

义神学公认的代表人物埃米尔•布龙纳也说。“没有比‘新正统’这个标签更不适

合尼布尔了，因为在整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尼布尔这座精神火山更不正统

了。”13 
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主流的声音是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

主义，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只为极少数人提及。而且，这些人

在描述和介绍尼布尔的神学时，与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的那些人并没

有什么两样。很显然，这些主张尼布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的少数人并没有提出

强有力的、足够的证据。他们所给出的多是一些单纯的论断。但是，单纯的论断

缺少说服人心的力量，因而至今还没有能够改变“尼布尔是新正统主义神学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看法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这是需要有人弥补的。 
有一个事实，可能间接地说明尼布尔的神学思想属于自由主义神学阵营。这

个事实就是，基要派几十年来一直激烈攻击尼布尔的神学思想，认为尼布尔是美

国自由主义神学的主要代表。这样的攻击可以在中国福音派教会的许多传记和布

道中看到。这个事实之所以只是间接的，因为基要派十分保守，他们把巴特的新

正统主义也称为自由主义神学，因为巴特的思想中留有 19 世纪自由主义神学思

想的许多痕迹。因此，谈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神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神学，对

基要派来说，意义不大。所以，基要派的这一说法，只能间接地证明尼布尔的神

学是自由主义神学，而且，论证力十分地微弱，因为在基要主义这里，自由主义

神学的含义过于宽泛。 
但是，有人可能不是基要派，但是却象基要派一样，认为讨论尼布尔的神学

思想是新正统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不大。他们的理由是，尼布尔的神学与

新正统主义神学十分相似，即使其间有所差别，这样的差别也不足以使尼布尔的

神学成为不同于新正统主义的另外一种神学。为了加强这一观点，有些人甚至抬

出所谓的“家族相似性”，说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神学多样化的一种表现。

卓新平教授就可能持这种意见。他在《当代西方新教神学》里写道，“从其（新

正统主义的）思想特色来看，新正统思潮旨在用古典基督教正统教义和规范神学，

尤其是宗教改革精神来纠正自由派神学的偏差，寻求对当代新教神学加以理论纯

化和提高。但这种努力或尝试在不同的国度及不同代表人物那儿却有着不同的意

向和侧重，形成多元发展。”14 于是，以尼布尔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神学就成

了新正统思潮在美国的表现。所以，根据卓新平教授的看法，尼布尔的神学尽管

与巴特的神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根本上讲，尼布尔的神学还是属于新正统

神学的一支。这种看法，在中国学术界十分盛行。 
还有一些人认为尼布尔的神学属于新正统主义而不属于新自由主义，其理由

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神学思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自由派神学出现嬗变而

形成的现代派自由神学和福音派自由神学这两个阵营。现代派自由神学的代表是

麦金托什（Douglas Clyde Macintosh, 1877-1948），福音派自由神学的代表是饶申

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关于美国自由派神学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后发生嬗变的原因，卓新平教授说，这是因为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现实主义

和实用主义思潮对社会现实的经验观察和理论认识为自由派神学的发展注入了

                                                        
13 Emil Brunner, Some Remarks on Reinhold Niebuhr’s Work as a Christian Thinker.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p. 28-29. 
14 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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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活力。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时代精神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现代派自由神学和福音派自由神学都很好地抓住了这种时代精神，那么，尼布尔

对这种时代精神的把握与应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所有的神学家中

可能是 好的。因为尼布尔的神学就以现实主义神学之名著称，他在政治实践活

动中和在神学理论的选择性使用上，同样也以实用主义态度而著称。如果麦金托

什和饶申布什为代表的自由派为美国一战后的新自由主义神学，那么，尼布尔这

个神学家，在学术上是麦金托什的学生，在社会伦理实践上又是饶申布什的学生，

而且又在理论上将这两位伟大的神学家的思想融为一体，对于这样一个神学家的

神学，难道不是更有理由说它是新自由主义神学吗？ 
有人可能认为，从根本上讲，麦金托什的神学属于新自由主义神学，尼布尔

的神学却不是，理由是尼布尔在麦金托什邀请他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时，尼布尔

拒绝了，拒绝的理由之一就是他讨厌麦金托什的形而上学。但是，这一观点是不

成立的。尼布尔讨厌麦金托什的形而上学，并不意味着尼布尔讨厌麦金托什的方

法论。尼布尔在麦金托什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和硕士论文，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麦

金托什的思想对尼布尔的吸引力。（因为选择谁作论文的指导者，就已经反映了

思想的偏好。）而且，尼布尔拒绝继续在麦金托什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其 根本

的原因，倒不是尼布尔讨厌麦金托什的形而上学，而是家庭经济的困难以及当初

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教派的承诺。即便我们不考虑尼布尔与麦金托什之间良好的

私人关系，单纯从思想上考虑，我们也可以发现麦金托什的方法论在尼布尔的思

想中的地位。在这方面，第一个证据，麦金托什认为哲学与神学之间并无本质区

别，认识论的一般问题与具体的宗教认识联系在一起，可以用人类的经验来证明

基督教信仰。这种思想明确地反映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尼布尔明确地说，“我认

为基督教信仰可以在经验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是使神圣的奥秘变成意义和使生

命变得有意义的关键。”15 从这个角度讲，尼布尔的神学也是经验主义神学。而

且，许多人证明，尼布尔的神学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尽管他反对“自

然法”思想。第二个证据是：麦金托什认为，在宗教中有两种因素极为独特，一

是人们对终极实在的往往以绝对依赖、惊奇和敬畏的情感来表述，二是人的绝对

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有效性，所谓“神圣”的标准，就在于权力与价值的统

一。麦金托什对宗教的这两个独特特征的强调，自始至终地出现在尼布尔的著作

之中，而且，麦金托什所说的权力与价值的统一这一神圣标准，自始至终都被尼

布尔奉为圭臬。在所有的价值中， 为重要的价值是爱和正义，它们与权力的统

一，就是被人视为 神圣的东西，即完美的自由。第三个证据是：麦金托什认为，

神人关系是辩证的、相互的、能动的和变化不定的，上帝对世人的反应与世人对

上帝的态度有关，人的积极义行会有好的反响，得到善，而人的消极恶行则会遭

到恶的报应和惩罚。麦金托什坚持人亦能参与神在世上的事功，在上帝拯救人世

之过程中有所作为。尼布尔接受了麦金托什的这一思想，后来还将之与马丁••布

伯（Martin Buber）的对话理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历史的戏剧理论。如果人们

认为新自由主义神学的创始人是麦金托什，那么，人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否认尼布

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单单因为尼布尔讨厌麦金托什的形而上学，就认为尼布

尔的神学与麦金托什的神学不可能同属于新自由主义，那是没有道理的。顺便说

一句，终其一生，尼布尔，从来没有对麦金托什提出过公开的批评，他的弟弟小

                                                        
15 Reinhold Niebuhr: Reply to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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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也出自麦金托什门下，后来又作麦金托什的学术助手并且在麦金托什退休

后继任麦金托什在耶鲁大学的教席，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尼布尔兄弟与

麦金托什教授之间深刻的学术渊源关系。 
此外，还有人以尼布尔的神学与巴特的神学之间的相似来证明尼布尔的神学

是新正统主义神学。他们提出的证据，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证据是尼布尔把巴特的箴言“右手拿圣经，左手拿晨报”发展成了一

种方法论的纲领。16 但是，这个证据对于他们的论证是无力的。因为指出这一

点的人正是《现代基督教思想》的作者列文斯顿。列文斯顿明确指出尼布尔的神

学不是新正统主义神学，而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神学。此外，即使不是列文斯顿

首先指出了尼布尔把圣经信仰与当代状况结合起来的方法源出于巴特的那句箴

言，这一证据同样也是无力的。因为巴特的这句箴言在巴特自己的神学中只是一

种偶然性的因素而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列文斯顿在说明新正统主义神学的根本特

征时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新正统主义“号召打碎同哲学、科学和文化

的所有联盟，理由很简单：对于冲淡、歪曲和调整基督教信息，以便使它可以迎

合时代精神这件事，这种联盟应该负责。”17 但是，尼布尔在处理神学与哲学、

科学、文化的关系时，采取的态度恰恰与巴特相反。巴特要求从基督教中去掉希

腊文化的成分和文艺复兴精神的成分，使宗教脱离根本上是世俗的文化；尼布尔

追求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的结合、宗教改革精神和文艺复兴精神的结合，花费

很大精力探讨宗教在根本上是世俗的文化中应该和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

以，不能因为尼布尔把巴特的那一在巴特的神学中非常偶然地出现的箴言发展为

一种方法论的纲领作为尼布尔的神学属于新正统主义神学的一个证据。 
即使我们承认新正统派神学确实有想使基督教的精神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

联起来的意愿，我们也将会看到，它对神学与世俗学问的应有关系的看法也决定

了它不可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尽管巴特曾经要求神学家应当同样诚心诚意地定

时阅读圣经和晨报，“右手拿圣经，左手拿晨报”，他自己也不可能使这一教导产

生什么意义，原因有两个。第一，他在批判自由派神学思潮时矫枉过正，提出了

过于悲观的人性论，走向强调神人之间完全隔绝、毫无相通之处的思想极端。第

二，他认为人在圣经中不可能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因为圣经没有任何实践的价

值，因为“构成圣经内容的，不是人类关于上帝的思想，而是上帝关于人类的思

想。圣经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同上帝谈话，而只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说了些什么；

并不告诉我们如何找到通向他的道路，而只告诉我们他如何寻求并找到了通向我

们的道路”。18 圣经既然完全没有实践的价值，把它与人的现实生活关联起来，

也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如果一定要说巴特指明了某种把使基督教与现实生

活的关联之路，那么，巴特要人做的，就只是让人静静地等待，“接受上帝的安

排”。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人物埃米尔•布龙纳坦率地承认，他自己想使基督教精

神能够与现实生活关联起来，实现神学家与政治家的对话，但没有能够成功。在

尼布尔看来，布龙纳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新正统主义的纲领使他

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神学家与政治家对话的领域：政治生活。 
我们绝对不能够仅仅因为尼布尔的神学沿着巴特所指的“右手拿圣经，左手

拿晨报”这条路走下去，把巴特的箴言发展成一种方法论上的纲领，并且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就断定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神学。因为巴特要人静静地等待

                                                        
16 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912 页。 
17 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680 页。 
18 巴特：《上帝之道与人之道》第 42－43 页；转引自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6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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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审判和启示，尼布尔要人勇敢地去探索和尝试。尼布尔和巴特虽然走了同

一条路，向同一个方向走，但是，巴特走得近，他在世俗事务面前停下了脚步，

尼布尔却走的更远，他不但走进了世俗世界，而且勇敢地用圣经来解释世俗事务

和实践活动，这后一点在巴特看来却是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们两人之所以有

这样大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走这条路时采用了根本不同的神学路线。用

巴特自己的话说，巴特的神学是从上帝走向人的神学；但是，尼布尔的神学路线，

却既有从上帝到人的路，又有从人到上帝的路。在尼布尔的神学里，上帝与人之

间的关系是对话的关系；在巴特的神学中，只有巴特自己代替上帝向人说的启示。

尼布尔的神学与巴特的神学之间存在的这一根本差别，如果不能使我们断定尼布

尔的神学不是新正统神学，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断定尼布尔的神学不是巴特主义的

神学。 
他们提出的第二个证据是尼布尔的神学回归正统神学，重申“原罪观”等传

统的教义。这个证据的论证力量更弱。尼布尔确实象新正统主义者一样强调回归

正统神学。但是，新正统主义回归的正统神学，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 远回

到奥古斯丁，它强调正统神学致力论证人的原罪和上帝的启示。尼布尔回归的正

统神学，不仅仅是回到宗教改革运动的神学，也没有止于奥古斯丁，而是回到旧

约里的希伯来先知。在尼布尔看来，奥古斯丁和宗教改革的神学虽然强调了人的

原罪和上帝的启示，但是，其强烈的预定论色彩和彻底的神的“实现主义”（意

思是说，人总是保持上帝启示的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完全否认了人的主动性，

而且对人的世俗生活毫不关心，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缺乏先知精

神。所以，同样是回归正统神学，新正统主义要回归的正统神学与尼布尔要回归

的正统神学是不一样的。更为重要的是，新正统主义仅仅是为了神学而回归正统

神学，尼布尔回归正统神学却不是为了神学，而是为了人的现实生活，为了指导

人的政治实践。尼布尔回归正统神学，是为了以先知精神为基础和动力进行激进

的社会革命，新正统主义回归正统神学，却极力逃避现实、极力回避社会革命。

所以，回归正统神学，不能当成证明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的一个证据来使

用。 
他们提出的第三个证据是尼布尔的神学批评自由主义神学的人本质上无害

的人性论、乐观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点作为证据，是因为

他们认为人本质上无害的人性论、乐观主义和进步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神学的根

本信仰，批评这些也就是在否定自由主义，一个批评自由主义的这些根本信仰的

人不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时，尼布尔又不是一个正统主义者。所以，他们

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其实，这一证据同样也没有多少论证的力量。

因为从自由主义神学的整个发展史来看，人本质上无害论、乐观主义和进步的历

史观，并不是自由主义神学的根本信仰，只是自由主义神学用来论证其根本信仰

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可以替换的，而且，用更为有力的东西替换这些东西，只会

使自由主义的根本信仰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而不是象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会

从根本上颠覆自由主义的根本信仰。 
他们提出的第四个证据是：尼布尔的许多门徒的神学是各种形式的新正统主

义。这个证据实际上更加缺乏论证力。因为学生在学术上误解或背叛老师的情况

太普遍了，如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巴特之于哈纳克。格里•道里恩（Gary 
Dorrien）指出，“尼布尔的许多门徒滑入了各种各样的新正统主义神学和政治上

的新保守主义，他们都拒绝承认他们的社会福音派根源；但是，尼布尔和他的

亲密的学生和同事约翰•C•本尼特（John C. Bennett）都不是新正统主义者和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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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主义者。”19 尼布尔的许多学生是新正统主义者，不能证明尼布尔也是新正统

主义者。 
以上我们所说的，对于本文的目的――论证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新自由主

义――来说，虽然十分有用，但还只是一些间接性的、表面的理由，这些理由只

是表明，没有足够的、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目的是证明尼布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但是，我们

必须首先证明尼布尔的神学不是新正统主义，因为传统的看法认为尼布尔的神学

是新正统主义；其次还要证明尼布尔的神学不属于旧的自由主义神学； 后才能

着手证明尼布尔的神学属于新的自由主义神学。因此，本文的证明，实际上是由

三个证明组成的，前两个证明都是在间接地证明尼布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只

有 后一个证明才是直接地证明尼布尔的神学是新自由主义。 
 
 

二、问题的关键和解决的办法 
 
要进行以上所说的三个证明，其关键都在于两个比较，一个比较是在尼布尔

的神学的根本特征与新正统主义的根本特征之间进行的，另一个比较是在尼布尔

的神学与旧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之间进行的。这样，就存在着确定三个比较项的

内容的问题，即确定新正统主义的根本特征、旧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和尼布尔的

神学的根本特征，而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根本特征，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

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根本特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根本

特征，是为了证明尼布尔的神学既不是新正统主义，也不是旧的自由主义，而是

新自由主义：在根本上坚持了自由主义的主要信仰，并且给予了其新的解释。这

是本文的重心所在。 
因此，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根本特征，其实质就在于证明：尽管尼布尔的思

想在其一生中发生多次大的变化，但是，从根本上讲，尼布尔的思想一直坚守了

自由主义的主要信仰。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从尼布尔的整个神学思想与自由主

义神学之间的关系入手。 
现在人们已经形成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尼布尔的神学与自由主义神学的关

系十分“复杂”。一方面，尼布尔是 猛烈地批判自由主义神学的人，正是由于

这样的批判，人们称他为“扭转美国整个神学方向的重要人物”（约翰•C•本尼

特）20，“使美国的自由主义神学开始进入到彻底的自我反思的阶段”（丹尼尔•

D•威廉姆斯）21。另一方面，尼布尔的神学又是在自由主义氛围中形成的，他的

神学所关注和问题和所采用的方法，始终都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影响和范围。要

对尼布尔的神学与自由主义神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以说明，就必须从尼布尔

的神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讨论。 
人们从尼布尔的神学发展的历史出发，把尼布尔的神学分成四个时期。尽管

                                                        
19 Gary Dorrie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beral Theology: Idealism, Realism and Modernity, 1900-1950，
Louisville, London: Westminister John Knox Press, 2003, p. 435. 
20 John C. Bennett, Reinhold Niebuhr’s Contribution to Christian Social Ethics. Cf. Reinhold Niebuhr: A prophet 
Voice in Our Time , edited by Harold R. Landon, Greenwich, Connecticut: The Seabury Press, Incorporated, 1962, 
p. 58. 
21 Daniel D. Williams, Niebuhr and Liberalism.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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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四个时期的说法有不同，但是，人们都同意，在尼布尔的神学发展的历史中

存在着四个明显有所区别的时期。关于尼布尔的神学的这四个时期，罗纳德•H•

斯通的说法是是这样的，第一个时期为自由主义时期，第二个时期为社会主义时

期，第三个时期为基督教现实主义时期，第四个时期为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时期。
22 从尼布尔自己的观点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世俗化

的形式。这样看来，在尼布尔的神学的发展阶段中，至少有三个阶段是属于自由

主义，其中只有一个阶段――基督教现实主义――是否是自由主义存在疑问。如

果采取列文斯顿的看法，基督教现实主义就是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神学。这样，尼

布尔的神学的四个阶段，都是自由主义神学，其中，前两个阶段是旧的自由主义

神学的阶段，后两个时期是新的自由主义神学阶段。就此而言，尼布尔的神学始

终都是自由主义神学，它与自由主义神学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并不

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因为就前面提到的所谓“复杂”关系而言，尼布尔对自

由主义的猛烈批判，其实就是在对自由主义进行彻底的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进行

的。因此，与其说是尼布尔的神学促使美国的自由主义进入到彻底的自我反思阶

段，不如说尼布尔的神学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开始进入到彻

底的自我反思阶段，使在此之前的自由主义与在此之后的自由主义有了很大的不

同，使在此之前的自由主义成为旧的自由主义，在此之后的自由主义成为新的自

由主义。也就是说，与其说尼布尔对自由主义神学的猛烈批评标志着美国自由主

义神学的破产，不如说尼布尔对自由主义的 猛烈的批判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的

新生：一种新的自由主义世界观――非乌托邦的、辩证的自由主义――诞生。23 
在这其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原因导致过去的许多研究者（包

括尼布尔的学生在内）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经过研究，我发现，其

中 根本的一个原因，是过去的研究者认为尼布尔的整个思想是不连贯的，一方

面是正统的人论，另一方面是激进的政治主张，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

越的断裂。他们认为，这个断裂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至少以这样三种方式表现，一

是表现为宗教与政治之间的断裂，二是表现为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断裂，

三是表现思想的自我与行动的自我之间的断裂。 
过去的许多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尼布尔的整个思想是不连贯的，根本原因就在

于他们认为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政治主张是不可能并存在的，认为正统的人论必

然导致一个神学家在社会问题上采取保守的态度。这是一种教条式的看法，它的

根本就在于认为在传统中只存在着保守的东西。这种教条式的看法使他们在看到

尼布尔的思想表现为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政治主张相结合时，第一个基本反应就

是认为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反应就是认为尼布尔的这种结合只是表面上

的，在其内部肯定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断裂。但是，实际上，传统中既存在着保守

的成分，也存在着革命的成分。而且，既使传统中的保守成分，也不完全是消极

的成分，因为对人类根本的价值观的维护，无论在何时都有积极的一面，历史上

甚至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对人类根本的价值观的维护导致革命。所以，保

守与革命是可以并存的，它们之间得以并存的基础就是对人类根本的价值观的维

护。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正统的人论和激进的政治主张结合在一起，从理论上讲，

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根据我对尼布尔的思想的研究，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

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政治主张相互结合的基础，就是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自

                                                        
22 Ronald H. Stone, Reinhold Niebuhr: Prophet to Politicians,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TM, , 
1981, p. 10. 
23 Eyal Naveh, Reinhold Niebuhr and Non-Utopian Liberalism: Beyond illusion and Despair, Brighton,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2,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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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维护。过去的研究者都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即使那些断定尼布尔的

神学是新自由主义的人也不例外。那些认为尼布尔的神学是新正统主义的人只看

到尼布尔的正统的人论，没有看到尼布尔在自己的人论中对自由的理解已经不同

于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在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中，自由虽然是人的本性，但是，人

在堕落之中丧失了为善的自由而只剩下作恶的自由，本罪的责任成了依据自然规

律而来的惩罚而不是出于人的良心。但是，在尼布尔的人论中，自由作为人的本

性始终是完整的，既有为善的一面也有作恶的一面，本罪的责任出于人的自由本

身。依照基督教正统的自由观，人只配有专制的统治，民主对于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依照尼布尔对自由的理解，“人行不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人行正义

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24 这样，尼布尔就把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政治结合在

一起了。因此，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并不存在着所谓的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

政治之间的断裂。 
既然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不存在所谓的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政治主张之间的

断裂，这个所谓的断裂的那三个方面的表现，也就是不成立的了。所谓的宗教与

政治之间的断裂，指的就是尼布尔主张政教分离和宗教宽容；这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所有的宗教共同体都人间的，而不是绝对神圣的，宗教宽容

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内容，其核心就是信仰自由。所谓的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

之间的断裂，指是就是尼布尔认为爱对个人来说是可能的而对群体来说却是不可

能的；这没有注意到尼布尔所说的爱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所谓的思想的自我与行

动的自我之间的断裂，指的是思想的自我具有超越性而行动的自我总是很难超

越；这没有注意到尼布尔所说的“意识形态污点”，这种污点是任何思考都不可

能绝对地逃避的。 
因此，所谓的“断裂”，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是不存在的。研究者之所以

认为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存在着“断裂”，从理论来源上讲，根本原因在于持有一

种错误的先入之见；从研究本身上讲，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注意到尼布尔的正统

人论所理解的自由已经不同于基督教的正统教义所说的自由，这一修正实际上使

尼布尔的人论有“正统”之名而无“正统”之实；但是，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一

点。他们之所以忽视了这一点，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对尼布尔的思想的研究不

全面、深入，没有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尼布尔的思想的根本特征和核心观念。因而，

全面、深入地把尼布尔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是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根

本特征以证明尼布尔的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根本途径。 
 
 

三、政治神学的角度 
 

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根本特征，需要对尼布尔的神学有一个全面的、整体的

把握。这样的把握需要预先确定三个方面，作为必要的准备。这三个方面，一是

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类型，二是确定尼布尔的神学的结构，三是找到尼布尔的思

想渊源。只有了解了这三点，我们才可能准确地概括尼布尔的神学的根本特征。

在这三个方面中，尼布尔的思想渊源，是 为困难的，因为尼布尔的思想渊源极

                                                        
24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s, 

1972, p. xii. 



 10

为丰富，即使仅仅给出一个概括的说明，也需要较长的篇幅；而且，相对于尼布

尔的神学的类型和结构而言，尼布尔的思想渊源对于说明尼布尔的神学的新自由

主义性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把它单列一章，以便突出地说明尼布

尔的思想的渊源实际上是反映出尼布尔的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方面。 
  尼布尔的神学，内容十分地庞杂，其中，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内容几乎是

无所不包。帕特森（Bob E. Patterson）说，“尼布尔使自己对所有人都有用，而

且是一个著述甚丰的人。他在神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领域方面都有重要的

贡献。极少有人能够在解释和影响这么多思想领域方面与之相比。”25 帕特森的

评价已经隐含地把尼布尔的思想分成许多方面，但是，他的这一评价已经足以说

明尼布尔的思想内容之庞杂已经到了人们难以把他归入某一种学科方面的专家。

鉴于这种情况，许多人现在干脆称尼布尔为“伟大的思想家”。 
尼布尔的思想十分庞杂，还使研究者很难用一般的学科来概括它。有人认为，

可以用尼布尔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岗位名称――“应用基督教”――来概括他的

思想的特色。可是，“应用基督教”这个名称，固然反映出尼布尔的主要兴趣是

在实践方面而不是在纯粹神学方面，但是，这个名称实在过于宽泛，无法显示尼

布尔的思想特色。对于尼布尔的思想，研究者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从思想内容上

看，尼布尔的思想的根本特色，一是显得正统但却十分深刻的神学思想，二是其

激进的但却同样深刻的政治主张。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承认

尼布尔是二十世纪 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也是二十世纪 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

一，神学和政治构成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两翼。一方面，他是牧师和神学院的教

授，另一方面，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从事政治活动。一方面，他在阐释神

学，另一方面，他不是为了神学本身而阐释神学，而是为了把神学应用到生活之

中，特别是政治生活之中。因为他一生都处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所有这些危

机 终都是以政治危机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所以，他的神学，是典型的“危机神

学”，始终围绕着政治危机发展。一方面，他的思想为政治活动提供思想依据，

另一方面，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而重新解释神学。所以，如果要用一个学科来概

括尼布尔的思想成就的话，“政治神学”这一名称可能是 为恰当的了。 
  前面我们提到，有人认为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存在着正统的人论与激进的

政治主张之间的断裂。尽管这一看法是错误的，但它还是告诉我们，在尼布尔的

整个思想中存在着两极，一极是正统的人论，另一极是激进的政治主张。正统的

人论属于纯粹的神学，激进的政治主张属于“应用基督教”，或者说“应用神学”，

实际上是“政治哲学”。尼布尔的思想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实际上可以从

这一结合本身，发现一个可以体现尼布尔的这一思想特色的名词，这一名词就是

“政治神学”。 
斯通（Ronald H. Stone）说，“尼布尔致力于解释人的伟大和悲惨，这把他

引入社会科学、哲学和神学领域，他对所有这三个领域都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他

的追随者把他奉为他那个时代美国一流的政治哲学家、道德学家和神学家。尼布

尔拒绝了哲学家和神学家这两个称谓，但同时又讨厌道德学家这个称谓。传统的

学科门类无法概括他的思想。1965 年，他选择了这样一种称谓，认为自己是在

协和神学院讲授伦理学的社会哲学家。这个称谓把他的三项中心使命结合在一

起，并且暗示，他喜欢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26 这说明，尼布尔的核心思想是

                                                        
25 Bob E. Patterson, Reinhold Niebuhr,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77, p. 13. 
26 Ronald H. Stone, Reinhold Niebuhr: Prophet to Politicians,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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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三部分组成的，而且他自己认为在这三者这中，政治

哲学是他 喜欢的。 
斯通接着说，“从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出

发研究尼布尔的思想，都是可行的。这三门科学在尼布尔的思想里交织在一起，

而且，不能认为其中任何一个学科是根本的、其他两个学科是派生的。”27 因此，

不论从这三个角度中的哪一个角度出发研究尼布尔的思想，都不可能全面把握尼

布尔的思想。如果要全面把握尼布尔的思想，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使得

研究者能够把尼布尔的思想的这三个主要方面或角度都涵括在内，能够把神学、

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门科学都综合在一起。在我看来，政治神学，就是 为合

适的一个角度。因为政治神学由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基本神学，阐释基督宗教的

福音；二是伦理学，阐述根据基督宗教的福音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三是政治哲

学，阐述如何把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在政治神学中，基本

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个环节，交织在一起，但又相对独立，恰好能够满

足我们的需要。第一个环节是神学，它的中心是信仰，其根本关系是个人与上帝

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环节是伦理学，它的中心是伦理，其根本关系是个人与群体

之间的关系。伦理关系固然应当考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是，伦理关系的

中心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伦理学不应当以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来比拟个人

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群体都不是上帝。所以，在伦理关系中，出现了一

个全新的因素，这就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用个人与上帝的

关系准则来规定。因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个人，群体还会要求个人为了

群体的利益牺牲自己，而上帝既不依赖个人也不会要求个人为上帝牺牲。第三个

环节是政治哲学，它的中心是权力，其根本关系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处理

政治问题，固然应当考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

从根本上讲，政治关系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既不可能用个人与上帝之间的

关系准则来处理政治问题，也不可能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准则来处理政治问

题，因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其根本状态是力量的斗争。尼布尔说：“群体

之间的关系是由每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之间的对立决定的，而不是由每个群体的

相对需要和要求所拥有的道德合法性和理性的合理性决定的。”28个人与上帝的

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既相互交织又相对独

立，这使信仰、道德和政治既相互交织又相对独立，因而使得神学、伦理学和政

治哲学既相互交织又相互独立。政治神学，可以同时涵盖这三种关系，把这三门

学科综合在一起。 
这里，顺便说一下政治神学以及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

通行的原则是“政教分离”，“政治神学”这个名称本身，在现代社会看来，是一

个奇怪的名词。因为现代社会多认为宗教是个人的私事，他人的义务就是不干涉

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宗教信仰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它还有公共性的一

面。因为，一方面，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至少是生活在

现实社会的；所以，他必然以某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对社会生活中的事件或对

社会生活的安排具有自己的意见或看法，这种意见或看法就是他的社会观点。另

一方面，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人通常生活在宗教共同体中。个人有自己的社会观点，

宗教共同体也有自己的社会观点。从宗教信仰出发观察、审视社会生活事件，这

是政治神学的基本形态。一个人可以建议另外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或团体不要

                                                        
27 Ibid., p. 9. 
2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s, 1960, p.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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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己的宗教信仰出发来发表自己对社会生活中的事件或对涉及社会生活的安

排发表意见，而应当从客观中立的立场出发发表意见；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

团体有权禁止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个人或团体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发表自己

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或团体的政治权利。这说明，

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利之间具有实质的关系。这种实质的关系，规定了政治神学的

根本问题：宗教信仰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现在，人们都一般地承认：在现代

社会下，国家与教会都是共同体，它们都象个人一样地需要自由。但是，当尼布

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这一创造性的观点时，其引起的轰动和震惊，却是空

前的。因为既然国家和教会都有自由，那么，它们在道德价值层面上就是含混的，

既有创造性，也有毁灭性；因而，人们有必要对国教和教会采取某种防范的态度。

这对民族主义者和普世教会论者，都是沉重的打击。 
关于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政治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

对政治进行的思考，政治神学是从神学的角度对政治进行的思考，二者的对象是

同一的，两者都以政治事务为自己的对象，两者一致认为在政治领域中“我应该

如何生活？”的问题对于人来说是首要的问题，两者都关切正义的统治、 好的

秩序、实际的和平，而且这种关切都是反思性的，都以对人的自我理解为基础。

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政治生活从根本上讲是受神

的引导还是受人的引导。但是，这一区别，并不意味着二者是对立的。因为在承

认神人合作论的条件下，承认政治生活受神的引导并不必然排斥人的引导，反之

亦然。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政治哲学作为政治神学的一个环节从属于政治神学。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尼布尔的神学思想不是纯粹神学，而是政治

神学；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由基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个因素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就是尼布尔的神学的整体结构。 
目前，从政治神学的角度对尼布尔的思想进行整体研究，尚是一个空白。对

尼布尔的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通常都是分别从神学、伦理学

或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看到从政治神学的角度对尼布尔的

思想进行的整体研究。因此，从这个角度研究尼布尔的思想，目前还是一种全新

的尝试。 
下面，我将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渊源、根本特征和根本内容三个方面，

来论证他的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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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思想渊源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由基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

起形成的，这种结构本身就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思想渊源。 
我们知道，尼布尔是新教神学家，他的基本神学思想出自新教传统以及被

认为是宗教改革思想之神学的主要来源的奥古斯丁神学传统。我们还知道，尼布

尔猛烈地批判自由主义神学，认为自由主义神学犯有一个根本的错误，他称之为

“道德主义”。尼布尔认为，“道德主义”集中表现在康德的“应该意味着能够”

这一箴言之中，这一箴言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混淆了理想与现实，把信仰贬低为道

德，认为道德方法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根本的、充足的方法，从根本上否定力

量这一因素，认为政治只是人类还没有找到适当的道德方法之前的一种权宜之

计，从根本上否定政治活动的必然性。尼布尔想要论证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内

在组成部分，他的论证所使用的思想，固然有宗教改革运动的新教原则，但更为

重要的是来自启蒙运动以及它的源头文艺复兴运动中对待政治活动的现实主义

态度，这典型地体现在他的政治哲学中的那些根本的价值观中。新教原则提供现

实主义的人论，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提供政治现实主义，尼布尔把这两者结

合在一起，形成基督教现实主义。他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既批评宗教改革运动也批

判文艺复兴运动，同时又要把二者统一起来。他用来批判和统一二者所使用的思

想，先知精神，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先知运动。所以，尼布尔的政治神学

有三大思想渊源，它们就是尼布尔所说的“三大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文艺

复兴运动和先知运动，它们分别构成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大要素――基本神

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渊源。 
下面，我就分别地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渊源加以说明，从理论渊源

上突出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第一节 宗教改革运动与尼布尔的基本神学 
 

尼布尔出生于美国的新教牧师之家，在成年后继承他的父亲作了十三年的牧

师，以后一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任教，同时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他的政治

神学中的基本神学就是从宗教改革运动传统中汲取的，而宗教改革运动，从神学

思想上讲，主要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复兴。所以，尼布尔的基本神学，实际上是通

过对宗教改革运动的继承而来的奥古斯丁主义。 
 
一、末世的天国 
天国观念，尼布尔的神学里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里，

天国实际上是指理想，与之相对的尘世指现实。天国与尘世之间的关系，是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二者永远处在必要的张力之中。尼布尔认为，二者之间的这

种必要的张力，为人的整个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尼布尔认为，在地上建立

天国，或把天国完全推到人生的彼岸，都意味着试图消除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

使二者合一，因而都是不对的。因此，在尼布尔的思想里，天国是末世论的。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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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说，“耶稣的宗教是先知宗教，在其中，为第二弥赛亚详细说明的那种道德

上的爱的理想和代理人受苦达到了这样一个纯度，以致它的历史中实现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没有。上帝的国总是历史中的一种可能，因为纯粹爱已经达到了与所有

人类生活中爱的体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境界，但上帝的国也是历史中的一种不

可能并且总是处在所有历史成就之外。生活在自然和肉体中的人绝对不能将利己

主义升华高尚、达到耶稣的伦理所要求的热诚奉献和完全无私。”1 在这方面，

奥古斯丁的思想给尼布尔了相当大的启发。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基督徒至少与

名义的基督徒生活在有形教会中，有形的教会还与非基督徒一起生活在世俗之城

中。由于，“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上帝之城”的

成长，是在“世俗之城”中进行的。因此，“世俗之城”应当依据上帝这城来改

造；但是，“世俗之城”永远不可能变成“上帝之城”。 
约翰•W•库克（John W. Cooker）在《自由的神学》一书里说，所谓政治神

学，研究的就是天国与尘世之间的关系。2 在新教的政治神学中实际上有两个传

统，一个是德国传统，另外一个是法国传统。在德国传统中，政治神学的对象不

是世俗的和尘世的秩序，而是如何使神圣的国度在历史里成为现实；在法国传统

中，政治神学的对象是世俗的和尘世的秩序，它关心道德和人的命运，用精神价

值来判断世俗的和尘世的秩序。因此，德国传统的政治神学与法国传统的政治神

学的根本区别，简单地说，就是：在德国传统中，天国是要成为现实的；在法国

传统中，天国永远是末世的。就此而言，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属于新教政治神学的

法国传统。 
属于德国传统的新教政治神学深受神秘主义的影响，坚持在自己的精神生活

里完全的“自主”，在世俗生活里，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国家，因为它认为上帝的

国在尘世里已经大体“实现”，人们需要作的 大事情是实现自己内心的改变，

以使自己配享受上帝之国的福祉。这样，如何实现上帝之国的问题，关键不是外

在的行动，而是内心的改变，实现上帝之国的运动，本质上就是改变自己的内心

世界的道德行动。所以，德国传统的新教政治神学具有这样几个典型的特征：精

神生活的自主，物质生活上的托付，政治上的寂静主义，道德上的完美主义。德

国的新教政治神学传统的 大代表是路德。出自德国古典思想传统的自由主义神

学，包括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都是神秘主义和路德教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因为

它们通过道德的改变在地上建立天国。路德教的祈祷词中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生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德国新教政治神学传统的反映。顺便说

一句，尼布尔认为，从根本上讲，蒂利希的神学也属于这一传统，因为蒂利希的

神学以新柏拉图主义为根本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讲，是属于神秘主义的；而且，

蒂利希的神学的存在论和他的神学的 后结论“每个人都是上帝”突出地说明了

这一点。3 
属于法国传统的新教政治神学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认为人不应在世

俗生活中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国家，因为个人生活是一个整体，其世俗生活和精神

生活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所以世俗生活也应当求教于宗教。同样，基督教

不仅应当关心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应当关心人的世俗生活。所以，法国传统的新

                                                        
1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Press, 1937, pp. 

41-42. 
2 John W. Cooper, The Theology of Freedom: The Legacy of Jacques Maritain and Reinhold Niebhur, Macon GA: 
Mercy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4. 
3 Reinhold Niebuhr, Faith and Politics, Edited by Ronald H. Stone, New York: Goerge Braziller, 1968,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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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政治神学具有这样的几个典型特征：强调人的精神生活受人的物质生活的影

响，强调改善人的物质生活的重要性，政治上的行动主义，道德上的逐步改善论。

法国传统的新教政治神学的 大代表是加尔文。如果说路德教的 大特征就在于

特别强调道德乃至把宗教贬低为道德，那么，加尔文教的 大特征也许就在于它

特别强调政治，乃至把政治上升为宗教。所以，加尔文教具有强烈的行动主义倾

向。 
尼布尔所在的教派北美日耳曼大会是德国福音教会在美国的延伸。德国福音

教会是 1817 年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命令下由其所辖领士上的路德教会和

加尔文教会联合而成的，同时具有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成分，但路德教的成分重

于加尔文教的成分。北美日耳曼教会作为德国福音教会在美国的延伸，在神学上

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加尔文教的成分大于路德教的成分，一般学者都将之归

于加尔文教。尼布尔所属的教派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尼布尔的著作中，就是尼布

尔的政治神学属于新教政治神学的法国传统，而不属于新教政治神学的德国传

统。我们说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属于新教政治神学的法国传统而不属于德国传统，

还有其他三个证据。第一，尼布尔对路德的批评多于对加尔文的批评。第二，尼

布尔特别强调政治，主张宗教与政治的结盟，强调用宗教来干预政治、改造社会。

第三，尼布尔坚决反对寂静主义，主张采取实际的政治行动来影响和改造社会，

并且不仅仅是在思想上这样主张，而且以忙碌得令人惊讶的政治活动来身体力行

自己的主张。这些特征都属于新教政治神学的法国传统而不属于德国传统。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属于新教的法国传统， 集中地表现为他的政治神学特别

强调人的道德和人的命运。尼布尔不是为了发展神学而研究神学，而是为了发展

适合于指导人的道德生活和解释人的历史命运的伦理学理论才研究神学的。帕特

森（Bob E. Patterson）说：“尼布尔的神学总是追求实践的表达，社会伦理是这

种表达所遵循的途径。他试图调和‘显然’排他的、绝对的基督教伦理（博爱）

与相对的社会伦理（正义）。在把神学与社会伦理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他把神学

和伦理带进了社会领域。这在他的事业中以一种唯一的方式把它抛进政治运动。

他的政治生涯显示了他与政治结盟的本质。”4 帕特森的这段评论，准确地说明

了尼布尔的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尼布尔本人的话，进一步说明

了他的神学的直接目的，是要为追求正义的伦理学服务，而不是为维护现状和特

权的伦理学服务。他说，“我深信，对人性的现实主义看法必须为一个相信渐进

正义的伦理服务，而不应当成为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堡垒，特别是不能成为为不正

义的特权进行辩护的那种保守主义的堡垒。”5 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的政

治神学属于新教的政治神学的法国传统。 
 
二、“人是罪人” 
“原罪”思想是尼布尔的整个神学结构的主要云支柱之一。他的这一思想是

从宗教改革运动中继承而来的。 
宗教改革运动在神学上的 大特点就是强调“因信称义”。尼布尔作为新教

神学家，反复地强调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一伟大贡献。与许多新教神学家不同的是，

尼布尔是从“基督徒的自由”这一个角度来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角度，首

先是由路德提出来的。 
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中提出了两个全然相反的命题：“基督徒是顺服的

                                                        
4 Bob E. Patterson, Reinhold Niebuhr, p. 5. 
5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s, 1965, pp. 24-25. 



 16

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6

这前一个命题，说基督徒因为信福音而得了自由，后一个方面说基督徒因为信福

音，便能依着爱的本性甘愿顺从并顺从所爱之人。前一个方面说人获得自由的途

径是信福音，后一个方面说人所获得的自由的真实内容是顺从所爱之人，所以，

“这两个命题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是“连成一片”，说明了福音的真谛，即

“因信称义”和“因信而行”。尼布尔的代表作《人的本性与命运》，从根本上讲，

就是对这两个命题的解释和发展，而且，与路德一样，他也是以“因信称义”这

一教义为中心，从人的两重性――既是属灵的，又是属肉体的――来解释自由的

必要条件，规定人的自由和责任，从而构建起政治神学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美国福音路德教会把《人的本性与命运》视为二十世纪上半叶路德宗在基督教伦

理学方面的 重要的著作之一。 
不论是新教的“因信称义”，还是天主教的“因行称义”，只要讲“称义”，

就有一个理论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是罪人。“人是罪人”，这一思想，在旧约

里已经出现。但是，对于人犯罪是出于本性还是出于本性之外的原因，奥古斯丁

与伯拉纠主义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以奥古斯丁的理论成为正统而

告终。因此，从根本上讲，尼布尔的原罪思想，是从奥古斯丁的思想而来的。而

且，宗教改革运动，从某一方面说，就是对奥古斯丁主义的复兴。所以，说尼布

尔的原罪思想，来自宗教改革运动，也是正确的。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人物承认

原罪教义，但是，苏西尼主义者或“一位论派”拒绝接受这一教义。这在“一位

论派”非常发达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神学中显得特别典型。1928 年，新正统神学

的代表人物埃米尔•布龙纳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访问发表关于罪的演讲时发现“原

罪”这个词几乎已经从美国的这些为启蒙运动造就的神学家们的词汇中消失，但

却意外在发现尼布尔对这个词十分感兴趣，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 
在美国自由主义神学中恢复原罪的教义，这是尼布尔的神学对美国新教神学

的 伟大的贡献之一。必须承认，尼布尔对原罪教义的接受，受到了新正统主义

神学的提醒，因为尼布尔对原罪思想的发展，其理论的主要渊源来自新正统主义

神学的先驱、十九世纪的丹麦思想家基尔凯戈尔。基尔凯戈尔对自由、焦虑与罪

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为尼布尔发展他自己的原罪理论，提供了 直接的分析模式。

我们知道，基尔凯戈尔的思想，正是对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在盛行的自由主

义神学的反动，他要做的，是回到宗教改革的真正精神，使作基督徒成为一件十

分严肃的、不容易的事情。基尔凯戈尔所强调的困难，是克服人的绝望与焦虑的

不易；他认为，要作到那一点，需要信仰的一跃。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一跃”。

尼布尔对基尔凯戈的思想的发展，正是从如何实现这“一跃”切入的。基尔凯戈

尔要人“跳出世俗世界免受世俗的污染以获得信仰”，尼布尔要人“带着信仰跳

进世俗世界在世俗世界的磨练中锻造信仰”。也就是说，尽管基尔凯戈尔与尼布

尔都要人承认自己有罪，但基尔凯戈尔要人跳出使人犯罪的条件以使人不犯罪，

尼布尔却要人在罪中坚强而充满希望地活下去。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前者

要人离群，后者要人入群。因而，基尔凯戈尔属于新正统主义神学的先驱，而深

受基尔凯戈尔影响的尼布尔却是反思式地批判自由主义神学以重造自由主义神

学的神学家。 
 

                                                        
6 Martin Luther,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p. 596.  
7 Emil Brunner, Some Remarks on Reinhold Niebuhr’s Work as a Christian Thinker,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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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是自私的” 
人是自私的，这是尼布尔对人的本性的根本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

几乎可以说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这一思想，从根本上讲，也来源于宗

教改革运动的神学渊源奥古斯丁主义。 
尼布尔说，“奥古斯丁是西方历史里第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之所

以值得被这样突出出来，是因为他在《上帝之城》里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充分地解

释了我们知道在共同体的每个层次上几乎是普遍的社会冲突、紧张和竞争。”8 在
奥古斯丁看来，之所以会是这样，根本原因在于人是自私的。正是奥古斯丁的这

一思想，使尼布尔认识到，由于人的自私，整个人类生活，从一开始就处在普遍

的社会冲突、紧张和竞争之中，所谓史前没有冲突的“黄金时代”只是斯多葛派

的一种思想，它既不属于真正的基督教传统，也不符合人类历史的事实。在人类

历史上，不存在所谓的“前定和谐”，存在的只有普遍的冲突。所以，暴力是人

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的选择，“和平与正义都是通过暴力和冲突实现

的”9，从历史的开端一直到历史结束为止，都是如此。那些企图完全不通过暴

力而仅仅凭借道德教育和说服来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的人，就是尼布尔猛烈批判

的道德理想主义者。 
 
四、用政府力量维护信仰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十分强调政府在维护信仰中所起的作用。一方面，人性的

事实使政府成为必要；另一方面，政府在信仰的实践方面还应起着积极的作用。

尼布尔的这一思想，也来自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在这方面对尼布尔的启发，首先是路德对于政府的看法。路德

在《论世俗的权力：对世俗权力服从的限度》一文中详细说明了政府的必要性、

基督徒服从政府的限度和世俗权力的限度以及基督徒对世俗权力的义务。路德

说，“整个世界既是邪恶的，在千万人中难有一个真基督徒，假如没有刀剑和法

律，人类就将互相吞噬，无人能以保存妻室儿女，维持自己，侍奉上帝；整个世

界将陷于混乱。因此，上帝设立了两种政府：一是属灵的政府，它藉着圣灵在基

督之下使人成为基督徒的虔敬的人；一种是世俗的政府，它控制着非基督徒和恶

人，使他们虽不甘愿，也不得不保持治安。”10 尼布尔认为，路德以非基督徒的

存在来证明设立政府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十分现实的看法。与此同时，尼布尔认

为路德对基督徒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力的限度的看法也是现实的。路德说，“基督

徒在他们自己中间，为他们自己，并不需要法律和刀剑，因为这对他既没有必要，

也没有益处。不过，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活着和工作，既不是为自己，乃是为邻居，

所以他整个生命的精神，驱使他做一些对邻舍有益和必需的事，这事本是他不必

作的。因为刀剑在维持治安，惩罚并预防罪恶上，对于世界是很有益处的，也是

必需的，所以基督徒很愿意服从刀剑的统治，缴纳税款，尊敬长官，并尽他一切

所能，服事政府，以维持政府的荣誉和尊严。”11 这段话，一方面指明了基督徒

与非基督徒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下这一现实，另一方面指出了基督徒为了他人

的利益尽自己的职责的义务。此外，尼布尔认为路德关于政府的思想实际上为政

教分离的情况下基督徒如何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指明了一条具体的方向。这一

具体的方向是：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基督徒应当在宗教生活领域保持自己的独

                                                        
8 Reinhold Niebuhr, 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Charles Scibner’s Sons, 1953, p. 121. 
9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256. 
10 Martin Luther,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p. 665.  
11 Martin Luther,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p.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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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在政治生活领域里与非基督徒共处，即使掌权者为异教徒，也应当服从政

府，只要这个政府的法律只及于“生命、财产和世界上外表之事”而不“擅自为

灵魂制订法律”。因为“把人为的法律加到人的灵魂上，叫人信这信那，这是没

有上帝的话为根据的。……凡关于灵魂得救的事，除了上帝的话以外，人不应该

教导或接受别的。”12 路德强调，“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信仰应该负责，使他所信

的正确。别人不能代替我相信或不相信，正如他不能代替我下地狱或上天堂一般；

他不能强迫我信或不信，正如他不能为我打开或关闭天堂或地狱的们一般。这样，

既然信或不相信是各人良心上的问题，并且这并不减少世俗的权力，那么，世俗

的权力应该以只注意自己的事为足，准许我按着自己的能力和意志信这信那，决

不要用暴力强迫人。因为信仰是自由的工作，没有人能因为受强迫而生信仰。信

仰甚至是神的工作，是在圣灵里作成的，决不是外面的权力所能强迫或创造的。”
13 路德要求基督徒在“生命和财产方面”服从世俗的权力，在信仰问题上只服

从自己的良心，不服从世俗权力。尼布尔认为，路德的这一看法指出了在世俗社

会中保存宗教的奥秘的根本原则，即分工合作。不论世俗社会是民主的还是专制

的，这一根本原则都适用的。 
  宗教改革运动在政教关系方面给尼布尔的第二个启发是加尔文对政府在维

护信仰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论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二十章中写道：

“虽然我们已指出，（法律和审判）这种治理是与基督在内心属灵的治理有别，

然而我们仍应当知道，它们二者并不互相抵触。因为属灵的统治就在地上使天国

多少在我们心内开始了，并在这暂时的今生中将多少不朽的永生之福赐予我们。

但是政府乃是为我们活在世上时所设立的，为要维持对神的外表崇拜，保存纯正

的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并约束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遵守国家的

法律，彼此和睦，维持治安。倘若现在那在我们心中存在的神的国把今生终止了，

我承认这一切就都是多余的。但是倘若神在我们渴望那真实之国时，仍要我们在

地上作客旅，而且倘若这些帮助乃是我们作客旅所必须的，那么凡把这种帮助取

消的，就是剥夺人的本性。这些人申辩说，神的教会理当非常完全，它的秩序就

足以取一切律法而代之；但他们是在愚蠢地妄想人群社会有那不能有的完全。因

为恶人既如此猖獗和顽梗不化，一切严厉的律法尚且鲜能制止，他们的暴行，即

使用威权的铁腕也不能完全禁遏，倘若他们得以横行无忌，他们会怎样胡作非为

呢？”14 加尔文不同于路德的地方在于，路德只强调了律法的两种作用。第一

是使人醒悟罪、使人觉醒的作用。第二是为维持社会秩序、处罚恶人的作用。但

加尔文进一步讲述了律法的第三个作用，即作为得到救赎的圣徒灵性训练的鞭

子，即律法的积极作用。而且，路德认为天国只是在称义的人的内心中开始，加

尔文认为天国多少已经在生活在现世的生活中开始了。如果说在路德那里，天国

是自上的降临，那么，在加尔文这里，天国是从人的内心开始建立并体现于人的

日常生活之中，从小到大逐步扩展而成的。这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从加尔文的思

想里吸取的 重要的思想。此外，加尔文认为属世的政府具有属灵的目的，它是

作上帝对人的恩赐，是为了帮助人们接受福音、走向上帝，清除人们走向上帝之

国的旅程上的障碍。 
加尔文认为，政府为走在通往上帝之路上的旅客提供这们的帮助：第一，“维

持对神的外表崇拜，保存纯正的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第二，“约束人的行为，

                                                        
12 Martin Luther,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p. 680. 
13 Ibid., p. 682. 
14 Cf. http://www.ccel.org/ccel/calvin/institut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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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遵守国家的法律，彼此和睦，维持治安”；第三，“使每人

能享受他的产业，而不受侵犯”；第四，“使众人共同交易，而可免于欺诈不义”；

第五，“使正直与谦恭可以培植于人间”。总之，“使共同的宗教能以维持于信徒

中间，且使人道能以维持于人间。”政府集宗教目的和世俗目的于一身，一方面

维护神道，另一方面维护人道。这是加尔文的神学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提供的

重要的内容。正是通过加尔文的影响，尼布尔在新教传统中重新把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哲学的基本假定“人是政治动物”引入，重新发现了“政治人”。汉斯•摩根

索说，这是尼布尔对当代美国政治思想的 为重要的贡献。15 
  总之，尼布尔的基本神学是从宗教改革运动及其思想来源奥古斯丁那里继承

过来的。天国是末世的、人是罪人、人是自私的、政府有维护信仰之功能，这些

思想，构成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基础――基本神学――的根本内容，是其

神学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既决定了其政治神学与旧的自由主义神学的根本不

同，也决定了其政治神学与新正统主义神学的根本不同。旧自由主义神学否定或

忽视人的罪性，新正统主义过分强调人的罪性而忽视了政治。尼布尔既强调人的

罪性，又因为特别强调人的罪性而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这使尼布尔的基本神学

既不同于旧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新正统主义。 
 
 

第二节 文艺复兴运动与尼布尔的政治哲学思想 
 

汉斯•摩根索说，尼布尔对美国思想界的 大贡献就在于他重新发现了“政

治人”这一思想。前面我们说过，正是通过加尔文，尼布尔重新发现了“政治人”。

但是，“政治人”这一思想，却不是尼布尔从加尔文那里继承过来的，而是尼布

尔从现代文化的起源即以文艺复兴为代表古典文化中继承过来的。 
象新正统主义一样，尼布尔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

内的整个基督教都处于病态之中。但是，与新正统主义不同，新正统主义者认为

只要回到古典的新教那里，就可以使基督教焕发生机。尼布尔认为这种看法过于

简单，好象几百年来的精神生活只是由宗教规定的。尼布尔认为，倘若有人认为

几百年来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只是由宗教精神规定的，那么，这种观点如果不是一

种狂妄，就是一种无知，好象人除了宗教生活之外就没有精神生活可言，好象人

的生活除了宗教生活之外就只剩下物质的生活。尼布尔说，“中世纪形成的人的

自信和谦卑的福音的奇怪混合，不仅受到了宗教改革的挑战，而且受到了文艺复

兴的挑战。几百年来的精神生活是由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这两种运动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力量规定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16 如果只有宗教改革而没有文

艺复兴运动，中世纪的综合是不可能被撼动的。此外，文艺复兴运动整整比宗教

改革运动早两百年，而且发生在天主教的心脏地区。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

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这一点，教皇和伊拉斯谟都承认。教皇指责文艺复兴的伟

大人物伊拉斯谟的思想促成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伊拉斯谟的回答说，“我只下了

蛋，路德却孵出了小鸡”。这一巧妙的回答，深刻地提示了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

改革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更有意义的是，尼布尔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更大的事实：

                                                        
15 Hans J. Morgenthau, The Influence of Reinhold Niebuhr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and Thought. Cf. Reinhold 
Niebuhr: A Prophet Voice in Our Time, p. 100. 
16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Volume 2,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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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为规定现代文明而进行的竞争之中，文艺复兴运

动实际上是胜利者，而宗教改革运动却是失败者。这一个事实以无可辩驳的力量

证明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存在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否则，人们将无法解释文艺复

兴运动在这场竞争中取胜的事实。尼布尔认为，对于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基

督教当然应当加以吸收利用。他说，“在重新评价人的处境时，我们面临的任务

之一就是要拒绝文艺复兴的世界观里的错误的成分并且接受其中正确的成分。”
17 

尼布尔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这一态度，与新正统主义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坚决拒

绝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列文斯顿说，“它（新正统主义）号召打碎同哲学、科

学和文化的所有联盟，理由很简单：对于冲突、歪曲和调整基督教信息，以便使

它可以适合时代精神这件事，这种联盟应该负责。”18 尼布尔认为，新正统主义

正确地看到了文艺复兴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消极作用，但没有看到文艺复兴运动

对基督教信仰的积极作用。基督教要指导人的现实生活，就必须从世俗文化中吸

取有用的东西。从世俗文化里吸取对发展和维护基督教信仰有用的东西，这是不

断地从基督教的福音里引出活水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也是古代教父留给我们的

好的遗产。新正统主义以及其同时代的去希腊化运动，都是在因噎废食，是对古

代教父这一伟大精神的背叛， 终只能导致抱守成规、泥古不化。尼布尔对待世

俗文化的态度，与自由主义神学对世俗文化的态度基本一致。 
我们应当注意到，尼布尔心目中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广义的，它实际上包括文

艺复兴的源头古希腊文化以及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以及新教的小宗派以及世俗

文化和自由主义神学。关于文艺复兴，尼布尔反复强调三个事实。第一，尼布尔

认为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却是古希腊文化在基督教

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第二，尼布尔认为，文艺复兴这种新的

文化精神“比宗教改革早两百年发生”，而且“是在天主教的心脏地区发生的”，

因而，它“实际上比新教更接近天主教”。19 第三，尼布尔认为，在新教中实际

上也渗透着文艺复兴的精神，但 能够反映这一点的，不是新教的主流派别，而

是新教的小宗派。不过，这些小宗派多数被天主教和新教的主流认为是世俗的思

想，直到启蒙运动促使它们分化。这样的分化，一方面是产生了以启蒙运动的无

神论倾向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另一方面是以启蒙运动中的有神论倾向为中心的古

典自由主义神学（以施来尔马赫的浪漫主义神学为起点）。根据尼布尔对关于文

艺复兴的这三个事实的强调，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对文艺复兴运动里的正确成分的

吸收，实际上，上承古希腊文化，中承天主教，后承新教小宗派和启蒙运动以及

在启蒙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自由主义神学。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思想，从文艺复兴那

里吸取的东西，实际上包括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天主教的精髓以及新教小宗派以

及世俗文化和自由主义神学的精髓。尼布尔对这些精髓的吸收，典型地体现在他

的政治哲学上。 
 
一、人是政治动物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从古希腊文化中吸取的 为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是政治动

物”。汉斯•摩根索说，尼布尔对美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的 大贡献就是他重

新发现了“政治人”。他说，“尼布尔在五个不同的方面重新发现了政治人：他重

                                                        
1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155. 
18 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886 页。 
19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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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了政治领域中的自治，重新发现了政治领域内政治认识与政治行动之间的

智性悖论，重新发现了政治行动的道德悖论，重新恢复了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之

间的有机关系，重新发现了内在于政治行为中的悲剧。”20 “政治人”这一观念，

出自古希腊，它典型地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提出的“人是政治动物”

这一著名的定义之中。但是，到了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这一观念几

乎被完全忘却了，政治不再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中的东西，而是成为从其他东

西――欲望、情感、特别是经济――派生出来的东西，成了纯粹工具性的东西，

只要条件许可，可以随时弃之不用。尼布尔指出，权力欲是内在于人本性中的一

个因素，不可能将之根除。政治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内在于人本性之中的，

是人的本性的一个要素。尼布尔说，“自我对他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仅在

偶然和短暂的关系里被自然地满足，而且在长久的关系里被自然满足。人是‘社

会动物’，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政治动物’。人的共同体从自然上升

到所有类型的历史人造物。 简单、 原初、 持久的共同体是家庭，它根植于

自然，也就是说，根植于两性性生活，提供基本的性伴侣关系，使父母在人类个

体漫长的幼年时期提供保护成为必要。当文明变得更复杂、成年期所要求的技巧

变得越来越多时，这个漫长的幼年时期就被不断地延伸，所以，它绝不是纯粹的

自然事实。正是因为人是历史的造物，他才只是被部分地提供着生存所需的技巧、

为了获得他的各种技巧就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监护。家庭自然地成为更大的共同体

的基础，更大的共同体在根本生活方面不过是扩大的家庭，以同胞血缘感作为和

谐的力量。”21 这样的说法，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所说的共同体的形成

过程如出一辙。这 典型地反映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思想之

间的关系。 
 
二、自由是人的本性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从文艺复兴运动中第二点重要的东西就是强调自由是人

的本性。自由作为人的本性，只能被与人一起摧毁，而不可能将之从人那里剥夺；

而且，自由作为人的本性，是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丧失的。否则，自由就不是人

的本性，而是成为附加于人的本性之上的东西。 
尼布尔认为，人的自由是充满奥秘的东西。自由作为人的本性，不需要一个

理由。自由，则符合人类本性；不自由，则违反人类本性。这样的看法，虽然从

根本上讲出自基督教，但是，却与传统的基督教观点不符。传统的基督教认为人

在堕落之后丧失了行善的自由，只剩下作恶的自由，这样，人在堕落之后就失去

了人的本性。这种看法，却是尼布尔所不同意的。尼布尔承认原罪，但是否认人

在原罪之后已经丧失了行善的自由，而是认为人的行善的自由在堕落之后并没有

丧失，因为在人的内心之中至少还存在着原初的正义。尼布尔这样的看法，是从

文艺复兴运动所强调的人的尊严的思想中吸收过来的。当然，它后来在卢梭和康

德那里曾经得到过特别的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人生而自由”意味着自由不需要一个理由，因而它是一个

比较乐观的假定，存在着忽视人性之中的阴暗面――放弃自己的自由与剥夺别人

的自由――的危险。尼布尔对自由导致人犯罪这一观点的强调，避免了这一点。

在尼布尔看来，使人犯罪的因素，并不仅仅是人有自由，人的有限性以及外在的

                                                        
20 Hans J. Morgenthau, The Influence of Reinhold Niebuhr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and Thought. Cf. Reinhold 
Niebuhr: A Prophet Voice in Our Time, p. 99. 
21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5,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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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与人的自由一起，共同促成了人的犯罪。所以，罪虽然出自人的本性，但

它不属于人的本性，而是附加在人的本性之上的。 
尼布尔十分强调人的自由。他认为，早期新教主流的一个 大缺点就是在政

治上信奉专制主义。尼布尔说，“一个基督徒若信奉源于新教的一个传统，他就

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下面一个事实，即早期宗教改革的那种‘现实主义’扼杀了

自由政府，因为它在政治上信奉专制主义，对已有的政治权威（不管其多么不正

义）过分尊重，路德和加尔文都禁止人们反抗不正义的政府。让我们承认，天主

教、犹太教和世俗的批评者在把早期的新教说成是政治灾难时，他们是正确的。”
22 尼布尔认为，早期的宗教改革的“现实主义”之所以信奉政治专制主义、扼

杀自由政府，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现实主义”是片面的现实主义。这种片面的

现实主义只看到自由使人堕落和犯罪，没有看到自由使人超越和进步。所以，在

这种片面的现实主义中，人只有作恶的自由，也就是说，只有任性，而没有真正

的意志自由。新教的小宗派和自由主义神学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另一面，即人的自

由使人超越和进步，提出了基于人的自由的天赋人权和自由的民主制度理论。尼

布尔认为，这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新教小宗派和自由主义神学的真正

价值所在。在这一点上，尼布尔对约翰•洛克的政治理论十分推崇。尼布尔的政

治神学虽然十分强调解决经济公正问题，但却把自由的优先为基本的原则，他的

这一被称为“自由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思想是把洛克的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

结合在一起形成的。 
 
三、宽容 
尼布尔认为，人类生活的 大问题就是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

的根本途径固然是社会正义，但是，宽容却是建立社会正义的基础。因为只有宽

容，人们才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共同商议问题，发现自己的真正需要和他人的真

正需要，发现自己的不足和他人的不足，这样才能够 好地使人的理性为人的正

义事业服务。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需要宽容，可以从许多方面言说。尼布尔说明人与人之间

需要宽容，是从三个不同方面言说的。 
尼布尔言说宽容的第一个方面的理由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全面地把握真理，

因而没有真理赋予的那种绝对的裁决权。尼布尔说，“我们知道，人的精神具有

超越自然变化和历史变化的自由，这使它不可能把‘我们的’真理当作真理接受。

理性的自我超越能力不断根据更包容的真理为判断我们的立场开创新的、更高的

立足点。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处在自然的和历史的变化之中，这为我们探求真理

的活动设立了 后的界限，使甚至较高的文化立足点也具有片面和特殊的特征。”
23 尼布尔的这种怀疑精神，虽然从根本上讲，出自基督教对上帝与人的关系的

根本看法，但是，他所提出的理由，却表明他的怀疑精神是出自古希腊精神的。

因为他所提出的理由，都曾经由古希腊人提出来。第一个理由是人的认识总是受

到以肉体为代表的激情和理性的影响，使得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都不过是关于真理

的知识。这种观点，实际上出自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第二个理由是人的认识能

力在不断提高，它会不断根本更包容的真理为判断我们的立场开创新的、更高的

立足点。这种观点实际上出自亚里士多德。第三个理由是我们处在自然和历史的

不断变化之中，这使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总是具有特殊性和片面性。这种观点实际

                                                        
22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25. 
2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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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自古希腊的怀疑主义学派。正是古希腊的怀疑主义学派从人不可能认识真理

的角度提出宽容这一要求的。 
尼布尔言说宽容的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是：人的生活是多样性的统一，宽容是

解决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的唯一现实可行的办法。宽容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制

度。尼布尔说，“英国的民主制度出现的原因是，除了实行民主制度这个办法以

外，英国没有能够解决文化多样性问题。随着中世纪的宗教统一和社会统一的解

体，各种经济集团和宗教集团都相当自由地表现其独特的宗教主张和经济主张。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它们自己的地位在整个国家里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没有

一个集体强大到足以实现这个目的。在这些宗教集团里，只有从国教中分离出来

的独立派（Independents）和平等派（Leveller）真正相信宗教宽容。其他的派别

后接受宗教宽容，是把它作为解决宗教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多样性的唯一办法；

各种宗教运动和文化运动已经形成，而且不可能把它们带回到文化统一的模式

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度是由历史的不可更改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文化

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导致的结果。”24 尼布尔的这一思想，是对英国民主制度形

成的历史进行总结得出的结果，其中也吸收了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观点。 
尼布尔言说宽容的第三个方面的理由是：现实生活总是存在着力量的冲突，

人不可能把生活中所有敌对的方面都消灭提，因为现在的敌对力量被消灭了，历

史会自动地产生出新的敌对力量，而且，这新的敌对力量原来可能是自己的盟友

或朋友、甚至亲人。尼布尔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从以黑格尔为

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中吸取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把辩证

法应用于历史领域所得出的结论。 
在宽容这一要求之中， 基本的宽容是宗教宽容。从理论上讲，宗教宽容是

“因信称义”思想落实到宗教生活中必然形成的要求。“因信称义”在理论上确

立了个人信仰的根本评判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个人或人间的权威，这使得所谓的

“异端”成为一个多余的词，因而必然导致一切以上帝为信仰对象的信仰都有其

生存的空间，必然导致宗教宽容要求的提出。 早从这个角度提出宗教宽容要求

的，是新教的小宗派再洗礼派兄弟会和“一位论”派。从理论上看，“因信称义”

所突出的信仰个人主义必然导致在信仰问题上个人是 好的审判者的理论，这样

一来，在信仰问题上，除了个人自身体验或采纳的标准之外，就不存在着任何世

上的权威了。再洗礼派所走的就是这条路。但是，这条路，无论是对路德来说，

还是对慈温利和加尔文来说，都走得太远了，那是他们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新

教小宗派中，只有一位论派持有与再洗礼派相近的看法。无论是奥格斯堡和约还

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都还规定了国家首脑在信仰上的决定权，而没有把信仰的

决定权交给个人。从理论上对宗教宽容加以论证的是两位著名的新教思想家，其

中一位是约翰•弥尔顿，另一位是约翰•洛克。许多人认为，从根本思想上看，他

们两位都是英国的一位论者。但是，他们两位的论证，都是在克伦威尔在英国实

行宗教宽容政策以后。一方面，对宗教宽容的系统论证是在宗教宽容政策已经开

始实行之后；另一方面，宗教宽容的要求又是在宗教宽容政策实行之先提出来的。

有人认为尼布尔的宗教宽容思想出自约翰•洛克，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约翰•

洛克看来，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政府无权干涉。但是，尼布尔虽然认为政府

无权干涉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理由却不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在尼

布尔看来，从根本上讲，宗教信仰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从理论形态上看，尼布

尔的宗教宽容思想，与其说源于约翰•洛克，不如说源于约翰•弥尔顿和约翰•斯

                                                        
24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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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亚特•米尔。因为在尼布尔那里，宗教信仰的自由总是与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

的。约翰•弥尔顿从良心自由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思想宽容和自

由，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则从个人自由的限度论证了思想宽容和自由。他们俩人

都强调与社会责任相联系的信仰自由，这与洛克所说的作为纯粹个人私事的信仰

自由是有所不同的。 
从实践上看，宗教宽容的实现是在新教与天主教的残酷斗争以及新教各宗派

之间的残酷斗争中形成的。宗教改革对罗马教皇的打击是那样的大，新教内部的

分歧又非常地多，基督宗教不宽容的传统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导致宗教战争，也就

是必然的事情了。瑞士的慈温利几乎完全是以与天主教的战争来进行宗教改革

的，他对其内部的兄弟会的镇压也是同样惨酷的。路德的“因信称义”虽然倡导

个人主义，但是，他紧紧地要把这个人主义限制在内心之中，限制在纯粹的精神

领域之内；与此同时，在教会的行政事务上，路德呼吁世俗君主建立不受罗马教

廷控制的民族教会，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取代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皇权力，在现实

中，信仰依然是不自由的。德意志东北部的萨克森、普鲁士等地的诸侯国成为路

德派新教国家，与信奉旧教的各诸侯国发生了多次战争。1555 年，经过长期战

争，双方缔结了奥格斯堡条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即各诸侯国有权决

定自己臣民的信仰。路德派获得合法地位。“教随国定”原则，承认了国家在宗

教行政事务上的权力，欧洲西部的君王们获得了以前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在教会行

政事务上所具有的权力。“教随国定”原则的确立，从实际上第一次实现了对“异

端”的宽容，虽然这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宽容，但是，它毕竟为所谓的异端分子提

供了“逃城”。这对宗教宽容的发展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步。路德派与天主教在

残酷的战争之后达成的“教随国定”的原则，实现了有限的、分离主义的宗教宽

容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彼此承认、互不干涉。在这种情况下，新教的小宗派在

各处都受到驱逐、流放和血腥的镇压，它们为了生存，便在重重的压力之下，提

出了在基督宗教内实行普遍的宗教宽容的要求。“教随国定”式的宗教宽容，从

根本上讲，依然是宗教专制，它的基础是双方力量的均衡，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

或一方认为自己有力量消灭对方，这种假宽容的面目便显露出其宗教不宽容的本

质。这正是奥格斯堡和约之后西欧和北欧地区发生三十年战争的原因之一。基督

宗教内部普遍的宗教宽容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对少数派的尊重，而不是双方的

力量对比；它的根本内容就是个人的信仰自由，要把信仰的裁定权从君王那里取

下交给个人。因而，“教随国定”式的宗教宽容是国际间的事务，是国际关系准

则；但是，个人的信仰自由，却是国内事务，它是个人与君王（国家的象征）之

间的关系问题。正是为了解决个人与君王之间的关系问题，新教小宗派提出了政

教分离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在欧洲大陆提出的，但它的实现，却是在英国的克

伦威尔时期（因为克伦威尔的军队主要是由新教各小宗派的教徒组成的）以及英

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罗德岛和弗吉尼亚， 后以经典的形式表现在美国联邦宪法

中。与公众中流行的看法相反，尼布尔认为美国的联邦宪法不是理性的胜利，而

是当时美国各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妥协宽容的产物。尼布尔的这种看法，深受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力量均衡”这一基本原则和马基雅弗利的现实主义政治

思想的影响。 
 
四、社会生活的常态是冲突而不是和平 
尼布尔认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是冲突而不是和平。尼布尔的这一看法，在思

想史上，从近处看，源于二十世纪初十分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以及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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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者；从远处看，源于以施来尔马赫和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神学，甚

至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告诉人们，自然界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

会达尔文主义者把这种“丛林法则”用来解释不同的人种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强

调种族和文化求生存的力量决定着其未来是不是还会存在。尼布尔的政治思想深

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影响。他提出政治生活（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中

心）的基本形式是力量的相搏。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是冲突而不是

和平。 
尼布尔对力量的强调，还有其神学上的渊源。这样的渊源有两个。第一个理

论渊源就是基督教进化论，尼布尔虽然反对乐观主义的进步观，但是，他承认人

的文化和道德一直在曲折地进步这一事实。尼布尔相信人类在曲折反复中进步，

而且，认为这样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的积累的过程。有人认为尼布尔的这一思想来

自过程神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这种看法存在一定道理，但是，没有直接的

证据表明尼布尔对曲折反复的进步过程的强调确实来自怀特海。而且，怀特海本

人的过程思想，在十九世纪的基督教进化论中就已经出现。再者，强调过程的思

想，也不只是由怀特海一个人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马克思也曾提出过程思想。

尼布尔本人明确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但是却不承认怀特海的思想

对他的影响。这些情况都说明，不能因为尼布尔强调过程就认为这样的思想一定

是来自怀特海。 
尼布尔对力量的强调，在神学上，第二个渊源就是浪漫主义神学。尼布尔在

《人的本性与命运》上卷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从人的自主性、人的尊严和人的

生活的多样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缺点。25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一方面，他所指的文艺复兴的这三个方面的缺点，只是在文艺复兴运动把这三者

推到极端时才会产生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倘若全面否认文艺复兴运动的这三个

方面，那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自主

性、人的尊严和人的生活的多样性的强调，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强调，否定它们，

就等于否定人的生命力。这种看法，正是浪漫主义神学的精髓。 
强调生命力，是所有浪漫主义的特征。对生命力的强调， 后必然导致对现

实生活中 高的共同体――国家――的强调。因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为了

实现自己的生命力，必然要借助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必然会承认他生活在其

中的那个共同体也具有生命力。尼布尔论证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之间的区别时，

已经在逻辑上假设上群体作为道德生活的主体是有生命力的，群体象个人一样，

其生命力表现为群体的自私。而且，一个存在者的生命力越大，它的自私和野心

也越大，个人如此，群体更是如此。这种思想，直接的理论来源就是浪漫主义。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强调生命力与范型的统一这一原则。实际上，这一原则是

浪漫主义神学的总原则，尼布尔把它吸收过用，在《人的本性与命运》这一巨著

中当作构建其政治神学所由之出发的那个基本的立场来使用。 
总之，尼布尔从文艺复兴运动的获得了其政治神学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这些内容，概括地说就是：第一，人是政治人，政治生活是人不可逃避的；逃避

政治生活就等于逃避人的责任。这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与新正统主义的根本区别

之一。第二，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利益冲突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们至多可能减

轻利益冲突，转移利益冲突。消除和转移利益冲突的过程，也正是确定人的利益

诉求可为正当与何为不当的那个 高共同体的形成和扩大的过程。这个 高的共

                                                        
25 Cf.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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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就是国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这说明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属于以冲突论为根本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以和谐论为

根本假设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我们应当看到，自由主义本身分为两个阵营，

一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二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以前人们研究自由主义神

学时，往往忽视了这样的区分。因而，以为自由主义就等于理想主义，以为自由

主义就等于和平主义。尼布尔以现实主义之名对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所做的激烈

批评，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误解。实际上，尼布尔是在以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批

评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但是，研究者往往都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第三，即

使社会生活的常态是冲突，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应当以宽容为共同生存的基本原

则。因为从根本上讲，其他的人和团体也有同样的生存权利，在这一点上，所有

的个人与团体都应当是平等的。而且，外部的压力是促进内部团结的 好力量。

消灭外部的敌人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内部的争斗的激烈化以及同室相煎的痛苦。

与其让同室相煎的痛苦发生，不如给外部的敌人以一线生存之机，来阻止同室相

煎的惨剧的出现。再者，生命是多样的。消灭歧异，虽然可求得统一，得付出的

代价却是生命自身的枯萎，因为人在消灭歧异的过程中是在摧残多样性，摧毁人

的创造性力量的根本条件。宽容这一要求，是浪漫主义神学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愤

世嫉俗者所没有能够注意到的，也是主张实行专制的思想家（如霍布斯和卢梭）

没有能够注意到的，这是他们的 大缺点。尼布尔以世俗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来矫

正这一缺点。第四，人类生活，应当追求多样性的统一。这样的统一，没有对终

极意义的追求这一宗教之维，是不行的。宗教是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消灭

宗教，也就是在消灭文明本身。这是世俗主义者或者说无神论者没有注意到的。

第五，宗教是人自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神赐的。因此，宗教虽然神圣，但终

久是人自身的产物，是在人追求终极意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它需要不断地更

新，只有不断更新的宗教，才能维护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的统一。这些思想，都是

自由主义神学的根本思想，天主教、新教的基要主义和新正统主义者都不注意到

或不愿意接受。 
 
 

第三节 先知运动与尼布尔的社会伦理思想 
 
尼布尔的基本神学和政治哲学，通过他的社会伦理思想而结合成一体，形成

了政治神学。因此，社会伦理思想是尼布尔从他的基本神学进入政治哲学的中介。

许多人认为在尼布尔的个人伦理与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的社会伦理之间存在着断

裂。但是，如果考虑到尼布尔对先知精神的强调，那么，断裂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因为正是先知精神，在尼布尔的伦理思想中充当了从个人伦理到社会伦理的过渡

桥梁。那些认为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存在着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断裂的人，

以及那些为尼布尔辩护，认为并不存在这一所谓的断裂的人，都没有能够注意到

这一点。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对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十分推崇。他的政治神学十分强调

先知精神。罗竹风主编的《人•社会•宗教》一书中说，“尼布尔把自己的神学称

为‘先知宗教’，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神学和传统宗教。他的‘先知宗教’是把希

伯来的先知传说，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他本人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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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宗教是社会的批判者……”26。罗竹风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指出了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与先知运动之间的关系。尼布尔对自己对旧约的希伯来先知的崇敬，

也是直言不讳的。他甚至认为，先知精神是唯一健全的宗教精神。但是，我们必

须看到，在尼布尔的眼中，先知精神不限于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如果是这样，

基督宗教就不可能是一种健全的宗教了。在他的眼中，体现先知精神的，除了希

伯来的先知，还有宗教改革运动中农民起义的领导人闵采尔、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的提出者马克思、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的代表人物饶希布什以及现代犹太教的著

名哲学家马丁•布伯。尼布尔把宗教社会主义运动，称为现代的先知运动。由于

尼布尔本人对先知精神的继承和他积极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

年代，他被包括保罗•蒂利希、汉斯•摩根索、约翰•C•本尼特这些著名思想家在

内的人称为“时代的先知”。 
先知精神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中的社会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集中地体现在

尼布尔的代表作之一《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解释》的第一章。先知精神，给尼布

尔的社会伦理思想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维方法、基本的社会伦理原则以及实践这

些社会伦理原则的现实主义策略。 
 
一、作为社会伦理思想的基本思维方法的神话思维 
先知精神与尼布尔的社会伦理思想之间的关系，首先集中表现在它给尼布尔

思考基督教的社会伦理思想提供了神话思维方式。 
尼布尔的主要贡献是在基督宗教的社会伦理思想方面，他在思考基督宗教的

社会伦理思想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整个

思维方式。但是，对于尼布尔的主要思维方式是什么，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

列文斯顿在《现代基督教思想》里对尼布尔的方法论进行了概括，他认为尼布尔

的整个著述是护教性的，尼布尔的思维方式是护教论特有的方式。他说，“尼布

尔的护教论并不遵循一种清楚地阐明的方法论，尽管他的著述表明有一种前后一

贯的图式。”他把尼布尔的方法论概括为三点，一是强烈的论战性，二是辩证性，

而且始终是开放的；三是不断把圣经信仰与当代状况结合起来。27 利文斯顿的

这一概括是很精辟的，但是，他的概括只是对尼布尔的护教论的方法论的概括，

而没有接触到尼布尔思想的根本思维方式。还有人认为基督教现实主义本身就是

一种根本的思维方式。但是，这只是指出了尼布尔解决问题的基本指导方针是把

圣经信仰与当代状况结合起来，而没有能够指出尼布尔在进行这种结合时所采用

的根本思维方法。有人认为，尼布尔的基本思维方式是自然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

说是实在论的。比如，罗宾•W•罗文（Robin W. Lovin）指出，认为基督教现实

主义是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因为它以一个终极的实在作为道德的基础。28 但
是，尼布尔终极一生对自然法的激烈反对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是否能够认为

自然主义是尼布尔的根本思维方法。再者，尼布尔在其著述中的许多地方，都坚

决反对自然主义，认为自然主义不过是先知宗教的蜕变。显然，把自然主义当成

尼布尔的根本思维方法，是不大合适的。至于实在论，因为这个名词的意义过于

宽泛，用它来概括尼布尔的根本思维方法，就更不准确了。但是，认为尼布尔的

根本思维方式是基督教实在论虽然不准确，却也明确地提醒我们， 能够显示尼

布尔的根本思维模式的东西，恰恰正是“Christian Realism”这一名称。不过，

                                                        
26 罗竹风：《人•社会•宗教》，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1995 年，第 502 页。 
27 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911－912 页。 
28 Robin W. Lovin, Reinhold Niebuhr and Christian Real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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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底显然不在尼布尔对“Realism”的理解之中，而在尼布尔对“Christian”的理

解之中。尼布尔作为基督宗教的新教的一位牧师和神学院教授，称自己的思想为

先知宗教，这 明确地向我们显示了关于尼布尔的根本思维方式这一问题的根本

信息。这一根本信息就是，他认为基督宗教的真正精神是先知宗教，而且，他认

为先知宗教属于神话的宗教而不属于神秘的宗教。这一根本信息告诉我们，尼布

尔的根本的思维方式是神话思维方式，而不是神秘主义，当然也不是自然主义或

理性主义。对于这一点，尼布尔在《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解释》的第一章，以

为明确的方式告诉我我们。 
关于基督教的宗教类型，尼布尔说，“尽管基督教是由理性宗教和神秘宗教

共同形成的，而且理所当然受这两种类型的宗教的影响；但是，它的根本基础属

于神话的宗教传统而不属于神秘的宗教传统，也就是说，它属于希伯来先知运

动。”29 尼布尔强调：基督宗教是希伯来先知运动的产物，先知精神是基督宗教

的根本精神；基督宗教的发展是因为在先知精神的推动下产生了时代的先知；基

督宗教的败坏与衰落，则是因为先知精神的失落。尼布尔说，基督教在历史上一

直具有偏离先知宗教的倾向，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基督教“对圣事充满

自信”，结果导致“圣事拯救论”；另一方面，表现为“相信神秘的来世”。尼布

尔说，圣事拯救论是基督宗教作为神话宗教的“结构性疾病”，它是“原始福音

中高度简练的先知宗教所特有的紧张在时间和粗暴的历史加在其微弱的回应上

所造成的后果的压力下趋于松懈而形成的”；“圣事拯救论摧毁了现在与未来之间

横向张力”。至于对神秘的来世的信仰，尼布尔认为，这不是基督宗教固有的，

而是从古希腊的神秘宗教中吸收过来的。它衍生了自然主义，“损害了具体事实

与超越根源之间的纵向张力”。但是，尼布尔虽然认为这种吸收是错误的，还是

承认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神秘主义的吸收在历史上走着“限制二元论倾向的决定性

作用”，“使它没有陷入 糟糕的理性主义二元论”。30 他认为，要恢复基督宗教

的活力，就必须恢复先知宗教所特有的那种紧张。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实现

基督宗教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放弃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重新采用神话的思维

方式。 
神话宗教的 大特点就是其采用神话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这种解释世界的方

式就是神话思维方式。尼布尔认为，神话思维方式是一种 好的解释世界的方式。

他说，“神话思维不仅是前科学的，而且是超科学的。它处理的是实在的纵向关

系，这种关系超越科学所分析、描述和记录的那种平面关系。古代神话谈论存在

的超越性源泉和结果，但没有使之与存在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神话能够将

世界描述成一个和谐而且充满意义的领域而不用否认其中的不和谐的事实。”31 
尼布尔注意到，神话并不是希伯来宗教独有的，它们在所有文化的童年期中

都可以发现。但是，把上帝当作是世界的唯一创造者，这种神话，却是希伯来宗

教独有的。尼布尔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神话宗教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而

不是世界的第一因。如果上帝是第一因（一个理性的观念），他就要么是事物之

流中许多可观察到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与世界合一；要么

就是不动的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来说，他就不是至关重要的，不是世界

的实际创造者。说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就是在用形象化的比喻，这个比喻超越

所有的理性法则，但既表达它与世界的根源性关系，也表达了它与世界的区别。

                                                        
29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35. 
30 Ibid., p. 41-43. 
31 Ibid.,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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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并且和谐的领域，而不用认为

世界整体上是善的或者万物的总和必然与神圣者等同。上帝创世的神话是希伯来

宗教的基础。”32 这样的神话思维使得宗教能够坚持一种既内在于世界又超越于

世界的上帝观，“既不至于因为强调上帝的内在性而陷入理性宗教，也不至于因

为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而陷入神秘宗教。” 尼布尔认为，就上帝论而言，基督教自

由派因为过分强调上帝的内在性而陷入理性宗教，正新神学新正统神学因为过分

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而陷入神秘宗教。尼布尔的上帝是既内在于世界又超越这个世

界的。给他提供认识论基础的，正是希伯来宗教的神话思维。“在这些庄严的神

话观念中，上帝在被造物中展示自己，因为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但他作为世界的

创造者也超越世界，而且他的超越达到了拒绝理解的这样一种高度。”33 
 
二、先知性批判 
神话思维作为文化童年期的思维方式也有其弱点。除了希伯来宗教之外，还

有其他的许多神话宗教，但是，在尼布尔看来，惟有希伯来宗教是先知宗教，关

键原因就在于在希伯来宗教中存在着不断净化和提升自己的先知运动。尼布尔

说，“希伯来宗教中先知运动的重要成就是它能够净化自身宗教中的狭隘性并且

消除自己童年时期的弱点，而无须使自己理性化，这样至于摧毁自己的神话所具

有的优点。希伯来宗教中的这种净化过程贯穿于它成为一个完全的一神教的过程

中，主宰这一过程的是伦理－宗教热情而不是追求一致的理性冲动。因此，它在

扩大自身意义的广度和范围，直到它包括整个存在领域而不用摧毁它的深度感和

超越性。”34 先知运动的根本就是彻底的批判精神。彻底的批判精神，其根本作

用就在于保持人的生活的深度，防止其平面化和平庸化。先知运动的关键，就在

于主导这一运动的关键是伦理－宗教热情而不是追求一致的理性冲动。这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以伦理－宗教热情为主导，才能使先知运动的批判成为具

体的批判而不沦为抽象的批判。 
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蒂利希称之为“先知性批判”。蒂利希说，“《旧约》

的先知性批判，是一切真正的先知性批判的标准。”35 尼布尔对此是十分赞同的。

他与蒂利希一样，认为新教的批判是先知性批判，认为新教的批判是基督教从希

伯来宗教继承而来的先知精神的表现。先知性批判的根本特征在于把人的一切成

就都置于上帝的审判之下，显示这些成就的有限性，但同时又保持与人的一切成

就的联系，承认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尼布尔认为，新正统派的辩证神

学只注意到了前面一点，而没有注意后面一点，割断了自己与人的文化之间的联

系。用蒂利希的话说，新正统派的辩证神学虽然进行了先知性批判，但是，这种

先知性批判只是抽象的先知性批判，而不是具体的先知性批判，因而是一种与现

实无关的批判。 
先知们那种与现实相关的批判，是以一种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对超越者的

信仰来审视现实。尼布尔说，“希伯来宗教中的先知运动突出强调这样一个主题，

即对超越者的真正信仰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宗教提升到文化之上并使免遭垂

死的文化所具有的命运。当巴比伦的放逐使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希伯来文化－宗

教灭亡时，先知运动使希伯来宗教免于灭亡。先知们不仅拯救了宗教的生命，而

且通过他们对大祸的意义、代人受苦的拯救性力量以及比以色列的命运范围更大

                                                        
32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36-37 
33 Ibid., p. 39. 
34 Ibid., p. 37. 
35 [美]保罗•蒂利希：《蒂利希选集》，何光沪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上卷，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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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拯救的可能的解释将希伯来宗教净化了。以略微相同的风格，奥古斯丁的信仰

使基督教与垂死的罗马世界分开，尽管奥古斯丁信仰中的希腊思想的来世因素确

立了一个信仰超越者的圣事宗教而不是信仰超越者的先知宗教的基础。”36 尼布

尔认为，这种批判是不需要中介的；天主教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设想了这样一个中

介――圣事制度，摧毁了时间的意识，妨碍了先知宗教的预言性功能的发挥。尼

布尔说，“天主教正统派在它所形成的框架中使希腊－罗马文化幸存下来；但在

天主教正统派中，以赛亚对历史终结极得救的希望被对一个超越历史之上的领域

的向住所取代，圣事制度就在这个超历史领域和自然－历史世界之间充当了中

介。于是，天主教正统派剥夺了先知宗教对未来历史的兴趣，摧毁了平凡存在的

变化所具有的意义。”37 
 
三、既不太悲观也不太乐观的人性论 
基督教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恶的来源问题。这一问题，在悲惨的时代，对

于维护基督教信仰，十分重要。奥古斯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纠缠而信奉摩尼教、

学习新柏拉图哲学 后又回到基督教的。在罗马帝国遭受蛮族的打击而处于风雨

飘零之中时，他解释世间灾难的理论――原罪论――对于从理论上维护基督教信

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奥古斯丁解决恶的问题给基督教做出的 大贡献之

一。尼布尔对奥古斯丁的思想十分尊重，但是，他还是认为，奥古斯丁对恶的问

题的解释是成问题的，因为奥古斯丁把恶同上帝的创造秩序联系在一起，并且用

生殖过程来解释原罪的代代相传。尼布尔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 好方法已经由

希伯来先知的神话思维给人们提供。尼布尔说，希伯来神话“为恶留下了余地，

但既没有把它归因于上帝也没有把它归因于物质世界。在堕落的神话中，罪的根

源没有被与生命的起源等同。因此，恶不是创造的同义词，它不是由上帝规定的，

也不是精神在物质和自然中具体化的必然后果。结果是，希伯来宗教的精神既没

有被认为世界拥有无限的神圣性和善的乐观主义腐化，也没有被认为有历史的存

在毫无意义的悲观主义腐化。一方面，恶的存在是一件神秘的事；另一方面（也

许太绝对）起因于人类的过错。堕落神话使后一种解释显得太绝对，因为第二种

解释认为自然中所有的不完满都源于人的不服从，这是一种极流行的观点，它要

人类为自然的无情和自然生命的短暂与有死负责。”38 
这样，希伯来的神话提供了一种人性论，它既承认人有罪，又承认人即使在

罪中也保留着超越的能力。这样一种人性论既不过分乐观。也不过分悲观。尼布

尔认为，基督教自由派的人性论太乐观，正统神学和新正统神学的人性论太悲观；

这两种人性论都不适合于自由社会，因为它们都鼓励专制政权，前者“鼓励专制

政权，因为它认为人没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后者“鼓励专制政权，

因为它认为只有绝对的政治权威才能防止由冲突和相互竞争的利益带来的无

序”。尼布尔强调，“只有在一个既不鼓励对人性的太悲观的看法也不鼓励对人性

的太乐观的看法的文化、宗教和道德的氛围里，自由社会才能 繁荣。”39 显然，

这样的人性论，既不是由旧自由主义神学提供的，也不是由正统神学和新正统神

学提供的，而是由尼布尔所说的先知宗教――希伯来宗教――提供的。这样的人

性论，能够使“使希伯来精神能够享受此世生命的快乐而又不专注于尘世生活，

                                                        
36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40-41. 
37 Ibid., p. 41. 
38 Ibid., pp. 37-38. 
39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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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坚信人类历史有意义的又不将尊重只归于人。”40 
 
四、社会正义的理想与对权力和群体的重视 
尼布尔认为，主导先知运动是伦理－宗教热情，而不是追求逻辑一贯性的理

性冲动。这种伦理－－宗教热情，具体地表现为追求正义的精神。尼布尔认为，

先知们所追求的正义是一种可能的社会理想，它为社会行动提供了方向；而且，

先知们的批判精神，还提供了“正义的必要的条件”。这种必要条件，就是“用

爱的律令所要求的生命与生命的完全平等”来审视“每个历史性的正义成果”，

因为“在每个历史性的正义成果中都包含着不正义因素”，它们会使“昨日的正

义变成明日的不正义”。41 
一般人认为社会正义的根本问题是经济的分配问题，以为只要解决了经济分

配问题，社会正义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尼布尔指出，这种看法与指导先知运动

的那种伦理－宗教热情相去甚远。指导先知运动的那种伦理－宗教热情的深刻之

处就在于，它不仅指出了经济分配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本表现，而且指出造

成经济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分配不公。所以，先知们对社会不公的批

判， 后总是指向对掌握着权力的统治者的批判， 后总是以对权力的批判的形

式出现。但是，先知运动对权力的批判，又不至于滑入无政府主义，因为先知运

动深刻地认识到权力的特殊性：权力是社会职能所必需，它的分配不可能是平等

的，因此，经济的分配也不可能是平等的。所以，平等只能作为经济分配的正义

的一个理想，永远不可能是经济分配的正义的一个现实。追求经济分配中的平等

的实现，永远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这是指导先知运动的那种伦理－宗教热情

给尼布尔的社会伦理思想提供的 大启示。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社会伦理，与以前的自由主义神学的 大的不同就是：

它不仅非常强调经济的正义，而且十分强调权力的分配问题，而且，把权力分配

问题当作解决经济分配问题的根本因素。以施来尔马赫和柯勒律法为代表的浪漫

主义神学虽然提醒人注意力量，但是，浪漫主义神学幻想用国家这一 高机构来

控制力量，而没有使人注意到由力量转变而来的权力以及社会权力所具有的不受

这种超理性机构控制的特征。真正使尼布尔注意到权力问题的，是被尼布尔称为

现代先知的马克思。尼布尔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虽然也强调社会正义，但是，

那时社会正义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平等这个角度提出来的；在路德时期的德国农民

起义军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度的要求，在克伦威尔时期平等派和掘地派提出了平均

分配土地的要求；所有这些要求，都没有触及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本。在资本主义

在英、美、法取得根本胜利的时候，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才开始真正触及到社会

正义问题的根本：经济利益必须由政治权力来保护；要解决经济分配的正义问题，

必须以权力分配的正义这一问题的解决为根本途径。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这一

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的革命直指统治权的夺取，而且，马克思的阶

级斗争理论，使尼布尔认识到了群体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使尼布尔得出了“个

人可能是道德的而群体不可能是道德的”这一令人震撼的结论。尼布尔认为，权

力和群体是马克思的两个 伟大的发现。他从马克思那里汲取了这一思想，并将

之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督教现实主义之核心――政

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对尼布尔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冷战时代，许多研究者基于意

                                                        
40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39. 
41 Ibid.,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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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因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尼布尔在麦卡锡运动中受到讯问之后，对马克

思的思想，除了批评之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赞美的话。尽管尼布尔的著作在尼

布尔生前和生后一再重印，但是，唯有一本著作例外，那就是 典型地反映了尼

布尔的思想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大影响的那本著作《时代末的沉思》。但是，

马克思主义对尼布尔的思想的重大影响，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麦卡锡时代，尼

布尔之所以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讯问，根本原因就在于尼布尔在思想

中时常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痕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道德的人与不

道德的社会》这本著作是尼布尔的成名之作，其中反映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赞

美之情，使它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在麦卡锡时

代受到问讯的根本原因之一。尼布尔之“政治上向左走”，与他所受的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主义 初对尼布尔的吸引，源于底特律整个宗教界对美国劳工联盟的

抵制。这一事件使尼布尔对宗教组织原有的那种自信和正面形象大大折扣，马克

思对宗教的消极看法立刻映入他的思想。现实的打击和压力促使尼布尔对现实采

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把他引向了马克思主义。帕特森

说：“他对道德自由主义的持续反对导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

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社会观、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不正义的洞察、它对审判

和灾难的直觉以及它对人的奸诈的感受来批评自由主义。”
42
 罗宾•W•罗文说，“现

实主义意味着认识到解决政治问题的纯粹道德方法所具有的局限性并且呼吁人

们注意规定社会的、政治和和经济的冲突的那些现实。尼布尔的现实主义还提醒

人们注意有意隐瞒那些现实的诸多方法。它不单纯是说我们不应当忽视道德理想

的政治力量。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表现理想时常是在隐瞒更有限

的、自私的利益，追求正义可能戴上草率运用权力的帽子。在表现理想时，隐瞒

自私利益的机制是那样的有效，乃至那些使用这些机制的人经常欺骗自己。悖谬

的事情是， 可能发现这一欺骗的人恰恰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正义要求的受害

者。那些发现他们自己的热情一直因为另一个集团的权力而受挫折的人比那些发

现处境与自己的愿望一致的人更不容易相信这种挫折是正义所要求的。因此，尼

布尔的政治现实主义把后一代人将称之为‘怀疑的解释学’的东西引进了美国的

宗教伦理学。我们不接受人们从表面价值对一个社会处境所说的东西，甚至在他

们明显地使自己相信他们所说的东西时亦是如此。我们会在那些经历过不正义和

压制的人中间更容易地发现真理，而不是听有权有势的人的解释来发现真理。”43 
尼布尔的现实主义不仅使他提示当权者的自私和虚伪，而且使他转向那些遭受社

会不义之伤害的人，倾听那些受压迫者的声音。在受压迫者发出的诸多声音中，

有力的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促使尼布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思

想。他甚至一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 真切地保存并发挥了旧约的先知精神。因

此，现实主义的思想取向使尼布尔接受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对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接受和使用，使他的神学思想具有更强的现实主义性质。 
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对尼布尔的思想的影响是暂时的，持这种看法

的人多是在冷战时代，比如，帕特森就持这种看法，他说，尼布尔“他绝对不是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用奥古斯丁的思想取代了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的思想

中的地位。但是，冷战之后，一些研究者则否认这种看法。他们有的坦率在承认

马克思的思想对尼布尔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比如，罗宾•W•罗文说，即使到了

                                                        
42 Bob E. Patterson, Reinhold Niebuhr, p. 36. 
43 Robin W. Lovin, Reinhold Niebuhr and Christian Realism, 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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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晚期，“揭露阻碍（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加速）人们对变化的要求的那些集

团利益和阶级利益，依然是他的著作的主要内容。”44 所以，他赞同丹尼斯•麦

坎（Dennis McCann）的看法，“尼布尔在他的事业的后期变成了一个“后马克思

主义者”而没有变成“反马克思主义者”。45 
 
上面，我分别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与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先知运

动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介绍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渊源。从尼布尔的政治

神学的理论渊源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与新老正统派对

现代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旧自由派对现代文化的全盘接受有着根本的不同，而是对

现代文化加以批判地接受。凡有利于发展基督教的政治神学的，尼布尔就在改造

之后加以吸收利用。第二，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不象新教新正统派那样，仅仅回

到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也不象新教老正统派那样，仅仅回到奥古斯丁。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是要回到基督宗教的真正源头去，回到保罗和耶稣，回到旧约里希

伯来的先知。以先知精神为根本的主线，重新解释基督教的真正意义。第三，尼

布尔的政治神学非常关注现实，它不象新教的老正统派和新正统派那样远离现

实，不问政治；也不象新老的旧自由派那样完全在投身在现实之中但却不问现实

的处境到底如何、只是一味地凭着一腔热情去宣讲而且不切现实地去行动。所以，

从理论渊源上看，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在走把基督教的神学与现代文化和现实生

活密切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旧的自由主义一直在走、但又为世界大战证明

其没有能够走通的路。在这种情况下，新正统派认为此路不通，要走一条与现代

文化和现实生活脱离接触的路。尼布尔指出，新正统主义所选的那条路才是真正

的不通路。旧的自由主义选对了路，它之所以没有能够走通，是因为它没有找到

正确地走这条路的方法。它想一下子飞过去，但是，沉重的肉身已经决定人只能

一步一步地摸索着向前走。 
 
 
 
 
 
 
 
 
 
 
 
 
 
 
 
 

                                                        
44 Robin W. Lovin, Reinhold Niebuhr and Christian Realism, p.7. 
45 Ibid.,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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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 

根本特征、三个维度和理论框架 
 
  前面介绍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渊源。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渊源

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尼布尔的知识的广博和综合能力的精湛。尼布尔的思想不属

于系统神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尼布尔的思想是没有系统的。尼布尔的思想在

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尼布尔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心

的发展线索。恰恰相反，在尼布尔看似多变的思想中深藏着某些一直没有改变的

东西。这些一直没有变化的东西，从方法上讲，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从急迫的

人类需要的处境里推敲出他的神学思想”1；从内容上讲，就是从各方面维护和

论证人的自由，在其中需要特别指出来的一点是：尼对人的罪的论述从属于他对

自由的论述，这反映在他的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句“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制

度成为可能，人趋向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制度成为必要”之中。它们从根本上规

定着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三个维度和理论框架。 
  概括地讲，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就是新福音主义的基本神学、社群主义的社会伦理学和冲

突论的政治哲学，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框架就是以自由为中心概念，以力量

为自由的质料、以爱为自由的内在律令、以正义为自由的现实结构。 
下面三节的内容，将分别说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三个维度和理

论框架。 
 

第一节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 
 

尼布尔称自己的思想为基督教现实主义，这一称呼也为所有的研究者普遍接

受。毫无疑问，现实主义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但是，倘若人们忽视

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自由主义这一根本特征，那么，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

解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正确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两

大根本特征。众所周知，尼布尔除了称自己的思想为基督教现实主义之外，还对

其思想有另外一个他 喜欢用的称呼，这就是“先知宗教”。忽视其中的任何一

个方面，都将使人们无法正确理解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先知性质。尼布尔的政治

神学的先知性质， 典型地体现为“正统的”人论和“激进的”政治哲学的紧密

结合。尼布尔说，“我坚信，现代的自由主义文化完全不能给面临着社会制度的

解体和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这一代头脑混乱的人提供指导和方法。在我看

来，合适的精神指导只能来自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所理解的更激进的政治主张

和更保守的宗教信仰的结合。”2 达卫伊斯（D.R. Daviis）将尼布尔的这一说法概

括为“神学上向右走，政治上向左走”。3 尼布尔在基本神学上强调现实地看待

                                                        
1 Bob E. Patterson, Reinhold Niebuhr, p. 21. 
2 Reinhold Niebuhr,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An Er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4, p. IX. 
3 D.R. Daviis，Reinhold Niebuhr: prophet from America,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48,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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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认人的原罪是一个客观事实，这集中反映了其神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尼布

尔在政治哲学上强调人的自由，追求民主和正义，这集中反映了其神学的自由主

义特征。在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点，那就是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

种根本对立的思维方法。但是，尼布尔的思维方式的一个 大特征就是他强调对

立统一。他深刻地意识到强调人的原罪的正统教义与强调正义和民主的现代民主

社会之间的对立，同时又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要用基督教来指导现代的社会生活，

就必须使这对立的双方结合在一起，否则，现代西方文化在道德与力量之间的冲

突中就将迷失方向，无所适从。尼布尔以先知精神为基础，使两者结合在一起，

开创了一种新的神学――“政治神学”。帕特森说，“在用实践的方式表达神学的

过程中，尼布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社会伦理，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

越南战争扩大这一段时期一直主宰着美国的新教思想。政治伦理学作为神学的一

个中心科目现在已经获得知识界的认可和尊重，而且，今日许多年轻的‘政治神

学家’都把自己的根源归功于尼布尔创造性的著作。”
4
 用二十世纪划分新教神

学所使用的 流行的词汇，可以把尼布尔所开创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概括为

“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 
概括地说，“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对基督教福音的

理解上，尼布尔既强调个人福音也强调社会福音，这与强调个人福音的新老正统

派与旧的自由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二，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强调真实地看

待人，既不要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这与新旧正统派过于悲观的人性论和旧自由

派过于乐观的人性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第三，在对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的看法

上，以自由为中心，强调维护个人自由和共同体自由的同等重要性，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说后者更为重要；强调人的原生力量与理性力量在人类生活中是同等

重要的。这与只知道个人自由、以史前自然状态的和谐为基本理论假设和以理性

的一次决定性选择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契约论为基本的制度建设方法的旧式民主

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下面，我将对此三点做进一步分析，突出地显示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与新老正统派、旧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不同。 
 
一、既强调个人福音，也强调社会福音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特点，首先反映在尼布尔的基本神学与新老正统派以及

传统的自由主义神学的不同上。尼布尔从来不否认他的基本神学是福音主义的神

学。但是，尼布尔的基本神学对福音的理解，与新老正统派以及传统的自由主义

神学有着根本的不同。新老正统派强调个人得福的个人福音，旧自由主义强调拯

救社会的社会福音，尼布尔既强调拯救个人的个人福音，也强调拯救社会的社会

福音，而且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基督教把关于得救的好消息称为福音。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就一直在宣传得

救的好消息，其内容就是救世主即将来临。但是，犹太教所期盼的救世主是一个

伟大的人，是神的使者，而不是神。而且，在犹太教那里，救世主拯救的对象，

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民族。因为在犹太人那里，选民是整个以色列人，而一

个单个的人。因此，如果得救的好消息就是福音，那么，在旧约中，这福音就是

全民族的福音，也就是说，是通过拯救一个民族来拯救单个人的社会福音，而不

是通过拯救一个一个的单个人来拯救全人类的个人福音。在这里，得救的福音与

政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

已。 
                                                        
4 Bob E. Patterson, Reinhold Niebuhr,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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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耶稣那里，福音的性质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根本性改变

的内容，一方面是宣布“犹太人期盼的两个伟大的人物”――“胜利的弥赛亚和

受苦的仆人”――“二者是合一的而且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5，另一方面就是

宣布拯救是通过个人的忏悔和皈依而分别地拯救单个人的，这种拯救的根本被保

罗概括为“称义”。“称义”，说人被上帝“称为义人”，这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

人自己的修为所致。因此，“称义”之说，含有强调上帝的恩典、贬低人在得救

这件事上的作为的倾向。这就为后来基督宗教的寂静主义埋下了种子。因为强调

分别地拯救单个人，就在理论上已经假定可以把单个人从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

同体里抽象出来，不考虑他与这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而只考虑他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称义”理论突出了信仰，同时也在贬低社会生活的价值，致使人们产生

了对政治的疏离感。在这里，政治处于边缘的地位，或者说，试图把政治边缘化，

乃至政治从人的视野里彻底消失。在对福音的这种理解中，福音属于基督管辖的

领域，政治属于魔鬼管辖的领域，福音与政治是对立的。 
可见，旧约先知所宣传的得救与耶稣所宣讲的福音之间具有根本的不同。在

前者，信仰与政治是对立统一的；在后者，信仰与政治是对立分离的。如果把得

救的好消息称为福音，那么，前者宣讲的福音是社会福音，后者宣讲的福音是个

人福音。 
尼布尔所理解的福音，从形式上看，是耶稣宣讲的福音，从内容上看，是旧

约先知所宣讲的得救的好消息。也就是说，尼布尔宣讲的福音，从形式上看，是

以“称义”为中心的个人福音，但是，从内容上看，则是以共同体的拯救来拯救

个人的社会福音。在耶稣宣讲的福音里，被审判的对象只有个人而没有共同体，

所以，得救的对象只是个人而没有共同体。尼布尔认为，离开了共同体，也就没

有真正的个人。“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自我。离开了共同体，个人不

可能生活。”6 因此，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不被审判，它也不可能得

救；如果一个共同体不可能被审判和得救，那么，生活在这个共同体里的所有个

人都不可能真正地被审判和拯救。所以，尼布尔认为，相比之下，旧约里的先知

们所宣讲的共同体被审判和拯救的好消息，更为符合历史的现实。在上帝国面前，

虽然犯罪的主体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这些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生活

在共同体之中的人，共同体构成了这些个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在相当的程度上应

为这些个人所犯的罪担负一定责任。再者，在这些个人所犯的罪中，有许多是以

这个共同体的名义（作为其统治者，作为其法人代表）或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利益

（至少在名义上可能是这样宣称的）；对于这样的罪，共同体理所应当地要承担

一定的责任。于是，尼布尔认为共同体也是一个犯罪的主体，在上帝面前也同样

被审判和拯救。这就是说，共同体也有一个“称义”的问题。共同体被“称义”

这种看法，只在旧约先知们所宣讲的福音里才存在，在耶稣所宣讲的福音里是不

存在的。 
因此，尼布尔所理解的福音是既宣讲个人的审判和得救、又宣讲共同体被审

判和拯救的福音。它既不同于新老正统派所理解的福音，也不同于以社会福音运

动为代表的老自由主义所理解的福音。 
新教正统派和新正统派所宣讲的福音都是个人福音而不是社会福音，因为它

们都只宣讲个人被审判和拯救的福音，而不宣讲共同体被审判和拯救的福音。新

老正统派都走着寂静主义的道路，远离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十九世纪中叶

                                                        
5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p.41-42. 
6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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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开始兴起并在美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达到高峰的社会福音运动，虽然宣

讲社会福音，但是，究其实质，其宣讲的社会福音，只有社会福音之名，没有社

会福音之实。因为社会福音运动的根本主旨是通过个人福音的行为达到社会福音

的效果，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个人福音的行为，其主旨是传福音，言语的

宣传多于实际的行动；在实际的行动方面，慈善行动又多于追求社会制度变革的

行动。尼布尔认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是在社会制度方面；要改变社会制度，仅仅

诉求于个人的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可是，社会福音运动恰恰只是诉求于个人的良

心，要通过改变个人的办法来逐渐地改变社会；虽然社会福音运动也想到了要改

变社会制度，要使整个社会都福音化，但它所诉求的武器是个人的良心的发现或

唤醒。但是，通过个人基于良心的行动，要改变由整个共同体基于自己的历史条

件和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制度，这已经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因为它只看到了组成

共同体的一个一个人，而没有看到共同体本身。而且，即使承认社会福音运动也

看到了共同体，它也没有能够充分地诉诸一个共同体的良知；即使在它偶尔充分

地诉诸共同体的良知之时，它也没有看到共同体内部的利益集团的自私以及不同

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的不可消除性。总之，社会福音运动始终没有看到社会

生活中社会制度的根本地位，没有考虑如何去改变社会制度，没有看到社会生活

中根本的东西――生命力及其法则。美国的社会福音运动 后停留于所谓的禁酒

运动，这就是以个人福音的行动追求社会福音的效果这一根本策略的典型结局之

一。 
在尼布尔看来，社会福音运动之所以在严峻的社会形势面前衰落，根本原因

就在于它没有正确地理解基督教的福音的性质，因而无法处理社会危机向人们提

出的根本问题。尼布尔认为，福音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向人们展示人们所面临的

危机处境，促使人们实现“信仰的一跃”，在这“信仰的一跃”中领悟危机处境

的根本症结所在，从而做出探索性的但却承担责任的行动。福音一方面向人展示

他们所面临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向人指明得救的道路，给人提供希望。但是，

这希望永远只是一个路标，而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也就是说，福音总是末

世性的，而且因为它是末世性的，它才 适切于人们的真实处境。 
尼布尔认为，人们所面临的根本处境，就是个人无力自救，必须依靠共同体，

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当今的时代，恰恰是共同体受到摧残、对上帝的信仰淡薄的

时代。对共同体的依靠和对上帝的信仰，这是人实现拯救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条

件。仅仅着眼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战略。基督宗教的各种派别，

包括新老正统派和传统的自由主义在内，都只看到了对上帝的信仰的一面，没有

注意到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世俗文化的错误更甚，因为世俗文化不仅没有看到人

对共同体的依赖，而且没有看到人对上帝的信仰。此外，尼布尔认为，一方面，

新老正统派比传统的新教自由派高明，因为新老正统派都看到了福音的末世论性

质，而传统的新教自由派却没有看到福音的末世论性质，要把整个世界福音化，

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另一方面，传统的新教自由派比新旧正统派高明，因为传统

的新教自由派看到了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认为福音不仅包括宗教生活，还应

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努力将基督教的福音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联起来；

而新旧正统派却努力去割断福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要使福音变得更为纯

粹、更为纯净，具有更多的灵性因素。尼布尔认为，传统的新教自由派之使福音

与现实生活相关联，这一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传统的新教自由派在这样做

时，犯了上面所说的两个错误，一是没有看到共同体的作用，二是没有注意到福

音的末世论性质。其中，后一个错误使传统的新教自由派完全丧失了基督宗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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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超越性的一面，因而丧失了基督宗教福音的真理，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生活

的动力。相比之下，新旧正统派保存了基督宗教福音的真理，这是它比传统的新

教自由派高明的地方。但是，新旧正统派却把这真理封闭在陈旧过时的形式之中，

封闭在超越性的领域之中，使之无法与现实生活相关联。这后面一点，是新旧正

统派的 大错误。 
尼布尔认为，基督宗教真正的福音既是个人福音，也是社会福音。它承认上

帝对个人的审判和拯救，同时也承认上帝对共同体的审判和拯救。上帝对个人的

审判和拯救，反映的内容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讲，是

一种信仰的关系。上帝对共同体的审判和拯救，反映的内容是共同体与上帝之间

的关系，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历史的关系。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是相关关联的。因为信仰总是与历

史相联的。 
一方面，个人福音反映着人的生活的深度，或者说垂直的维度，这个维度的

存在使个人的良心能够超越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暂时性地跳出这个共同

体的范围来审视这个共同体。这个维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先知的维度。

因为如果人的生活没有这个维度，在人类中就不可能产生出先知。正是因为人的

生活存在着这个维度，在人类社会中才不断地涌现出超越一个人生活在其中的那

个共同体来审判这个共同体的个人。如果一个人真正地超出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

共同体来审视他所属的那个共同体，并且勇敢地把自己的审判意见公之于众，那

么，这个人就是先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都存在着这个垂直的维度。所以，

尼布尔认为，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先知。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是否作先知，

关键的因素不在于他能与不能，而在于他愿与不愿，是能愿意承担因为作先知而

要承受的那些苦难。尼布尔之所以把自己的思想称为“先知宗教”，其根本用意

就在于要指明，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作先知的，关键在于他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尼

布尔的传记作家称尼布尔具有“变化的勇气”，其实，这“变化的勇气”的内容

就是作先知的勇气。 
另一方面，社会福音反映了人的生活的另一个维度，或者说平面的维度。这

个维度反映着个人与其所属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个人是其所属的共同体的产

物，也通过自身的参与而逆造着他所属的那个共同体。尼布尔认为，个人所属的

那个共同体，一方面，是其本性的产物。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另一方面，又是上

帝的恩典。共同体作为上帝的恩典，属于一般的恩典，而不属于特殊的恩典。共

同体作为上帝一般的恩典，上帝既内在于其中，又超越其上。因此，共同体作为

一般的恩典，对于个人来说，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具有不同于个人的东西，而

不是个人之的简单相加。作为不同于个人的存在，共同体具有自己的欲望和自己

的行为。同个人一样，共同体会犯罪；同个人不一样，共同体不会完全地忏悔，

因此，要使共同体被上帝“称义”，那是很难的。所以，上帝对共同体的审判比

对个人的审判要严厉得多，而且，上帝通常不会拯救共同体，通常只是兴起一个

强大的共同体去执行上帝对个人的审判和对其他共同体的判决。此外，由于上帝

对共同体的审判总是与对这个共同体的当权者的审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

要将上帝对个人的审判和上帝对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审判严格地分开，那几乎是

不可能的。再者，上帝对一个共同体的审判所下的判决，通常是涉及属于这个被

审判的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这样，即使其中有的成员没有犯他所属的共同体的

罪，对这罪的惩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尼布尔认为，德国作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人、作为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罪人，即使其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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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希特勒统治的那些地下抵抗分子，尽管是无辜的，也应接受作为集体惩罚加于

整个德国的那些惩罚。7 接受这些惩罚，表明了个人与其所属的共同体之间的深

刻关系，这种关系的根本内容就是责任或者说义务。正是这些集体性的惩罚，把

上帝对个人的审判与上帝对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审判结合在一起。正是从这个角

度，我们发现了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之间的深刻关系：个人得救是通过其履行他

对其所属的共同体的责任或义务来进行的。 
 
二、现实地看待人 
尼布尔之所以对福音有那么独特的理解，这与他对人十分现实的看法是密不

可分的。新旧正统派只看人的罪，宣扬个人在得救这件事上是完全无力的，这样

的个人福音所依据的人性论是“人性全然败坏”的理论。旧自由派只看人的超越

能力，宣扬个人在得救这件事上是自立自主的，这样的个人福音所依据的人性论

是人性善或人本性无害的理论。尼布尔宣讲的福音，其依据则是这样一种人性论：

它既强调个人在自己得救一事上不能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又强调个人在自己得

救一事上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尼布尔认为，新教的新旧正统派的人性论是一种太悲观的人性论，新教的旧

自由派的人性论是一种太乐观的人性论。新旧正统派的人性论是现实的，但是，

却是片面的；旧自由派的人性论是理想的，而不是现实的，因而是更加片面的。

此外，新旧正统派和旧的自由主义，都有完美主义倾向。 
尼布尔说，《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一书的中心主题是：“在一个既不鼓励对

人性的太悲观的看法也不鼓励对人性的太乐观的看法的文化、宗教和道德的氛围

里，自由社会 繁荣。政治学里的道德浪漫和道德悲观主义都鼓励专制政权，其

中，道德浪漫鼓励专制政权，是因为它鼓励没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的那

种观点；道德悲观主义鼓励专制政权是因为它相信只有绝对的政治权威才能防止

由冲突和相互竞争的利益带来的无序。”8 这里所说的道德浪漫，指旧自由主义

的人性论；道德悲观主义，指新老正统派的人性论。实际上，尼布尔在《光明之

子与黑暗之子》一书中，还批评另外一种人性论直接鼓吹专制，这种人性论就是

道德犬儒主义的人性论。道德犬儒主义的人性论与道德悲观主义的人性论一样只

看到人性之恶的一面。但是，道德悲观主义的人性论具有信仰的一面，它在对人

的悲观之余完全等待上帝的恩典；道德犬儒主义的人性论就缺少信仰的一面，它

因为在人性中只看到恶的一面，对人的看法就不仅仅是悲观，而且是绝望。道德

犬儒主义因为对人十分绝望，就将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地看待，于是，认为人与其

他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人与动物都是以力相拚，都服从“丛林法则”，这样，

专制的制度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尼布尔认为，自由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人性论”，不是

由古希腊文化和继承古希腊文化的所谓现代文化提供的，而是“由西方文化里的

基督宗教信仰提供的”9。他说，基督宗教信仰提供的这种人性论的根本内容是：

“人的本性既包括自私，也包括社会冲动，而且前者的力量比后者的力量强大。”
10这种人性论的根本内容，由圣保罗在《罗马书》中给予了明确的表达。尼布尔

指出：保罗的“按著我里面的自我，我是喜欢神的律法；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

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

                                                        
7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p. 28. 
8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viii. 
9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38. 
10 Ibid.,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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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3）这段话描述了“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之中的自私的冲动和爱之间的那

种紧张状态”；保罗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9）这

段话，“强调了自私的力量比皈向‘上帝的律法’的良心的力量更为强大”。11 尼
布尔认为，由保罗陈述的这种人性论，真实地描述了人的根本处境，现实主义地

陈述了人的内在道德问题。 
依据由保罗明确地陈述出来的这种人性论，尼布尔对三种主要的人性论，提

出了激烈的批评。这些批评的内容， 后都归结为它们都在鼓励或默许专制制度。 
旧自由主义的人性论，从根本上讲，就是认为人具有自由意志，相信人在本

性上是无害的，人作恶是由于无知和短视。基于对人的这种天真的看法，旧的自

由主义相信通过说服教育，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改进人们的智力，开阔人们的

视野，就能够使人的自由意志在理性的引导之下，逐渐地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这种看法，从根本上讲，出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美德即知识”、“没有人自愿

作恶”、“作恶是由于人无知”这种理想主义的、以求知为根本任务的伦理思想。

早在古希腊时代，这种思想就已经受到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亚里

士多德指出，“明知故犯”这一事实，是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美德即知识”、

“作恶是由于人无知”这类思想的 好反驳。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其实，在伦

理德性的形成方面，知识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伦理德性的生成上，

根本的东西就是要以理性来控制人的情感和欲望，而且，这种事情从根本上讲，

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通过训练养成习惯的问题。但是，基督教对柏拉图的偏

爱以及由这种偏爱塑造的西方文化，在根本的伦理思想上，却执着于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的“美德即知识”这种理论，对亚里士多德多提出的批评充耳不闻。科学

技术的发展在改善人的物质生产能力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又大大加重了西方整个

伦理思想上的这种错误的偏重。整个旧的自由主义，包括世俗的自由主义和新教

自由派，都继承了西方伦理思想的这一错误的偏重。世俗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人性

本善的理论，认为只要让个人充分地、公正地发挥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让人们摆

脱自己加于自己的那种不成熟状态。这种观念，实际上是指导启蒙运动的根本观

念。康德在其著名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

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

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

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启

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

的东西之中 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12 从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都继承了由于基督教对柏拉图的

偏爱而造成的那一后果。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集中火力

对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家所持的、试图以道德说服和知识教育作为解决

社会冲突问题的根本手段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尼布尔说，“现代教育家

和道德主义者 根深蒂固的错误是，他们假定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问题

就是因为社会科学未能与创造我们的技术文明的物理学科同步。这一假定隐含着

一种坚定的信念：用不了多长时间，只要有稍微合适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教育，人

的智力水平普遍提高，我们的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13 他进一步说，“杜威

                                                        
11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41. 
12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2－25 页。 
13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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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社会问题上开始以物理学家进行实验的方法进行实验，我

们就不可能在社会问题方面是智慧的；这一观点没有能够考虑物理科学与社会科

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物理科学在克服基于无知的传统主义时获得了它们的自

由，但社会科学家面对的传统主义是以一直在努力维护自己在社会里的特殊利益

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和物理科学在这一点上的区别是决不

能被忽视的。在社会处境里，保持完全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14 但是，在尼布

尔看来，没有注意到知识与美德、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根本不同，还不是这些理想

主义者所犯的根本错误。因为这些理想主义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根本的原因就

在于他们对人性有错误的看法。理想主义者在人性论上所犯的根本错误，就是没

有看到或者故意忽视人的自私。这一点，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一书里反复地强调。这一看法，从此再也没有改变。尼布尔在《光明之子与黑暗

之子》里写道：“现代世俗主义被分成许多流派。但所有这些不同的流派在拒绝

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上达成了一致。要解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或在这种关系里评

价原罪教义的奥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原罪的教义对

于任何恰当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都具有重要的贡献。由于没有原罪思想，中产

阶级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缺少真正的智慧：因为原罪的思想强调着人类历史的

每一页都在强调的一个事实。通过原罪思想，一个人可能理解到，不论人心达到

的那个立场有多宽广，也不管人的想象设想了多么宽广的忠诚，不管人的政治家

组织的共同体多么地普世，也不管 圣洁的理想鹿死谁手才的热情可能是多么地

纯洁，没有一个层次的道德成就和社会成就里不存在着过分的自爱造成的腐蚀。”
15 关于自由主义的人性论之没有看到人的自私的罪性，尼布尔在他的 后一本

著作概括性地说，“宗教的和世俗的理想鹿死谁手者相信说服（能够解决社会问

题），它们倾向于忽视这一事实，即不论是在得救的个人和群体里还是在理性的

个人和群体里都存在着残余的个人自私和集体自私。理性的理想主义把自己的信

任放在人类历史里理性能力的不确定增长之中。宗教的理想主义把自己的信任放

在这样的宗教经验所具有的救赎力量里，这些宗教经验优先考虑胜过自私冲动的

社会冲动，并且优先考虑在把人的社会行为提升到范围更广、表现更纯的过程里

特定的‘蒙恩群体’所具有的影响。”16 
尼布尔认为，人性善或人本性上无害的理论，实际上会纵容专制制度，这在

历史上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这个思想根源就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尼布尔说，

“古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把理性的美德和力量作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根源，

这没有促使他们形成一个一致的‘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他们的社会理论建议

实行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专制的政府，它由精英统治，这些精英将把常人的相

互冲突的激情和情感加以控制。”17 以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希望把理性能力

的逐渐形成和扩展作为与它一同成长的共同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和谐的原因，

只有到这时，对理性的相信才成为理想主义政治理论的根源。但是，精英政治的

观念一直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观念。在实际的生活中，

实际情况是，只要是在理论上持精英政治观念，在实践上就会默认由精英（他们

总是少数）统治人民（多数）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少数人统治多数，无论其是

多么地完美，都带有专制的性质；而且，这样的制度越完美，其专制的程度就越

高。尼布尔说，这后一点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和希特勒的专制给我们提供的 好

                                                        
14 Ibid., p. xiv. 
15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17-18. 
16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33. 
17 Ibid.,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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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训。尽管霍布斯的人性论不是理想主义的人性论而是现实主义的人性论，但

是，他所设想的完美的精英主义制度却经过洛克的改造为后来的民主理论吸收，

希特勒政权就是精英政治的观念在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所结出的一枚恶果。 
  理想主义的人性论，在尼布尔对人性论的批判中，受到了 为猛烈的批判。

因为理想主义的人性论总是导致以理想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仅

不可能解决问题，而且反而会因为用理想来剪裁现实而使现实问题变得更为复

杂。实际上，理想主义对于现实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绝对不干涉主义，

认为人类社会象自然界一样会自动地解决问题；另一种是干涉主义，认为若不采

用人为的干涉，人类社会就会象自然界一样 后走向无序和混乱。尼布尔认为，

第一种策略，除了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不同之外，还有就是认为自然界

中存在着一种前定的和谐，人为的干预会破坏这种和谐，这种看法没有看到自然

界中充满的各种灾难，或者即使看到了自然灾害，也将之归因于人的干涉，而没

有看到自然灾害所显示出来的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不和谐。至于第二种策略，尼

布尔是赞成的。他反对第二种策略，反对的不是人为的干预本身，而是反对以人

的理想来简单地裁割现实，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上，往往造成以爱人的名义而实行

的害人和杀人的残暴和血腥。这一切， 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自私的不可

消除性。正是这不可消除的自私，以爱的名义流着无幸辜人的血泪。 
  尼布尔指出，与旧自由主义的过于乐观的人性论相反，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对

人性的看法是过于悲观的。旧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人是理想的人，在他们的眼中，

人是无私的，即便有私心，这私心也是可以克服的，至少是在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面前被克服。旧自由主义者没有看到自私的不可克服性，更没有看到共同体的自

私。尼布尔认为，新教的新旧正统派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看到了人的自私和

自私的不可克服性。这是对人的现实主义的看法。新旧正统派对人的自私的不可

克服性的认识，典型地体现在它们所持的“原罪观”上。新旧正统派因为过分看

重原罪的力量，乃至认为由于原罪的缘故，人性已经全然败坏，丧失了自由意志。

这种看法，就是片面的了。因为“全然败坏”的理论，为了强调上帝的恩典的力

量，刻意地贬低人的力量，乃至认为人是完全无力的，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人的自

由意志的存在。这是尼布尔对新教的新旧正统派的人性论的批评的焦点。 
“全然败坏”的理论，是正统加尔文教的五大教义之一。但是，它并不是由

加尔文 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早在加尔文之前，路德就已经提出过“全然败坏”

的理论。路德在《table talk》里说，“由于原罪，人的本性，在肉体和灵魂方面，

从内到外，都已经完全被败坏，是全然邪恶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还能在哪里

谈论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力量呢？”18 路德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讲，又是来

自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认为，人在被创造出来之时，原本是具有自由意志的，

但是，由于亚当的犯罪，人的本性被完全败坏，人失去了自由意志。尼布尔认为，

奥古斯丁的这一观点，又可以追溯到圣保罗。从根本上讲，对“人性全然败坏”

这一极端思想所犯的忽视“尚未得救的人的生活里也残存在着的美德和社会责任

感”这一事实的错误，应负首要责任的人，不是加尔文，而是保罗、奥古斯丁和

路德。 
尼布尔指出，圣保罗对人性的描述虽然现实主义地描述了存在于所有人身上

的内在道德问题，但是，由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一道德问题的方法，却成了西方政

治思想里混乱的根源。尼布尔认为，这样的混乱，既出自保罗的理想主义态度，

也出自保罗的现实主义态度。一方面，保罗的理想主义态度以完美的爱作为“新

                                                        
18 Martin Luther, Table Talk, CCLXIII. Cf. http://www.ccel.org/luther/tabletal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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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标准，这样的标准“对那些承认自己的绝望处境的忏悔之人是有效的”，

这样的人通过忏悔获得了新生，活在基督里，进入“彻底而绝对的自我奉献这种

完美状态”里。但是，这样的完美状态“忽视了与之相反的自私冲动，对于个人

来说，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道德理想，当然，更与自私的国家的道德毫无

关系”。另一方面，保罗的现实主义态度，“承认新的共同体（即教会）不得不面

对道德上含混的人性，公民社会必须具有来自上帝的较高‘权威’，以‘平息上

帝对做错事者的愤怒’并‘约束’邪恶，这一较高的权威是‘由上帝设立的’。”

尼布尔说，保罗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把世俗权威神圣化”，当其被宿命论地使

用时（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导致人们不管一个既定的权威是多么地不公正，

也对之不加批评地加以尊重，这一点在新教特殊典型。”19 
尼布尔明确指出，保罗在解决人的内在道德问题上所犯的完美主义和现实主

义错误，为他的主要追随者奥古斯丁和路德以二元论的形式加重了。在这种二元

论里，人被分成得救者和未得救者，世界被分成“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

对于得救者，实行爱的准则，“根本不考虑在得救者的生活里依然存在着的那种

顽固的自私”；对于未得救者，使用纯粹的压制，“由上帝按立的政府，用‘锁链、

法律、法庭和刀剑’”来维护社会秩序。20 
尼布尔从对保罗、奥古斯丁、路德的人性论的批判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

们的现实主义太一贯了，既不能真实地描述人的本性，也不能真实地描述人的共

同体，甚至不能描述自由政府出现以前的共同体；因此，它与现代民主政府毫无

关系。”21 这就是说，新教的新老正统派所继承的人性论，尽管现实地描述了人

性，但却没有真实地描述人性.所以，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尽管现实地看待人，但

却依然是在错误地看待人。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尽管现实地描述了每个人所具有的

内在道德问题，但是，它却依据人忏悔与否而把人分成了得救者和未得救者，并

且认为得救者适用爱的律法而未得救者适用刀剑的律法。尼布尔说：“这形成了

一种宗教的自义和一种小心谨慎的、但并不大度的道德习惯，妨碍关于爱、恩典

和律法的任何真理被人们普遍地认识或实践。”22 一方面，新教的新旧正统派使

得救者自义或骄傲，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人类中已经不再会有罪的精英或

先知；另一方面，这些自称无罪的精英或先知以上帝的代理者的身份，以上帝的

名义，对未得救者实行政治上的专制。 
所以，新教的新老正统派，象新教的旧自由派一样，都犯有自义或骄傲这样

的错误。不同的只是，新教的旧自由派允许一切人自义或骄傲，不论其是得救者

还是未得救者，因此，也不论其忏悔与否；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只允许一部分人骄

傲，允许那些因为对自己的罪忏悔而得救的人自义或骄傲。尼布尔认为，虽然新

教的新老正统派的人性论在内容上更接近于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性论，但是，正因

为如此，在实际的危害方面，新教的新老正统派的人性论对现实生活和基督宗教

信仰所具有的危害，比新教的旧自由主义的人性论所具有的危害，要大得多。因

为新教的新老正统派在理论上鼓吹专制制度，反对民主制度；而新教的旧自由派

在理论上反对专制制度，主张民主制度，只是由于其使用的策略的不当，而造成

了实际上纵容或默许专制制度的危险。尼布尔认为，民主制度已经被证明是迄今

为止人类所形成的 好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民主制度，人们应当拒绝新教新正

统派基于对人性的现实的、但是不正确的人性论所提出的专制理论，支持新教的

                                                        
19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p. 42-43. 
20 Ibid., p.43, 45. 
21 Iibid., p. 46. 
22 Ibid.,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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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自由派以人的自由意志为中心的民主理论。这一态度，从根本上规定了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属于自由主义阵营，而不可能属于新教的老正统派或新正统派阵营。 
在尼布尔对新教的新老正统派的人性论的批评中，他对巴特和布鲁纳的批

评， 为引人注目。尼布尔认为，新正统主义对人的看法过于悲观，在神人关系

中，人在上帝的启示面前总是处于完全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问题在于，上帝的

启示不是直接传达给个人的，而是通过人间的手段传递给人的，而人间的手段总

是有限的，因此，由人间手段传达的启示，总是有必要加以甄别判断的，这样的

甄别判断又总是由人在实际地进行着的。这样一来，在上帝的启示面前，人不可

能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了。尼布尔批评卡尔·巴特，他说，“重要的是，卡

尔·巴特虽然支持一般的奥古斯丁传统，但他感兴趣的却是证明上帝对人的启示

实际上与人没有关系，除非人自己创造这种关系。”23 如果真是这样，人怎样可

能把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呢？因为人在这方面所作的任何联系

都将被巴特判为人的创造，而这种创造却不是对上帝的启示的回应，因而是完全

可疑的、没有什么意义的。巴特虽然强调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晨报，但却始终没

有采取能够或意在把二者结合起来采取实际的行动支持德国人民反对纳粹主义、

争取民主政治制度的尝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尼布尔反对的第三种人性论，是以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人性论。尼

布尔称这种人性论是道德犬儒主义的人性论。尼布尔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人

性论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尼布尔认为，自然主义其实是神话思维发生蜕变的一

种结果。他说，“希伯来宗教对尘世生命的神圣意义的坚持是所有现代的自然主

义（包括自由的自然主义和激进的自然主义）的根源。”24 神话思维发生蜕化的

原因，就在于人们把具有神圣意义的事物与神圣本身混淆了，把具有神圣意义的

东西当成神圣自身，以为具有神圣意义的东西是自足自明、自我规定的。尼布尔

认为，“圣事拯救论”其实是具有先知精神的基督宗教的神话思维蜕化成自然主

义的一个过渡。因此，在“圣事拯救论”十分流行的时间和地方，基督宗教的神

话思维 容易蜕变成自然主义。尼布尔认为，在这方面，天主教从亚里士多德和

斯多葛派那里继承来的“自然法理论”实际上就是为其“圣事拯救论”提供辩护

的一个工具。25 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人性论，在应用于政治理论之时，无不

诉诸于自然法理论，用自然法理论其证明它们发明的新圣事――君主专制制

度――的合理性，这与是天主教用自然法理论来证明其专制的教阶制度和圣事制

度的合理性，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只是，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的人性论，

用君主取代了上帝，用君主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圣事制度，用军功贵族的等级取代

了教阶制度。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对人性的看法都是现实的，

而且比天主教以及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对人性的看法还要现实，因为马基雅弗利和

霍布斯在一切地方都看到了自私，甚至被当作上帝的君主也不例外，而在基督宗

教中，至少基督是绝对没有私心的。所以，以力相敌，就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状态，

只有绝对的君主专制才能把以力相敌的混乱状态变成井然有序的和平状态。当

然，尼布尔在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所设想的君主专制理论中也发现了一个十分理

想主义的假设：“那个独裁者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相同的”。尼布尔说，这个

假设“反映出了所有形式的专制主义理论的道德天真”。26 道德犬儒主义者对人

性的看法，比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对人性的看法还要悲观。因为它所设想的用来拯

                                                        
2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158. 
24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40-41. 
25 Ibid., p. 40-41. 
26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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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混乱的人类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只是一个暂时的、会解体的力量，根

本不承认存在一个可以拯救人的永恒力量，混乱与和平的交替，是人类的宿命。

新教的新旧正统派至少还设想着基督的再临，设想着随着“千禧年”的到来而到

来的永恒拯救。 
从尼布尔根据他所说的“既不太悲观、也不太乐观的人性论”对新教的旧自

由派、新教的新老正统派以及的人性论所做的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所有批

评都与对人的罪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以是否能够与现代民主制度关联起

来、是否能够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为根本的标准。他的结论是：由于没

有正确地认识到人的自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新教的旧自由派的人性论公开支

持现代民主制度，但实际上却纵容或默许专制制度，而新教的新旧正统派和道德

犬儒主义的人性论则公开反对民主制度，鼓吹专制制度。真正能够成为现代民主

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只有对人性的现实而且真实的人性论，也就是基督宗教信仰

所提供的那种既不太悲观也不太乐观的人性论----“人的本性既包括自私，也包

括社会冲动，而且前者的力量比后者的力量强大”----才能给现代民主制度提供

坚实的人性论基础。 
 
三、以自由为人的本性的人性论和以自由为中心的民主理论 
尼布尔现实地看待人，认为既要看到人的自私，又要看到人的社会冲动；既

要看到人有限的一面，又要看到人超越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有一种“既不太

乐观、也不太悲观的人性论”。许多研究者只看到尼布尔这些以对立的形式表达

出来的说法，而没有看到尼布尔以统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说法。因而，在研究尼

布尔的人性论时，只能罗列出尼布尔对人性的各种悖论式的说法，“既 A 又非 A”、

“或者 A 或者 B，A 并且 B”，而不能以简短的词句明确地指出尼布尔所说的人

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好象尼布尔永远在说着含混不清的话语似的。 
实际上，对于人的本性是什么，尼布尔本人说得十分地明白，这就是自由。

尼布尔所说的那些各种悖论式的说法，说到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本

性――自由――在道德上的含混性所作的分析。 
对于自由，新教的新旧正统派都是加以否认的，认为人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

这是新教的新旧正统派 后在政治上都为专制制度进行辩护的根本原因所在。在

这一点是，尼布尔对新教的新老正统派都给予坚决的批判。与新教的新旧正统派

相反，新教的旧自由派肯定人的自由，而且认为人的自由，只要在理性和正确的

知识的引导之下，都将做善事。在新教的旧自由派看来，人的自由即使不是完全

积极的，至少也是中性的，邪恶之事只是对自由的乱用，自由本身是不可能是邪

恶的。从总体上看，尼布尔对自由的看法，与新教的旧自由派的看法是比较接近

的，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思想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但是，我

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新教的旧自由派那里，尽管自由是一项根本的价值，但是，

它只是属于工具价值，而不属于目的价值。在新教的旧自由派那里，自由只是一

件随手可取的工具，而不是人应当努力维护和追求的目的。在尼布尔的思想里，

自由处于根本的地位，它不是一件随手可以取用的东西，而是人应当努力维护和

追求的目的。而且，在尼布尔的思想里，自由对于人来说，属于人的本体论的层

次，它不仅是人应当努力维护和追求的目的，而且就是人的本性自身。在新教的

旧自由派那里，自由从属于人的理性，甚至被认为就是理性；在尼布尔的思想中，

自由高于理性。在新教的旧自由派那里，自由在道德上始终是善的；在尼布尔的

思想里，自由在道德上是含混的，是可善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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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自由的道德属性上讲，新教的新老正统派之所以有太悲观的人性论，根

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认为人由于始祖的犯罪而使自由受到玷污和诅咒，人的自由只

能结出坏果；新教的旧自由派之所以有太乐观的人性论，根本原因在于它认为自

由作为上帝造人时赐予人的礼物，它原本就是好的，始祖的犯罪对这礼物没有丝

毫的影响，因而，人的自由必然会结出善果。新教的新老正统派之所以在政治上

鼓吹专制制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认为人的自由只会破坏上帝的拯救计划，必

须用专制和政府用强力控制人使人的自由不能行使，以保证上帝的拯救计划不会

受到破坏。所以，新教的新老正统派都要求基督徒不要擅自行动，要在祈祷中静

待上帝的旨意的降临，这就是所谓的“寂静主义”。新教的旧自由派之所以会在

政治上纵容或默许专制制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必然结出善果，

因此，对人的自由高度自信，根本没有想到要对人的自由加上某种限制，自信人

通过理性的行动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自信到完全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

个强大而智慧的精英人物来处理。这就为专制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尼布尔认

为，新教的新老正统派和旧自由派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能

够摆正自由的地位，没有看到自由是人的本性，因此，从根本上讲，它们之所以

犯这样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能够摆正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尼布尔认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从基本神学上讲，其内容就是：人是上帝

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一方面，人是被造物，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

一样，处在自然之中；另一方面，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分有上帝的神性，因而，

具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从伦理－政治的角度上讲，其内容

就是：个人既是他所属的那个共同体的产物，同时也在改造着他所属的这个共同

体。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从历史的角度上，其内容就是：个人是历史过程的产物，

同时，个人又是历史过程的创造者。 
尼布尔认为，新教的新老正统派只看到了人的被造的一面，没有看到人也是

具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够是创造者，因而对人过于悲观；新教的旧自由派因为看

到了人作为创造者的一面而得意忘形，忘记人作为被造物的一面，因而对人过分

乐观。只看到人作为被造者的一面，必然否认人的超越性，否定人的自由，强调

既使不能取消人的自由也至少应该把人的自由减少到 小的程度，导致与自然主

义一样的结果，即把人当成或者要把人贬低成自然的一部分。只看到人作为创造

者的一面，必须否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对自由的一切限制。取消对自由的一切

限制，其结果恰恰可能是取消人的自由本身，纵容或默许专制制度。 
尼布尔认为，新教的旧自由派强调自由，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没有看到

对自由加以限制的必要，新教的旧自由派过分地提升个人，导致个人主义。这

为明显地表现在新教的旧自由派在思考社会制度的来源时认为民主制度是理想

状态下的个人通过订立永恒的社会契约形成了，根本不考虑在真实的社会契约形

成过程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的争夺这一因素。尼布尔认为，在这方面，霍布斯

设想的自然状态比洛克设想的自然状态要真实得多。 
尼布尔进一步指出，新教的新老正统派和旧自由派都没有能够认识到共同体

的自由问题，因为它们都没有看到人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实际上也是人的本性或

本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因而，它们都没有能够认识到，“个人需要自

由，共同体同样需要自由。”27 新教的新老正统派认为政府是上帝设立用以维

护基本秩序的工具。尼布尔说，新教的新老正统派没有能够在必需的政府与现实

的政府之间做出区别，结果是把现实的政府神圣化，不论一个现实的政府是多么

                                                        
27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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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义，也要求人们绝对地服从。尼布尔说，新正统主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在新正统主义神学看来，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其受难和复活，已经宣示上帝之国

的临在于世。上帝之国已经在世界中临在，人所需要的只是去体验。所以，新正

统主义神学家在谈论历史时，谈论的实际上不是普通经验的历史，而是只能为信

仰所了解的神圣历史。尼布尔本人对此是不赞同的。他认为，依据这样的理论，

人根本不必要采取实行的行动去创造历史；这势必导致人保守、不行动乃至十分

严重的后果。尼布尔对新正统主义神学的这种严厉批评，有他在《基督教伦理学

的一个解释》里引用新正统主义神学的主将之一布龙纳的一段话及其相应的评论

为证。尼布尔写道：“在包括辩证神学在内的现代德国神学中，那种悲观动机以

及由它导致的保守、如果不说是反动的，也可以说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埃米尔

•布龙纳（Emile Brunner）写道：‘理想的政治工程和那些规划不仅是无用的而且

是有害的，因为它产生了幻想、泯灭了道德精力而且诱使它的支持者自义地批评

他们的同胞。对一个较好的社会秩序的 重要的考虑是其实践上的可能性，因为

它所考虑的问题是秩序而不是道德理想。不考虑自己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先知

式的要求作为绝对律令的声明当然具有自己与现实的关联性。但是，只有当它不

被声称为一个特殊的纳纲领而是一个一般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不蕴涵

当下的政治实现时，它才具有这种意义。如果问题是当下的、实践的问题，那么，

规则必须是：只要一个更好的秩序不可能当下地、不被打断地实现，那么，现在

的秩序就是 好的秩序。……基督徒必须使自己服从社会秩序――一个自身并不

可爱的社会秩序。如果他不回避爱的律令的所有要求中 急切的要求，也就是说，

保护那使人类生活免遭混乱之苦的堤坝的要求，他就必须这样做。’……这种逻

辑不仅用以表达对混乱的过分恐惧，剥夺一个基督徒进行的社会变革的合法的可

能性，因为它只允许在社会变革将‘立即并且不受阻止地’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

序时进行社会变革；而且，它巧妙地剥夺了基督教的理想与政治问题的任何直接

关联。”28 尼布尔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新正统主义神学在政治上的不作为，实

际上该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的出现及其壮大负一定的责任。 
新教的旧自由派，虽然在必需的政府与现实的政府之间做出了区分，但是，

它犯了另外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在看待通过民主程序形成的政府之时，没有

能够在实际的统治者和实际的被统治者之间做出区分。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认

识到共同体在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新教的新老正统派只注意个人与

上帝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注意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所处的关系；即使在偶尔注意

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所处的关系时，也只注意到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除了考

虑个人对国家和教会的服从之外，根本没有考虑过个人与现实社会中其他的共同

体之间的关系；即使偶尔考虑到个人与现实生活中其他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其

目的也是要想法设想消灭这些“多余的”关系，使个人的现实生活尽可能地单纯、

简单。新教的旧自由派，认为共同体不过是一种虚构，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且，

新教的旧自由派认为，整体不可能大于部分之和；根据这一原则，由个人简单相

加而形成的共同体，不可能具有不同于作为其成员的个人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

上，更加强化了新教的旧自由派的个人主义倾向。结果是，新教的旧自由派认为

共同体是从属于个人的，是为个人服务的。尼布尔说，新教的旧自由派虽然主张

民主制度，但是，它的民主频频“以共同体为代价来提升个人”29。 
尼布尔是坚决支持民主制度的。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明他的思想是属于新教

                                                        
28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166-167. 
29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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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在尼布尔的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制度是社会制度和政治制

度的永久有效的形式，它能够正确地对待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既能正确地对待

人的灵性高度和社会特征，也能正确地对待生活的独特性、多样性以及人的共同

需要。”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和中心的，“一个理想的民主秩序，

在自由的诸条件里寻求统一，而且，它在秩序的框架里维护自由。”30自由的诸

条件是自由的基础，但是，这些基础本身也构成了对自由的限制，它集中在表现

为秩序的框架。在尼布尔看来，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维护人的自由的手

段。旧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那就是“把民主等同于自由”31。

旧自由主义没有看到，其实，民主只是维护人的自由的一种手段。因此，旧自由

主义把实行民主制度与保护人的自由直接等同起来，在民主的条件尚不具备的地

区推行民主。尼布尔认为，这对于尚缺乏民主意识的亚洲地区和非洲地区，不仅

不会给当地的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而且可能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取得的仅有的

一点进步也摧毁殆尽，使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 
尼布尔认为，在人类是需要民主制度还是专制制度方面，新教的新旧正统派

因为过于强调秩序而反对实行改革、反对民主制度，甚至认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如

果不能无痛苦地一次就完全到位，那么，就不要冒险去进行改革。尼布尔说，这

是为了秩序而牺牲人的自由。新教的旧自由派恰恰相反，它过于强调个人的自由，

为了个人的自由，甚至愿意牺牲秩序。在尼布尔看来，新教的新老正统派和旧自

由派所犯的错误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在它们的错误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因素，

这就是认为自由与秩序是对立的，这两者中，一方的加强必然以另一方的削弱为

代价。尼布尔说，它们之所以犯这样一个共同的错误，直接原因是它们不了解自

由与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由与秩序是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东西”
32，没有认识到对自由的合理限制其实构成自由的一个实质的要素，倘若没有这

些合理的限制――它们是自由的诸条件，自由本身的存在便成了直接的问题；它

们之所以犯这样一个共同的错误，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没有正确地认识人的本

质，没有认识到人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尼布尔说，“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人具有非决定性地超越自然的过程和局限性的那种能力。这种自由使

人能够创造历史，并且能够以无限的多样性、以无限的深度和广度精心构造公共

的制度。但是，他也需要共同体，因为他天生就是社会性的。他不可能在自身的

范围内使自己的生命完满，而只能在与他自己的同伴的应对性的和共同的关系里

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完满。”33 这种本质，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的自由与社会秩序

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他才需要在他处于其中的共同体

里存在一种人为的秩序。”34 
尼布尔承认，新教的旧自由派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个人对秩序的需要；但

是，尼布尔指出，新教的旧自由派没有认识到共同体对秩序的需要，正如它没有

认识到共同体对自由的需要一样。尼布尔说，新教的旧自由派“倾向于认为自由

首先是个人的需要，个人之所以需要共同体和社会秩序，只是因为许多人共同生

活在一个小世界里，这使得必须有一些 小限制的约束来防止混乱”，但是，“实

际上，共同体像个人一样需要自由，个人像共同体一样需要秩序。”35尼布尔进

                                                        
30 Ibid., p. 3. 
31 Ibid., p. 3. 
32 Ibid., p. 1. 
33 Ibid., p. 5. 
34 Ibid., p. 5. 
35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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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出一个显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人的社会单位在规模上实际上一直是在越

变越大而不是越变越小。如果依照新教的旧自由派的理论，个人需要共同体和社

会秩序，是因为许多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小世界里；若此，当共同生活的规模变得

越来越大时，个人对共同体和社会秩序的需要应当变得越来越弱才对；但是，实

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共同生活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时，从表面上看，个人似乎

越来越独立，似乎对共同体和社会秩序的依赖越来越弱，但从实质上看，个人的

这种独立其实是在越来越依靠共同体和社会秩序的支持，这表明他其实是越来越

依靠共同体和社会秩序来保护他的自由。这种情况，深刻地说明了“自由与秩序

是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东西”。 
尼布尔说，能够把自由与秩序塑造成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东西的社会

制度，只有民主制度。这样，尼布尔把自己对新教的新老正统派的人性论和新教

的旧自由派的人性论的批评， 后归结为对民主制度的辩护。在尼布尔看来，人

的本性，就道德－政治的层面上看，既有不义的倾向，也为行正义的能力，这两

方面，一同构成了民主的人性基础：“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制度成为可能，人

趋向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制度成为必要。”民主制度，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归

宿。 
以上，我从尼布尔对福音的理解，尼布尔“既不太悲观、也不太乐观”的人

性论以及尼布尔以自由为人的本性的人性论和以自由为中心的民主理论三个方

面，努力说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这里，作一

下简单的总结。 
尼布尔对福音的理解，同时强调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就其强调人的得救需

要恩典来讲，他的福音观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的不足，这是现实主义的；就其强调

社会福音来说，他的福音观充分认识到了社会生活在人的得救中的地位，强调得

救的福音必须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关联起来，这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自由主义的；

就其强调人的良心和责任来讲，他的福音观是自由主义的。归纳起来，可以说尼

布尔的福音观的特征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 
尼布尔的“既不太悲观也不太乐观”的人性论，就其强调人的自私和罪来讲，

它是现实主义的；就其强调人的爱心、人的社会性或人的超越能力来说，它是自

由主义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尼布尔的人性论的特征是现实主义的自由

主义。 
能显示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特征是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地方，是尼布尔

以自由为人的本性、以自由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尼布尔强调自由是人的本性，这

是标准的自由主义；但是，他又强调对自由的限制，现实地看到了自由的人经常

在作恶这一事实，这一点，又突出地显示了他在自由观上的现实主义。尼布尔以

自由为中心的民主理论，一方面强调个人自由的含混性，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注

意共同体在人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共同体也需要自由这一事实，这突出地表现了他

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尼布尔强调自由是民主制度的目的，民主制度是人维护

人的自由的手段，这又突出地表现了他的自由主义。 
 
 

第二节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 
 
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基本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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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体。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

分裂反映了尼布尔所理解的现实生活的三个方面：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个人

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在本章的第一节讨论尼

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时，实际上已经对这三个维度作了一些初步的说明。

但是，这些说明，只是为了彰显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根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自由

主义。显然，这样的说明，对于理解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这三个维度来说，是远

远不够的。这里，有必要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

方能向人清楚地说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内容，说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真正新颖

的地方所在。 
我认为，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都表现了许多全新的、不同于新教

旧自由主义的地方。用尼布尔自己的话，可以把这些东西概括成“神学上向右走，

政治上向左走”。这一概括，反映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神学上的保守、正统，政治哲学上的激进、自由，把这两者联结在一起的是伦理

学上的中庸。尼布尔的伦理学一方面倡导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倡导政治

上的共同体主义，力图在排除权威主义的同时，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寻找

一条中间的原则，这条原则，在后来便被称为共同体主义，又称社群主义。这三

个方面，既表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又表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

不同于旧自由主义。因此，我把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定性为新自由主义，以表明尼

布尔的政治神学之“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但又不同于旧自由主义”这一根本的特

质。 
下面，我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分别说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不同

于旧自由主义的根本所在，它们分别是基本神学上的福音主义、伦理学上的社群

主义和政治哲学上的冲突合作论。 
 
一、基本神学上的福音主义 
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所理解的福音，是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的结合。这一

点，已经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尼布尔的基本神学的福音主义特征。但是，我们必须

看到，从个人福音和社会福音的角度理解福音，毕竟只是从救赎论的角度、从拯

救是通过个人还是通过社会来实现的角度来谈论的，对于福音本身的内容却没有

涉及。这里，我们要从尼布尔对福音本身的内容的理解来说明尼布尔的基本神学

的福音主义性质。 
众所周知，尼布尔的基本神学对于基督教的神学的 大贡献，就在于他对人

的罪的论述。对于尼布尔的罪论，已经有许多专著和论文作了相当透彻的分析，

这里我不想过多地重复。但是，其中有一点，是我们必须强调的。这一点就是：

在尼布尔看来，使人犯罪的根本因素不是人的有限性，而是人的超越性，正是因

为人有超越的能力，正是人所具有的这种超越能力，才使人犯罪。根据基督教的

根本教义，在上帝的创造物中，只有具有精神的天使和人才犯罪，没有精神的动

物和无机物是不会犯罪的。由于使人犯罪的根本因素不是人的有限性而是人的精

神，所以，拯救人的根本，是人在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一点，是基督教信仰的精

髓，也是福音主义神学的重心所在。过去的许多分析以为尼布尔认为人的有限性

使人犯罪，这是不正确的。 
尼布尔的基本神学的内容，并不仅限于人论。如果是这样，尼布尔的基本神

学是否属于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比如，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

斯坦利•华尔沃斯（Stanley Huaerwas）怀疑尼布尔的终极信仰是否是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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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怀疑尼布尔是否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们在尼布尔那里，除了发现用基

督教的语言包装起来的一种复杂的人道主义理论之外，还能发现什么？” 华尔

沃斯怀疑，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尼布尔的基本神学，除了在人论方面与正统的基

督教信仰相似之外，其他的东西都与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相去甚远。36 
华尔沃斯的指责，第一个方面就是尼布尔的上帝论。华尔沃斯说，“尼布尔

的上帝，不折不扣地是我们良心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方面”，“从根本上讲，尼布尔

的神学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对此，著名的神学家格布雷尔•法克尔（Gabriel 
Fackre）指出，“实际上，尼布尔一直在与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战斗。”37 尼布尔

的上帝，既不是基督教人道主义者的那个完全内在于人的良心之中的道德化的上

帝，也不是过程神学的那个完全内在于自然过程中与人相互应答的上帝，也不是

巴特所说的那个对人来说是“绝对的他者”、人根本不可能与之交通的上帝。他

所理解的上帝，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既内在于他的创造物之中，

又处在他的创造物之外和之上。尼布尔说，基督教作为启示宗教，其“ 大特征

就是，同时强调上帝的超越性和上帝与此世的密切关系。”38 尼布尔的上帝论与

尼布尔的人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在神圣的超越里，人的精神找到

了一个家园，在其中，人能认识他的自由的伟大。但是，人也在其中发现自己的

自由的限度，发现上帝对人的自由进行的审判以及上帝的仁慈，这种仁慈使上帝

的审判变成人能够承受的审判。另一方面，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上帝还与世

界关联着，这证明人的有限和人处在其中的流变，在本质上是善的，而不是邪恶。”
39 他的上帝论，给他的“既不太悲观也不太乐观”的人性论提供了根本的信仰

基础。这种人性论，从根本上讲，强调人的善性，而不是强调人的罪性。所以，

尼布尔的人性论，从根本上讲，是自由主义的人性论。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性论，

是由其偏重上帝的内在性的上帝论规定的。因此，华尔沃斯对尼布尔的上帝论的

批判，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尼布尔在讲个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时说，个人

在位格－个体的启示里体验到上帝，那种体验“在某种意义上就和通常所说的‘良

心’一样或者与之联邦在一起”40。但是，尼布尔并没有说人对上帝的这种体验

就是上帝。在这一点上，华尔沃斯对尼布尔的批评是不公正的。他把尼布尔所批

判的施来尔马赫的观点看成尼布尔自己的观点了。华尔沃斯的这一错误，并不意

味着他对尼布尔的上帝论的批评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因为华尔沃斯的批评至少

提醒人们，尼布尔的上帝论，如果不能说完全属于自由主义的上帝论，至少与华

尔沃斯所指的自由主义的上帝论十分相近。因为尼布尔虽然把上帝对人的分成私

人启示和一般启示，但是，他认为这两种启示之间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他说，

“在某种意义上，私人启示是一般启示的同义词。如果没有一般启示，也就不存

在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并不因为它属于个人而减少其普遍性。”41 尼布尔强调启

示的一般性，强调上帝世界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对人的启示。这种观点，明显地降

低了特殊启示的地位，与强调个人精神之重生体验的华尔沃斯的思想不一致。这

也难怪华尔沃斯认为尼布尔的上帝论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怀疑他是不是一个基

督徒了。 
华尔沃斯的指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尼布尔缺乏基督论，“只提供了甚至根

                                                        
36 Gabriel Fackre, Was Reinhold Niebuhr a Chritainn? First Thing, 126 (October 2002), pp. 25-27. 
 Cf. http://www.firstthings.com/ftissues/ft0210/opinion/fackre.html 
37 Gabriel Fackre, Was Reinhold Niebuhr a Christian? 
3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126. 
39 Ibid., p. 126-127. 
40 Ibid., p. 128. 
41 Ibid.,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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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需要任何更多的基本基督论的理论的‘耶稣的伦理’。”42 对于华尔沃斯的

这一批评，尼布尔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同事保罗•李赫曼（Paul Lehmann）通过

自己对尼布尔的基督论的研究来为尼布尔辩护。李赫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基

督论，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尼布尔的神学工作的根本追求和主要目的。……基

督论是尼布尔的中心观点，而不是一个处于理论边缘的观点，它反映了尼布尔对

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事工的非常显著的福音主义的看法。”43 实际上，尼布尔的基

督论， 典型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人的本性与命运》的下卷之中。但是，正如

帕特森（Bob Patterson）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阅读尼布尔著作的人，只看了尼

布尔的前期著作，对尼布尔的思想成熟期的著作阅读甚少，甚至对于尼布尔的

重要的著作《人的本性与命运》，也只是看其上卷而没有看下卷。这样，尼布尔

的基督论就被忽视了。44  
尼布尔在《人的本性与命运》的下卷的第 1 到 4 章（占整个下卷的几乎一半

篇幅），分别从受难的弥赛亚、末世论、基督的无罪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四

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基督论。正如李赫曼（Paul Lehmann）所说，尼布尔的基

督论是福音主义的。他的基督论直接继承自保罗－路德的福音主义传统，特别强

调十字架的意义。他说，我们传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基督就是那既被期

盼也被拒绝的弥赛亚，基督被钉十字架，既显示上帝的智慧，也显示上帝的力量，

人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而获得新生。在尼布尔的整个述说中，十字架始终处

于中心的地位。而且，与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是

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汇合点。因为被钉十字架，是对上帝的颠峰体验，在这种

体验中，人才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上帝，认识基督，认识个人与他生活在其中

的那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尼布尔的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基督论，特别强调人的参

与，认为这种参与，既包含着犯罪，也包含着创造。这就使尼布尔的福音主义与

路德的福音主义有了一种根本的不同：路德的福音主义强调人的历史中的无为与

等待，尼布尔的福音主义强调人的历史中的积极探索。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很少强调圣灵和圣灵

在人心中的工作，非常强调人的精神自身的追寻。再结合前面所讲的上帝论，我

们必须承认，尼布尔的基本神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且强调基督是“真正的人”、

“完全的人”，对于基督是否是真正的神，几乎没有涉及。华尔沃斯指责尼布尔

没有基督论，这是有失公允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尼布尔的基本神学思想缺

少一种明确的三一神论。这使得许多人指责尼布尔是一位论者。尼布尔对著名的

一位论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由一位论

者创立、而且一直被一位论者把持的哈佛大学神学院的过程神学家们还把尼布尔

当成自己的同道，这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在加强人们的印象。在此，我可以肯定地

说，尼布尔虽然没有明确的三一神论，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位论者，因为一位论

者都是自然神论者，尼布尔不是自然神论者。这方面的一个证据，是尼布尔在

1956 年对魏曼（Henry Nelson Wieman）的宗教自然主义的一个评价。尼布尔在

评价中说，“宗教自然主义的麻烦，不仅在于它没有看到神圣者的整个奥秘以及

创造和恩典的奥秘，而且在于它错误地看待人的历史之剧。……魏曼教授给我的

印象是他认为古代基督教信仰只不过是人观察世界、上帝和自我的一种粗糙的、

前科学的方式。……他的这种观点的根本麻烦在于，它把关于人与上帝、人的自

                                                        
42 Gabriel Fackre, Was Reinhold Niebuhr a Christian? First Thing, 126 (October 2002), pp. 25-27. 
43 Ibid. 
44 Bob E. Patterson, Reinhold Niebuhr,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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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具有的高贵和悲惨、关于上帝的审判和仁慈的一切重要事实都放在了自己的

视野之外。”45 
除了基督论， 能显示尼布尔的基本神学的福音主义性质的，是尼布尔对肉

体复活的强调。众所周知，近现代基督教在关于来世或永生的观点上， 大的转

变就是用灵魂不死取代肉体的复活，正是这一 大的转变，形成了从正统教义到

自由派神学的过渡。这一转变，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在基督教内的胜利，

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兴起的 佳土壤。尼布尔认为，用灵魂的不死取代

肉体的复活，从根本上讲，偏离了基督宗教 根本的观点“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统

一”，因为用灵魂的不死取代肉体的复活，结果不仅是把肉体当成了人的邪恶的

来源、认为肉体污染灵魂导致人犯罪，这贬低了人的灵魂的能力，使人的灵魂屈

从于人的肉体；而且把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当成是人得救的根本条件之一，它虽然

抬高了灵魂操练的地位，但是，无形中又降低了信仰在人得救中的地位。更为根

本的是，在尼布尔看来，贬低肉体的地位，认为肉体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会从根

本上动摇“道成肉身”这一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的地位，还会从根本上否认基督无

罪论，从而危及基督教的拯救论中基督代人赎罪的教义。尼布尔进一步指出，得

救，不仅是灵魂的得救，而且是肉体的得救。拯救不是把人的灵魂从人的肉体中

拯救出来，也不是把人的肉体从人的灵魂中拯救出来，而是同时拯救人的肉体和

灵魂，使人的肉体和灵魂得以相互协调，重新结合为一体，过一种健康、正直的

生活。 
从尼布尔的基本神学的内容来看，尼布尔的基本神学属于福音主义的神学。

此外，从尼布尔的基本神学的理论渊源来说，尼布尔继承了上自圣保罗、中自路

德、下自虔敬派的福音神学。他的基本神学不是基要主义的，但也不是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从基要派中分离出来的、强调社会参与的新福音派，而是沿着其教派所

属的虔敬主义传统和福会福音主义思想发展的福音神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

至可以认为新福音派正是在尼布尔的福音主义神学的刺激之下从基要派中分离

出来的。因为强调社会参与的新福音派的形成之时，正是尼布尔所倡导的“神学

上向右，政治上向左”的先知运动蓬勃发展发展的时期。实际上，新福音派在基

本神学上与尼布尔的基本神学，除了对圣经的看法具有根本分歧以外，没有根本

的不同；但是，尽管它们在政治运动的方式上一样，在政治指向上却完全不同，

新福音派采取的是保守的政策指向，尼布尔采用的是激进的政策取向。新福音派

要基督徒过基督化的社会生活，尼布尔要基督徒过适应现代生活趋势、但又不违

背基督教的根本原则的、与时俱进的现代生活。这种区别，典型地反映在尼布尔

的伦理思想与新福音派的伦理思想的根本不同之中。 
 
二、伦理学上的社群主义 
尼布尔在伦理学方面对基督教的伦理学具有巨大的贡献。这是人们公认的。

而且，尼布尔还经常称自己是一个伦理学家，而不愿人们称他为神学家。尼布尔

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谦虚，但是，这种谦虚也给了不少反对他的人以切

实的口实，许多反对者和批评者从尼布尔的这种谦虚中嗅出另一种味道，认为尼

布尔的伦理学根本不需要他的基本神学的支持（世俗的学者），或者他的基本神

学无法给他的伦理学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基督教界的学者）。 
但是，真正认真地研究过尼布尔的思想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尼布尔的基本神

学与他的伦理学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本尼特（John C. Bennett）就是这样一

                                                        
45 Gabriel Fackre, Was Reinhold Niebuhr a Christian? First Thing, 126 (October 2002), pp.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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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他在《尼布尔的社会伦理学》一文里写道，“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是统

一的。他的神学直接规定着他的社会伦理学，虽然其中不存在一个单向的推理过

程，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他的神学是他在努力回答他作为伦理学教师和社会活动

的参与者所遇到的头等尖锐的那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46 本尼特特别地指

出，“在尼布尔的所有神学思想中，对他的社会伦理学影响 大的，当属他的上

帝论和他对上帝与历史的关系的看法。”47 这种观点在尼布尔的代表作《人的本

性与命运》里得到了 生动、显明的印证。在《人的本性与命运》里，尼布尔在

上卷集中讨论了人性和人的罪以及人的责任，在下卷从历史观的角度讨论了基督

论、恩典论，然后从恩典与骄傲之间的矛盾、从真理观的角度讨论实行宗教宽容

的理由，由此就进入了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如果单单从《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

会》和《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这些政治性非常强的著作入手，那么，从中得到

的印象就是，尼布尔的伦理学好象根本不需要什么基本神学的支持，或者根本不

支持什么基本神学，只是在世俗地讨论一些基本的社会生活的伦理问题。 
尼布尔在伦理上影响 大的方面就是他对人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国家行为和

其他社会群体行为的分析。但是，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思想中 具有争论性的一

个话题，因为他对国家行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的分析，建立在他对个人道德

与群体道德（共同体道德）的严格区分上。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一书里，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写道：“应当在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行为与社会群

体――国家民族、种族和经济集团――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行为之间作出严格的区

分，这一区分将证明，那些必然使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道德体系感到难堪的政治

策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个体的人可能是道德的，是在这样的

意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个人在决定采取什么行为的过程里不仅思考自己的利

益而且能够思考他人的利益，偶尔还能够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个

人天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关心他们同类，好的社会教育能够扩大他们的同

情和关怀的范围。个人的理性能力使他们具有一种正义感，教育的训练可能这种

正义感更为纯净，并且净化其中的利己成分，直到他们能够相当程度的客观性观

察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处境。但是，对于各种社团和社会群体来

说，所有这些成就，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至少是相当困难的。与组成群体的个

人在他们的个人关系里所显示出来的道德状况相比，在每个群体里，可以指导和

抑制冲动的理性更少，自我超越的能力更少，理想他人需要的能力更少，因而，

具有更加不受限制的自我。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人道德，一部分原因是群体难以创

造一种强大到足以对付人的自然冲突的理性的社会力量，只有凭借这种力量社会

才能形成和谐；另外一部分原因是。群体的道德只是集体自私的显示，这种集体

的自私是由个人的自私混合而成的，个人的自私在集体的自私里得到了更生动的

表现，而且，个人的自私结合成一种共同的冲动，这种共同的冲动与个人的冲动

分别而且小心地表现自己时相比，具有更加故意的效果。”48 
尼布尔的这段话，内在地包含着他的人性论：个人是自私的，但天生具有同

情心和正义感，个人的正义感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净化其中的利己成分；由个人组

成的共同体，与个人相比，自私的力量更大，但是，缺乏足够的、能够净化自私

成分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因而，共同体自身在行动时不但不可能比个人更无私，

而且必然比比个人更自私。在尼布尔的思想里，个人是道德行为的主体，共同体

                                                        
46 John C. Bennett: Reinhold Niebuhr’s Social Ethics.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45. 
47 Ibid., p. 48. 
4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p. xi－xii. 



 55

也是道德行为的主体。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个人和共同体都是自私的。但是，

个人可能克服自己的自私，而共同体却不可能克服自己的自私，因为对于个人，

存在着足够强大的、足以克服个人的自然冲动的社会力量，对于共同体来说，却

不存在着强大得足以克服共同体的自然冲动的社会力量。 
在这里，如果有人认为尼布尔所说的那种强大的足以克服个人的自然冲动的

力量是个人的理性的力量，那么，他就误解了尼布尔的思想。因为若可以这样理

解，那么，任何个人，只要他的自私的冲动被克服，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是自愿地

把自己的自然冲动给克服掉了。显然，既使非常强调自律的康德，也不会这样思

考问题。因为康德还要在符合义务的行为中把不是出于义务自身的行为与出于义

务自身的行为区分开来，而且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自身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在尼布

尔看来，康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尼布尔对符合义务的行

为的考察，比康德对符合义务的行为的考察要深入得多。康德仅仅考察至少从表

面上看是自愿的行为，尼布尔在此之外，还要考察出于非自愿的行为。在这里，

强制的因素也就因此而被突出出来了。义务的本性是命令，但若这命令来自外部，

康德对此命令就不加以考虑；尼布尔就不同了，他对来自外部的命令不但加以考

虑，而且认为，即使命令来自于外部而不是来自行为者本人，执行这样的命令，

在相当多的条件下也是人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样的义务，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惩

罚。人的许多犯罪，就表现为不履行这样的义务。对于不履行这样的义务的人所

施加的惩罚，就是强制。 
上面所说的是针对个人的情况。对于共同体，情况就不同了。对于一个有机

共同体内部的亚共同体来说，来自整个共同体的命令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会

受到来自整个共同体可能给予的惩罚，这就是强制，这种强制在许多情况下可能

克服这个亚共同体的自然冲动。但是，对于分裂的共同体内部的亚共同体来说，

给予强制的理由就会比较微弱的；对于虚拟的共同体来说，它对其成员不履行所

谓“义务”给予惩罚的理由，就可能更为微弱了。共同体越松散，理由越微弱，

纯粹强制的成分就越大，实施惩罚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尼布尔对个人道德与共同体道德的区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它在学

术界和神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那些坚持只有个人道德、根本不存在所谓共

同体道德的理论家以及那些虽然承认存在着共同体的道德但却认为共同体道德

不过是个人道德的简单延伸的理论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那些道德理想主

义者。那些道德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道德说服的教育来说服人放弃其自私的冲

动，完全不用暴力，至多只是需要通过设法使个人的“小我”融进越来越大的共

同体的“大我”之中的办法来消灭或升华那些不能用理性的说服和情感的感化净

化掉的自私。尼布尔认为共同体会把个人的自私冲动加以无限放大，这一理论描

述彻底打破了这些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幻想。 
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 典型的是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理性主义

者――不论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唯心主义――试图用普遍的

理性来代替个人的心智，以具有无限力量的普遍理性来消解个人的自私冲动。但

是，这个普遍的理性，正如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那样， 后以一个被认为是代表精

神发展的 高成就的国家、政党或设想中的世界政府替代。浪漫主义者试图用

大的个体来代替个人这种 大的个体，在这方面，浪漫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殊途

同归， 后都用国家来代替个人来解决用理性和情感不能净化掉的个人之自私冲

动。 
尼布尔认为，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他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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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都看到了个人自私冲动的顽固性，但是，由

于他们都没有看到个人自私的不可克服性（既无可能，也不应当），天真地幻想

着克服个人的自私冲动的各种办法，但是，这些办法， 终只能是在下面两条路

中选择一条：要么对个人的自私冲动加以放任（加以引导，但是，绝对不使用暴

力或强制），要么对个人的自私加以 严格的控制（从根本上讲，是要毁灭个人

的自私冲动）。面对前一条道路导致相对主义的危险（与这种危险相伴随的，总

是整个世界的苦难以及精神的危机），这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可能不顾

及人的生活对秩序的需要，所以，他们 终多选择后一条路。这种不得已的选择，

使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很难在思想与行动之间达成一致，经常在维护思想而

背叛现实（实际上是人民，它表现为民意）、还是顺应现实要求而背叛思想之间

作十分痛苦的选择。 
尼布尔认为，这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十分痛苦的选择，其实也是建

立在一种幻想之上的。这种幻想就是认为只要消除了个人的自私冲动就消灭了人

的一切自私的冲动。基于这种幻想，这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在做那十分痛

苦的选择时经常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壮，并从这种悲壮中升腾起一种崇高感，

然后以这种崇高感安慰自己。因为无论是选择维护思想背叛现实、还是选择顺应

现实背叛思想，都可能用从那种崇高感里借来的安慰，所以，这些理想主义者不

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们 终都是心安理得的。这就是尼布尔所说的“苟安的

良心”。实际上，那种幻想只看到了个人的自私冲动，没有看到共同体的自私冲

动。因为无论是“小我”还是“大我”，都还是“有我”而不是“无我”；只要是

“有我”，就存在着“我”的自私冲动，不论这个“我”到底有多大。尼布尔认

为，基督宗教是一种“有我”的宗教，不是“无我”的宗教。因此，从根本上讲，

那种以消灭“我”――不论是消灭“小我”还是消灭“大我”――为根本手段或

根本目的的理论与实践，与基督宗教的根本精神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消灭了

“我”的自私冲动，也就消灭了“我”本身。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之所以有

罪性，全在于“我”有自私冲动；如果“我”的自私冲动是可以被克服的（不论

用不用暴力或强制去克服），那么，“我”有罪性也就是可以克服的了；这样，就

可能存在被克服了罪性的人，可能存在因为被更新而变成无罪的人。这与基督宗

教的“所有人都是罪人”这一根本的教义相矛盾。再者，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

者用“大我”取代“小我”，，如果结果人实只是导致“小我”的毁灭，那么，这

种办法就与他们采用这种办法的出发点――维护个体，发展自我――相反了。所

以，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用“大我”取代“小我”来消除个人的自私冲动，

从理论上讲，不仅与基督宗教的根本教义相冲突，而且与他们的理论的出发点相

矛盾。 
尼布尔还指出，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试图用“大我”取代“小我”来消

除用理性和情感不可能克服掉的个人自私冲动，尽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犯了大的

错误，但是，这种办法在理论上还是具有重要贡献的，因为它指出了伦理学必须

走的一个大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群主义”方向：用共同体来解决个人道德问

题。个人道德问题不可能在个人范围内得到解决，必须使用共同体，解决个人道

德问题才有可能。这是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用“大我”取代“小我”来解决

个人的自私冲动这一方法给予尼布尔的 大启示。循着这一启示，尼布尔根据自

己在底特律所见证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启发之

下，意识到了亚共同体的问题。注意到“亚共同体”，这对他提出以共同体为中

心概念的“社群主义”伦理学理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考虑到“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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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这一因素，尼布尔的伦理学不仅突破了过去一直沿用的以个人与个人的关

系为中心来思考伦理问题的个人主义传统，而且突破了以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

系来思考伦理问题的集体主义传统，形成了以“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

“社群主义”。 
实际上，尼布尔严格区分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共同体道德），其 大的理

论意义就是他把伦理学的重心从个人道德转移到群体道德（共同体道德）上，把

伦理学考察的重心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转移“亚

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上。这实际上开创了“社群主义”伦理学的先河。 
社群主义理论，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社群主义 为重要的理论就是：任何

一个共同体，不论其规模有多大，只要它是一个更大的共同体，那么，它就是一

个“亚共同体”，它就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自私冲动的中立的机构。根据这一理论，

被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当作用来代替“小我”的那个“大我”――国家――

不可能是没有私心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斗争的根本原因。既然任何一个

国家都有私心，那么，它作为一个道德行为的主体，也就可能犯罪。既然国家作

为道德行为主体会犯罪，那么，它犯了罪，理应接受审判，并接受相当的惩罚。

所以，尼布尔在二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时，就坚决主张在战后对战败的一方进行

严厉的审判和制裁。而且，他强调，这审判和制裁都是集体的审判和制裁，审判

者和制裁者、被审判者和被制裁者，都是集体，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些人，不仅

仅是那些战争犯；被审判和制裁的对象不仅应包括战败国中那些附从者和被强征

者，而且还包括战败国中那些没有参与战争的无辜者，甚至还包括战败国中那些

从事公开的和地下的抵抗法西斯的人。尼布尔当然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看法所包含

的残酷无情，但是，他认为，这是集体审判和惩罚的本性所在，是悲剧，但是，

面对这悲剧，人应当接受，而不应当回避。因为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到维护。

另一方面，尼布尔认为，审判者和惩罚者自己也不是无罪的，审判者和惩罚者不

能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尼布尔认为，一方面，审判者和惩罚者必然只可能是

胜利者，不可能是失败者，胜利者不必然是正义事业的代表者；另一方面，审判

者和惩罚者也是上帝用来惩罚罪人的工具，真正的审判者和惩罚者是上帝。尼布

尔反复指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和惩罚，其对象不只是犯罪的个人，

而且包括犯罪者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共同体。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犯罪的

个人必然累及无辜，另一方面是因为犯罪的个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共同体对这个

人犯的罪负有一定的责任。 
尼布尔的社群主义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是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这

一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哲学思想。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行为时，具

有本质上不同于个人的特质。这种特质，集中表现为；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它

缺少个人所具有的那种可能高强度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但与此同时，个人所具有

的自私心因为共同体而结合在一起，根本不受理性的控制，因而具有无限放大的

可能。用以后出现的系统论的思想来说，个人的自私在共同体里因为乘数效应而

被放大，个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以及理性的作用在共同体里因为发散效应在多数

情况下被稀释、减弱。这样，在多数情况下，共同体是个人的自私的放大器，是

个人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理性推理的稀释器。因此，我们在考察一个人的自私、

同情心、正义感以及理性思维能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应当根据其所处的共同体

的性质来加以判断。用中国古代的成语来说，就是“橘生淮南为柑，生淮北为枳”，

不可不察。现代伦理学里所说的“社群主义原则”，通常只考察到我们在上一段

里所说的那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我们所说的这后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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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社群主义理论的第三个重要的内容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个人

的大部分活动，是作为一个亚共同体的成员的身份而做出的，因此，大部分活动，

受到这个亚共同体的地位以及它的习惯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受这个亚

共同体的特殊利益的影响。因此，个人道德与共同体的道德实际上是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的。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他所属的那个较高层次的亚共同体，特别是超越他

所属的阶级和国家时，他的行为所显示出的道德，才可能说是超越了共同体道德

的个人道德。 
尼布尔的社群主义理论的第四个重要的内容是：就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而言，一个人与一个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准则，视他与这

个亚共同体的关系的性质而定。尼布尔认为，在一个大的共同体里，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亚共同体，一个人与这些不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该服从怎样的行为准

则，须视具体的情境而定。这种观点，是在理论上承认了道德多样性的合理性。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道德多样性是合理的，但是，整个道德还是具有一个统一

的原则。尼布尔认为，一个人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必须服从一个根本的原

则，那就是：当个人的利益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发生冲突中，应当优先考虑整个

共同体的利益。尼布尔认为，在个人利益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

考虑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的人，属于“光明之子”；优先考虑个人利益的人，属于

“黑暗之子”。49 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个统一的原则是处理个人与整个共同体

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原则，而不是处理个人与一个亚共同体的关系的根本原则。如

果把处理个人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根本原则当成处理个人与一个亚

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原则，这就意味着是在把这人亚共同体当成整个共同体

的化身。这正是受到尼布尔批评的、为所有“亚共同体”共同具有的倾向，这种

倾向，正是所有“亚共同体”都可能犯的“自义”之罪的一种体现。 
显然，尼布尔对个人道德与共同体道德作严格的区分， 重要的理由就是个

人的自私不仅不会因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稀释、抵消或缩小，反而会被共同

体给无限放大，这使作为道德行为者的共同体的道德不可能高于个人道德。这一

严格区分，突出了共同体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促成尼布尔在个人主义传统和集

体主义传统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现在被人们称为“社群主义”的理论。 
尼布尔对个人道德与共同体道德所作的严格区分，在理论界也引起了巨大的

争论。批评者无不承认尼布尔严格划分个人道德与共同体道德对人们正确地认识

共同体的行动具有巨大的引导意义，但是，同时认为，尼布尔的这一理论也存在

着巨大的缺点。比如，马丁•路德•金在 1952 年写道：“在贯穿尼布尔的全部著作

的那个道德观点里，存在着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在于它不能充分地考虑作为基

督徒的生活的事实之一的相对完满性。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灵性上发展，基督宗教

的价值观通过什么力量才能进入一个人的人格，内在的爱如何才能具体在实现在

人的本性和历史之中？所有这些问题，尼布尔都没有能够解决。他没有能够看到，

圣爱的有效性，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根本的信仰。”50 概括地说，马丁•路德•金认

为，尼布尔的道德理论存在的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它不能把个人道德与共同体的

道德联系起来，不能从个人道德过渡到共同体的道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人如

何才能从完美的爱走向社会正义。因为在尼布尔看来，个人道德的 高理想是完

美的爱，群体道德（共同体道德）的 高理想是社会正义，完美的爱超越正义。

                                                        
49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10. 
50 Marin Luther King, Reinhold Niebuhr’s Ethical Dualism.  
Cf. http://www..standford.edu/group/King/publications/ 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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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个人若在道德上追求完美的爱，那么，他就不会追求社会正义；如果

他追求社会正义，他就不可能超越社会正义而追求完美的爱；如何才能使一个人

同时追求完美的爱和社会正义，把对完美的爱的追求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结合在

一起呢？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认为尼布尔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人的

生活有垂直的维度（作为与上帝交通的个人）和平面的维度（作为一个亚共同体

的一员），既是能够直接与上帝对话的个人，同时又是一个生活在亚共同体中的

人，他在实际的生活中，如何在两种实际上是相反的道德要求――一方面是博爱

的要求，要爱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敌人；另一方面，是维护自己所属的亚共同体

的利益的要求――之间进行选择呢？如果不能做出选择，一个人就不可能采取任

何实际的行动。 
马丁•路德•金的这一批评不是独立的、偶然的。实际上，这是当时许多人的

一个共同看法，其中包括基督教现实主义阵营内部的代表人物本尼特（John C. 
Bennett）。尽管他承认尼布尔的伦理思想是完整的，但是，他认为尼布尔的伦理

思想还是存在着缺陷。其中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缺少使爱与社会伦理联系起来的

桥梁。本尼特写道，“我认为，当我们努力使爱与社会伦理关联起来时，我们发

现，在尼布尔对须爱的精辟分析中，实际上缺少使二者联系起来的桥梁。”51本

尼特承认尼布尔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互爱――这种爱，既有超越利益的成分，也

有算计利益的成分，是超越与算计的折中――作为联系完美的爱与社会正义的桥

梁，但是，在本尼特看来，互爱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只适合于规模小的、关系

亲密的社会群体，不适用于交互性关系的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拉姆塞（Paul 
Ramsay）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他在《爱与律法》一文里说，“尼布尔所设想的

‘互爱’，既不是相互的、也不是爱。”52 
人们对尼布尔的伦理学思想提出的这一批评，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抓住尼布尔

从基本神学走向伦理学的那个关键因素而导致的一种误解。首先，从根本上讲，

尼布尔的伦理学，已经不是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论，也

不是以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集体主义理论，而是以“亚共同体”之

间的关系为中心的社群主义理论，它的主要的道德行为主体，不是单个的孤立的

个人，而是生活在一个一个的亚共同体中的人；他的大部分行动，都不是作为单

个人的、不是基于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做出的，而是作为一个亚共同体的成员

的身份做出的，因而，对于他的大部分行为来说， 根本的因素不是他基于他与

上帝的关系该做怎样的选择，而是他基于自身的利益、基于他与他所属的那个亚

共同体的关系该做怎样的选择。人们在批评尼布尔的伦理学思想缺乏从个人道德

过渡到共同体道德、从爱过渡到正义的桥梁时，都还是从单个的、孤立的个人在

某一具体的处境该做怎样的选择这一角度提出来的，都没有抓住“亚共同体”这

一根本因素。再者，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的基本神学属于福音主义神学。而且，

正如本尼特（John C. Bennett）所说，尼布尔的神学规定着他的社会伦理学。尼

布尔反复强调人有罪，强调人的忏悔和人的责任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布尔

强调完美的爱是一种不可能能的可能性，只有当人在忏悔中认识到它是人不可能

达到的道德境界时，这种道德境界对人来说才是一种可能性。因此，如果一定要

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寻找从个人道德过渡到社会道德的桥梁，那么，如果人们

不注意到忏悔和责任感在其中扮演的关键地位，那肯定会失望的。一方面，正是

                                                        
51 John C. Bennett: Reinhold Niebuhr’s Social Ethics.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57. 
52 Paul Ramsey, Love and Law. Cf. Reinhold Niebuhr: His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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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使人认识到自己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爱那种境界，人才可能退而求其次，追

求社会正义，求个人之应得，予他人之应得；正是忏悔，使个人认识到自己所属

的那个亚共同体的罪性和其他亚共同体的罪性，认识到理想的社会正义之不可

能，认识到完全的和平手段的不可能性，这才退而求其次，寻求保护和争取自己

所属的共同体的正当利益，用强力防止自己所属的那个亚共同体中的人对这个亚

共同体利益的损害或出卖以及其他亚共同体可能的加害。另一方面，正是责任感

促使一个人不能仅仅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只是去追求超越社会正义，对社

会正义问题不闻不问。这个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哲学王”一事上已

经给出了一个世俗的答案：哲学家虽然已经超越，对世俗事务不再感兴趣，但是，

他有义务来为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服务。路德在《关于世俗权力：对它的顺服

应当到什么程度》里给出了基督徒的回答：“对自己，你要遵从基督教福音的教

导，就象真基督徒所做的那样忍受不公。但是关系到另外一个人，你就以爱心行

事，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不公的行为。这样做并不被福音所禁止，基督的福音在别

处也这样吩咐。”53 路德教导基督徒：牺牲自己，这是牺牲的爱；维护正义，这

是对邻人的爱；牺牲自己以维护正义，这是基督徒在社会行动中贯彻爱的精神，

是爱与正义的统一。尼布尔对爱与正义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和处理，是对路德的这

一教导的继承和发扬。就此而言，在尼布尔的伦理学中，是不存在个人道德与社

会道德、爱与正义之间的断裂。 
另一方面，正因为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从基本神学过渡到伦理学的关键

是忏悔和责任感，而忏悔和责任感又是不确定的，所以，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

实际上并不存在足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够从个人道德过渡到共同道德、从爱过渡到

正义的那种桥梁。要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寻找这样的过渡桥梁，从根本上讲，是以

在确定性的思维来评价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依据这种评价标准，尼布尔的思想当

然缺乏这样的过渡桥梁。实际上，任何一种伦理学理论都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桥梁，

因为道德生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自由，它具体地表现为选择的不确定性。任何

一种道德理论，如何它保证能够给人在几乎所有的生活事件上都必然做出与他人

一样的选择，那么，在这种道德理论中，人的自由必然没有立身之地。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从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他的伦理学实

际上根本不需要一个确定性的、从爱过渡到正义的桥梁。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体系

十分强调悖谬，这在伦理学中表现得 为明显。为了给道德生活提供动力，他要

求在人的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紧张状态。但是，只有在二

者之间不存在足以保证一个人在具体事件上必然做出某种确定性的选择的那种

过渡的桥梁，只有在每个人都可能感到无所适从的境地中，这样的张力和紧张状

态才可能得以存在，只有在这样的境地中，人才需要信仰，需要借信仰的一跃来

摆脱绝境，进入希望，否则，等待人的就只有绝望。在道德形而上学方面讲，要

使这种道德活力得以存在，需要的就是基督教的那种二元论。既然是二元论，为

什么一定要在二元之间寻找一个过渡的桥梁，使二元论变得有名无实呢？尼布尔

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笛卡尔触及到了基督教二元论的根本，但是，不幸的是，

笛卡尔为了保证其理论的一贯性，费尽力量要在精神与肉体之间找到一个联结二

者的实体，其结果是消解基督教的二元论，以机械必然性替代二元之间的不确定

性关系，把道德的活力给摧毁了。二元论、悖谬式的思维和对不确定性的强调，

使尼布尔的伦理学根本不需要一个确定性的、从个人道德过渡到社会道德、从爱

过渡到正义的桥梁；给它强上一个确定性的过渡桥梁，不但不能改进尼布尔的理

                                                        
53 Martin Luther,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p.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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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而因为摧毁尼布尔的伦理学所强调的道德活力，使尼布尔的伦理学理论日

渐变得保守。这是尼布尔之后基督教现实主义变成社会保守主义的根源所在。这

是有违尼布尔自己的意愿和他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本性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

后面还会做更详细的说明。这里，只能暂且放下。 
总之，在尼布尔的伦理学中，“亚共同体”处于枢纽的地位，他的伦理学，

是以“亚共同体”为核心的“社群主义”伦理学。这一点，是以前研究尼布尔的

思想的人都还没有能够注意到的地位。 
此外，正是对“亚共同体”的研究，造就了尼布尔独特的政治哲学。这就是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第三个维度。 
 
三、政治哲学上的冲突论 
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处理好个人与其所属的那个共同体

（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好各个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一般的政治哲学，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第一个问题上，集中讨论如何处理个

人与其所属的那个共同体（实际上是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亚共同体之间

的关系，很少予以讨论。即使在讨论到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是从社会

功能的角度来讨论的，这样，它们之间有关系，理所当然地是和谐的关系，一旦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就认为那是由于某一个亚共同体没有能够较好地履行其

功能而导致的，于是，原本是政治关系问题的亚共同体间的不和谐问题，却被认

为是道德品质问题，原本双边或多边的关系问题，却被认为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

亚共同体之不和谐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冲突问题，就这样被掩盖了。只是在涉

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地方，利益冲突的问题才受到些许的重视；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利益冲突问题，就被认为在本质上属于敌我关系的问题。敌我关系，

不共戴天，在这一问题上，只有你敌我活的选择，没有共存的选择。 
因此，一般的政治哲学，在思考共同体内部的关系时，都是以结构功能理论

为根本标志的和谐论传统。这种传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模式，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的构成要素谈论政治生活，以功能的高低决定等级

的高级。二是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从以避免伤害为中心内容的自然

法为构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其中， 根本的关系是友谊。和谐论的两种表现形

式都强调正义就是和谐，强调和谐就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它们没有注意到共

同体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和谐论中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模式注意到了等级问题；

但是，在它们中，等级被等同于社会分工，等级的待遇（特权）被认为是履行社

会功能之必需，而且等级待遇是与知识的等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待遇的等级

与知识的等级、职位的等级是一致的。和谐论中的伊壁鸠鲁之“社会契约论”模

式里没有等级的区别。但是，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模式一样，其中的经济形式是共

财制和按需分配，私有财产是没有地位的。单从私有财产没有地位这一点来说，

和谐论的政治哲学就已经带有强烈的乌托邦性质了。这种乌托邦思想的根本基础

就是认为人的自私是可以被克服的，或者用提高人的智力的办法，或者用道德说

服的办法。所以，所有属于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都是理想主义的。尼布尔说，

认为人的自私是可以被克服的，这是一切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的根本缺点。 
“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以结构功能论为根本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理论

是与人对生物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已经从对生物的生活

（主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观察发现人的生命活动由三大系统――营养系统、防

卫系统和神经系统――构成，认为将整个社会是由生产者（提供营养）、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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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侵略）和治国者（实行管理）三大部分构成的一种整体。如果整个社会是

依照理念建立起来的，那么，在社会的这三个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关系就是和谐

的。柏拉图的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正统的政治哲学，反映在以孔德、斯宾塞、杜

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之中。结构功能理论基本上是从静态的角

度来看待社会的。在“和谐论”传统的社会哲学里，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它们存在的依据并且构成它们存在的本质特

征。在它看来，社会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其基本结构都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

使得社会制度基本上均衡的状态，保持着固有的秩序，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因

此，和谐是社会的基本常态，秩序是社会结构的本质，而构成秩序之基础的，则

是理性或人的博爱这种情感。 
尼布尔反对“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他的反对，首先指向“和谐论”传

统的政治哲学的人性论。“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之人性论，有两种，一种是

乐观的人性论，另一种是悲观的人性论。乐观的人性论，或者假定人的本质是理

性，用人的理性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使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不会

发生冲突；或者假定人具有博爱的倾向，把这种倾向扩而充之，就可以在互爱互

让的基础上和平地解决可能或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悲观的人性论假定人虽有理

性，但理性只是人的私欲的工具，只会帮助人作恶；但是，纵然是这样，人人都

只为自己，世间仍然存在着和谐，因为上帝的预定或自然的齐一性已经规定好了

一种和谐，而且，它假定目前的现实就是这种和谐的表现。尼布尔指出，这两种

人性论都不是正确的。在尼布尔看来，人的本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欲望，而是

自由。自由包含着不确定性，这使得整个社会充满着不和谐的因素。“和谐论”

传统的政治哲学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忽视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或者认为它们是不

值得人注意的因素，或者认为它们对人的生活只有消极作用。 
尼布尔对“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的批评，还指向“和谐论”政治哲学传

统的预定论或“前定和谐论”。路德和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是众所周知的，

尼布尔认为正是这种双重预定的理论成为对专制制度的 好辩护。但是，把宗教

当成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并非专制制度理论的专利，民主制度理论也把宗教当

成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尼布尔说，在这方面，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

理论是一个典型。他说，“宗教的保证被包括在被斯密世俗化了的上帝护佑的理

论之中。斯密认为，当一个人受自己的利益导向时，他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

导着去促进那不是他的意愿的目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当然被认为是自然之

和谐和一种前定的社会和谐的力量，它把自我利益的冲突变成一个相互服务的庞

大计划。”54 “看不见的手”把自私的行为变成相互服务的行为，把“人人为我”

的行为转变成“我为人人”的行为，为此要尽可能地减少政治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免干扰这只“看不见的手”。尼布尔说，垄断的形

成和垄断公司对政治干预的强烈反对，充分暴露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这一理论的缺陷。在尼布尔看来，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所诉诸的前定和谐理论，

除了美化现实和阻碍改革、要人忍耐和等待之外，对于社会生活的改善，实在是

没有什么用处。 
尼布尔对“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的反对，还指向“和谐论”传统的政治

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总是以个人为讨论的中心，

以个人协调自己的各种冲动的方法作为社会协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

之样板；它基本上不考虑亚共同体以及各个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便是在

                                                        
54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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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通常也是把亚共同体简化为个人，把处理个人与个人

之间关系的办法当成处理各个亚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方法。尼布尔说，“和谐论”

传统的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个人协调自己的各种冲动的方法作为社会

协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方法之样板，在这一点上，其根本缺点是没有考虑

到理性的局限性。尼布尔说，“理性是否能够强大到足以在地自我的要求和对他

人的要求的默认这两者之间达成或接近于达成一种完全的和谐与一致，这是一个

问题；但是，理性会为此目的而工作。理性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使一个人自己的

各种冲动协调，在自然赋予一个人的各种冲动之间的混乱之中形成秩序。因为自

然在一个人的各种冲动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与它在比人低级的动物的各种冲动之

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程度的秩序。在动物中，各种冲动已经在前定和谐之中被彼

此关联在一起。但是，在人类生活中，本能尚未完全形成，这就使人的自然冲动

能够被扩大和延伸，乃至一种冲动的满足会妨碍另一种冲动的满足。……把秩序

带入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之中，当然比在一个人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之间建立起

一个综合体要容易得多。理性的力量经常在第一个任务之中被消耗殆尽，根本不

会有精力去尝试第二个任务。”55 尼布尔的意思是说，在人的生活中，不论是

在个人完全私人的生活中还是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都不存在着所谓的前定和

谐。这一点，甚至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的鼻祖柏拉图也承认这一点，否则他就

不会去讨论如何在人的理性、意志和情欲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问题了。既然在人

的生活中不存在所谓的前定和谐，那么，人就必须致力于在生活中建立和谐。但

是，在个人完全的私生活中建立和谐，与在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也就是说，在个

人与个人之间建立和谐，这两个方面所使用的根本力量是不同的。在个人完全的

私生活领域里建立和谐，可以依靠理性来实现，可也不能保证一定会实现目的；

但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和谐，不能指望理性，因为理性在这方面虽然有所

帮助，但显然是力所不及的。至于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把亚共同体简化为个人，

把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办法当成处理各个亚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方法，尼布

尔认为，其根本的缺点有二：第一，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亚共同体形成共同意见的

困难性和复杂性；第二，它没有考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与各个亚共同体之间

的关系，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尼布尔指出，一个亚共同体要形成共同意见，是

相当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其规模越大，困难和复杂性也越大，甚至在面临生死

存亡的那一刻也不不例外。共同意见的形成过程可能是相当惨烈的过程，以意见

持有者的力量的大小来裁决不同意见；为了避免过于惨烈的裁决发生，于是人们

才发明出一种比较温和的裁决方式――投票表决。但是，投票表决这一温和的方

式并没有改变共同意见形成过程之以力相搏的本质。尼布尔说，“某些浪漫主义

者把解决社会冲突的民主方法吹嘘为道德因素对强制因素的胜利，乍看之下似乎

如此，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方法更多地是强制性的。多数人之所以能够遂其

所欲，不是因为少数人认为多数人是正确的（几乎没有少数愿意把作出这样让步

的道德权威归予多数人），而是因为多数人的票数是他们的社会强力的象征。无

论何时，当一群少数认为自己拥有某些策略上的优势足以压倒数量的力量时，当

少数人相当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目的或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感到相当绝望时，它

就会拒绝接受多数人的指令。”56 关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与各个亚共同体之

间的关系之根本的不同，尼布尔指出，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都没有注意到：个

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充满爱意的关系，但是，各个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55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p. 29-30. 
56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4. 



 64

却只可能是强力与强力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充满爱意的关系。所以，尼布尔认

为，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讲，其常态是冲突而不是和谐。“社会处在永久的战争

状态之中。人类社会缺乏用来组织其生活的道德资源和理性资源，如果它不诉诸

强制，那么，除非生活在 直接 亲密的社会团体之中，人就只能是那些使用强

权的个人、阶级和民族的牺牲品，这些使用强权者用强权建立一种暂时的、强制

的统一，但无疑也在形成更进一步的冲突。”57 
尼布尔认为，冲突之所以是社会关系的常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集体比个人

更自私，而且集体缺少来来组织其生活的道德资源和理性资源，因而集体比个人

更难以形成共同的意见和共同的目的。有人认为，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深度，到此

已经止步。倘若如此，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其理论价值也就十分有限了。

实际上，在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中，还存在着许多更为深刻的内容。 
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其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认为，在社会

生活中，冲突是群体团结的前提条件。尼布尔认为，群体比个人更难以形成共同

的意见和共同的目的，并没有否认集体形成共同的意见和目的的可能性。尼布尔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说，“与各种或强或弱的地方忠诚相比，爱国主义是利他主义

的一种高级形式；但是，从绝对的立场看，它只是自私的另外一种形式。群体越

大，它就会越会肯定地在整个人类的共同体里自私地表现自己。一个群体越大，

它就越来能力反抗可能加之于它的任何一种社会约束，它就会越少地服从内在的

道德约束。群体的规模越大，它就越难以形成共同意见和共同目的，越不可避免

地由暂时的冲动和当下的、未经反思的目的来实现自己的统一。群体规模的日益

扩大增加了形成群体的自我意识的难度，除非它与其他的群体正处地冲突状态因

而正在被危险和战争的激情实现统一。”58 一般的人只注意到了尼布尔对爱国主

义精神的批判这一方面，而没有注意到尼布尔对爱国主义的肯定这另外一个方

面。尼布尔一方面批评爱国主义是人的自私的另外一种形式（从绝对的高度看），

另一方面肯定爱国主义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从相对的立场看）。而且，一般

人只注意到尼布尔认为爱国主义表现了集体的自私，而没有注意到尼布尔认为爱

国主义是集体的自我意识的表现，是集体之统一的象征。在这里，尼布尔的真正

思想是：尽管群体比个人更难以形成共同意见和共同目的，但是，群体还是可能

由暂时的冲动和当下的、未经反思的目的来实现自己的统一，特别是在与其他的

群体处在冲突之中的时候。在尼布尔看来，在群体的共同意见和共同目的中，

根本的核心内容就是群体自身的生存意志，其他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而形

成的；而且，这样的共同意见和共同目的，是以冲突为前提条件（在群体的生存

受到威胁之时）的。所以，群体还是可能形成共同意见和共同目的，不过，它以

冲突为前提条件，而不是以理性和良心为前提条件。尼布尔还进一步指出，群体

规模越大，它的共同意见和共同目的的内容越直接地显得象个人的意见和目的。

“一个共同体的力量越大，统治的地域越广，它就越会更多地从个体的越度来表

现普遍价值。”59 尼布尔的这种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政策的本源：在帝

国外部寻找和树立敌人，这不仅是自己扩张的需要，而且是维持自己内部的团结

的需要。所以，尼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基本上是由几个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主

宰的，小国对付强国，除了结成联盟以外，别无他途。 
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其第二个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强调，社会

                                                        
57 Ibid., p.19. 
58 Ibid., p. 48. 
59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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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常态之所以是冲突而不是和谐，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的生活，其常态也是

冲突而不是和谐。“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基础就在于：个人生活

的常态是和谐，具有和谐的个人生活的个人必然和谐地扩展个人生活形成和谐的

社会生活。尼布尔认为，作为社会生活之基础的个人生活，其常态不是和谐，而

是冲突。尼布尔说，“每个时代的宗教都证明一个的情况是真实的，即较高的意

志与当下的欲望处在永恒的冲突之中。”60 尽管个人有理性和良心，但是，由于

生冲动的强大而顽固，这种永恒的冲突还是使人的内在生活成为破碎的。因此，

在人的内在生活中，还存在着对无意义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存在，也使人的内在

生活一直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之中。尼布尔说，理性在履行使个人的各种冲动相互

协调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已经筋疲力尽。有人可能认为，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理性

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但是，这种看法是因为没有完整地把握尼布尔的思想而导致

的误解。实际上，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仅仅依靠理性也不可能单独完成使人的各

种冲动相互协调这一任务。即使加上人的良心，理性与良心一起工作，仍然不可

能完成这一任务。在理性与良心之外，还得加上社会的强制。但是，即使加上社

会的强制，由理性、良心和社会的强制一起工作，仍然不能保证完成这一任务，

为此还得加上宗教的皈依。尼布尔说，“宗教在调解人的内在生活在其中被粉碎

的那种冲突中所具有的价值是：它把人作为自己生活之中心的 高价值与宇宙自

身中的实在联系起来，并教人如何通过使他的意志服从一个绝对意志的指导而他

的当下冲动置于他自己意志的主宰之下。‘主啊，请俘获我，那样，我就会获得

自由’，这一直是信仰宗教的人的祈祷。‘那因我的缘故而丧失生命的人必将找到

生命’，耶稣说。在这样的悖论里，真理被揭示出来：当人的生活不是以自己之

内的 好东西为中心而是以在自己之外的、比自己之内 好的东西还要好的东西

为中心时， 高的和平才会临到人身上。”61 使个人的内在生活处于和平状态尚

且需要理性、良心、社会强制和宗教的皈依这四样东西，这已经足以说明存在于

个人的内在生活之中的冲突是何等的激烈与顽固了。可见，个人生活的常态是冲

突而不是和谐。个人的生活尚且如此，比个人生活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的群体生

活，就更是如此了。 
即使被称为“和谐论”传统的政治哲学之鼻祖的柏拉图也承认个人的内在生

活中存在着冲突。但是，柏拉图坚信，通过哲学训练使一个人的内在生活形成和

谐之后，这种和谐状态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这一信念，是其“哲学王”理论的基

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从柏拉图传统发展出来的“和谐论”的政治哲学

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个人生活的常态是和谐。尼布尔认为，基督教新教的旧自由主

义和正统派实际上都继承了柏拉图的这一传统，这典型地体现在由加尔文主义者

提出的“圣徒的保守”这一教义中。该教义认为，一个人在“成圣”之后就不会

再犯罪，因为在“成圣”之后，在他的人性中，罪性被完全清除，由基督注入的

义性替代。从这样的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宗教自由主义和世俗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

善的或无害的，具有和谐的个人生活的人（自由的个人）是不会犯罪的。对此，

尼布尔说，“我们不能设想人格的统一会自动地解决人的社会问题。宗教总是做

出的那种假定正是它在处理社会问题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之一。一个统一的人格在

其主导欲望里可能依然是反社会的；来自人格的较高统一的那种自尊可能成为遮

饰自己的反社会态度的屏障。”62 即使个人在其内在生活中实现了各种冲动之间

                                                        
60 Reinhold Niebuhr, 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28, p. 21. 
61 Ibid., pp. 22-23. 
62 Reinhold Niebuhr, 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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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即使个人过着和谐的个人生活，这样的个人依然可能是反社会的。也就

是说，即使个人可能具有以和谐为常态的内在生活，我们也不可能把此当成建设

和谐的社会生活的根本保证。因为个人内在生活的所谓和谐，其内容是各种冲突

的冲动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中，某种冲动被突出出来但并

不导致这种均衡的崩溃；在这种均衡中，并不象理想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必然是理

性和良心占据主导地位，更为经常的情况是生存意志和从中发展出来的自我实现

的意志或权力意志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群体的生活中变得更为明显。尼

布尔反复强调，群体的规模越大，在其共同意见和目的中，生存意志所占的成分

越大。 
个人生活的常态是冲突，社会生活的常态也是冲突。所以，在尼布尔看来，

以具有和谐的私人生活的个人相互订立契约为根本内容的政治哲学是十分天真

的，不论这样的政治哲学所设想原初的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还是和平状态。相比

之下，尼布尔更推崇由叔本华所开创的生命哲学。尼布尔认为，叔本华开创的生

命哲学的根本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生存意志在人的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看到

了生存意志的存在使人的生活――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必然以

冲突为常态，而不可能以和谐为常态。但是，尼布尔进而指出，叔本华犯了一个

根本的错误：他虽然承认冲突是人生活的常态，可是，他认为这种常态必须加以

改变，加以消除，因为他认为人的真正幸福存在于和平安宁的“虚无”之中。这

样，叔本华虽然看到了冲突是现实，但却从根本上不想接受这现实，面对除了消

灭生存意志之外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他选择了消灭生存意志本身这一办

法，以消灭主体的办法来解决主体身自存在的问题。尼布尔认为，这不是真正的

基督教的解决办法。63 因为基督教的解决办法是要给人以新的生命，而不是消

灭生命。 
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一方面要求人们接受冲突是社会生活的常

态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要求人们找出合理的办法来解决 急迫的冲突。这两者似

乎是矛盾的。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为解决冲突

就是要消灭冲突，好象所有的冲突都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解决了一个冲突也就

意味着冲突的总数量减少了一件。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冲突的解决可能使

其他的冲突浮现出来，并且往往带着更多的新的冲突。在尼布尔看来，解决冲突，

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冲突，而是为了人的生存；而且，生存本身就是冲突。倘若

为解决冲突而消灭一切冲突，那势必导致消灭生存本身。尼布尔说，在这方面，

禁欲主义给我们提供了 好的例子。他以顾云夫人的话“我们必须压制一切欲望，

即使是想往天堂快乐的欲望”为例，说明禁欲主义到了要狂热地彻底根除自我的

病态地步，“在提炼生命和社会的过程中，摧毁了生命和社会。64 在尼布尔看来，

为消灭冲突而解决冲突，犯了目标偏离的错误，由于不可能从根本上完成这一任

务，于是，他们便干脆调转自己的枪头，对准自己下狠手，以突然完全毁灭自己

的方法来取消自己的任务。这种策略，比驼鸟政策的后果还要严重。驼鸟政策虽

然愚蠢，但至少在危险面前还没有对自己的生命下手，尚给自己留下抵抗的机会；

禁欲主义策略却在危险面前选择自杀，企图一了百了。但是，无论是驼鸟政策，

还是禁欲主义的自杀政策，在尼布尔看来，都是不对的，因为它们都不了明白：

冲突是常态，因而，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是以争斗的形式出现的冲突。归根到底，

冲突只能用冲突来解决。这是尼布尔的“冲突论”政治哲学的根本思想。 

                                                        
63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55. 
64 Ibid.,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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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其第三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深刻地指出，

“和谐论”经常以社会的稳定作为社会和谐的象征或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

稳定只表明了社会的状态，而不足以表现当下的社会结构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因此，所谓的稳定，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的和谐。比如，1936 年时纳粹德国在高

压统治下所谓的稳定。此外，即使某种在其诞生时期非常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制

度，倘若僵化地维持，那么，在若干年之后，它就可能变得不正义的社会制度。

尼布尔说，这种情况，突出地证明稳定并不总是好的事情，冲突并不总是坏的事

情。关于冲突的作用，概括地说，冲突是社会对其不和谐的力量的释放，尽管这

种释放可能加剧社会冲突，但是，这种释放对社会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它可能

使社会结构得以暂时稳定，另一方面，它可能使社会实现整合，可能使原本处于

一盘散沙的一个大的共同体实现统一和团结，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系

统得到更新。所以，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建议社会给人们的能量

找到合适的释放的方法，另一方面建议社会经常根据现实的需要对社会安排进行

适当的调整，以防止蕴涵在社会中的无序力量积累的太多导致社会无法对之加以

控制而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这种看法，就是现在被普遍称为“安全阀”理论的

雏形。 
 
 

第三节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要素与结构 
 

尼布尔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与他的福音主义的基本神学和社群主义的道德

哲学，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根本的思想把这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思想，就是尼布尔的“悖论”思想。我们可以从尼布尔的悖论思想的三个部

分来看它们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1）人本身就是一

个悖论。这是他的神人类学的中心环节。（2）这个悖论使个人的生活处于永远的

不安定之中，它是个人无力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它推动着个人，使个人必然进

入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生活。这构成了他的社群主义

的伦理学的中心内容。（3）人一开始就生活在社会之中，这个社会就是人们所说

的原初社会，它是原生的，而不是派生的；人生悖论使原初的社会不断扩大，形

成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内部关系起来越复杂，外部关系亦然，

使得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成为相互依赖但同时又相互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典型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强力与强力之间的关系。这是

他的冲突论的政治哲学的总纲。 
仔细地思考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一个具有严

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中心，就是他的人性论：人本身是一个悖

论。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是以自由为人的本性的。因此，尼布尔的自由观，就

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这一严密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中心。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

以自由为中心的政治神学。概括在说，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基本要素有四个，它

们是自由，力量，爱，正义。这四个要素之间的根本关系是：群体自由是尼布尔

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力量是自由的质料，爱是自由的内在律令，正义是自由的

现实结构。在这里，我将只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要素和结构加以简单的说

明，在后面的四章里，我将依次对它们展开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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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体自由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 
前面我说过，尼布尔是以自由为人的本性的。众所周知，尼布尔的整个理论

的中心是他的人论。但是，在成千上百的讨论尼布尔的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中，人

们都是从尼布尔对罪的独特理解出发来讨论的。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没有注意到，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罪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与自由相比，罪是派生出来的，因

为人之所以会犯罪，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有自由。因此，对于人性来说，罪不

是本体性的。所以，尼布尔说，人不可避免地会犯罪，但人不必然犯罪。这就是

说，从命运的角度看，人必然犯罪；但是，从本性上讲，人不必然犯罪。这就是

尼布尔所说的“在人的犯罪中存在的自由与命运之间的辩证关系”65的中心内容。

这一点，对于理解尼布尔的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根据这一点，我们才能真

正地确定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出发点是自由而不是原罪或其他什么别的东

西。而且，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尼布尔注到，“经典基督教认为，由于命运的必然，人必然犯罪，但是，人

还是应当为这不可更改的命运促成的行为负责。经典基督教对罪的这种看法既冒

犯理性主义，也冒犯道德主义。”66 尼布尔说，这是一个悖谬，解决这一荒谬的

关键在于“原罪之后的自由意志”67。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奥古斯丁主义和伯

拉纠主义都错了。奥古斯丁和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一方面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人应当为自己的罪负责；另一方面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

人除了作恶以外什么也不能做。为此，他们牺牲了逻辑的一致性”，这 终会导

致“自由意志被否认，乃至允许人的罪被宽恕”68，允许人不为自己的罪负责，

只须来上帝来宽恕自己的罪行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它导致朋霍费尔所谴责的“廉

价的恩典”。正统派所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另一方面，伯拉纠主义认为“人具

有作恶的倾向，……这种恶的倾向不是出于人的意志，而是出于人的惰性；换句

话说，向恶的倾向就根本不是罪。……另一方面，尽管人具有关于善的知识，但

是，人在实际行为里还是犯罪，他的犯罪是他对上帝的意志进行的绝对有意的反

抗。”69 尼布尔说，世俗的自由主义和现代基督教自由派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

“在世俗的自由主义和现代基督教的自由派中，人作恶的倾向都不被定义为存在

于人的意志之中，而被定义为存在于人从自己和野兽的关系里继承来的那些本性

上的缺陷之中。甚至在施来尔马赫这样伟大的人物的思想里和在社会福音派的思

想里，这样的缺陷也被归因于历史的制度和传统，而不被完全归因于纯粹的情欲

或心智的有限性。……施来尔马赫承认自己对‘原罪’的解释摧毁了‘原罪’思

想里‘罪’的含义而只保留了其中‘原初的’含义。……瓦尔特•饶申希什把主

要的重点放在强调罪能够通过社会制度来传播上。……强调人从历史里继承来的

缺陷而不强调个人自身的贪婪……人自身作恶的倾向总是被放在人的意志之外

而从来没有被放在人的意志之内。……为了强调人对个体的邪恶行为的责任而否

定个人对作恶的倾向之责任。……通过强调人在其中犯罪的自由来增加人对个人

的有罪行为的责任感。……结果使得每一有罪的行为都显得是有意选择的邪恶行

为。”70 面对这两种错误，尼布尔自己的观点是：承认人有自由意志，同时认为

人作恶的倾向存在于个人的自由意志之内而不是存在于个人的自由意志之外。这

                                                        
65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64. 
66 Ibid., p. 241. 
67 Ibid., p. 243. 
68 Ibid., p.244. 
69 Ibid., p.245. 
7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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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点，既保持了犯罪与责任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又同时保留了原罪思想的“罪”

的含义和“原初的”含义。其中的关键思想是：罪只能败坏人的本性，而不可能

使人丧失其本性，人的一种特征，倘若使去而人仍然能够存在，那么，这种特征

就不属于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总是与人同在。 
显然，在尼布尔的整个思想中，与罪相比较，自由处于一种更为根本的地位。

它是尼布尔的整个思想的理论出发点，当然，更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第一个理

论要素。这从根本上规定了尼布尔的神学的自由主义性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之所以属于新自由主义而不属于旧自由主义，一个更为根本的

原因是他强调群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为深刻和根本。这一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尼

布尔的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旧自由主义。 
在这里，我们可能遇到有人提出的这一反驳：与罪相反的是无罪或完美，但

是，人的自由既不是无罪的（因为自由必然伴随着行动），也不可能是完美的。

尼布尔在自己的思想里曾经反复地谈论堕落之前的那个完美状态。依据自由的性

质，它不可能是堕落之前的那个完美状态。所以，自由不可能是尼布尔的思想的

整个出发点。 
对于这一诘难，还是应当予以严肃对待的。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对

这个问题不好过多地展开，在此只是简单地予以回答。 
首先，在尼布尔的思想之中，自由不是完美的。因为尼布尔认为，自由是人

的本性。人作为被造物，他的本性不可能是完美的。出于自由的行为包含着堕落

的成分，这已经足以证明自由不是完美的。所以，自由不可能是堕落之前的那个

完美状态。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旧的自由主义神学，如浪漫主义神学，认为

作为人的本性的自由是完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人犯罪的不是自由，

因为完美的东西是无缺点的，出于它的东西不可能是恶的；导致人犯罪的东西必

定是不同于自由的东西。在旧自由主义神学中，导致人犯罪的，是人从动物或其

文化传统中继承来的惰性；人的犯罪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必然性被等同于自然

的必然性。在尼布尔看求，人犯罪的必然性是人的必然性，而不是自然的必然性。

这种思想，是他从康德那里吸收来的。在康德的思想中，道德的必然不同于自然

的必然。尼布尔应用康德的这一思想，来强调人犯罪的必然与自然世界的必然之

间的区别，强调人的犯罪不是一个自然的事件。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康德

的思想中，出于道等必然的行为是必然善的，不是必然善的行为不是出于道德必

然的行为。这正是尼布尔所批评的所谓伯拉纠主义。 
第二，在尼布尔的思想里，堕落（犯罪）是人的事件，而不是一个自然事件。

也就是说，堕落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因而，所谓堕落之前的完美状态，也

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时期。尼布尔说，在这方面，基督教正统派犯了一个巨大的

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依照字面含义解释圣经”、“坚持把堕落当成一个历史事件”

因而“认为人从中堕落的那个状态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堕落之前的天堂时

期”；这一错误“加重了新教过分夸大人的堕落的倾向”，乃至路德和加尔文得出

了“人全然败坏”的主张，使“卡尔•巴特在描述人的有罪状态时只承认‘人是

人而不是猫’”。71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正统派虽然认为使人堕落的原因在人

的本性之内，但却认为这堕落把人的本性完全摧毁了，乃至完全否认自由意志的

存在。尼布尔说，对于堕落，正确的看法是“堕落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人的

生活的每个历史时刻的某个方面的象征”72。所以，所谓堕落之前的那个完美状

                                                        
71 Ibid., pp. 267－269. 
72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269. 



 70

态，也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而是人的生活的每个历史时刻的某个方面的象

征，是对人的要求。这个要求，是要人摆脱现在的破碎的生活，去过完全的生活，

它的内容包含自由，但是，并不仅仅限于自由，因为自由仅仅是过完全的生活的

必要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所谓堕落之前的完美状态，不能被等同于自由。尼

布尔进一步指出，把堕落之前的那个完美状态等同于自由，这是基督教从斯多葛

派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思想。斯多葛派认为，在世界的开始时存在着一个纯洁的黄

金时代，自由和平等就是那个幸福时代的现实。古代基督教接受这一思想，使基

督徒认为人曾经有一个完美的、但后来已经失去了的历史时期。73这是基督教正

统派犯那一错误的根源。 
之所以要附带是地这一点，目的在于表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与众

不同，他的出发点是自由，而且特别强调群体自由；再者，他不认为自由是所谓

的堕落之前的完美状态，而认为自由是内在对于个人来说是先天的社会历史关系

之中，内在于个人先天的社会本性之中。 
 
二、力量是自由的质料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群体自由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个人在自由中犯罪，但离

开了群体的那种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犯罪的，所有的罪都发生在社会群体之中。

而且，无论是个人自由还是群体自由，都不是纯粹的、空洞的形式，如果这样，

自由也就不会使人犯罪了。自由能够使人犯罪，这一事实本能就已经说明自由拥

有足以使人犯罪的东西。同时，尼布尔认为，自由不仅具有罪性，同时还具有救

赎性，尽管人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救赎。自由的罪性，表现为自

由具有毁灭之力；自由的救赎性，表现为自由具有创造力。自由兼具创造之力和

毁灭之力，这是尼布尔受尼采的强权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启发而提

出的思想。 
在尼布尔的思想里，力量是自由的 本真的体现。但是，并非所有的力量都

属于自由。比如，自然的力量就不出于人的自由；同样，恩典的力量也不出于人

的自由。自然的力量和恩典的力量虽然不出于人的自由，但是，它们都可以被人

使用。无论力量是出于自由还是不出于自由，在它们被具有自由的人使用这个意

义上，我们都可以说，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力量是自由的质料。 
把力量作为自由的质料，这一点，比以自由为政治神学的出发点，更深入地

表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自由主义性质。我们知道，重视力量，这是被称为自由

主义神学的开山鼻祖的施来尔马赫的一个根本的观点。施来尔马赫的神学属于浪

漫主义神学。列文斯顿在《现代基督教思想》中谈到浪漫主义神学时说，“浪漫

主义者们共同的感觉是，有某种精神或生命力在起作用。自然界里面的这种精神，

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上帝。它不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上帝，毫无表情地超越于

其自己的创造物之上；而是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是有创造力

的 Eros，万物在其中运动，并且获得自己的存在。”74 但是，尼布尔接受浪漫主

义对生命力的强调，是做了一些改造的。这些改造，我将在第四章中加以分析。

在此，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力量，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第二个基本要素。关于尼布尔对力量的看法，

我将在第四章予以更详细的讨论。 
 

                                                        
73 Ibid., p. 268. 
74 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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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是自由的内在律令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第三个基本要素是爱。 
有人可能问，在基督教神学中，爱是 为根本的内容，为什么尼布尔不把爱

作为其政治神学的出发点，而要把自由当成是其政治神学的出发点呢？这是一个

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

这又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限于篇幅，对此问题，也只能长话短说。 
简单地说，尼布尔之所以没有把爱作为其政治神学的出发点，有一个根本的

原因是，尼布尔并不象一般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认为只有来自上帝的爱才是真

爱，出于人的爱不可能是真爱。尼布尔对爱的理解是：完美的爱只可能出自基督，

但是，一般的个人也可以有真正的爱，尽管人的爱是不完美的。而且爱有层次程

度之分，不是所有人都同等地拥有的。只有自由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的。 
有人可能提出反对，说尼布尔既然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罪性，怎么可能说

出于人的爱能够真爱呢？这一反对意见，接触到了尼布尔对爱的理解的关键之

处。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爱集中地表现为恩典。但恩典有特殊恩典与一般恩典之

分。就人来说，特殊恩典是上帝加于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蒙这样恩典的人便是

非常特殊的“选民”；一般的恩典就是所有的个人与群体都蒙受的恩典，因为他

们都是上帝的子民。特殊的恩典是爱，一般的恩典也是爱，虽然从本体论上来讲，

一般的恩典来源于上帝；但是，上帝既然已经把一般的恩典都平等地赋予了人，

那么，一般的恩典就已经专属于人了，也就是说，每个人因为具有一般的恩典，

因而都能够爱。尼布尔说，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日常生活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正如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帮助他人没有帮到非常彻底而说这个人没有真正的

帮助人，我们不能因为一般的个人的爱不是完美的爱就说一般的个人的爱不是真

爱。此外，爱作为一种有如此大的个人差别的东西，用它作理论的出发点，实在

可能太复杂了。不若自由，人生下来都有，而且是平等的、没有根本的差别和程

度的差别的。如果说自由之于不同的个人有什么差别，那么，这差别只可能是在

使用自由上面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在拥有自由上面的差别。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人堕落之前的完美状态是对人

的命令，是人之“应是”而不是人之“本是”。“人之应是”对人的拯救具有驱动

作用，而人之“本是”却不可能具有这样的驱动作用。正是因为对人的没有驱动

作用，所以，人之“本是”才有可能成为客观地观察人的场所。 
爱作为人堕落之前的完美状态，是可能对人的可能的命令。在尼布尔的政治

神学中，这种命令就是人所承受的爱，就是所谓的“堕落之前的完美状态”，它

以人的内在律令的形式出来，要求人对自己的自由承担责任。所以，我说，爱是

自由的内在律令。 
关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第三个要素爱和它在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体

系中的地位――自由的内在律令，我将在第五章详细讨论。 
 
四、正义是自由的现实结构 
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十分响亮而诱人的理想和口号。但是，在尼布尔看

来，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乌托邦。尼布尔这样的评价，目的不是彻底否定乌托邦

的价值，要人们彻底放弃这个乌托邦；而是要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各种力量

的存在，特别是自然的冷酷力量和人自身的生命意志的存在，让世界充满爱，是

一个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它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人们可以设想

它、谈论它、追求它，但是，人们却不可能实现它。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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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乌托邦。如果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一乌托邦的价值，那么，这一乌托邦就

能作为人的 高理想发挥作用；但是，倘若人们不仅认为它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而且要将它完全变成现实，那么，人们必然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导致人们

因失败或愤世嫉俗，游戏世间，或彻底绝望，放弃自我。 
尼布尔告诫人们，让世界充满爱，作为一个乌托邦，是一个“不可能的可能

性”。根本原因在于，在自然的力量和自身生命冲动的力量的驱使下，人必然过

社会生活。虽然人具有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可用的资源，包括自身的理性能力、道

德情感和宗教情感，但是，人不可能只用爱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爱的

作用范围实在是非常地有限，即使在家庭内部，在夫妻之间、在父母与子女之间、

在兄弟姐妹之间，爱都不可能是完全纯净的，家庭内部的爱甚至还可能成为个人

实现自己的私利的工具。因此，即使在家庭内部，还需要某种合理、适当的结构

作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底线，以保证家庭成员的利益尽管可能少地被其他

家庭成员以爱的名义侵犯。这种合理、适当的结构，从根本上讲，是家庭成员相

互博奕的结果，它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这

种结构反映着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家庭内部的这种关系若是

比较健全的，那么，它一定是正义的，而且充满和睦的气氛。这样，在家庭内部，

各成员的自由形成了一种结构，其 现实的形式就是正义。也就是说，正义是自

由的现实结构。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 基本的生活细胞。在家庭关系内部，

尚且需要正义这种现实的结构，在家庭之外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当然更需要正

义这种现实的结构了。 
正义，是自由的现实结构。它一方面体现着力量之间的博奕关系，另一方面

也包含着 基本的爱――人道原则，体现着作为自由的内在律令的爱。所以，即

使是正义，也是一种理想。绝对的正义是不可能的。但是，正义这种理想，是人

们 现实的追求。理想的社会倘若不考虑正义因素，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

理想的社会若以正义为中心原则，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理想。所以，任何一个理想

的社会，都应当是爱与正义的完美统一。尼布尔认为，只有以爱与正义的完美统

一为中心内容的理想，作为一个乌托邦才是有价值的；不以爱与正义的完美统一

为中心内容的任何一种乌托邦，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对于作为自由之现实结构的正义，我将在第六章进行详细的讨论。 
现在。可以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基本要素和理论框架作一个 简单的概

括：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以自由、力量、爱、正义为 为根本的四个基本要素；这

四个基本要素之间具有一个严密而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的基本内容是：自

由是总纲，群体自由是根本的出为点，力量是自由的质料，爱是自由的内在律令，

正义是自由的现实结构。这一理论体系是以自由为核心原则，以力量、爱、正义

为三轴的“椭球体”。 
下面，我将用四章的篇幅，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四个基本要素和由它们形

成的“一心三轴体系”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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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要素和结构之一： 

作为政治神学之出发点的群体自由 

 
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的整个理论的中心是他的人论。但是，在成千上百的

讨论尼布尔的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中，人们都是从尼布尔对罪的独特理解出发来讨

论的。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没有注意到，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罪固然非常重要，但

是，与自由相比，罪是派生出来的，因为人之所以会犯罪，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

人有自由，而且生活在群体之中。所以，尼布尔的整个政治神学的出发点，是人

的自由，而不是人的原罪。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政治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但是，上面这一判断可能遭到强烈的反对。其中一个根本的反对意见可能

是：在基督教的思想史上，相当多的神学家是从人的自由出发并且以恢复人的自

由为总纲来阐述基督教神学的，但这些神学家们大部分都不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

主义的神学家，而是正统派或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因此，尼布尔从人的自由出发

并且以自由为总纲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神学，不能不能充分地证明他的政治神学是

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这个反对意见，接触到了问题的根本。确实，历史上，

特别是在奥古斯丁发展出比较成熟的原罪理论之后，相当多的神学家是从人的自

由出发并且以恢复人的自由为总纲来阐述基督教神学，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但

是，正是这一无可反驳的事实揭示了尼布尔在自由问题上与以前的那些神学家们

的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个根本的不同是：尼布尔认为，人犯罪不会使人失去自由，

至多使人的自由受到一些限制，因此，根本不存在在救赎中恢复自由的问题。 
再者，我们必须看到，对于“自由”这一个词，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甚至

同一时代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同样是从自由出发，同样是以“恢复”自由

为总纲，建构出来的神学却可能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在历史上，从自由出发并

且以“恢复”自由为总纲的基督教神学有奥古斯丁的神学，有神秘主义的神学，

还有浪漫主义的神学，其关键就在于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从自由出发并且以“恢

复”自由为总纲，只是一种理论的形式；至于其真实内容，却取决于对自由的看

法。所以，我的“尼布尔的政治神学是以自由为出发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尼布

尔的政治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这一论断，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唯一能够

证明它是否是真实的东西，是尼布尔对自由的理解，而不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

本章的内容，就在于分析尼布尔对自由的独特理解，从尼布尔对自由的独特理解

来说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尼布尔对自由的独特理解，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自由是人的本性，是

不可丧失的”以外，就是他强调人的自由必须从信仰自由经良心自由转化为政治

自由才是现实的，在人现实的自由中，群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尼布尔对

自由的这一独特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神学是政治神学，决定了他的政治神

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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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群体自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时往不在枷锁之中。”

1 尼布尔虽然反对社会契约论，但是，卢梭的这句格言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尼布尔真诚地接受了“人是生而自由的”这一观点，并把自由当成人的本性；但

是，在尼布尔看来，人无时不在其中的枷锁，不是专制制度，而是人的有限性。

专制制度虽然久远，但从根本上讲，它还只是偶然的人类制度，人们可以用其他

的制度来替代它；但是，有限是人的本性，这是人无法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正

是这一点，构成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与世俗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根本差

别。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完全奠基于他对人的这一根本理解：人既是自由的，又是

有限的。 
在尼布尔看来，正是自由与有限这一根本的悖论，使人产生了焦虑。这种焦

虑是存在性的焦虑，是人不可能将之消除的。但是，人必须时时刻刻处理焦虑。

面对焦虑，人通常走向两个极端，一是高扬自己的自由，声称自己的自由是绝对

的，这就犯了骄傲之罪，这是乐观主义者的根本错误；二是满足于自己的有限，

逃避自己的自由，这就犯了耽于肉体欲望之罪，这是悲观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尼

布尔认为，其实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承认自己的有限，把自己托付给终极实在，

同时在这种托付中保留自己的自由。这第三条道路就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的道

路。尼布尔认为，这三条道路在政治制度上会有不同的后果：第一条道路鼓励扩

张与专制，第二条道路默认并专制，只有第三条道路才会引导人们走向自由民主

之路。尼布尔认为，这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的通往自由之路。因此，如何对待

自由，在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中，是一个根本的、关键的问题。我之所以认为尼布

尔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是群体自由，根本的理由就在于此。 
 
一、从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到政治自由 
尼布尔认为，解决自由与有限这一根本悖论的第三条道德， 集中体现在新

教的“因信称义”这一原则上。 
“因信称义”是新教所确立的核心原则。它的确立，不仅具有深刻的宗教意

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关于“因信称义”的宗教意义，尼布尔说，“依照基督教信仰，存在于人的

自由里的精神只受上帝意志的限制，个人内心的秘密只有上帝的智慧才能完全了

解，只有上帝才能审判。”2 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大公教会“在个人灵魂与上帝

之间设立的宗教制度”3，推进了人的信仰自由：人人都有权阅读圣经，并且根

本自己的体验来解释圣经。这种信仰自由一方面促成了虔敬精神，另一方面也产

生了以“廉价的恩典”为特征的淡薄宗教意识，使得西方世界的世俗化过程得以

大大地加快。 
关于“因信称义”原则在促进基督宗教的世俗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彼得

•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一书里说：“天主教徒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

界中，神圣者通过种种不同的渠道被传达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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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8 页。 
2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57. 
3 Ibid.,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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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连续性。新教取消了这些传递媒介的大多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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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只能）依靠他自己。”4 人在整个

世俗世界里是孤立无助的，只能自主自决。乃至选择什么样的信仰，也完全取决

于自己。这样，信仰就成为个人的私事。 
尼布尔承认，新教的“因信称义”原则确实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他认为，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新教正统派（尤其是路德教）

把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在宗教生活方面片面强调福音。在

路德宗教会之内产生的反对正统派路德教的虔敬主义运动，实际上试图重新把这

两个世界统一起来。虔敬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现代自由主义神学的先驱。被自由主

义神学当作现代自由主义神学的创始人的施来尔马赫就是虔敬主义运动的产物。

奥尔森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中说，“施来尔马赫在虔敬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

成长”，他“发展了一种自由的虔敬主义”5 ；美国福音派路德宗的虔敬主义特

色成为“于神学上常常采取自由思想的宗派之一种酵母”，“在路德宗之外，虔敬

主义影响构成各种自由教会的基础”6。值得一提的是，尼布尔就是在美国的一

个福音派路德宗教会（北美日耳曼路德宗教福音大会）中出生、成长、并继承其

父亲担任牧师的。这个教会具有浓厚的虔敬主义成分。7他的神学思想中许多成

分就来自虔敬主义。他的思想风格非常符合虔敬主义者很流行的座佑铭“宁为活

异端，胜过死正统”。他用来统一人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许多方式，在正统

的基督教看来，完全是异端。 
尼布尔认为，以“因信称义”为基础的信仰自由，绝对不应当成为反律法的，

因为“处在 佳状态的基督教道德不是反律法的”8。问题是：如何使以“因信

称义”为基础的信仰自由不成为反律法的呢？在尼布尔看来，关键在于使“因信

称义”原则受“信者皆可为祭司”原则的调节。“信者皆可为祭司”这一原则强

调了所有信徒的平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信者皆可为祭司”这一原则强调

了人的不可推脱的责任感和人的谦卑感，它集中表现了人的良心。所以，信仰自

由必然体现为良心自由。正是良心自由把信仰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新教

的信仰个人主义转变成强调责任感的“社会主义”，使信仰自由显示出其强烈的

政治意义。尼布尔说，“约翰·弥尔顿，克伦威尔革命时期异端的加尔文主义者，

巧妙地把在政治上无害但在宗教上有意义的‘福音自由’变成一个系统的公民自

由的思想，这是开放社会里自由理论的顶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路德使用圣经的这一句话严格地把宗教自由与政治责任区分开来，而弥尔顿却用

这段经文说，‘我的良心来自上帝，我不能把它交给恺撒。’于是，弥尔顿在新教

的个人主义和开放社会之间建立了真正的关系。他事实上坚持：个人良心的超越

性自由必须被共同体给予个人的自由加以确认，因为人们确信个人对上帝的忠诚

高于个人对共同体之恺撒的忠诚。承认良心自由是自然权力并不能解决个人生活

的两个方面――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复杂问题。但是，在弥尔顿之后，

自由与旧有的平等原则一起被确认为为正义的指导原则之一。”9 对良心的强调，

在新教的个人主义与开放的自由社会之间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使个人的自由由从

一个宗教问题变成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信仰自由成为一种政治权利，争取信仰

                                                        
4 [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4 页。 
5 [美]罗吉尔•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 528 页。 
6 同上，第 531 页。 
7 Richard Fox, Reinhold Niebuhr: A Biograph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pp. 4-5. 
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58. 
9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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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成为人们争取政治自由的先导。这一点，可以由宗教宽容原则得以确立的过

程与民主制度的进程的惊人的同步得到 好的证明。 
众所周知，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高扬“因信称义”的大旗，引起了欧洲的大

分裂，这场分裂在德意志表现得 为明显，结果造成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间

的战争，这场战争 终发展成“三十年战争”，结果是双方妥协，达成“教随国

定”的原则，世俗君主成了这场战争的赢家，但至少国家间的宗教宽容得以实现；

可是，宗教宽容原则到此还没有完全确立，于是，斗争从国际范围转向国内的各

宗派之间。国内各宗派之间的斗争，造成的宗教迫害 终使国内发生内战，这场

内战在英国得到集中体现，结果，克伦威尔领导的军队获得了胜利，宗教宽容第

一次以国内法律的形式宣布出来。尽管以后有查理二世的复辟，但这一趋势已经

不可逆转，光荣革命在确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同时也重新宣布了宗教宽容原则。可

是，这时尚存在着国教，对于不从国教者，还存在着种种的限制， 典型的一条

就是不能担任公职，所以，信仰自由原则到此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的革命

终以“政教分离”原则，不设国教，不论宗教信仰如何一律享有平等的公平权，

成为美国民主的根本象征之一。英国随后也在 1803 年取消了不从国教者不得担

任公职的限制。这短短的三百年的历史，突出地说明了宗教宽容原则的确立过程

与民主制度的进程之间的同步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它说明，信仰自由从根

本上讲，是一种政治自由。 
 
二、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 
尼布尔承认，信仰自由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信仰自由作为个人自由，只是

宗教世俗化的产物。宗教的世俗化使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私事，这不能说明宗教

信仰从一开始就是个人的私事；而且，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私事，这只是一种表

面的现象；隐藏在这一表面现象之后的东西是公民宗教对传统宗教的替代。一种

信仰之所以成为一种信仰，它就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信仰，而是一群人的信仰，

至少反映了一群人或一类人的信仰要求或信仰需要，在这方面，公民宗教也不例

外。尼布尔认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就不可能设想人。

但是，尼布尔认为，“因信称义”虽然强调信仰的自由，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

沟通，但是，这并不等于存在所谓“一个人的信仰”这样的东西。所谓“一个人

的信仰”，是以假定“孤立的个人”、“抽象的个人”是真实的存在为基础的；然

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个人。而且，“一个人的信仰”假定了“信仰完全是

个人的私事，与他人无关，也不需要人类生活的检验”；然而，信仰即不可能是

纯粹的个人私事，因为信仰总是在指导着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必然涉及到他

人，因而个人的信仰必然接受这样一种检验：在这种信仰指导下的个人生活是否

符合公认的道德准则，是否能够使这个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里。 
再者，在现代社会，信仰虽然是个人的私事，但是，信仰自由却绝对不是个

人的私事和纯粹个人的自由，而是至少涉及一群人的事情，是一群人的自由。现

代历史里人们争取信仰自由的斗争，已经用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现

代社会里，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但是，当一个人的信仰自由受到干涉之时，阻止

这种干涉以维护个人的信仰自由，决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政府的一项义务；这

一点，可能以 好的方式说明了私人生活的公共性，说明对一个人的信仰自由的

侵犯实际上是对群体的一员的信仰自由的侵犯，因而侵犯了群体的自由。一个人

的信仰自由受到侵犯时需要政府出面来加以保护，这以 典型的方式说明了个人

的信仰自由对共同体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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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说，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个根本错误是：它

只看到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和限制，认为所有这些约束和限制都是邪恶的，没有

看到个人对共同体的需要是永久性的，中产阶级“错误地认为共同体是唯一的临

时实体，一旦个人被完全地解放出来，共同体就会立刻成为不必要的”10。尼布

尔认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个人所属的共同体总是既是个人的

实现也妨碍个人。历史的进步可能改变或扩大个人在根本上对之忠诚的那个共同

体，并且用从属的各种忠诚之间的竞争使那个共同体变得更为复杂。个人可能凭

借那些次要的忠诚之间的竞争而部分地从那个共同体里解放出来，……。但是，

即使 民主的社会也不能改变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11 个人与共同体之

间的这种紧张状态的永恒性， 集中地说明了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关系是永久性

的。第二个根本错误是：它只看到个人自由的重要，没有看到集体自由的重要；

因而，它总是“以共同体为代价提升个人”12。他说，“中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倾

向于认为：自由首先是个人的需要，个人之所以需要共同体和社会秩序，只是因

为许多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小世界里，这使得必须有一些 小限度的约束来防止混

乱。”13 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共同体是由个人通过契约关系建立的，从根本上讲，

共同体不过是一个人造机器，正如现代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霍布斯在《利维坦》

中所说，国家“只是一个‘人造的人’”，是人用人作材料创造出来的一个机器，

它的根本作用就是防止混乱。14 共同体作为机器，是不需要自由的，它需要的

只是指令和程序。 
尼布尔认为，反对中产阶级的人犯了另外一个根本的错误，这个错误与中产

阶级所犯的错误恰恰相反：它只看到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它虽然看到了群体的

力量，但是，它认为这种力量类似于自然的力量，没有看到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也

需要自由。若群体的力量只是自然的力量，群体当然就没有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了。 
尼布尔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要认识到，

共同体既不完全是人的创造，也不完全是纯粹的自然事实，而是人的本性的显现。

个人的自由是必须肯定的，否则就不可能肯定个人的个体性；但是，我们还必须

同时注意到人的社会性。既然人的本性上是自由的，那么，撇开人的社会性单单

依据人的个体性谈论人的自由，那么，这样的自由就肯定不是真正的人的自由，

更难说是全面的人的自由。尼布尔说，“人在社会制度里需要自由，因为人‘在

本性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因为人具有非决定性地超越自然的过程和局限性

的那种能力。这种自由使人能够创造历史并且能够以无限的多样性、以无限的深

度和广度精心构建公共的制度。但他也需要共同体，因为他天生就是社会性的。

他不可能在自身范围内使自己的生命完满，而只能在与自己的同伴的应对性的和

共同的关系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完满。”15所以，应当也从依据的社会性来谈人

的自由，这样，我们就会认识到，个人需要自由，共同体同样需要自由。共同体

的自由，就是“群体自由”。 
 
三、群体自由更重要 
群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这是隐涵在尼布尔的思想之中、没有明确说

                                                        
10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35. 
11 Ibid., p. 36. 
12 Ibid., p. 3. 
13 Ibid., p. 4. 
14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2 页。 
15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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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一种观点。它隐涵在尼布尔的社会观之中。 
尼布尔的社会观集中地体现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第一章之中。

这一章的标题《人和社会：共同生活的艺术》已经 简洁地说明了他的社会观。

这一社会观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人应当如何共同生活。人共同

生活，这是一个不容反驳的事实。尼布尔说，“尽管人类社会是有根基的，它的

根基存在于历史的深处而不存在于历史的开端；但是，人在解决共同生活这一问

题方面只取得了相对的、几乎微不足道的进步。每一个世纪都在产生新的复杂情

况，每一代新人都会遇到存在于这一新的复杂情况之中的新的烦恼。尽管经历了

成千上百年，人们至今还没有学会如何一同生活而不交恶和‘以污泥和血液’覆

盖对方。每个人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既是他能够追求的生命充实这一目标的基

础，也是对他这种追求进行报复的女神。不管人的智慧多大地增加了由自然提供

的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财富，这些财富也决不可能有效地满足一切人的要求；

因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他具有被赐予了想象力，这使其欲望超越其实际生存所

需，因而，这种想象力也是被诅咒的。人类社会绝对不可能回避如何公平地分配

用于保存和实现人的生命的那些物质的和文化的物品这一问题。”16 
群体的自由之所以比个人的自由更为重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的

分配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而是在利益集团之间如何

分配的问题。人类共同生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公平地分配用于保存和实现人的

生命的那些物质的和文化的产品”，而分配问题必须面对这样两个事实，一个事

实是物品的有限性，另外一个事实是人性。这两个事实使得人类在解决如何分配

物品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冲突，而且冲突总是在利益集团之间发生的，这

种冲突使得社会共同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激烈，利益集团越来越多样，

而且使得个人所属的利益共同体在个人生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得个人越来

越依赖他所属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如何个人所属的那个共同体崩溃或解体，

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就不得不进行彻底的重组。这样，在同一个社会之中，个人

所属的那个共同体（亚共同体）的独立存在以及其自由，对于这个人的自由来说，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成为优先的。这种优先性本身，就说明群体自由比个人自由

更为重要。尼布尔把“光明之子”定义为“把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

把“黑暗之子”定义为“把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人”；这两个定义表明，

在尼布尔看来，群体的存在优先于个人的存在。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为了整个群

体的 高利益而在危难之时牺牲个人的利益，是正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是悲剧

性的，但是，人类不可能避免这种悲剧性的因素。 
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的理由，尼布尔坚决反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他还进一

步指出，从表面上看，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具有越来越大的自由，好象越来越独立

于共同体，但是，这种独立性其实只是一种假像，为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进行辩

护的人根本没有看到隐藏在这一假像背后的真相。尼布尔说，“对中产阶级的个

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反驳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个人越是过分地想在共同体中突出

以确立自己的独立和独特性，他就越依靠一个更广泛的相互服务的系统。个体的

人从来不是自足的；但较老的宗教的和农业的社会拥有比较小的自足单位，它们

比现在可能自足的单位要小得多。个人生活中每一个独特天赋的特化、每一特殊

技巧的精致都意味着需要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来支持这一个人。”17 个人的自由越

大，相应地要求他所属的群体具有更大的自由来支持他。因此，倘若没有他所属

                                                        
16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1. 
17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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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的自由来支持，他的自由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抽象。 
 
 

第二节 群体自由的神人类学基础 
 
“群体自由”思想，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首创。在此之前，人们讨论自由

时，总是认为自由就指个人自由，很少想到群体也需要自由。 
当然，必须承认，尼布尔的“群体自由”思想，在社会史和思想史上都有所

本。从社会史看，尼布尔的“群体自由”思想源出于他对英国和美国数百年“地

方自治”的社会实践和政府在行政和司法活动过程中的“制度创新”活动（尤其

是英国和美国的司法活动中法官的创造性释法和判决活动）的理论总结；从思想

史上看，尼布尔的“群体自由”思想源出于他对国家主权观念和国际法思想的反

思。但是，尼布尔的这些理论总结和反思，都是以神人类学为基础进行的，尤其

是二十世纪初期流行的“人格主义”思想（特别是“人格主义神学”）的影响。

他给“群体自由”思想提供的神人类学基础，中心就是证明“群体”是一种真实

的、具有主体性的社会存在。 
 
一、群体是上帝创造的 
基督教的神人类学的中心观点是“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整个基督教神学传统都强调上帝创造的人是个人，根本没有提上帝创造群体。在

尼布尔以前，基督教神学家们在讨论上帝创造人时，总是认为上帝创造的人是单

个的人，这就是在整个基督教神学中流行的基督教个人主义。尼布尔认为，这是

错误的。他认为，在基督教所说的“上帝创造人”中，“人”是一个类概念，而

不是一个个体概念。 
从创造论的角度看，个人与群体是一同被创造出来的。这同样有圣经的根据。

《创世记》在说上帝创造人时，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们

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第 1 章第 29 节）上帝造人，不是造单个的人，而

是造了一群人，有男也有女。尽管后面说夏娃是在亚当之后被创造的，但是，至

少在堕落之前，上帝创造的人也有男人有女人，而且男人和女人在堕落前就已经

结成了夫妻，组成了家庭。尼布尔说，“家庭一直是个人与他人发生关系的 根

本的地方，因为在所有共同体里家庭是 原始的共同体。”18 这已经足以说明

初的群体是由上帝创造的。古代人和现代人普遍认为家庭是个人的私人领域，但

尼布尔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在他看来，家庭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

结合部，它既体现着私人生活的根本特征，又体现着公共生活的根本特征。亚伯

拉罕应召，不是一个人离开故土去应召，而是带着自己的一家人和他的侄子的一

家人去应召。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家庭生活既具有私人生活的根本特征，又

具有公共生活的根本特征。 原始的共同体家庭是上帝创造的，而其他的共同体

都是由家庭发展而来的，所以，家庭也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人，不是

一个一个地创造，而是同时创造了许多人，他在创造这许多人的同时也创造了人

的 初的群体――家庭。人性的两个方面――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来源及其统

一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在上帝的创世活动中。 
从个体人出现的历史上看，群体是先于个体人存在的。尼布尔说，“原始人

                                                        
18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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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相对的没有冲突的和谐放进群体生活的那个‘原始的我们’中。个体的人只是

逐渐地从这个群体意识里冒出来。但是，所出现的东西只是原始的天赋，是人从

一开始就有的。这个具体的天赋的独一性不仅被它在人的生活里的发展证明，而

且被原始生活的特征证明。这个原始的共同全被迫建立保存本能冲动的一些共同

的手段和方法，而没有自由的动物根本没有遇到形成统一的问题。原始共同体里

缺少社会自由，这恰恰证明原始人具有不成熟的自由。人的自由使他们在冲动的

表现上可以无限地多样。由于原始人缺少在多样性中形成统一的智慧，所以，它

必须坚持一致性原则，强加一些标准，这些标准起初完全是历史的任性，后来逐

渐地接受实用的效用考验。”19先有原始的共同体，个体的人是从原始共同体的

群体意识中逐渐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原始的共同体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社会自

由，在其中奉行的根本原则是统一性原则，而不是个人自由放任的原则。新教的

宗教个人主义和中产阶级的世俗个人主义，都是经济漫长的历史发展才产生出来

的。这种个人主义走向了极端，它认为个体的人一旦成熟就不再需要共同体了，

正如休谟、洛克以及其他许多人所认为的，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就不再需要父母了。

尼布尔认为，个人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使个人忘记自己的根源。这一错误也

反映在“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中。针对这一错误，尼布尔说，宣布上

帝死了，也就等于宣布人死了，因为没有上帝人就没有了根。人抛弃上帝和个人

抛弃共同体，就如树抛弃了自己的根，生命很快就会枯萎。 
关于群体（共同体）的性质，尼布尔认为，一方面，共同体不是纯粹的自

然事实。他说，“自我对他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不仅在偶然和短暂的关系里

被自然地满足，而且在长久的关系里被自然满足。人是‘社会动物’，或者用亚

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政治动物’。人的共同体从自然上升到所有类型的历史

人造物。 简单、 原初、 持久的共同体是家庭，它根植于自然，也就是说，

根植于两性性生活，提供基本的性伴侣关系，使父母在人类个体漫长的幼年时期

提供保护成为必要。当文明变得更复杂、成年期所要求的技巧变得越来越多时，

这个漫长的幼年时期就被不断地延伸，所以，它绝不是纯粹的自然事实。”20 自
然主义的社会观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共同体当成纯粹的自然事实。基于这样一种

观点，自然主义认为共同体是中立的，共同体虽然具有摧毁个人的力量，但从根

本上讲，共同体只是个人的工具，共同体之所以会摧毁个人，是因为个人没有正

确地使用共同本所拥有的自然力量。 
另一方面，共同体也不是纯粹理性的创造物。他说，“共同体以每个人的共

同利益、欲望或命运为基础。欧洲中世纪具有一种多样的共同生活，只是用小的

封建共同体来提供基本的忠诚。这些小的封建共同体转过来又与一些较大的；

终变成国家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帝国和教会都努力成为一个凌驾其这些国家之

上的共同体，声称自己是普世的。现代西方生活已经由国家共同体的逐渐主宰决

定了基调，国家共同体频频地努力把所有其他的共同体都服从自己。但是，这种

日渐成长的国家主义被不断产生的、根植于艺术探索或宗教信仰的具有共同利益

的自愿共同体限制着。……超国家的整合在西欧具有 好的机会，在那里，在国

家共同体这一层次之上的统一已经成为那些正在寻求使文明的精华免受集权主

义危害的国家求得生存所必需的。使这些国家相互协调的力量是这些压力，而不

是抽象的宪法规划，因为共同体总是有机的、历史的实体，而不是纯粹理性的创

                                                        
19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56. 
20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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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21 理性在小的共同体整合成大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绝

对不能把理性的作用估记得太高，以为只用理性构建出来的宪法就够了。尼布尔

写这段话时， 初的西欧共同体刚刚形成，许多人对尽快通过制订和表决“欧洲

宪法”来实现全欧洲的统一充满信心，尼布尔对此提出警告。五十年过去了，当

年那些雄心勃勃的欧洲宪法即使在欧洲共同体的发起国也被否决，这充分说明尼

布尔的远见卓识。理性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共同体是理性的创造物，共同

体是人创造出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从根本上讲，它是人的工具。 
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都认为共同体是人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它们殊途同

归。但是，自然主义看到了共同体有力量毁灭个人的一面，而理性主义却没有看

到共同体毁灭个人的一面。就此而言，自然主义的社会观似乎比理性主义的社会

观更接近真理，因为它看到了共同体的不中立的一面。但是，自然主义的社会观

与理性主义的社会观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把共同体视为个人的工具，这是所

有社会契约论从之出发的一个前提假设。只是由于具有上面所说的那一个不同，

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所设想的社会制度倾向于专制（如霍布斯），而

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所设想的社会制度倾向于民主（如洛克）。尼布

尔说，“这种社会契约论完全无视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特征和凌驾于人的决定之上

的历史命运的力量。”22 没有注意到共同体的原始特征，没有看到共同体的力量

对个人自由决定所施加的限制，这使中产阶级不可能看到存在中历史中的自由

（即群体的自由）。尼布尔说，倘若群体没有自由，那么，“由血缘和群居结合在

一起的部落共同体就不会发展成帝国和国家这样更大的共同体”23。 
尼布尔还注意到，中产阶级之所以否认群体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应的群体自

由的存在，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就是它没有看到群体所具有的真正的“精神

特征”，没有看到群体所具有的“人格”和群体超越自己的可能性。 
 
二、群体具有“人格” 
尼布尔认为，群体具有类似于个人的“人格”，因为群体具有自己的精神，

所以，它也具有自己的“个体性”。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的基本神学是福音主

义的。福音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交往，特别强调人的个体

性，认为个体性是人的自由的根本基础和标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基

督教神学中，个体性只是个体的人的特征；而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不仅个体的人

具有个体性，而且，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群体也具有个体性，尽管这种个体性难以

形成，但是，群体要形成个体性，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尼布尔说，“不论

何时，只要群体形成了一种意志和有机体，比如在国家这个水平上，那么，它对

个人来说就似乎成了道德生活的一个独立的中心。”24 群体形成了一种意志和有

机体，它就会象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样行动，而且力量更大。尼布尔承认，自己在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对国家的讨论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

注意到国家的精神特征。这一缺陷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好象国家是纯粹的自

然事实。尼布尔反复强调。纯粹的自然事实没有精神，没有精神的动物是不会犯

罪的。如果国家没有精神，不是具有精神特征的存在物，国家也就不能犯罪了，

这样一来，谈论群体的道德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尼布尔在《人的本性与

命运》以及《自我与历史之剧》里，特别地强调国家的精神特征，以完善他在《道

                                                        
21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p. 38-39. 
22 Ibid., p. 53. 
23 Ibid., p. 54. 
24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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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理论。 
尼布尔说，“人的共同体在一件事上与个人相同。它们都是对独特的历史事

件作出回应的历史实体。对这些事件的记忆都是共同体的基本力量之一。它们都

通过它们对英雄的热爱表达它们对自己的独特性的意识，这些英雄都是国家的

‘特殊’智慧的戏剧性、诗意的化身。因此，华盛顿和林肯在表现我们国家的自

我意识的那些‘神话’里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对诸如《大宪章》和《独立宣言》

的颁布和林肯在《葛提斯堡的演讲》这些关键事件的记忆也能够维持和提供一贯

的‘共同体精神’。处在国家水平之下的许多共同体，比如少数民族共同体，如

果它们具有共同记忆这一财宝，特别是它们本身就居于这些英雄般的或悲剧性的

事件的中心时，它们作为共同体将更团结。因此，就象个人一样，共同体也可以

被用一个戏剧性的历史模式来定义。这一模式可能发展成这样一种程度的一贯行

为，使得它更接近于自然的必然性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命运。”25 尼布尔认为，群

体的共同记忆的存在，至少可以使我们象谈论个体人的本性与命运一样谈论群体

的本性与命运。他承认，“对于把人格赋予共同体是否合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

相当深的学术争论。这一学术争论还没有得出结论。”根本原因在于“共同体缺

乏个人引以自豪的完整性和自我超越的机制”，但是，尼布尔认为，至少“在与

个人类比的意义上”，“共同体通过历史事件的流变具有对自己的一贯同一性的意

识。”26因此，至少在与个人类比的意义上，可以说，群体也是具有“人格”。 
 
三、群体具有“良心” 
尼布尔承认，群体的人格不象个体的人格那样完整，也没有个人那样成熟的

“心智”，所以群体也不可能象个人那样程度地超越自己。但是，他认为，却决

不能以此为理由认为群体不可能自我超越。尽管至今人们还没有发现群体具有象

个人那样的自我超越的机制，但是，这并不等于群体不存在自我超越的机制。尼

布尔说，“真实的情况是：群体只具有不成熟的‘心智’，群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

批评的机制与其意志的机制相比，非常不稳定和短暂的。一个变动的而且不稳定

的‘先知式的少数派’是这种自我超越的工具，而国家则是这个群体意志的实体。”
27 

“先知”代表着国家的良心。由于先知的存在，国家和政府受到先知的批判，

这可能使一个国家和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罪。在尼布尔看来，国家和政府接

受先知批评的程度，就是这个国家和政府的“良心”自觉的程度。 
当一个国家和政府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完美的、不需要加以改进时，这个国家

和政府就有“苟安的良心”，这会导致它的制度僵化，失去活力；当一个国家和

政府认为自己的制度是不完美的，并且不满足于这种不完美时，这个国家和政府

就有“不安的良心”，这会促使它去改进自己的制度，使它能够保持活力。在尼

布尔看来，“不安的良心”以危机意识的形式 突出地表现着。但是，并非所有

的危机意识都表现着“不安的良心”。 
许多人看到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认为群体没有自我超越的机

制；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尼布尔在《人的本性与命运》里对这一观点的修改以及

尼布尔在《自我与历史之剧》里对在《人的本性与命运》里阐明的观点的进一步

阐明，就断定尼布尔一直认为群体不可能具有自我超越的机制，这是非常可惜的。 
 

                                                        
25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40. 
26 Ibid., p. 40. 
2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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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群体的救赎性：应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群体具有自我超越的机制，说明群体具有救赎性。这一思想，在尼布尔的政

治神学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尼布尔以前对群体的看

法，使尼布尔把福音的重心从个人转移到群体，把社会福音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

而且，它使尼布尔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严厉批评者变成对资本主义民主制

度进行热情辩护的神学家。这样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他对罗斯福新政的高度赞扬

之中，以及从《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解释》（1935 年出版）到《光明之子与黑暗

之子》（1944 年出版）的各种著作之中。这是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的成

熟时期。从尼布尔在这一个时期以及以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尼布尔主要

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群体的救赎性。它们分别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选民和上帝

赋予的责任。 
 
一、群体比个人更全面地反映了上帝的形象 
尼布尔说：“关于政治行为的那些 一贯的理论，不管其是现实主义的还是

理想主义的，都没有能够发现人的自由所具有的创造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之间的

关系。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忽视这一事实，即甚至在 自私的个人和国家里也存在

着残余的道德感和社会感。”28 这种残存在的道德感和社会感，正是个人和国家

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的表现，是个人良心和国家良心的基础。 
尼布尔虽然没有明确地说群体比个人更全面地反映了上帝的形象，但是，这

一思想隐涵在他对上帝的“恩典”或者说“启示”的看法之中。在尼布尔的思想

中，“恩典”与“启示”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神学中，“一般恩典” 集中地反映了上帝的创造物所

具有的上帝形象。在基督教神学中，“共同恩典”与“特殊恩典”相对。“一般恩

典”是整个人类共同接受的恩典，“特殊恩典”是“选民”接受的恩典。在正统

神学中，“选民”都是单个的人。 
在上帝的“恩典”中，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高的安全感来自对

上帝的坚定信仰。但是，一个人并非一出生就具有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一个人要

具有对上帝的坚定信仰，需要生活中的诸多体验的历练，这正是天主教设立“坚

振”这一宗教仪式和新教的小宗派拒绝给婴儿施洗的理由所在。所以，尼布尔认

为，群体能够给个人提供安全感。他首先是家庭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共

同体是自我的安全的主要依据，它能使一个人爱他人而且使自己的生命与他人发

生关系。在一个人的婴幼儿时期，他的共同体主要是家庭。对儿童的心理分析表

明，自我的安全感来自于一个人在童年时从‘母爱’体验到的那种爱。另一方面，

正是在家庭和整个复杂的共同体里，避免了过分自私的那个自我才能够使自己与

他人发生关系，首先是家庭里父母的爱和对孩子和配偶的责任；而且，家庭一直

是个人与他人发生关系的 根本的地方，因为在所有共同体里家庭是 原始的共

同体。于是，由父母赐给孩子的那种安全被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那些父母在家庭关

系里‘奉献’的能力，而不‘奉献’的父母都是自私的。现在精神病学已经证明

在正统宗教思想里被定义为“共同的恩典”的东西是存在的，而且不断地强调这

种“共同的恩典”。这种‘恩典’的要素可以被规定为‘赐予’安全；如果没有

这种安全，一个人就不能不把自己的安全当作当务之急；有了这种安全，一个人

                                                        
28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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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使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并实现真正的自我实现。”29 而后他继续指出：“在

文明社会里，家庭自然不是自我在其中能够感到安全并给他提供通过奉献实现自

我的机会的那个唯一的共同体。其他的共同体不仅包括从部落到城邦、从帝国到

民族国家这样的各种世俗共同体；而且包括所有文化的共同体，这些文化的共同

体创造性地运用人的理性和想象力，通过使一个人所有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来使

一个人实现自我。”30 也就是说，所有的共同体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给个人提供

安全感。 
安全需要是人的根本需要之一。个人自己给自己提供安全感，这肯定是在犯

骄傲之罪。但是，群体给个人提供安全感，只要一个群体不要求享受这种安全感

的人绝对在忠诚于它，它给人提供安全感就没有犯骄傲之罪。尼布尔说，“一个

人不可能通过一个充满活力的道德意志获得使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能力。使一

个人能够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那种能力是他的原初安全送给他的礼物，也就是

说，它是一种‘恩典’。”31 群体给个人提供安全感而不必然犯罪，这是群体所

具有的救赎性的一个典型的体现。群体给个人提供安全感并不必然说明群体骄

傲，个人自己给自己提供安全感却犯了骄傲之罪，这一事实说明，就给个人提供

安全感而言，群体所承载的“一般恩典”比个人所承载的“一般恩典”多。正是

因为群体所承载的“一般恩典”比个人所承载的“一般恩典”多，群体才可能把

“恩典”“赐予”它的成员。群体承载的“一般恩典”多于个人承载的“一般恩

典”，说明群体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比个人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更为全面。 
尼布尔批评天主教和新教的正统神学的“恩典论”，认为它们在神学上犯了

一个根本的错误：“混淆了‘一般的恩典’和‘拯救的恩典’”。32 尼布尔说，“根

据定义和传统，‘拯救的恩典’是由这样一种宗教体验引入的，在这种宗教体验

里，个人的良心把自我对家庭、种族或国家这些偶然性的共同体的奉献变成对上

帝――整个价值领域之源头――终极忠诚。”33在尼布尔看来，“一般的恩典”的

来源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拯救的恩典”的来源是宗教信仰（对上帝的信仰），

但天主教和新教的正统思想却认为这两种恩典都来源于宗教信仰。尼布尔说，“人

的日常社会生活，作为一般恩典的来源，是有序的，有时表现为一系列的具有相

同目的的团体，有时是目的部分重叠的并相互冲突的团体。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

化里，忠诚的复杂网络可能成为把人区别对待的根源，可能成为纪律的来源，还

可能成为对抗可能以集体自私代替个人自私的代价把个人从自私里拖出来的那

种过度的狭隘忠诚的卫士。这个由相互冲突和部分重叠的忠诚组成的网络不具有

终极的宗教归属感所具有的那种情感诉求。”34 这一错误导致的结果就是“把宗

教信仰看作得救的唯一来源”，否定群体的救赎价值，根本没有认识到：“把人从

过分的自我关心里拯救出来的力量通常是‘一般的恩典’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

代表着所有形式的社会安全、社会责任或社会压力，它们促使个人重新思考他的

社会本质，促使个人不企图通过追求绝对的自我实现来实现自己。”35 而且，它

们太强调“拯救的恩典”，贬低“一般的恩典”，“这种强调使它们不能认识人的

自我的真正处境，而且形成了宗教的自义和一种小心谨慎的、而非大度的道德习

                                                        
29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p.107-108. 
30 Ibid., p. 108. 
31 Ibid., p. 108-109. 
32 Ibid., p. 109. 
33 Ibid., p. 110. 
34 Ibid., p. 120. 
35 Ibid.,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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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而且妨碍关于爱、恩典和律法的任何真理被人们普遍地认识或实践。”36 
 
二、群体拯救先于个人拯救 
从“把人从过分的自我关心里拯救出来的力量通常是‘一般的恩典’的力量”

这一观点中可以推出来的一个当然的观点就是：群体的拯救优先于个人的拯救。

因为如果不能拯救群体，那么，在一个沉沦的群体里，要把个人从过分的自我关

心里拯救出来，如果不能说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相反，如

果一个群体被拯救，那么，要把属于这个群体的一个人从他过分的自私之中拯救

出来，就要容易得多。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社会风气对个人道德的巨大影响作

用。所以，要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平，改善个人处在其中的那个群体的社会风气，

远比仅仅对个人进行道德说服教育或强制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有效得多。 
尼布尔认为，福音派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福音派的完美主义源于它的个人

主义，它过分强调宗教体验具有的‘拯救的恩典’。因此，为爱和自爱所具有的

那些盘旋于正义与不正义之间以及社会秩序和社会腐败的宽容形式和不宽容形

式之间的所有阴暗面都被忽视了。自我不是陷在邪恶的自私里，就是忏悔因而成

为无私的。没有一个人是一直无私的，而且，如果那些得救的个人处处的社会环

境鼓励人骄傲，他们也会因自己的骄傲而烦恼不已；这样的事实是社会经验里的

常见的东西，但却福音派的完美主义忽视。社会纪律和社会败坏的所有根源也因

而不被认识。个人为了被‘称义’和‘宽恕’，仅仅依赖上帝。人的社会本质当

然使这种纯粹纵向的关系成为不可能。它可能帮助那些得救的个人进入那个由

‘受到宽恕的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帮助这些个人在这个被拣选的共同体里遵守

比全社会所遵守的道德标准更高的道德标准，但所提供的帮助不大。基督教团体

与他们处在其中的一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仅仅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当个人的宗教冲动与他们生活――不管是婚姻生活还是商业经营活动――里的

诚实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关系时，不管是福音派的还是传统的宗教团体都

可能具有较高的道德准则。但是，倘若这种关系仅仅是间接的，而且社会生活受

制于作用和反作用的网络，那么，理性的判断和批判的能力就比要人爱上帝和邻

人的宗教冲动更为重要。”37 福音派忽视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专注于个人的

宗教信仰。尼布尔认为，这是在“为个人搭建赶往天堂的梯子”，而“任凭人类

的整个事业都陷在过度的自私和败坏之中”38，以社会正义为代价来拯救个人。

这是一种根本上的本末倒置。 
尼布尔以美国内战之前个人福音运动在废奴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中世

纪的基督教激进主义在解决穷人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来说明只注重个人拯救而不

关心群体拯救可能导致的后果。他说：“个人福音运动确实对奴隶制度没有多大

影响。它没有象约翰•乌尔曼（John Woolman）的贵格派信徒那样使信奉它的奴

隶主释放其奴隶。它也没有减少奴隶主们的偏见。它不仅一点也没有使弗吉尼亚

的安立甘宗贵族被它自己的前奴隶时代的思想所动，反而还使得那些小宗派的穷

人、循道宗信徒和洗礼派信徒可能因为他们处在黑人奴隶和土地奴隶主之间的地

位而被诱去表现他们对黑人的反感。新教福音派在那些被严密防卫的各州里向奴

隶制度进行的挑战失败了，这可能不能归咎于它自己特有的弱点，因为妄图诉诸

个人的宗教冲动去激烈地改变任何一种文化的社会气氛，都注定会失败。中世纪

                                                        
36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125. 
37 Ibid., pp. 123-124. 
3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277. 



 86

的基督教激进主义促使一些修道院释放了它们的奴隶，并促使那些‘慷慨的女士’

善待穷人。但它没有能够改变封建制度，因为那是无限多样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

量造成的。”39 所以，诉诸个人的宗教冲动，注定失败；根本的途径是诉诸个人

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诉诸群体的力量。 
尼布尔的这一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尼布尔认为，自己的

这一思想，从根本上讲，来源于希伯来先知的“普救论”思想和“选民”思想。

（顺便说一句，尼布尔认为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先知。） 
“普救论”宣扬上帝不是某一个民族的上帝，而是世界上所有人的上帝；认

为上帝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支配者；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普救论”认为所有

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要拯救一切人。 
基督教正统思想和旧的自由主义神学都宣扬“普救论”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使

所有人都摆脱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进入教会这一普遍的共同体，天主教

保留了现实的教会这一中介，新教取消了教会这一中介，认为信徒可与上帝直接

沟通，在与上帝的个体性相遇中得救。尼布尔认为，基督教正统思想和旧的自由

主义神学宣扬的“普救论”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为了强调个人与上

帝之间的关系而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超越，故意忘记或贬低个人对共同体的依

赖；为了强调人对超越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对秩序的需要。 
尼布尔在拯救论上也坚持“普救论”思想。但是，在尼布尔看来，上帝拯救

人，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进行的。人的现实生活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维度是

横向的维度，即个人与他人和他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另一个维度是

个人与终极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维度，人的生活就不是完整的、

因而也是不现实的。上帝拯救人，是在人的完整而现实的生活中进行的，因而，

上帝拯救人，必然通过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来实现。而且，上帝拯救人不是

单个人地进行的，而是群体性地拯救的；否则地上有形的教会的存在也就根本不

必要的、完全多余的东西。尼布尔认为，上帝群体性地拯救人，不是把整个民族

或国家当成一个群体来拯救，而是通过首先拯救一个民族或国家中“残留的义人”

（即“先知”）来拯救这个民族或国家。所以，尼布尔虽然是一个热情支持犹太

人复国的“锡安主义者”，也是一个虔诚地认为美国就是“新以色列”的新教神

学家，但是，他坚决反对把犹太民族视为上帝特殊的选民，反对把美国视为上帝

的应许给“新以色列人”的“迦南之地”。 
尼布尔称这些“残留的义人”为“民族的或国家的良心”，也称它们是“上

帝的选民”。这一思想是尼布尔从旧约的《以赛亚书》中继承而来的。所以，“上

帝的选民”，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居于少数的群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

手里”，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 
基督教正统神学和旧自由主义神学通常以亚伯拉罕为例外为说明上帝的选

民是单个人以及“因信称义”所指的拯救之路是单个人的拯救。尼布尔指出，这

是一种理解上的错误。尼布尔要人特别注意：在《创世记》里，亚伯拉罕听从上

帝的召唤，“离开本地、本族、父亲”，往上帝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但他不是一个

人去的，而是“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儿罗得连同他们在亚兰所积的财物、所得的人

口”。即使罗得是自愿与亚伯拉罕去的，但是，除了罗得所有的财物和人口以外，

亚伯拉罕还有自己的妻子以及自己的财物和人口，所以他绝对不是单个人去的。

而且，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不是一个人得救，而是“要他成为大国”，“别人

也可因他而得福”，显然，这是应许他“整个一家人”得救。在尼布尔看来，家

                                                        
39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p.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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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是 原初的共同体，它至少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可能还有人以旧约里希伯来先知多过着孤单的生活来说明上帝的选民是单

个人。尼布尔指出，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旧约里的先知是一群，他们之间有传

承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本身就已经说明他们所过的生活不是单个人的生活。再

者，这些先知都有妻室。即使他们真的过着孤单的生活，那也不是完全出于他们

的自愿，而是因为他们批判当权者而遭受当权者的愤恨而被流放或驱逐。就他们

自己的本愿来讲，他们还是希望当权者接受他们的批判而改正，希望能够在一个

正义的社会里过和平而安宁的生活的。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的社会就已经说明了这

一点。先知们之所以明知当权者不大可能接受自己的批判但还是要宣讲上帝对当

权者的审判，明知这样自己可能遭受被逐甚至被处死的命运，但还是选择了宣讲

上帝的审判，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使命感，而且是出于一种希望，希望当权者能

够接受这样的批判，希望受苦的人在世间的苦难能够因为当权者的稍微的悔改而

得到缓解。也就是说，先知们为了众人而牺牲自己，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自己的

个人利益之上。 
 
三、群体的救赎能力高于个人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尼布尔认为，个人和群体都具有“人格”和“良心”。

尼布尔认为，就“人格”而言，个人的人格比群体的“人格”完整，因为群体的

“心智”没有个人的“心智”成熟；就“良心”的超越能力而言，个人的良心的

超越能力超过群体的“良心”的超越能力，因为尽管群体的“良心”是生活于其

中的“先知”，但是，群体在更多的时候是不接受甚至排斥“先知”的。但是，

就拯救能力而言，单个人的良心所具有的拯救能力，要远远逊色于群体的“良心”

的拯救能力。因为先知一旦被群体接受，群体的“良心”一旦发挥作用，它的结

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革所具有的拯救能力，无论是就效果的大

小还是就效果的持久性而言，都是个人的良心所具有的救赎能力所不可比拟的。

尼布尔说，“个人的善良意志的道德成就不能代替社会控制的各种制度。个人的

善良意志可能是完美的和纯洁的，但它不能确立基本的正义。任何社会里的基本

正义都必须依靠对人的公共劳动的正确组织、他们的社会权力的平衡、对他们的

共同利益的管理以及对相互竞争的利益所不可避免的冲突进行的恰当约束。一个

社会制度的健康依靠恰当的社会结构，正如身体的健康依靠其生化过程。任何层

次的善良意志仅仅依靠其自身都不能治疗其腺体分泌的不足；任何道德理想主义

都不能克服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基本的制度缺陷。”40 
群体的救赎能力比个人的救赎能力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单个人不可能独立

自存，而群体由于它自身是由许多成员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些成员之间的互补

和互助使任何一个群体（哪怕只是由男女两人组成的家庭）在生存能力上高于单

个的人。救赎能力的高低，首先就体现在它在促进生存能力这一方面的功效。尼

布尔认为，“社会契约论”尽管在原初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但

是，在它之中也存在着一个真理：承认单个人不可能独立生存，所有人都必然生

活在群体之中。 
基督教正统派不承认个人有救赎能力，更不承认群体有救赎能力。尼布尔认

为，基督教正统派在这两个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不承认个人具有救赎能力，

那就意味着个人在自己得救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可能有所作为，只能静静地等待上

帝的恩典，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个体的主动性，否定了个人自由，因而，基督教

                                                        
40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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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派鼓励专制的社会制度（早期新教）或纵容专制的社会制度（中世纪天主教、

新教现代正统派）。早期新教正统派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神圣的”，“无限制地

支持群权神授理论”41；后者虽然批判专制制度，认为专制制度是邪恶的，但却

又特别地指出“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用来惩罚邪恶的人民的工具”42，是对人所

犯的罪的报应，除非世俗政权宣布自己是上帝，否则人们应当服从。尼布尔说，

中世纪的天主教、早期新教的加尔文以及现代正统派的卡尔•巴特，在这一点上

是相同的。比如，加尔文在就《但以理书》第六章所作的布道里说：“我们必须

服从凌驾于我们之上的那些君王，但若他们起来反对上帝，我们就必须把他们推

翻，就象扔破鞋一样……那些君王是如此地陶醉于自己并且被自己所拥有的权力

所迷惑，以至于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为他们而创造出来的。当他们想把上帝从

他的宝座上赶下来时，他们怎么能够得到尊敬？当我们反抗这样的君王使他服从

上帝时，我们没有做错。”43 尼布尔对这段话的评论是：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意

义重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它认为只是在君王犯了宗教虚伪的某种决定性的

错误行为――这在在加尔文那里意味着他们不接受他的宗教――时反叛君王才

是合理的。”44 他认为，现代的德国（1935 年时）教会之所以陷入困境，让希特

勒掌了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德国教会也认为“只有在国家想使自己成为上帝――

也就是说，使它自己成为有意义的生存的源泉和目的时――国家才应受到抵制”。

发表“巴门宣言”是德国教会抵制希特勒时所作的唯一的一件公开的事情。在此

之前，整个德国教会早就把自己缴械了。 
尼布尔指出，整个正统派教会都没有认识到：“国家既是魔鬼的仆人，也是

上帝的仆人。国家既是内在于共同体之中的秩序原则的化身，也是存在于共同体

之间的无序原理的化身。……因此，国家在道德上是含混的。它声称自己具有绝

对的道德价值，这是它的魔鬼品性的基础。换句话说，国家之所以属于魔鬼，恰

恰是因为它声称自己是上帝。另一方面，如果它不是真正价值的承载者，它也不

可能声称自己是上帝。”45 国家是这样，政府更是这样。基督教正统派只看到国

家和政府的邪恶性，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家和政府也是上帝的仆人，作为上帝的

仆人，它们是真正价值的承载者，是现实的人得救的现实场所。 
尼布尔认为，与正统派不同，（旧）自由派看到了个人具有拯救能力，但把

它抬得过高；也部分地认识到群体具有救赎能力，但是，又把群体的救赎能力看

得过低。因此，（旧）自由派把拯救工作的重心放在个人身上，放在个人的善良

意志上。尼布尔说，“基督教自由派还没有完全忘记维护经济的和政治的生活里

的社会正义所必需的那些机制和手段。但他们的话语的重心一直处在多情的道德

主义一边。它一直坚持，善良意志能够建立正义，不管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可能

是什么。即使在目前因为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不再能够维护社会的和平的秩序而使

整个世界面临灾难的历史时刻，它还坚持这种无用的道德主义。”46 
关于社会制度的功能，尼布尔说，“社会机构的功能远比基督教自由派所认

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且也比基督教正统派认为它所扮演的‘对付罪恶的堤坝’

的功能要积极得多。”47 
所以，必须重视群体的救赎能力，重视国家和政府在解决人类共同生活的根

                                                        
41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68. 
42 Ibid., p. 169. 
43 Ibid., p. 170 
44 Ibid., p. 170. 
45 Reinhold Niebuhr, Faith and Politics, Edited by Ronald H. Stone, New York: Goerge Braziller, 1968, p. 85. 
46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91. 
47 Ibid.,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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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题中的作用。归根到底，是要重视社会制度的作用。不要沉溺于个人福音或

早时的诉诸个人良心的“社会福音运动”，而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诉诸社会制度

变革的政治运动中，把旧时的诉诸个人良心的“社会福音运动”变成新时的诉诸

群体的良心、诉诸制度变革的“社会福音运动”。 
 
 

第四节 群体自由的毁灭性：群体道德低于个人道德 
 
尼布尔认为，人类生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共同生活，它的核心是正义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政治。前面我们说过，在以前的政治理论中，政治

的根本问题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

突之所以出现，根本原因是个人由于无知和自私而使良心没有正常发挥作用。尼

布尔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不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共同体之间

的关系问题。利益的分配首先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其次才是一个利益

集团内部的分配，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与此相应，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之所

以出现，根本原因不是个人的无知和自私，而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

尼布尔说，“与纯粹个人的自私和骄傲相比，群体的自私和骄傲是社会不正义和

社会冲突和更为重要的来源。”48 从道德层面上讲，在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的

成因中，群体的自私和骄傲之所以比个人的自私和骄傲更为根本，根本原因在于

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人道德，所以，群体犯罪比个人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后果。 
 
一、群体也会犯罪 
个人会犯罪，这在基督教神学思想里被视为当然。但是，群体会犯罪，这个

思想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至今还没有被完全接受。根本原因，就在于基督教神学

特别强调个体性，这集中体现在基督教神学的选民思想之中。在基督教的思想中，

上帝的选民是个体的人而不是群体，基督徒组成的群体是在其是由“选民”组成

的群体这个意义上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的。因此，在基督教的思想中，称一个

群体是“上帝的选民”，其真实意义是说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个个都是上帝的选

民，无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上帝的选民”的这个群体至少在信仰上

是封闭的，尽管它可能通过招收新的成员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性，但是，

其招收成员的标准是信仰。因此，国教是这样的群体的必然伴随物。人们可能经

常拿美国来作例子来说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注意到美国从殖民地时

期到二十世纪初持续近四百年的“新教霸权”这一现象，人们就会明白，在这件

事情上，美国也不例外。既然一个信仰共同体是由上帝的选民组成的，于是，如

果人们认为上帝的选民不会犯罪，那么，由这样的选民组成的信仰共同体当然也

不会犯罪了。实际上，由于信仰共同体同时也是过着世俗生活的共同体，所以，

推而广之，尽管一个共同体可能承认自己的成员犯罪，但是，没有一个共同体会

认为自己犯罪，而且，这个共同体在承认自己的某个成员犯罪时，通常要补充说：

这个犯罪的成员不配再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个人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不安全感引起的焦虑，对于群体

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样的，群体也主要是因为不安全而引起的焦虑而犯罪。群

体的生存本能促使群体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消灭或压制可能的威胁，一方面对

                                                        
4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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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来自内部的威胁，消除不利于群体统一的因素，这可能造成专制；另一方面对

付来自外部的威胁，抵抗外敌和入侵和防止外敌的入侵，这可能形成扩张主义。

尼布尔认为，专制与扩张这两个方面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群体犯罪的两

种 典型的形式，是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的主要的根源。 
尼布尔的“群体犯罪”这一思想来自旧约。“群体犯罪”这一思想与旧约的

选民思想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旧约中，上帝的选民首先是群体，只是到后

来才变成个人。前面我们说过，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人应召，但他却不仅仅是一个

人去赴召，说明他是代表着整个一群人应召的；上帝对他的应许不是对一个人的

应许，而是对一群人的应许，因为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大国的。因此，尼布尔认

为，基尔凯戈尔说“亚伯拉罕因为信仰而应召”是正确的，但说“亚伯拉罕是一

人应召、应召去过完全个体的生活”却是错误的。尼布尔认为，基尔凯戈尔之所

以有这种看法，是由基督教对个体性的强调、特别是新教对因信称义的强调是分

不开的。尼布尔认为，基督教强调人的个体性，但是，同时强调人的社会性。新

教对“因信称义”的强调突出了人的个体性，但却因为否定传统和权威而忽视了

人的社会性。相比之下，天主教对传统和权威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基督

教对社会性的强调。所以，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天主教要比新教更符合基督教

的真理。 
尼布尔进一步指出，基督教会的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把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

在道德层次上区分开来，认为世俗的国家可能犯罪，但基督教会本身却不会犯罪，

因为基督教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上帝选民”组成的，这导致基督教会把上帝之国

等同于现实的教会。尼布尔指出，这一点在天主教会那里表现得 为明显。尼布

尔说，“（天主教会）把上帝之国等同于历史中的教会，也有自己的优点，这就是

把一种宗教－政治的制度带进了历史，这实际上对国家的自主施加了一种限制；

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在那种制度里发展出危险的、类似于古罗马帝国的东西，

也就是说，把教皇作为精神世界里的恺撒的地位确立起来。因此，教皇与皇帝之

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揭示出一种令人惊奇的讽刺特征：锅说壶是黑的。教

皇和皇帝都相互指责对方是反基督；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指责是正确的，因为他们

都在另一方那里看到了虚伪之罪，肆意抬高自己。”49 
教会象国家一样会犯罪，这对于基督教思想史来说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

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实际上已经早已宣告了这一点。但是，尼布尔从教会象国

家一样会犯罪这一思想中引申出一个与马克思的思想十分相近的观点：在与个人

的自私和骄傲相比，教会的自私和骄傲是社会不正义的更为重要的根源。尼布尔

说，这一点集中反映了教会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宣布自己中立，表面上好

象是不干预，实际上是在纵容资本家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警察、军队，是在帮资

本家的忙，是在妨碍工人争取正义的斗争。所以，在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时候，

不仅要直面世俗的群体的自私和骄傲，而且要直面宗教群体的自私和骄傲，要改

革社会，必须同时改革宗教。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启示了尼布尔，尼布尔启

示了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 
 
二、群体比个人更自私 
尼布尔在《人的本性与命运》里说，“不论何时，只要群体形成了一种意志

和有机体，比如在国家这个水平上，那么，它对个人来说就似乎成了道德生活的

一个独立的中心。个人被倾向于向群体的要求低头，并接受群体的权威要求，即

                                                        
49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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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要求与个人的道德约束或道德倾向不一致。”50 
实际上，在尼布尔看来，群体确实是个人道德生活的一个中心。如果没有这

样一个中心存在，个人是无法过正常的社会生活的。 
自私是人的本性之一，个人和群体都不能免。尼布尔认为，社会契约论所设

想的那种无私的政府――只是为订立契约的人服务的 可能小的政府――只是

中阶级的一个幻想，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尼布尔认为，群体之所以比个人更自私，根本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群体利

益是其成员的 根本的利益，所以，“群体的自私是由其成员的自私混合而成的”，

这种自私冲动“比个人的自私冲动分别而且小心谨慎地表现自己时相比，具有更

加故意的效果”。51第二，群体的自私更接近于自然的力量，而且群体的心智没

有个人健全。所以，个人可能偶尔地无私，可能偶尔优先考虑他者的利益，或者

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也照顾到他人的利益，而群体却很难办到这一点，总是优先

考虑自己的利益， 多能够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前提条件下再考虑他方的利益。

尼布尔说，“个人在决定采取什么行为的过程里不仅思考自己的利益能够思考他

人的利益，偶尔还能够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个人天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同类，好的社会教育能够扩大他们的同情和关怀的范

围。个人的理性能力使他们具有一种正义感，教育的训练可能这种正义感更为纯

净，并且净化其中的利己成分，直到他们能够相当程度的客观性观察他们自己的

利益也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处境。但是，对于各种社团和社会群体来说，所有这些

成就，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至少是相当困难的。”52 
尼布尔认为，群体的自私典型地表现为国家的自私。国家的自私 行动地说

明了集体的自私甚于个人的自私。他说，“种族的、民族的和社会经济的群体的

自私由民族国家 持久地表现着，因为国家给国家的集体性冲动提供了权力的支

持，并使个人的想象带上具体的集体身份的明显标志，这使得民族国家 能够使

自己的要求成为绝对的， 能够通过权力强化自己的那些要求，并通过自己的地

位的伟大和庄严使它们变得可信和可靠。每一个政治团体，不论是国家还是帝国，

都通过国家和工具来造就自己，在它们的生活之中，服从是首要的，一方面是对

权力的威吓使人服从，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和伟大使人服从。偶像崇拜的诱惑

就暗含在国家的庄严之中。理性主义者的政府观念太天真，他们要使政府完全基

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但他们从来没有正确地看到，在这种同意里，暗含着多大程

度的对国家的庄严的虔诚敬畏。”53 国家能够为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自私，这是个

人的自私一般办不到的。那些运用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自私冲动的人，总是把自自

己的自私装饰成集体的利益或者隐藏在集体的利益之中，这一事实说明，个人是

不可能公开地以权力来支持自己的自私冲动的，但集体却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

在家庭中也出现这种情况，成为家庭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的那个成员就具有以家

庭的利益为名来维护自己的自私冲动的倾向。 
 
三、群体比个人更骄傲 
尼布尔认为，骄傲的根本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当成终极的目的，设

想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 
尼布尔提醒人们注意：骄傲必须有自以为豪的东西为资本。权力、知识和美

                                                        
5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08. 
51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X. 
52 Ibid., p. XI. 
5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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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主要的可以作为骄傲的资本的东西。所以，他把骄傲分成权力的骄傲、知

识的骄傲和美德的骄傲三种。其中， 根本的骄傲是权力的骄傲。 
在这三种类型的骄傲之中，权力的骄傲实际上是 需要骄傲的资本的。在这

方面，群体所拥有的骄傲资本是个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所以，权力的骄傲虽然

“以初级的形式表现在人类的所有生活之中，但是，它在那些拥有不同一般的社

会权力的个人和阶级那里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54 
尼布尔把权力的骄傲分成两种形式。在第一种形式下，人“没有意识到自己

的生活的有限性和影响有限的特征”；在第二种形式下，“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认

识到自己的不安全，才促使人贪求权力”。第一种形式的权力骄傲在那些拥有不

同一般的社会权力的个人和阶级中十分明鲜。尼布尔说，“第一种形式的权力骄

傲是那些在社会里安全或者似乎安全的个人和群体的特殊标志。”55 他们因为自

己实际上占据着社会权力而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安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英国和美国。第二种形式的权力骄傲在那些没有占有社会权力或者只占有少量的

社会权力的人中表现得明显。他们因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安全，所以“想把

更大程度的权力赋予自己来克服或掩盖他们自己的不安全”56，比如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的德国。 
在权力的骄傲方面，个人的骄傲无法与群体的骄傲相比。权力骄傲突出的个

人，主要是那些拥有不同一般的社会权力的个人，但是，这些个人拥有的权力是

社会权力，而不是个人的权力，甚至那些 专制、 独裁的个人也还公开地承认

并且在理论上宣扬他掌握的权力不是个人的权力而是社会的权力。这固然是当权

者为把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和神圣化而玩弄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之所以要玩弄

这种意识形态，绝对因为这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本身就已经说明社会的权力在

价值层次上高于个人权力，所以，即使一个当权者的权力是通过反社会的手段获

得的，他也要努力宣称自己的权力是由社会或神灵赋予的。因为，不论是什么情

况下，群体的权力骄傲总是甚于个人的权力骄傲，成为治权者自身的骄傲的来源。

一方面，“群体的骄傲……确实形成了对个人的一种权威，而且导致群体把绝对

的要求强加于个人之上。”57 群体可以很轻易地把把绝对的权威加于个人之上，

但是，个人要把自己的绝对权威加于群体之上，却是非常艰难的。根本的原因就

在于：群体（尤其是国家和政府）是内在于共同体之中的秩序原则的具体化，是

真正价值的承载者；个人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地位。另一方面，“政治上成为一个

整体的社会集团没有一个不喜欢或者屈服于使自己成为偶像的诱惑。通常的情况

是，这个群体骄傲的机体，国家和承载着国家的权威的统治集团都努力使他们自

己远离这种群体的骄傲――而这种骄傲正是他们的尊严的一个象征，使自己成为

这种尊严的独立来源。但是，他们的这种处置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尊

严的根本来源处于那超越他们个人的力量和特权的某种东西，也就是他们这个群

体自身的骄傲和伟大。”58 此外，群体的骄傲对于那些没有或者很少占有社会权

力的个人和阶级的权力骄傲的来源。尼布尔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群体骄傲

代表着一种特别的诱惑，它诱惑那些深受具体形式的低贱感受之苦的个人。因此，

现代的法西斯纳粹主义与低层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低贱感之间的关系非常有

意义。但是，几乎不能否认的是，现代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只是加剧了群体生活

                                                        
54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188-189. 
55 Ibid., p. 190. 
56 Ibid., p. 191. 
57 Ibid., p. 208. 
58 Ibid.,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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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体自私的一般特征；这种骄傲正在弥补的那些低贱感的特殊形式只是加剧了

所有人都遭受的一般的低贱感。因此，集体骄傲是人 后的、在某些方面也是

可鄙的旨在否认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企图。”59 
群体拥有的骄傲资本远远多于个人，这使得群体比个人更骄傲，因而使得群

体的骄傲既成为个人骄傲的一个真实的来源，又成为个人骄傲的 后完成形式。 
 
四、群体比个人更残酷 
群体比个人更自私、更骄傲，因而，在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的成因中，与

个人的自私和骄傲相比，群体的自私和骄傲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实际上，纯粹个人的自私和骄傲在社会生活中只是造成一般的犯罪，一般情

况下不足以造成社会的不正义和社会冲突。那些能够造成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

的个人，往往是那些掌握着不同一般的社会权力的人。他们个人的自私和骄傲之

所以能够造成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足够强大的个人力量，

而是因为他们占有不同一般的社会权力并且滥用了这样的社会权力。所以，从根

本上讲，这些足以造成社会不正义和社会冲突的个人，之所以能够造成社会不正

义和社会冲突，根本原因不是他们个人自身的自私和骄傲，而是由于他们生活于

其中并且掌握了其权力的那个群体的自私和骄傲。所以，这些拥有不同一般的社

会权力的个人所犯的罪，无论是在其严重的后果还是在其残酷程度上，都超过通

常的个人所犯的罪。 
群体的自私和骄傲典型地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其成员绝对地服从自

己，同时要求其他的群体不要自己已经或者将要获得的资源。对于不服从自己的

意志的成员，群体的处罚可能是非常残酷的。但是，这种残酷比这个群体对待胆

敢侵占自己已经或者将要获得的资源的群体的惩罚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简直是不

可相比的。因为这后一种惩罚经常采取战争、封锁、禁运、抵制使用的形式。在

古代社会，封锁或禁运可能没有根本的影响，但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禁运或封锁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严厉的。尼布尔经常用圣雄甘地所改

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因为禁用英国货物造成英国数万纺织工人失业、陷入

生计上的困难来说明抵制使用来自某地的货物可能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一场小型

的战争。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尚存在如此的残酷性，封锁、禁运这

样的手段所具有的残酷性就更为重了。在日本全面发动 9•18 事变，美国教会中

许多人（其中包括尼布尔的弟弟理查德•尼布尔）建议美国教 好不采取任何措

施，认为这一方面符合耶稣的教导，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激怒日本，避免 终把美

国拖入与日本的战争。尼布尔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禁运钢铁、石油、橡胶等战略物

资的政策。因为他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保存现代文明。而

且，他认为，美国与日本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损害了美国在

华的利益，破坏了美国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外交政策。早一些对日

本采取措施，以后美国在对日的战争中就可以少流一些血。60 当然，战争是群

体的自私和骄傲的 高表现，是 残酷的社会不正义事件。 
尼布尔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残酷和暴虐， 为根本的根源就是：群体的

自私导致人对他人的义务都具有部落主义的特征。他说，“人类在他们的所有关

系里都能够残酷和友好地对待他们的同胞。家庭关系通常以互爱为基础，但残暴

的父母绝不少见。人对人残暴的主要根源在于他对他人的义务感具有部落主义的

                                                        
59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12-213. 
60 Reinhold Niebuhr: Must We Do Nothing?  Cf. http://www.ucc.org/theology/brother2.htm.  



 94

局限性。在历史里的今天，由人的部落主义所加剧的残酷行为充斥着新闻，占据

着我们的心灵。美国以自己是许多种族的‘大融炉’而骄傲，但是，它在内战以

后的一个世纪后还在极其艰难地努力在试图消除奴隶制度的 后残余。在全世界

都存在着战争，新的国家正在战争里诞生，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样的残暴行

为。”61 暴虐即使在家庭里也存在着。但更为残酷和暴虐的行为存在于群体与群

体之间。 
尼布尔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残酷与暴虐行为分为两类。他说：“二十世纪中

叶的新闻里出现的部落残暴行为有两类。其中以一以塞浦路斯的残暴行为为典

型，它由一个地区共同里里两个群体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内容。另一类是由那些在

政治上强大有力的群体实行的残暴行为，它们或反对误衰败而无县有的多数人

（比如在南非），或者反对一个在种族和宗教上都属于少数的群体（如在纳粹德

国），或者反对在一个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已经大到使居多数地位的‘白人’感

到他们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了威胁（比如在密西西比州）。”62 前一类群体

与群体之间的公开的冲突，后一类是种族隔离制度。尼布尔认为，在这两类残酷

与暴虐的行为中，后一类更为难堪。因为在公开的冲突中，双方都尚处在精神不

受对方奴役的状态之中；而在种族隔绝制度中，其中有一方在精神上被奴役，它

旨在使被压迫者形成奴性。尼布尔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公开冲突里的残暴

行为不象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奴役在灵性上更令人难堪。所以，纳粹德国、

南非或密西西比的暴政对人类自尊的伤害比其他任何冲突都要大。”63 
现代的种族主义者经常强调种族之间的差异，以保存文化的多样性为口号作

为应当实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根据。这种观点，实际上出现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废奴

主义运动之中，在二十世纪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和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

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时被一些人再次捡起来为种族主义辩护。针对这种情况，尼

布尔说，“整个历史也表明，即使 有学问的人也还没有理性到足以洞穿和改变

狭隘忠诚的不为人意识到的和‘亚理性’的根源，正是这些东西规定了共同体的

界限，使人残暴地对待不具有同样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或文化的标志的他

人。所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都已经接受那个令人不安的悖论，它存在于人的

普遍精神的核心，同时使历史成为由无穷多样形式的共同体间的冲突和共同体内

的冲突组成的混乱故事。为了保存‘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人愿意接受相互

的责任，但这责任只存在于有限的共同体里，只存在于那些被种族和部落的独特

标志规定好了的共同体里，而这样的共同体明确违反和无视人所共有的人性。”64 
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来推行种族主义政策，把不

同的种族分隔开来，那就错了，因为一切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后天的”

而不是“先天的”。保存多样性的 好办法，不是把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封闭起来

（这样做恰恰将使那种文化窒息），而是在开放的环境里把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充

分地展示出发，这样才能保持具有独特性的东西的生命力。与人的自由相应的社

会，应当是开放的社会。封闭的社会是部落主义的极端形式，它将使群体与群体

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使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精神奴役更加严重并且使之永久

化。 
至此，我对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出发点自由作了一个较为深入的分析。现在，

我对本章的分析作一个简要的小结。在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中，自由是一个根本的

                                                        
61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84. 
62 Ibid., p. 87. 
63 Ibid., p. 87. 
64 Ibid., pp.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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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和政治自由是相互联系的，在现实生活中，信仰自

由和良心自由必然进到政治自由并且由政治自由来保证。在这其中，既有个人的

自由，也有群体的自由，而且，群体的自由比个人的自由更为重要。群体不是纯

粹的自由事实，也不是纯粹理性的建构，而是基于人性的既有先天成分也有后天

成分的存在。群体具有“人格”，具有“良心”，既是上帝的仆人，也是魔鬼的仆

人。群体的救赎功能高于个人，同时其道德又低于个人，所以，拯救人应当优先

考虑群体，其中的关键是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用现实的“格式塔”（结构）把

上帝赐予群体的恩典实体化，同时用批判的态度不断地审视它，使之尽可能走向

开放，而不走向封闭、走向部落主义，以减少群体行为的残酷和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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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要素和框架之二： 

作为自由的质料的生命力 
 

自由是人的本性，群体自由比个人自由更为重要。但是，无论是个人自由，

还是群体自由，都不是抽象的自由、理论上的自由。从本性上讲，群体和个人都

是自由的，但是，本性上的自由并不等于现实上的自由；因为现实的自由是符合

本性的活动。现实的自由，是人在本性上的自由的不断现实化的过程，而不是一

种静止的状态；一旦这种现实化的过程停止，现实的自由也就在这一时刻不存在。 
人在本性上的自由，是在其现实化的过程中变成现实的自由的。所以，把握

自由问题，关键在于把握自由现实化的过程，认识自由得以现实化的条件及其机

制。 
本章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考察自由得以现实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作为自由的质

料的生命力。 
 

第一节 自由的现实化：生命力（质料）与范型（形式）的统一 
 
自由的现实化，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中 为关键的思想。尼布尔认为，虽然

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自由并不总是“实现了”的。如果人的自由总

是“实现了”的，那么，人也就用不着去追求自由了。《宴饮篇》中的苏格拉底

说，人总是追求他还没有的东西。如果人生的所有追求都如苏格拉底所说的这样，

那么，人追求自由可能恰恰意味着人没有自由了。但是，苏格拉底的看法，只适

合于处在人的本性之外的东西，不适用于处在人的本性之内的东西。对于处在人

本性之内的东西来说，人对它的追求恰恰表明它追求的东西已经存在于这个追求

者的本性之内了。正如赫拉克利特的座佑铭所说，人追求他自己。本性上自由的

人追求自己的自由，不是因为人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才

追求自由。人追求自由，目的不在于获得自由，而在于实现自由，使本性上的自

由变成现实的自由。这一过程，就是自由的现实化。 
 
一、自由现实化的两个根本要素：生命力与范型（形式） 
尼布尔对自由现实化的看法，基本的理论框架是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及其实现

的思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本性是运动原理――它不是使其它事物运动

而是使自己运动。”1 一方面，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对于人的潜能来说，意

愿是决定性因素。因为意愿，实际决定了潜能所指向的对象2。意愿在人的自由

选择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说明人的意愿与人的自由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关

系。另一方面，人的自由（自由选择的目标）是否能够得到实现，还取决了两个

根本条件：是否存在适合于受作用的对象，是否有适合于其潜能的方式。用亚里

士多德的术语来说，在这两个方面之中，意愿实际上是潜能的质料，这一点在亚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181 页。 
2 同上，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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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对伦理德性的讨论中是 为明显的；适合于潜能的方式，实际上是潜能

的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适合于受作用的对象，实际上是意愿指向的事

物，是意愿的客体。尼布尔在自由的现实化问题上，基本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

这一基本思想框架，但是他对人的潜能和人的意愿的对象的解释，与亚里士多德

具有根本的不同。 
尼布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潜能。人在本性上是自由的，但是，

若人不行动，那么，人的自由就只是思想上的自由、抽象的自由；只有行动上的

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问题在于，并不是人的所有行动都是自由的，在这方面，

典型的是精神失常的人，他们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中的行为就不是自由的。在尼

布尔看来，只有伴随着基本正常的精神状态的行动，才是自由的。这种基本正常

的精神状态，罗尔斯后来在《正义论》中称为“ 低限度的道德资格”，尼布尔

把它称为“ 低限度的人格”。具有这“ 低限度的人格”的人，就是自由的人。

在尼布尔看来，“ 低限度的人格”，其基本内容就是肉体与精神的统一。 
尼布尔说，“人处在自然与精神的交汇之处。”3 所以，人既是自然之子。又

是精神之子。但是，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对于人来说，不是当然的。精神病人的

存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当肉体与精神统一的人处在沉睡之中或纯粹思想

之中时，人的自由对他来说，就只是潜能，而不是现实；因为人的自由既与自然

有关，又超越自然，是某种与自然的必然联系不同的东西。不超越自然，人没有

自由；但是，脱离了自然，人同样没有自由。所以，对于肉体与精神统一的人来

说，依然存在着自由现实化的问题。尼布尔认为，自由作为人的本性或潜能，它

的现实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根本的条件。这两个根本条件不可能是肉体与精神，

理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而是生命力和范型，用亚里士多德的述语来表达，即自

由的质料和自由的形式。 
尼布尔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有自由，这表现为人能够有限地

参与创造而动物却不能。“所有动物都在一定的统一、秩序和范型的范围内表现

了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动物生活展示了一种一致而坚决的生存生意志；但是，无

论是单个动物还是整个一个种类的动物，生存的策略都只是因为所属的种类所特

有的存在范式才有所不同。因此，生命力和范型是被造物的两个方面。人的生活

因为其有限地参与创造而明显地与动物的生活不同。在一定限度之内，人能打破

自然的范型并且创造出新的生命力形式。他对自然过程的超越给他提供了干预自

然界里已经存在的生命力的范型和统一的机会。这就是人的历史的基础。人的历

史就是不断地改变范型的历史，这与不知道什么是历史、而只是无穷地在给定的

范型的限度内重复自己的自然界有根本的不同。”4 也就是说，人通过对创造的

有限参与，而得以使人的自由现实化。但是，尼布尔认为，人有限地参与创造，

并不意味着人的每一次有限参与都会产生创造性的后果。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凡能有所作为，总是一样能做相反的事业，人能做好事，也同样能做坏事；每

一潜能都包含这两端；同一潜能致人健康也致人疾病，致静也致动，引动建设也

引发破坏。”5 在这里，尼布尔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大的不同是：亚里

士多德认为同一件事不能既好又坏，不能既是建设性的又是破坏性的；尼布尔认

为人类的一切事情（都表现着人的自由）都同时是既好又坏，既具有建设性又具

有破坏性。从人的行为中生命力所具有的建设性一面看，人的生命力符合人的自

                                                        
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17. 
4 Ibid., p. 26.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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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律法（范型、形式）；从人的行为中生命力所具有的破坏性的一面看，人的

生命力就违反人的自由的律法（范型、形式）。这样，在尼布尔看来，在同一行

为中，人的生命力既符合又违反人的自由的律法（范型、形式）。在尼布尔的思

想中，善与恶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或此或彼”和“且此且此”。这

体现了尼布尔的神学的辩证性。 
有人认为，从思想渊源上讲，尼布尔的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阿尔弗雷德•怀

特海的过程思想；尼布尔本人否认这一点。6 必须承认，尼布尔的这一思想，与

怀特海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 为突出的是：他们都强调过程和人对创造

的有限参与。但是，尼布尔的思想与怀特海的思想有根本的不同。休斯顿•史密

斯说，尼布尔与哈特肖恩（在过程神学的思想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怀特海）之间进

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结果尼布尔获得了胜利。这一事件说明尼布尔的神学思想

与怀特海的过程神学思想有着根本的差别又极其相似，否则他和哈特肖恩二人没

有进行激烈斗争的必要。再者，尽管过程哲学是由怀特海第一个系统表达出来的，

但是，过程思想却不是由怀特海第一个提出的，它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

多德的潜能与其实现的观点，在中世纪神学对个体性问题的讨论、存在主义对此

在与共在问题的讨论以及近代的数学和电磁学以及现代的量子力学的发展中，也

都包含着深刻的过程思想。所以，尼布尔否认他对自由的现实化的看法来源于怀

特海，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 
 
二、自由现实化的表现形式 
自由的现实化，是自由的质料与自由的形式相结合的过程，它表现为人的生

命力与其范型的统一，表现在人对创造的有限参与之中。尼布尔的下面一段话，

概括地说明了自由现实化的表现形式。他说，“人一方面受深深地陷在自然的范

型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受它们的束缚；他必须把既定的性别、种族和（并在一个相

对小的程度上，把）既定的地理环境当作不可改变的命运的力量，但是，他还是

能在一定范围内安排和重新安排自然的生命力和范型；所以，人的创造性这一问

题充满着各种复杂的情况。人在自己的处境里必须考虑四个条件：（1）自然的生

命力（它的冲动和动力）；（2）自然的范型和统一，即既定的本能、自然和谐的

范型和自然的区别；（3）精神在某些范围内超越自然的范型以及给各种生命力确

定方向和重新确定方向的自由；（4） 后，是精神的规范能力，即创造新的充满

和谐和秩序的领域的能力。所有这四个因素都既包括在人的创造性之中，也暗含

在他的毁灭性之中。创造性总是同时包含着生命力和范型。自然和精神也都拥有

生命力和范型的资源。自然所拥有的资源可能是比较消极的。自然的生命力和其

范型可能是人的创造性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人的行为的积极推动力，但

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贬低它。同理，人的毁灭性也包含着这四个因素，尽管在

人的毁灭性行为里，自然的生命力和其统一比精神的生命力和统一所起的作用要

消极得多。比如，自然的性冲动是家庭组织的所有更高范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也是毁灭性的性出轨行为中的消极力量。同样，部落和种族的自然和谐是更高的

政治组织的基础，也是种族间和国际间政治无序中的消极因素。”7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的现实化，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群体

                                                        
6 [美]小约翰•大卫•科布，大卫•R•格里芬：《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曲跃厚译），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1999 年，第 199 页。其中写道：“H•理查德•尼布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怀特海的影响，正如他的

《启示的意义》一书所表明的，但是，他的哲学框架基本上是康德式的。尽管这一事实并未得到广泛认同，

但他的兄弟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思想和怀特海的思想却更为一致并且可能受到它更大的影响。” 
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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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人自己与自己的

关系等五个方面。 
（1）自由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现实化 
尼布尔认为，人的自由的现实化，首先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一方

面，人是“自然之子”。自然法则是人无法改变的，人必须接受；但是，人接受

自然法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自然面前没有自由，因为自然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其中充满着偶然性。自然界中充满的偶然性，已经为人类自由留下了余地；即使

面对自然法则，人类也有自由可言，因为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的精神特征，使人类

可能利用自然法则改变自然使自然人化。所以，尽管既定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来

说是不可改变的命运的力量，但是，人类还是能够在一定限度内重新安排自然环

境的要素，使之人化。技术以及相应的自然科学的出现，已经清楚地表明人类在

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自由之现实化，有两个根本条件，一是条

件是有可资利用的自然要素，如果不存在这些自然要素，人的自由就失去了对象

化的基本条件，因为它没有作用的对象，没有了质料；二是遵循自然的范型，即

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人类自由在自然界中现实化的基本范型。不遵循自

然规律，人的自由在自然面前，永远都只会是失败者。 
尼布尔经常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自由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

同时具有两个方面。除了使自然要素人化使之适合人类的需要以外，还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把自然的力量引入人类社会之间的斗争中去，利用自然法

则和自然力量去攻击对手。前一个方面是建设性的，后一个方面是毁灭性的。在

后一个方面，战争的武器，尤其是火炮和原子弹， 典型地反映了人类自由在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现实化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 
尼布尔认为，人类利用自然法则和自然力量去攻击自己的同胞，使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技术和自然科学不是中立的。所谓技

术和自然科学在价值上的中立，只是中产阶级和自然科学家们杜撰出来的一个神

话。这个神话一方面表明了中产阶级和自然科学家在人类残酷斗争的厌恶之情，

另一方面表明了中产阶级和自然科学家们的虚伪，因为他们杜撰这个神话的根本

目的是想表明自己的科研工作的无罪性。 
尼布尔进一步指出，人类利用自然法则和自然力量去攻击自己的同胞，造成

的 大问题就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恩赐的相应增加，不但没有缓

和公平问题，反而使公平问题更加严重。”8 技术虽然拔掉了自然用以伤人的毒

牙，但是，它进而把自然用来伤人的毒牙变成人用来伤害人的毒牙。因为技术“创

造了一个社会，在其中，社会凝聚的强度和广度大大地增加，但权力的分配却是

非常地不公”9，而“权力是毒药”，它对人心的腐蚀从根本上使相互争夺利益的

人相互疏离，使各种利益团体走上暴力冲突的道路。 
人的自由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现实化，使人类实现了“第一次提升”，使

人类得以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把人从自然中提升出来的那种力量，给人的

自然本能提供了一种新的，在人的世界里更加可怕的潜能。人利用工具进行战斗，

正是使用这些工具，人的心理把人的本能的爪牙磨得十分锋利，这使他的残暴比

自然界里动物的残暴行为更为持久，因为动物只是在一时的情绪和生存必需的推

动下做残暴的行为。肉食的动物在自己的胃被填满后就停止其征服的行为；但是，

人的贪心是由其想象滋养的，在他的想象所设想的那些普遍的目标被实现之前，

                                                        
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1. 
9 Ibid.,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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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贪心是不会被满足的。”10 这个提升的 大结果，不是使人剥离或摆脱自己

的兽性，而是把人的兽性放在甚至神圣化。结果，单个的人不仅在自然面前是一

个弱者，而且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更是一个弱者，这使得单个的人更加不可能自外

于他所属的那个群体。所以，人的第一次提升的 大意义在于：它使利益群体之

间的关系成为人类 根本的关系，使政治问题成为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使人类

生活的一切内容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决定性的影响。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就是使

人成为“政治动物”。所以，人的自由问题的中心内容不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而是人类内部的政治问题。在尼布尔看来，自由问题的中心内容是权力分配

问题，也就是说，是政治自由问题。 
（2）自由在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 
人类的“第一次提升”，使人的自由问题由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转移到人与

人的关系的领域，也使自由的问题由人类自由问题变成了人类群体的自由问题。

但是，自由问题的领域的转移不但没有解决、取消或缓解人类生活的根本问

题――生存问题，反而使这一根本问题更加复杂和紧张。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

境的。尼布尔说，“不管人的智慧多大地增加了由自然提供的用来满足他们的需

要的财富，这些财富也决不可能有效地满足一切人的要求；因为人与其他动物不

同，他具有被赐予了想象力，这使其欲望超越其实际生存所需”11。因此，尽管

“人的协作的单位在规模上一直在扩大，包含各个单位之间的重要关系的那些领

域也相应地扩大”12，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在国

家的层次上以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用事实说明了这一

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人（旧自由主义者）乐观地认为国际联盟可以永久

地解决国家间的冲突问题，民主制度可以永久地解决国家内的利益集团的冲突问

题。对此，尼布尔是不同意的。他说，“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是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一个永久的而不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特征；而且，每个国家都发现要在它们

的日常生活范围内维持和平或正义都越来越困难。”13 
尼布尔认为，旧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没有注意到政治生活中的

群体。这一根本缺陷，集中体现在旧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契

约论中。社会契约论的整个制度设计，基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尼布尔说，

一方面，中产阶级中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主政府设想为一个纯粹理性的程序。它

们的权威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且这种同意被理解为公开的同意。人与人

之间的相遇被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理性对话，根本没有将指导和败坏这一理

性过程的那些集体利益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中的现实主义者“虽然承

认利益”但是“却认利益的集体特征或阶级特征，而且象理想主义者一样害怕经

济利益政治化”。14所以，在中产阶级 初所设想的共同体之内，政治性的团体

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尼布尔说，美国的所有开国者都害怕“宗派”，即使詹姆斯•

麦迪逊，美国国父中唯一的一个从政治立场和民主立场现实地分析权力和利益的

人，也没有能够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将通过‘宗派’或政党来组织”15。

因为他们坚信民主制度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普遍利益的，所有的“宗派”或政党所

追求的利益集都不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实现；坚信“人能够以纯粹的、中立的

                                                        
10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44. 
11 Ibid., p. 1. 
12 Ibid., p. 2. 
13 Ibid., p. 3. 
14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p. 66-67. 
15 Ibid.,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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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投入政治，政治斗争涉及个人而不涉及阶级”，坚信“市场里的竞争能够确

保正义的实现，劳动力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将维护工人的利益”16。所以， 初的

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存在规定政党活动的基本规则，普通的公民没有投票权，工

人不能组织工会。但是，历史已经用事实驳斥了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工业

化时代，政党制度建立了，争取投票权有运动 终了普选制度的胜利而告终，雇

主不情愿地允许工人组织起来、集体地讨价还价。这些事实说明，在政治生活中，

群体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群体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将成为一句空话。 
旧自由主义没有注意到政治生活中群体的自由，因而，旧自由主义既没有考

虑群体的欲望，也没有为群体的自由设想其应有的行为准则。即使有个别的旧自

由主义想到了政治生活中的群体，他们也把群体个人化，名之为“法人”，以对

个人的要求来要求它，以对个人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它。这在道德哲学中，就表

现为没有把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严格地区分开，犯了类型错乱的错误。尼布尔认

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数十年中，国内战争和国际冲突日益激烈，

已经充分说明旧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的破产。但

是，尼布尔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契约论的破产来证明民主制度已经破产。因为

“民主制度事实上有着比其中产阶级特征更深刻的维度和更广泛的生命力。理想

的民主制度是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永久有效的形式，它能够正确地对待人类生

活的两个方面：既能正确地对待人的灵性高度和人的社会特征；也能正确地对待

生活的独特性、多样性以及所有人的共同需要。”17 所以，为民主制度寻找新的

理论辩护，就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使命的关键，就是承认群体

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给群体寻找切合实际的行为原则。这两点，是尼布尔

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3）自由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 
自由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比起自由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

系中的现实化，要复杂得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个人与其所属的利益群体之间，

存在着程度非常强的忠诚；尽管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忠诚问题，但其程度，

比前者要弱得多。因为个人离开群体就不可能生存；即使个人可以离开其原先所

属的利益群体而投靠其他的利益群体，能够生存下去，但是，他在新的利益共同

体中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因为他离开原先所属的利益共同体，已经产生了一

个背叛的事实，谁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再次背叛现在所属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呢？对

于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说，这样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任何一个利益群体，

如果与它对立的其他群体消失了，存在于它自身之内的差异就会使它的成员产生

分化，从自身中产生出新的对立的利益集团。尼布尔说，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无

阶级社会，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也是一种典型的乌托邦。 
因此，自由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首先要考虑个人对其所属

的利益群体的忠诚。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个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要求以及个人与

他所属的那个利益群体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自由在个人与群体之间

的关系中的现实化中，个人对自己所属的利益群体的忠诚，是自由的 基本的范

型；个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要求，是自由的 基本的质料。 
旧自由主义的忽视群体这一缺陷，在这里也反映出来。由于忽视群体，所以，

在考虑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旧自由主义认为群体只是个人的简单相加，由

于每个人都不是自足的，不同的人才相互联合起来以克服自身的不足，集体的价

                                                        
16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68. 
17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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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只在于为个人服务。在一般情况之下，旧自由主义者不会想到个人对其所属的

利益群体的忠诚；当旧自由主义者相互个人对其所属的利益群体的忠诚之时，这

一定是在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和国家发生内乱之时，在这时，旧自由主义者要

么摇身变成民族主义者，要么摇身变成国家主义者，要么摇身变成种族优越论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使旧自由主义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大检验，结果证明旧

自由主义者在谈论个人对群体的忠诚时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尼布尔说，激

烈的国内或国际的冲突，总是宣告旧自由主义的破产。 
（4）自由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 
尼布尔认为，旧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现实化所进行的讨论，除了前面所说的自

由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的现实化以外，就是自由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中的现实化和个人在对自己的关系中的现实化。而且，尼布尔认为，旧自由主义

对自由的现实化所进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这是旧自

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的整个立足点。 
尼布尔认为，即使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旧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现实化

所做的论述，也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第一，旧自由主义认为“人能够以纯粹的、

中立的理性投入政治”18。这样，在政治活动中的人都是没有情感和欲望的个人。

这种个人完全是抽象的个人，而不是现实的个人。这从根本上把人际关系中的自

由的质料给抽象掉了。因为现实的个人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个人，而且，这些情

欲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的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的分歧成为社会冲突的一大根源，比

如，在美国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一事实说明，影

响人的政治生活的因素绝对不仅仅是理性。第二，旧自由主义认为政治生活中的

个人都是理性成熟的人。理性成熟，这是旧自由主义所设想的参与政治生活的人

应符合的基本条件。这一基本条件把人际关系中的自由的原则给抽象掉了。因为

理性成熟的人是非常自觉的，他们内心的理性法则会自动发挥作用，根本不需要

任何强制性的规则来约束他们。这样，被认为没有成熟理性的个人（这些人都以

特殊的标准被区分出来，如未成年人、妇女、文盲、有色人种等等）被剥夺了从

事政治活动的权利，成了被管制的对象。因此，旧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政治生活是

只有社会精英才配享受的生活。在旧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白人妇女还在象有色

人种一样为投票权而艰苦地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了旧自由主义的破产，同

时拉开了白人妇女争取投票权这一斗争取得胜利的序幕，因为战争中对人力的需

要和战后普遍萧条的经济把大量的妇女从家庭里推出来，推到各种工作岗位上，

她们在社会生产方面的能力证明她们在理性上不亚于男人，理应享有与男人一样

的投票权。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投票权，只是在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后才被真正赋予。这些事实说明，旧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一直都没有能

够摆脱地狭隘性，尽管旧自由主义者宣称自己的政治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旧自由主义之所以在魏玛共和国后期导致希特勒上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精英政治走向了极端。 
（5）自由在个人与个人自己的关系中的现实化 
尼布尔认为，自由在个人与个人自己的关系中的现实化，个人欲望是质料，

良心是范型。从根本上讲，自由在个人与个人自己的关系中的现实化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个方面在自我的行为选择上，另一个方面在个人的良心上。尼布尔认为，

自我的行为选择固然离不开理性，但是，理性在自我的行为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

                                                        
18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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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性的。因为“理性自身就被非理性的力量驱使着”。19在自我的行为选择

过程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是驱使着理性的那些非理性的力量，特别是利

益以及个人拥有或者面对的强力。但是，除此之外，旧自由主义还有两个根本的

错误。其中一个根本的错误是认为人的所有欲望都是中性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

认为人的良心足以保证人在行为选择的过程中不犯道德的错误。也就是说，人的

良心保证人不会犯道德错误。这二者都会导致苟安的良心，导致人自我称义。 
总之，旧自由主义在自由的现实化问题上，在五个方面都犯有严重的错误。

其中 为严重的错误，就是忽视群体，忽视利益和权力的群体特征，因而，旧自

由主义没有认识到自由现实化的根本原则。 
 
三、自由现实化的根本原则：“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我发现，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自由现实化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对生命

力的态度，另一个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范型。这里，我先讨论后一个问题，以后

再讨论第一个问题。 
从自由现实化的五个方面看，在这五个方面中， 突出的问题是忠诚问题。

尼布尔认为，旧自由主义的 大缺陷就是忽视了忠诚问题。忠诚问题，集中体现

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中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一问题的实质内

容是：在大群体与其成员小群体之间，是小群体成员的利益服从大群体成员的利

益，还是相反；在群体与其成员个人之间，是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还是相反？

依据尼布尔的思想，如果一个人认为小群体利益应当服从其所从属的大群体的利

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其所属的群体的利益，那么，这个人就是“光明之子”；

与此恰恰相反的，就是“黑暗之子”。尼布尔说，“我们可以用圣经里的名称‘世

界之子’或‘黑暗之子’来称呼不知道超出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法律的那种道德

犬儒主义者。而那些认为自我利益应当置于一个更高的法律的约束之下的人则被

称为‘光明之子’。这不是一个纯粹武断的称谓；因为邪恶总是对某种自我利益

的维护而不考虑整体，不论这个整体是被设想为一个当下的共同体，还是被设想

为人类全体或这个世界的整个秩序。另一方面，善总是不同层次上的整体的和谐。

从更大的共同体（比如，人类共同体）的立场看，忠于一个次要的、不成熟的‘整

体’（如国家），当然可能是恶的。因此，“光明之子”可以被定义为这样的人：

他们使自我利益置于更普遍的法律的控制之下并且使之与更普遍的善和谐。”20 
也就是说，在（广义的）自我利益与（广义的）群体利益之间，凡主张自我利益

优先者，都是“黑暗之子”；凡主张集体利益优先者，都是“黑暗之子”。尼布尔

说，“黑暗之子”是邪恶的，光明之子是善良的。这一判断，反映了尼布尔的一

个根本的思想：秩序优先，群体优先。 
秩序优先与群体优先，是尼布尔的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所在。

旧自由主义认为秩序是自由的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把秩序置于自由之

上，社会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扩大个人自由而不是废除和限制上人自由。在

尼布尔看来，旧自由主义的这些看法忽视了个人对群体的忠诚，没有认识到：自

由必须是在秩序中的自由，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旧自由主义还忽视了群体在政

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认识到个人总是以某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身份参与政

治活动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亚群体的单个人是不可能从事政治活动的。 
尽管旧自由主义者具有这样的错误，但是，尼布尔还是承认旧自由主义者是

                                                        
19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xvi. 
20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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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子”。根本原因在于，旧自由主义者的实际行为与其政治哲学不一致。

旧自由主义者实际上结成了很多群体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们在理论上却坚信个

人主义；旧自由主义者在国家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诉诸武

力，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却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强调社会秩序的目的是保护和

发展个人自由，在理论上认为武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点也不重要。21 所以，尼布

尔说，“我们的民主文明不是由‘黑暗之子’建立的，而是由‘光明之子’建立

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光明之子是愚笨的，不仅仅因为他们低估了在黑暗之

子中存在的自我利益的力量。他们也低估了他们自己中存在的自我利益的力量。

民主世界如此接近于灾难，不仅仅是因为它从来不相信纳粹拥有它自己承认的那

种恶魔般的愤怒。文明拒绝承认在自己的共同体里存在的那些阶级利益的力量。

它还滔滔不绝地谈论国际良心；但与此同时，黑暗之子熟练地使一个国家反对另

一个国家。文明国家没有相互保护，这使得黑暗之子能够夺取一个又一个的国家。

道德犬儒主义具有对道德浪漫主义的暂时优势。它的优势不仅仅在于它没有道德

的约束，而且在于精明地认识到了在光明之子里存在的个人和国家的自我利益的

力量，尽管光明之子在道德上抗议这些自我利益。”22 尽管民主文明是由旧自由

主义者这些“光明之子”建立的，但是，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对秩序优先和群体优

先的承认与他们在理论上对秩序优先和群体优先的矛盾，形成了强烈的嘲讽。在

人类的技术和精神日益发达、社会日益复杂的时代，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日益

重要；所以，自由主义必须改变实践与理论相矛盾这一问题，从理论上根本改造

自己，在理论上确立秩序优先和群体优先的原则。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必须走

出旧自由主义的诸多幻想，发展到以秩序优先和群体优先为中心原则的新自由主

义。 
尼布尔指出，建立民主文明的“光明之子”在理论上讲一套，但在行动上却

处处显示出与理论的矛盾，这一方面说明了“光明之子”的虚伪；但是，更为重

要的是，这说明“光明之子”善良但是不聪明。聪明的人，总是努力表现自己的

行为与自己的理论是一致的。所以，在这方面，“光明之子”应当在保持其善良

的前提下向“黑暗之子”学习，做善良而有智慧的人。尼布尔说，基督徒认为“上

帝的意志与其智慧是统一的”23；所以，与善良而愚笨的人相比，善良而智慧的

人更好地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所以，“光明之子”也应当向“黑暗之子”学习智

慧。 
基于秩序优先和群体优先的原则，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个体的人，具有

不同于旧自由主义的看法。在旧自由主义看来，个体的人是先验地存在着，他是

非历史的个人，从历史之外进入历史，而后创造自己的历史，他的创造自己的历

史的过程中不受历史的限制。因而，先验的个人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是历

史的主人。这是旧自由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根源之一。尼布尔也重视个体的人。

但是，尼布尔认为，个体的人是自由现实化的产物。所以，个体的人不是先验的

存在，而是历史的产物。个人是历史中的个人，他首先是历史的产物，然后才是

历史的创造者，而且他只是以群体的成员的身份出现时，才可能创造历史；在群

体之外，个人是不可能创造历史的。所以，个人的自由既不可能脱离历史，也不

可能脱离群体。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群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优先性。 
 

                                                        
21 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 p. 33. 
22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11-12. 
2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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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命力的多样性 
 
上面我讨论了自由现实化的两个基本要素，并且简要地说明了自由现实化的

基本范型。现在，我要仔细讨论自由现实化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即生命力，讨论尼

布尔对生命力这一概念的根本规定以及尼布尔对生命力的内容所作的说明。 
 
一、尼布尔对生命力的界定 
尼布尔说，要解决生命力与范型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拥有一个既超越生

命力也超越范型的解释原则”。这个解释原则的内容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上帝的智慧就是这个范型的原则，也就是逻各斯。但创造并

不仅仅是使原始的混乱服从逻各斯的秩序。上帝既是生命力之源，也是秩序之源。

秩序和生命力在上帝中是统一的。……人是意志的统一体，在其中，人的自然的

生命力和精神的生命力都被置于上帝的统摄意志之下。人的生活必须与之相符的

那个范型与秩序的原则不是人的理性的范式，而是上帝的意志。……自然的生命

力本身并不是恶；所以拯救不是让自然冲动在理性的支配下变得虚弱，也不是要

超越自然冲动。”24 
这一段话集中地说明了尼布尔对生命力的界定。第一，人的生命力包括自然

的生命力和精神的生命力。因为人的位格表明，人是肉体与精神的统一，人既是

“自然之子”，也是“上帝之子”；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存在，不

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在显现自身的过程中存在。用蒂利希的话说，“存在就是存

在的力量。”25 人以生命的形式存在，就是以生命力的形式存在；人作为自然之

子存在，就是以自然生命力的形式存在；人作为精神存在，就是以精神生命力的

形式存在。所以，人的生命力既包括自然的生命力，也包括精神的生命力。第二，

上帝是生命力之源，既是人的自然生命力之源，也是人的精神生命力之源。因此，

不仅人的精神生命力本身不是恶，而且人的自然生命力本身也不是恶。因为上帝

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三，人的自然生命力和精神生命力是共生的，它们想到

渗透和转化。第四，尽管如此，在人自身中，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两者

虽然存于一体，但并不能处于绝对和谐的状态之中。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

力的绝对和谐，只有在上帝的意志中才是可能的。第五，人的自然生命力和精神

生命力都需要范型或秩序。 
从尼布尔对生命力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尼布尔的“生命力”概念与浪漫

主义神学的“生命力”概念的不同。 
关于浪漫主义的“生命力”概念，列文斯顿说，“浪漫主义者们的共同感觉

是，在自然界后边，有某种精神或生命力在起作用。自然界里的这种精神，如果

你愿意也可称之为上帝。它不是自然神论的钟表匠的上帝，毫无表情地超越于自

己的创造物之上，而是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生机勃勃的精神，是具有创造力的

Eros（爱神），万物都在其中运动，并获得自己的存在。”26 
可见，在浪漫主义神学中，“生命力”这一概念是涵盖一切的，它的本质特

征是创造和爱。浪漫主义把生命力等同于上帝，认为上帝完全内在于世界之中。

对此，尼布尔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这取消了上帝的超越性。尼布尔心中的上帝，

                                                        
24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8－29. 
25 蒂利希：《蒂利希选集》，第 316 页。 
26 列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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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完全超越世界、与世界无关的绝对的他者，也不是完全内在于世界中的精

神，而是既超越世界又内在于世界之中的上帝。上帝当然具有生命力，但不能把

生命力等同于上帝。尼布尔认为，上帝是生命力之源，但不是生命力本身。而浪

漫主义神学认为上帝本身就是生命力。这是尼布尔所理解的生命力与浪漫主义神

学所理解的生命力的第一个根本的不同。 
除此之外，尼布尔所理解的生命力与浪漫主义神学所理解的生命力的，还有

一个根本的不同。浪漫主义认为，从本体论上讲，生命力只有创造性而没有破坏

性，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破坏性，那么，这种破坏性也只是新生力量除旧布新的

一种破坏，从根本上讲，是在创造；而在尼布尔看来，生命力作为力量的一种，

具有一切力量的共性，即既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而且，生命力的创造性和破

坏性总是相伴的。而且，不可能把生命力所具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严格地区分开

来。因为创造性与毁灭性只是生命力活动的两个方面。 
尼布尔对浪漫主义神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第一，浪漫主义神学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败坏形式，它的出现，既是

生命力与范型在基督教中统一被毁坏的结果，也是“对古希腊的人论渗入基督教

文化所作的一种部分合理的抗议”27。因为“古希腊的人论渗入基督教，结果使

基督教理性化了。这种被理性化的基督教不能正确地对待人的自然生命力，倾向

于把所有的创造性都太简单地归因于人的理性的能力。”28这种抗议，因为偏离

了真正的基督教（先知宗教），“会变成虚无和蒙昧了。它堕落成对所有范型和秩

序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否认，使生命力自己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或者，它努

力使秩序和和谐的原始而自然的范型成为唯一可能的和谐原则。”29 结果是，浪

漫主义因为想在人的自由中回到自然界或早期社会的那种无害的统一里去，“在

努力扼制社会无序但却实际上在加剧社会无序”，导致“纳粹的种族主义和蒙味

主义”。30 
第二，浪漫主义神学愚昧地强调自然的范型和统一。他说，“浪漫主义不是

强调作为人的创造性之源的自然生命力 重要，就是强调作为秩序和美德之源的

自然统一 重要。这两种浪漫主义都没有认识到，在何种程度上精神的自由已经

进入它所赞美的生命力，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自然的统一和和谐将必然被人的自由

修改。”31 尼布尔认为，从根本讲，浪漫主义神学的观点属于自然主义神学。它

的根本缺陷在于：因为它认为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人类

社会的规律与动物生活的规律是一样的。这就取消了人的特殊性。 
第三，浪漫主义神学忽视精神的范型与统一。因为浪漫主义不但没有注意到

精神也属于生命力这一事实，而且没有注意到精神这种生命力对自然生命力以及

自然的范型的修改。 
尽管尼布尔所理解的生命力与浪漫主义所说的生命力具有根本的不同，尼布

尔还是从浪漫主义中吸收了不少的合理成分，其中 重要的就是从浪漫主义神学

那里借用了“生命力”这一重要的概念并且将之加以改造，再就是从浪漫主义神

学那里借用了“理性是情欲的奴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反对理性主义的 有力

的武器之一。 
理性主义否认非理性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地位，这一倾向在唯心主义

                                                        
2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9. 
28 Ibid., p. 29. 
29 Ibid., p. 29. 
30 Ibid., pp. 29-30. 
31 Ibid.,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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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达到了顶点。唯心主义为了否认非理性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的基础地位，竟然

认为非理性的东西是从理性的东西中派生出来的。这样，在唯心主义那里，理性

就成了创造万物的上帝。尼布尔说：“唯心主义者太天真地把精神等同于理性，

又太天真地把理性等同于上帝。因此，在唯心主义那里，理想的人就是理性的人，

人的理性既是生命力的来源也是范型的来源。它不可能正视精神也可能是毁灭性

的这一事实，因为它认为精神就是理性，理性是一切秩序的原则。”32精神具有

毁灭性，所以，它不可能成为范型之源。这一理由与唯心主义反对把自然生命力

当成秩序之源的自然主义或其他的非理性主义的理由相似。 
尼布尔认为，生命力和秩序（范型）都源于上帝。他说，“上帝既是生命力

之源，也是秩序之源。秩序与生命力在上帝之中是统一的。……人的生活必须与

之相符的那个范型和秩序的原则不是人的理性的范式，而是上帝的意志。”33 依
照这一观点，理性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精神也是人

的生命力，作为人的生命力，精神也具有毁灭性。所以，精神的范型，不可能是

自由现实化的基本原则。 
 
二、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之间的关系 
在说明生命力的内容之前需要必须说明的是，在尼布尔看来，人处在自然与

精神的交汇之处，因此，人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自然与精神的交融、合一和不可

分离。这也表现在人的生命力与范型的关系上，表现为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

命力的相互交融与密不可分、自然生命力的范型与精神生命力范型的相互交融与

密不可分。 
在尼布尔看来，人的自然生命力（主要以本能的形式体现出来）和精神生命

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渗透与共生的关系。尼布尔认为，人

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精神和身体在本性上都是好的，所以，人的

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之间的根本性关系，是善的事物与善的事物之间的关

系，它们之间既使有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在人的

生命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的某一点上是优先选择自然冲动还优先选择精神冲动

的问题。人的生命力是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自然生命

力与精神生命力的机械组合，而是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的有机统一。在

这种有机的统一中，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之间不仅形式了一种共生的关

系，而且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相互转化的关系。这种相互渗透和转化的

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能被精神化，二是人的精神被本能化。这种

情况既体现在个人身上，也体现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还体现在群体之间的关

系上。 
个体的身心关系典型地体现了在个人层次上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

之间的共生、转化关系。一个处在疾病状态中的人，倘若他的精神生命力软弱无

力，他的自然生命力就很低，这样，身体康复的可能性就相应地小，即使康复，

速度也比较慢；倘若他的精神生命力非常强大，即使他的自然生命力非常低，身

体康复的可能性就很大，即使不能康复，他的生命存续的时间也会相应地长。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尼布尔说，根本的原因是精神生命力对自然生命力的正

相关影响。这种正相关影响在个人临终时表现得 为明显。平静而欢喜地接受死

亡的人死得非常安祥，而拒绝接受死亡的人死得非常痛苦。 

                                                        
32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7-28. 
33 Ibid.,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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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家庭 典型地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体现了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之

间的共生、转化关系。尼布尔说，虽然家庭的基础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性冲动和生

殖的欲望，但“家庭是人类独有的成果，它不是人与动物共有的。”34 关键就在

于，家庭这种关系具有相当多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就是家庭之爱。促使人

去组成家庭的力量是人的本能，使人得以组成家庭的精神是爱，恋爱就是人的本

能的精神化形式；恋爱以本能为基础，在家庭中又转化为具体的本能，夫妻之爱

就是精神的本能化。家庭与人类的其他成果一样，家庭既是创造性的，也为人提

供了犯罪的可能。这两者在动物那里都是没有的。 
群体之间的残酷战争，在群体关系的层次上 典型地反映了人的自然生命力

与精神生命力之间的关系。尼布尔说，“人与动物世界之间 重要的区别就是：

在人的世界里人的求生冲动被‘精神化’了。人作恶的能力和行善的能力都源于

这种精神化。另一方面，在人所有的野心的核心中，总是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求生

冲动”。35 正是求生冲动的精神化，使群体的求生冲动甚于个体人的求生冲动，

使得一个人以群体的一员对待属于另外一个群体的人时，可能远远比他以一个单

个人的人对待另外一个单个的人时，要冷漠和残酷得多。战争的武器与手段的日

益先进，使得战争比过去更加恐怖可怕。人的恶魔性，在战争中得以充分地体现。

同胞之感为复仇情绪和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忠诚以及因为善待敌人而可能受到

的来自自己所属群体的内部的指责与惩罚，对战争中的残酷都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 
尼布尔认为，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不了解人的本能与精神之间的这种共生、

转化关系。所以，浪漫主义一味地强调自然生命力而贬低精神的生命力，理性主

义一味地强调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用理性来抑制人的自私这一

本能的办法来创造秩序和维护秩序。它们都割裂了人的生命力，认为：要么自然

生命力出于精神生命力，要么精神生命力出于自然生命力，而且，作为源泉的那

类生命力的范型就是人的自由现实化的根本范型。 
 
三、生命力的多样性 
人的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之间的共生、渗透和转化的关系，使得人的生

命力表现出无限的多样性。但是，对于无限多样的生命力，还是可以进行分类。

根据尼布尔的思想，人的生命力可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生存意志。生存意志是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共有的求生冲动，这种

求生冲动是人的利己驱动力的标准形式。尼布尔说，理想主义者之所以认为个人

与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各个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很容易地

解决，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个人本质上是无害的。36 理想主义者没有认

识到，人的求生冲动与其他动物的求生冲动有着根本的不同，即没有认识到：“人

与动物世界之间的 重要的区别是：在人的世界里，求生冲动被‘精神化’了。

人作恶的能力和行善的能力都源于这种精神化。”37 尼布尔认为，在生存意志方

面，群体的生存意志与个人的生存意志一样强烈，一样地被精神化；而且，与个

人的生存意志相比，群体的生存意志力量要大，精神化的程度更高、更复杂。民

族情感、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仅比个人的情感、知识和意识稳定，而且更复

杂，背后的支持力量更大。 
                                                        
34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33. 
35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18-19. 
36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18. 
37 Ibid., 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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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安全需要。安全需要是与生存意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冲动。安全需要

的根本内容是自身不受攻击或伤害以及自我正常生活的物质保障。安全需要，也

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从根本上讲，安全需要是对未来生存的忧虑，是求生冲动时

间化的表现。在这方面，人的安全需要与其他动物的安全需要的根本不同，也在

于人的安全需要被精神化了。 
人的求生冲动和安全需要，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被思想家们认识到。从

那时起，思想家们就一直承认求生冲动和安全需要是自私冲动的主要驱动力。但

是，理性主义没有认识到人的自私冲动的巨大力量及其顽固性，也没有认识到求

生冲动和安全需要被精神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且，理性主义者所谈论的安全

需要，都是个人的安全需要，没有考虑到群体的安全需要。针对理性主义的这些

错误，尼布尔说：“在分析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局限性时，一开始就认识到自私

这一冲动所具有的力量比绝大多数聪明的心理分析学家和绝大多数执着于内省

的人已经认识到的力量都要大，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自私这一冲动在较低的层次

或较显明的层次上被击败，它将会以更加精微的形式表现自己。如果自私冲动是

被社会冲动击败的，它就会使自己披上社会冲动的外衣；所以，一个人对其所属

的那个共同体的奉献，总是表现他的利他主义，也表现他那改换了头脸的利己主

义。为了把个人的自私和谐地纳入整个社会冲动之中，理性可能抑制自私。但是，

就是这同一个理性，也倾向于证明个人的自私是社会试图协调的各种活力组成的

那个整体中的一个合法的要素。要防止人们过早地证明自己的自私在社会中是合

法的，阻止这样的合法化证明摧毁理性从自己的内在立场出发对自私冲动施加的

限制，那是困难的。道德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可能在一个时候对人们说他们的自私

是对社会的一个威胁，但是在另一个时候它可能认为他们的自私是整个社会和谐

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不可回避的要素。人的自私冲动是那样的强大和顽固，它

们会迅捷地利用这样的证明。……理性不仅可能过早地证明自私是合法的，而且

实际上给自私提供了一种并不蕴含于其非理性本性中的力量。”38 也就是说，人

的理性不仅没有能够限制自私的力量，反而加强了自私的力量，加强了人的求生

冲动和安全需要的力量。被加强了的自私的力量， 典型地体现在群体的自私之

中。群体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仅抵抗现实的入侵者，而且这种抵抗在强者一方往

往以入侵和占领对方的领土并且要求对方割地赔款而告终。除此之外，还有以消

灭潜在入侵者的名义实行侵略“先发制人”的战争。可以说，国家在维护自己的

安全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它们在这样做时甚至可能不仅不受道德的批评反而受

到道德的称赞。在这方面，情报工作是 为典型的。 
第三，自我实现的意志。尼布尔说，“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不可能仅仅活

着。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真正本性。”39 在尼布尔的思想里，

自我实现需要是求生冲动的精神化。自我实现之根本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潜能。

但是，由于人是社会性的，而人的社会本性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个人不

可能在自身的生活里实现自己的真正本性，只能在他人的生活里实现自己的真正

本性。群体也一样。比如，一个国家自称被上帝赋予了伟大的使命，如果它把自

己孤立起来，完全不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那么，它的所谓使命就是一句空

话。顺便说一句，这是尼布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 1931 年以后，用来

反对美国政府和社会中盛行的孤立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论点。 
第四，权力意志。求生冲动与安全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时被精神化，就变成了

                                                        
38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p. 40-42. 
39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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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尼布尔认为，权力意志是生存意志精神化的结果，也是安全需要精神

化的结果，还是人们满足自我实现需要必然走的一条道路。尼布尔说，“人的自

我意识就是理性的成果。当人在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和他们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关

系中观察他们自己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自己。这种自我意识加强了保存自己和

延续自己的那种冲动。在动物生活中，自我保存的本能不会超出由本性提供的那

些必然性。动物只在饥饿时才猎食，只有处在危险中时才战斗或奔跑。在人类生

活中，自我保存的本能非常容易被变成扩张的欲望。在人的自我意识中存在着一

种悲剧的品格，这种品格在不断地强化人把自我保存的本能变成自我扩张的欲

望。”40 
在尼布尔看来，个人的权力意志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占有物质资料，二是

控制他所属的群体以及其他的个人（这论这些个人是否属于这个群体），三是追

求荣誉。前两种表现，意在通过扩张而增加权力；后一种表现，意在为自己的权

力辩护，并且通过骄傲来掩饰或补偿自己的无意义感。群体的权力意志也有三种

表现形式：一是垄断资源，二是领土与势力范围的扩张，三是宣传自己的优越性

和先进性，声称自己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前两种形式意在增加权力，后一种形式

意在为自己的权力辩护，并且通过骄傲来补偿自己的无意义感。 
权力意志的这三种表现形式，都是为了追求生命的长久和无限。尼布尔认为，

精神化了的自然生命力之所以要追求长久和无限，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精神认识到

了使人认识到了自己的有限。人的精神的 大贡献就是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性，正如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的无知”和福音书的“认识自己的愚蠢、软弱和

卑贱”所教导的那样。尼布尔说：“自我意识意味着人认识到处在无限性之中的

有限性。人的心智认识到自我只是广袤世界之中一个不重要的点。”41 人认识到

了自己的有限性， 初的反应都是抗议这种有限性。因为所有的人 初都是不成

熟的，因而，不可能用成熟的办法来面对这种有限性。尼布尔说：“在所有有效

的自我意识之中，存在着对这种有限性的抗议。这种抗议可能以希望被吸收在无

限性之中的愿望的形式表现在宗教之中。在世俗的层面上，这种抗议表现为人为

使自己普世化和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一个超出他自己的意义而采取的诸多努力之

中。”42 这些抗议，典型地表现在人的骄傲之中，尤其是其中的权力骄傲。权力

骄傲，表现为人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尼布尔认为，人的骄傲存在于人的一切

自我意识之中。所以，权力意志也存在于人的一切自我意识之中。尼布尔说：“扩

张主义的根源存在于一切自我意识之中。一旦一个人为争取超出自身的意义而采

取的努力获得成功，他就会为提高自己的社会优越感和增加自己的重要性而同样

热情地去战斗，而且认为他这样的战争与他为自己的生存而采取的战斗具有同样

程度的合法性。自然的经济原则已经证明，防卫的办法很快会被转变成进攻的办

法。因此，不可能在生存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甚至在情感中，

防卫的态度和进攻的态度也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乃至恐惧极易导致勇敢，而

巩固依靠勇敢而取得的胜利的必要性可能证明新的恐惧是合理的。……他对自己

的有限性的抗议，使他的扩张之梦必然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在他 清醒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要实现的生命看成是和谐的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他极少

有清醒的时候；因为他更多的时候是被自己的想象主宰着而不是受理性的主宰，

而且，他的想象是心智和冲动的混合。”43 所以，要使人类生活取得进步，根本

                                                        
40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42. 
41 Ibid., p. 42. 
42 Ibid., p. 43. 
43 Ibid.,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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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就是使人清醒地认识到：他要实现的生命是和谐的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但是，使人清醒，不是通过教育能够解决的，根本的途径是建立和谐社会，

使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无忧，“不为吃什么、穿什么而发愁”，真正能够全心地关心

自己的精神。 
第五，归属需要。尼布尔认为，归属需要是人 根本的需要之一，它的根本

内容就是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意义的根源。尼布尔说，人不能不追求意义，因为意

义是人的精神安全的根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归属需要主要是人的精神寻求

安全所提出的要求。所以，在归属感中，精神的成分居多；但是，也不能因此而

否认其中也有本能的成分。因为由于单个人的自然能力的有限，他不可能单独地

存活，必然以群居的方式生活，这种群居的倾向，就是 低级的归属感。在 低

的归属感的基础上，发展出比较高级的归属感，如对家庭的归属感、对民族的归

属感。 高的归属感，是宗教的归属感，它是对生命源泉的皈依。从中可以发现，

在 低级的归属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归属感，其根本内容是忠诚和信赖。所以，

归属需要具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特征：它可以是单方面的，因而可能是绝对的。但

是，这一特征就不意味着归属需要的实现必然是善的。因为，归属的对象可能是

不应该绝对忠诚和信赖的，但人可能把它们当成必须绝对忠诚和依赖的，比如个

人层面上的唯我主义和群体层面上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它们在相当多的情况

下不是善良的，而是邪恶的。 
从表面上看，尼布尔对多样的生命力的分类与他的同代人人格主义心理学家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对人的需要的分类有些类似。但是，

事实上，这在这种相似之下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马斯洛的分类是需要层次论，认

为只有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会产生高级的需要。依照马斯洛的观点，人的

需要是一个逐步上升、进化的过程，是人走向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人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 后在自我实现中走向完满。尼布尔反对这种需要层次

论。他认为所有这些需要同时并存在于人的心理之中，只是因为人的处境不同，

在某种处境中，某种需要特别突出；某种需要特别突出，不是人的需要逐渐上升、

进化的结果，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它是一场自由表现的心理戏剧，而不是特别的

计划或过程。而且，尼布尔认为，人的本性的真正实现，不是在自我实现的需要

之中，而是在归属感中，在对上帝的真正皈依之中。此外，尼布尔认为，人的本

性的真正实现，不是人性达到完美状态，而是人性对完美者的忠诚。因为忠诚也

有出错的时候，所以，人的本性的真正实现，并不意味着无罪。要详细地说明这

一点，就得深入分析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 
 
 

第三节 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及其出路：走向他者 
 
从尼布尔对生命力的规定可以看出，生命力不能没有范型，这不论是对自然

的生命力还是对精神的生命力来说都是中此。浪漫主义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没

有注意到人的自然生命力需要范型，理性主义的根本错误之一就在于没有注意到

人的精神生命力需要范型。在尼布尔看来，人的生命力之所以需要范型，根本原

因在于人的生命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尼布尔的这种看法与他对自由的根本看法

是一致的。构成自由之诸条件的那些限制因素是自由之必不可缺少的保护要素，

同理，构成生命力之完整统一的必要条件的范型是生命力之不可缺少的保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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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命力之所以需要范型来保护，根本原因在于生命力自身的内在矛盾。 
 
一、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本质 
要了解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到底是什么呢，必须从生命力自身的本质说

起。生命力的本质是运动，生命力的运动总是克服内外阻力的那么一种自我肯定，

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就在是生命力在克服其内外阻力的自我肯定中表现出来的。所

以，了解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关键，在于了解生命力所要克服的那些内外的阻力

是什么。 
尼布尔说，生命力要克服的内外阻力，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命力自身。这些

阻力的来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他者的存在，第二类是自身需要的多样所造

成的需要之间的冲突，第三类是自身观念上的错误。在这三类阻力之中，第一类

是 重要的，第三类在相当程度上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精神化形式；而且，第三

类阻力总是与第一类和第二类阻力一同出现的，仅仅观念上的错误不可能成为生

命力的阻力。 
在尼布尔看来，理性主义者只认识到了第三类阻力，浪漫主义者只看到了第

二类阻力。所以，理性主义者认为，只要消除了人们观念上的错误，也就从根本

上解决了社会问题。笛卡尔的“我不求改变世界，只求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可

以说是理性主义者的经典口号。尼布尔承认，人的精神具有巨大的力量。要解决

社会问题，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是应当先行的；但是，如果

观念的改变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为后应，那么，观念的改变要么变成空想，

要么变成社会无序的根源，这不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使社会问题更加复

杂、更加难以解决。与理性主义者不同，浪漫主义者认为只要理顺了自身需要的

多样性所造成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问题。浪漫主义者贬

低改变观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精神只会弱化人的生命力，他们只追求“肉体的

智慧”，要人“回归大地”。结果，浪漫主义者因为否定人的精神而从根本上否认

了生命力的多样性的根本成因之一，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生命力的多样性。

这样，依照浪漫主义者的方案，人类社会将在回归原始野蛮状态的路途中走上沉

沦和不归之路，以消灭文明的办法来解决文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都没有认识到第一类阻力：他者的

存在。所以，尽管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都标榜自己是普世主义者，但隐藏在

其背后的却是以唯我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在考虑社

会问题时，都是从自我出发，根本没有考虑他者，没有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出发

来考虑社会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所设想的解决社

会问题的方案， 终都将因为在他者面前碰壁而以自我（与他者的一同）毁灭而

告终。这说明，在三类阻力之中，他者的存在是 根本、 重要的阻力。 
因此，尼布尔认为，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讲，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

矛盾。 
以此为基础，尼布尔批判二元论者对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根本看法。在二元

论者看来，人生的根本矛盾是理性与情感或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尼布尔认为，

理性与情感或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就是精神与自然本能之间的

关系，二者之间固然有矛盾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共生的关系，是

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关系，而不是矛盾的关系。所以，尽管精神与自然本能都

是人的生命力，但是，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不是精神与自然本能之间的矛盾。 
尼布尔认为，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之根源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人的本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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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二是有限。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性既

自由又有限。人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不是自足的，这使人需要他者。所以，

他者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者的存在也同时构成了对自我的

限制，他者既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的条件，也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的障碍。

这样，自我与他者就构成了现实的矛盾。这一矛盾之所以是生命力的内在矛盾，

是因为自我若不能把他者包容进去，自我就不可能存在与发展，不可能自我实现

与自我扩张。 
这里，我的讨论就已经接触到了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表现了。下面，我就接

着讨论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表现。 
 
二、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表现 
尼布尔经常引用《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39 节“那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

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认为这是耶稣对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表

现的经典表述。44 这一描述说明，现世的生命在刻意追求生命的存续，但是，

这种刻意的追求必将以现世生命的丧失为结局；如果现世的生命为了他者而主动

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现世的生命将得到永生。尼布尔认为，从字面意

义上看，这是生存意志的内在矛盾的体现；然而，从象征的意义上看，这种情况

表现在人实现自己的需要的一切活动之中，因为人实现或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活

动，无一不以生存意志为基础。所以，生命意志的内在矛盾在生存意志中的这种

表现形式，是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 基本的表现形式。从这种表现形式中可以看

出，生命力的内在矛盾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是毁灭，二是永生。这两种结局与

解决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将在

后面予以说明。 
人实现安全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权力意志的活动，以同样的形式表现着

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只要分别用“安全”、“自我”、“权力”来置换上面所引的那

段经文中的“生命”一词就能够得到对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在人实现安全需要、

自我实现的需要、权力需要的活动中的表现的经典描述。 
关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尼布尔指出，“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不可能仅仅活

着。只要他活着，他就会努力实现自己的本性；而且，他只能在他人的生活里实

现自己的本性”45。这样，“生存的意志被转变成自我实现的意志”46。另一方面，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是有限的，因而不是自足的；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群

体，都不可能在自我的范围内自我实现，只有在他者中才能实现自我。“自我实

现包括在与他人的关系里舍己为人”47。这就形成一个悖论：“自我实现的 高

形式是无私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在前的限制，无私不可能是自我实现想得到的结

果。……只有无私才能使自我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生存的意志 后变成他

的反面。”48 
关于安全需要和权力意志，尼布尔指出：“人不仅仅是一种本能的动物。他

不仅对肉体的生存感兴趣，而且对特权和社会感兴趣。因为人具有预测存在于他

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历史之中的那些危险的能力，他必然通过增加个人的权力和

                                                        
44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p. 106-107;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32. 
45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20. 
46 Ibid., p. 20. 
47 Ibid., p. 20. 
48 Ibid.,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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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权力来寻求安全以对抗那些危险。”49 这使得冲突的范围越来越大，也越

来越残酷，结果是无数个体和群体的毁灭。这是政治生活的根本悖论：权力意志

毁坏其自身。尼布尔说，“透过历史，人们可能观察到权力摧毁其自身存在的基

础这种倾向。权力之所以受到损害，恰恰是因为它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统一，建立

了国家的对外防御。但是，权力可能成长到这样的程度，乃至它由于征敛过度激

起的敌意而摧毁国家的社会安宁，由于剥夺平民百姓的基本福利――这些基本福

利使平民百姓与他的国家联在一起――而弱化其爱国主义的情感”50；“社会处

在永久的战争状态之中。人类社会缺乏用来组织其生活的道德资源和理性资源，

如果它不诉诸强制，那么，除非生活在 直接 亲密的社会团体之中，人就只能

是那些使用强权的个人、阶级和民族的牺牲品，这些使用强权者用强权建立一种

暂时的、强制的统一，但无疑也在形成更进一步的冲突。”51 
在人的众多需要之中，归属需要是 特别的一种需要。前面我说过，归属感

的核心内容是忠诚。忠诚，意味着把自我托付给他者。通过这种托付，来解决自

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但是，把自己托付给他者，也可能出错。出错的根本原因，

在于以错误的方式托付自己或者把自己托付与的那个他者本身不是终极的存在

者。所以，尼布尔认为，把自己托付给他者而不出错，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找到

真正的终极存在者，二是以正确的方式把自己托付给这个终极存在者。也就是说，

第一是要崇拜真正的上帝，第二是要以正确的方式崇拜真正的上帝。这两点是相

互关联的。 
在尼布尔看来，真正的上帝，需要人自己去寻找。在这方面，共同体的常识

是 好的向导。52 所以，一方面，个人是“因信上帝而称义”；另一方面，个人

虽然不是由共同体“称义”，却是在共同体中“信真正的上帝”。“信”的对象是

“真正的上帝”，但是，“信”的向导和具体的崇拜形式却是由共同体提供的。所

以，真正的信仰，既有个体的一面，还有共同体的一面，而且，后一个方面的重

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前一个方面。这后一个方面，即信仰的共同性。如果忽视信仰

的公共性，那就很难解释宗教信仰中的归属感。从新教的传统看，宗教信仰中个

体对真正的上帝的归属感，虽然不是以个体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为中介的，但还可

以说是以个体对共同体的归属为纽带的，至少整个基督宗教传统都承认这两种归

属感具有极大的类似性。因为早在保罗时代，基督徒就以父子关系来类比上帝与

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父子关系是家庭（人类 基本的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它的

根本内容是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父亲的忠诚。基督徒用父子关系来类比上帝

与个人的关系，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隐涵地说明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基督徒组

成信仰的团体一起崇拜上帝，则以实际的行动说明了基督宗教信仰的公共性。在

信仰团体中，存在着个人与他人和个人与整个共同体的关系以及信仰共同体与上

帝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个人与他者的关系。所以，即使在

归属感中，也存在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 
尼布尔认为，归属感虽然不能完全解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生命力的内

在矛盾），但是，归属感给解决生命力的内在矛盾指出了方向。 
 
三、生命力的内在矛盾造成的普遍后果：焦虑 
人的生命力之所以具有内在的矛盾，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由的悖论：人既是自

                                                        
49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20. 
50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11. 
51 Ibid, p. 19. 
52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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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又是有限的。自由与有限这一根本悖论在生命力运动的过程中造成了这样

一种根本的、普遍的后果，即给生命力提供了一个使人容易接受诱惑而犯罪的处

境。尼布尔说，这种处境就是焦虑。尼布尔说，“人因为既是自由的又是受束缚

的，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所以总是处在焦虑之中。焦虑是人处在其中的自由

与有限的悖论的必然伴随物。焦虑是人犯罪的内在前提条件。焦虑是处在自由与

有限的悖论处境里的人无法避免的一种精神状态。焦虑是对诱惑状态的内在描

述。”53 
尼布尔反复强调，焦虑与罪不同。“我们不能把焦虑与罪等同起来，是因为

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想的可能性，即信仰可能消除导致罪恶的自我维护的倾向

所具有的焦虑。这种理想的可能性是，对上帝之爱的终极保证的信仰会克服自然

和历史里的所有当下的不安全。”54尼布尔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焦虑和罪区

分开，一部分原因是，焦虑是犯罪前的状态而不是犯罪的实际，另一部分原因是，

焦虑既是犯罪之前的状态，也是所有人的创造性的基础。人焦虑，不仅因为他的

生活是有限和和依赖的，而且还因为他如此地不受限制，这使得他根本不能认识

自己的局限性。人焦虑，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可能性的范围。他做任何事情，

都不能认为已经完全把它做好，因为在每一种成就中都存在着更高的可能性。所

有人的行为都处在似乎无穷的可能性之下。”55 
尼布尔认为，焦虑既是人犯罪之前的状态，也是所有人创造性的基础。因为

焦虑出于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因为人的生命力既具有毁灭性也具有创造性。

生命力的创造性和毁灭性，都显示在生命力为走出焦虑状态所采取的活动之中。

尼布尔说：“不可能在焦虑中的创造性因素和破坏性因素之间做出简单的划分；

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不可能象道德主义设想的那样从人的道德成就里把罪的因素

清除掉。同一行为可能既揭示出人超越自然限制的创造性的努力，也揭示人把绝

对价值赋予生活里偶然的、有限的因素的罪恶企图。在同一个时刻，人可能因为

他不能成为其应是而焦虑，也可能因为他可能不再存在而焦虑。父母可能为自己

的孩子而焦虑，而且这种焦虑可能涉及到自己死后孩子将怎样。父母的努力是在

给孩子的未来提供创造性的东西还是破坏性的东西？显然，这两者都有。一方面，

这是一种企图，试图通过超越有限性的限制并在父母死亡满足孩子的需要的办法

来实现完全的爱。另一方面，正如每个父母的 后意愿和遗产所揭示出来的，这

种努力暴露出的东西不仅仅是对孩子的完全的爱。它反映出父母的权力意志，这

种权力意志试图延伸到他们死后，试图反对死亡对父母权威的中止。政治家为国

家的秩序和安全而焦虑。但是，如果这种焦虑不与他对自己作为统治者所拥有的

特权的焦虑混合在一起，他就不可能表现这种焦虑，如果不过度地假定他所建立

的那种秩序和安全是唯一能够促进国家的健康发展的秩序和安全，他也不可能表

现他的焦虑。”56 
在所有的焦虑之中，尼布尔特别强调对完美的焦虑和对不安全的焦虑，这两

种焦虑分别对应于生存冲动精神化的两种形式――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安全需要

（以及安全需要的延伸权力意志）。尼布尔说，“对完美的焦虑和对不安全的焦虑

总是与人的行为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人在追求完美的过程里所犯的错误绝对

不能仅仅归因于人不知道有限价值的有限性。它们总是显示出行为者隐藏自己的

                                                        
53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182. 
54 Ibid., pp.182-183. 
55 Ibid., p. 183. 
56 Ibid., pp.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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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性的一些倾向，对自己的有限性，他了解得太清楚了。”57 对完美的焦虑与

自我实现的内在矛盾相对应，对不安全的焦虑与安全需要与权力意志的内在矛盾

相对应。总之，焦虑状态是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普遍后果。生命力在其内在矛盾

中，感到自己追求生存、完美和权力的需要总是处在某种危险、威胁之下，需要

做出某种特别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危险，但又发现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

于是就感到焦虑。 
从尼布尔对焦虑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来，使人产生焦虑的原因既不单单是自

然生命力，也不单单是精神生命力，而是自然生命力与精神生命力共同作用的结

果。而且，在焦虑产生的过程中，精神生命力的作用是主导的。因为在没有精神

生命力的动物之中，是不存在焦虑的。精神生命力超强，焦虑的程度也越强。如

果把焦虑当成苦，那么，正如叔本华所说，智慧越高，越聪明，生命也就越苦。 
 
四、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出路：走向他者 
焦虑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在焦虑面前，人必然想方设法克服焦虑。尼布尔认

为，焦虑是人生的基本生存状态，它是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在人心理上的体验，所

以，克服焦虑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生命力的内在矛盾。 
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从本性上讲，是自由与有限之间的矛盾，从主体上讲，

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对待生命的内在矛盾，在本性上讲，是如

何对待人的自由与人的有限；在主体上讲，是如何对待自我与他者。在这两个层

面上，都有两类根本不同的态度：机械的态度与辩证的态度。机械的态度，就是

用消除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之一方的办法来克服生命力的内在矛盾；辩证的态度，

就是用在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双方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紧张状态）的办法来应

对生命力的内在矛盾。 
尼布尔认为，旧自由主义（包括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内）和正统主义的根

本错误就在于它们以取消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一方的办法来克服矛盾。它们在这

样做时，实际上是在以取消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方法来克服生命力的内在矛

盾；但是，取消了人的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也就等于取消了人的生命力本身，结

果是人的毁灭。尼布尔说，这样毁灭人的方式，从人的本性的层次上讲有两类：

第一类否定人的有限性，是宣布自由是纯精神的，不受自然本能的限制，神秘主

义和苦行主义的方法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否定人的自由，宣布人完全服从自然

和自然规律。在尼布尔的思想中，骄傲代表第一类，耽于肉体欲望（逃避自由）

代表第二类。58 它们与从主体层面上讲的两类毁灭人的方式――唯我主义和无

我主义――相对应。 
尼布尔特别强调，人走出焦虑时，无论是以唯我主义为原则还是以无我主义

为原则，都强调是人走出焦虑就是在走向他者。只是，在唯我主义原则中，走向

他者是作为自私的手段来使用的；在无我主义原则中，走向他者是作为消灭自我

或忘记的手段来使用的。所以，走向他者，必然含有虚伪的成分，不论其目的是

成就自我还是消灭或忘记自我。 
在尼布尔看来，对待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正确态度是：把生命力的内在矛盾

当作事实予以接受，努力对生命力的内在矛盾予以调整，使生命力的内在矛盾的

双方在必要的紧张状态中实现和谐。从本性的层次上讲，就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充分发挥自己的有限自由。 

                                                        
5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185. 
58 Cf.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chapter 7 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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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走向他者的基本方式有三种：占有式地走向他者，沉沦

式地走向他者，存在式地走向他者。唯我主义者占有式地走向他者，无我主义者

沉沦式地走向他者，这两种走向他者的方式都不是正确的走向他者的方式。正确

的走向他者的方式，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所谓存在式地走向他者，就是在自我

与他者的互动中追求自我与他者的和谐，既不把他者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也不把自我当成他者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双方在互尊、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互爱，

从而相互归属。要达到这种情形，那就必须依照自由的内在律令（自由的范

型）――爱――来行动。尼布尔强调，存在式地走向他者不能保证人不犯罪；但

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可以使人尽可能地少犯罪。尼布尔说，爱只能使人尽可

能地少犯罪，不可能使人不犯罪。因为人间的爱，无论怎样地大，都只是有限的

爱。 
关于爱，我在这里仅简单地说这么一点，更详细的讨论，是下一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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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要素和框架之三： 

作为自由的内在律令的爱 
 
前一章我说过，尼布尔认为，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导致人陷在普遍的焦虑之

中。人只要活着，就必然要时时面对焦虑。人不得不忍受焦虑，但又不会心甘情

愿地陷在焦虑之中。所以，人总是会想法设法地走出焦虑。人走出焦虑，也就是

走向他者，这既显示了人的自由的方向，也显示了人的自由的内在律令。 
 

第一节 爱是走向他者的正确方向 
 
在前一章里，我指出：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走向他者的基本方式有三种：占

有式地走向他者，沉沦式地走向他者，存在式地走向他者。并且说：唯我主义者

占有式地走向他者，无我主义者沉沦式地走向他者，这两种走向他者的方式都不

是正确的走向他者的方式。正确的走向他者的方式，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但是，

在上一章里，没有对走向他者的这三种基本的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本节的内容，

就是对走向他者的三种基本方式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说明为什么占有式地走向

他者与沉沦式地走向他者都不是走向他者的正确方向，只有存在式地走向他者才

是走向他者的正确方向。 
 
一、走向他者与犯罪 
尼布尔说，面对源于自由和有限的悖论的生命力之内在矛盾所引起的普遍焦

虑，人们通常用两种机械地解决矛盾的办法来应对。 
第一种机械的办法是企图隐瞒自己的有限性，宣称自己是无限的，并且以行

动来证明自己是无限的。这就是尼布尔所说的“占有式地走向他者”。 
“占有式地走向他者”，是彻底的自我肯定之路。它的根本表现是把自己解

释成世界的中心，“声称自己不受限制”，“认为他自己能够逐渐超越有限的局限，

直到他的心智与普遍的心智合一”。所以，占有式地走向他者， 后必然导致自

我得出“万物皆备于我”这一结论，把自我当成生活意义的中心或来源，于是，

他者或者是我实现生活意义的手段，或者是我的派生物或附属物，除此之外什么

也不能是。尼布尔认为，从基督宗教的观点看，这完全是想使自己成为上帝，在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以上帝自居。即使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也是在自我拔高。因

为即使自我能够成为生活意义的中心，他首先也只是他个人生活的意义中心，至

多还是依赖于他的那些人的生活的意义中心，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生活的意义中

心；即使一个人的后代是源出于他，但是，甚至在这个人还活着之时，他的那些

后代也不可能时时处处完全围绕着他来生活。所以，占有式地走向他者，必然显

示出他者当成工具使用、奴役他者的倾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布尔说，骄傲

首先是权力的骄傲。尼布尔说，“人有一种权力的骄傲，在这种骄傲里，人认为

自己是自足的和自我主宰的，并且认为自己能够抵抗所有的变化，保证自己的安

全。它没有认识到人的生活的偶然特征和依赖特征，相信自己是自己的生活的主



 119

人，是自己的价值的审判者和自己的命运的主人。这种骄傲的虚伪以初级的形式

表现在人类的所有生活之中，但是，它在那些拥有不同一般的社会权力的个人和

阶级那里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骄傲似乎是以拥有正常的或某种程度上超常的自

由和自我主宰为基础的，与这种骄傲关系非常密切的是对权力的贪求，而骄傲则

贪求权力的一种结果。自我感到不安全，因此，为了使自己安全，他要掌握更多

的权力。自我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重要性，或没有足够受人尊重，或没有足够使

人害怕，因此，他要努力强化自己在自然和历史里的地位。”1 权力的骄傲说明，

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扩张倾向。这种扩张倾向，是帝国主义

的根源。国家的扩张，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事情，而且是那些地位低贱的被统治

阶级的事情，因为这种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些地位低贱的被统治者的权力

骄傲。因此，尼布尔认为，全体德国人和全体日本人都对法西斯发起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负有责任；德国和日本的一般国民，不仅是法西斯的受害者，而且是法西

斯的帮凶。 
当然，除了权力骄傲之外，还有知识骄傲和道德骄傲。尼布尔认为，这两种

骄傲都是人在走向他者的途中产生的权力骄傲的“意识形态”。尼布尔说，“人的

知识的骄傲当然是其权力骄傲的一种更精神化的提升。有时，它是那么深深地包

含在更残酷、更明显的权力骄傲之中，使得两者不可能被分开。历史里每一个正

在统治的寡头都发现意识形态的主张是权威的一个堡垒，其重要性不亚于政治权

力本身。但是，知识骄傲既不局限于政治寡头，也不局限于专家。一切人类知识

都带着这一‘意识形态’的污点。它声称自己的知识就是终极真理，但实际上却

不是这么回事。人的一切知识都是有限的，都是从特定的立场出发得来的；但是，

它们都正在走向那 后的、终极的真理。与较粗糙的权力骄傲十分相似，知识的

骄傲，一方面出于对人的心智的有限性的无知，另一方面出于这样一种企图：掩

盖人的知识里已经为人知道的有限特征和人的真理里存在的自私这一污点。”2 
“道德骄傲的所有因素都包含在我们已经分析了的知识骄傲之中。”3 这些“意

识形态”的中心是论证强者统治弱者的合理性以及强者统治弱者这一秩序的正当

性。因为骄傲的根本前提是认为自己是强者而不是弱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骄

傲之罪，首先是统治阶级的罪，其次是那些认为自己也应当居于统治之位、或者

至少也应当受到统治者尊重的那些人的罪。知识的骄傲在于认为只有自己把握了

真理，道德骄傲在于认为只有自己在道德上是清白的、纯洁的，而把握真理、道

德纯洁，究其根本，它们都着力于论证自己是精神上的强者，理应与权力上的强

者至少处于同等的地位， 好居于更高的地位。所以，知识和道德实际上都指向

权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尼布尔说，知识的骄傲和道德的骄傲都是权力的骄傲

的派生物。 
从古代世界一直到现代，人们一直推崇精英政治。这一事实，突出地表明指

向权力是知识和道德的根本特征之一。精英政治的根本就是由精英掌权。在知识

垄断的时代，所谓的精英就是有知识的人。这时，知识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美

德的象征。即使在现代，尽管已经进入知识开放的时代，但是，“专家（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治国”依然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的核心理念，专家依然不但是知识的

象征，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和美德的象征。就此而言，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

就是力量”实际上说出了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德就是知识”之未被柏拉图明确地

                                                        
1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188-189. 
2 Ibid., p. 194-195. 
3 Ibid.,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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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出来的那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权力背后的利益（生存

意志赖以存在的条件）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利益――权力――知识――

美德”。这个链条，就是马克思所说社会意识的核心逻辑：“生产关系――上层建

筑――意识形态”。哲学是知识的总结，伦理是美德的总结，哲学与伦理的完美

结合就是宗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不可能摆脱它建立在其上的“上

层建筑”；尼布尔认为，宗教也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污点”。所以，知识的骄

傲和道德的骄傲，必然体现在宗教之中，并且以宗教上的骄傲的形式体现出来。

尼布尔说，“道德骄傲之罪一旦形成，也就会带来精神骄傲之罪。 高的罪就是

宗教之罪，它使蕴含在道德骄傲里的自我神化成为公开的。当我们的片面标准和

相对的成就被公开地与绝对的善关联起来并且声称它们是神圣的时，这就是在精

神上犯罪。因为这个原因，宗教并不简单地象人们一般设想的那样是人的内在道

德对上帝的追求。宗教只是上帝与人的自尊之间的 后的战场。在那场战斗里，

甚至 虔诚的宗教实践也可能是人类骄傲的工具。同一个人可能一会认为上帝是

自己的审判者，另一会就想证明基督是一个人，基督所承载的标准和义，与自己

的义相似，而不与其敌人的义相似。阶级统治的 坏形式就是僧侣的统治，比如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僧侣阶级不仅使从属的阶级在社会上无

能，而且 终把他们排除在意义的世界之外。不宽容的 坏形式是宗教的不宽容，

在其中竞争者的特殊利益被隐藏在宗教的绝对之后。”4 
宗教是走向他者的 高形式。但是，宗教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纯净的领域。因

为宗教总是可能是占有式地走向他者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自我被不断地

放大，乃至占据整个意义世界，他者被排除在意义世界之外，甚至崇拜的对象也

可能变成崇拜者谋取自己的利益的工具。尼布尔说，拜物教是这类宗教的极端形

式，在其中，人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奴役自己崇拜的神灵；公民宗教是这类宗教

的温和形式，在其中，人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宣称上帝总是站在自己的国家或民

族一边，这样，就把自己相对的道德标准当成绝对的道德标准，从而给自己的道

德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所以，公民宗教是披上了宗教外衣的民族自豪感，它的

核心内容是道德骄傲。美国的傲慢，其根源就在于：美国把自己当成上帝的“选

民”，把自己的国土当成“新以色列”。5 这是典型的“自义”。尼布尔说，“道德

骄傲表现在所有的‘自义’判断之中，在这样的判断里，他人都受到诅咒；其他

人之所以受诅咒，是因为他不能与那个自人的相当武断的标准相一致。因为那个

自我是依据自己的标准进行判断的，所以它发现自己是善的。它用自己的标准判

断他人，因而发现他们都是邪恶的，因为他们的标准都不符合那个自我的标准。

这就是残暴与自义之间的关系的秘密所在。当那个自我错误地把自己的标准当作

上帝的标准时，它就很自然地要把邪恶的本质归之于那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

人。……道德骄傲是有限的人宣称自己那高度有限的美德是 高的义，宣称自己

那十分相对的道德标准是绝对的。因此，道德骄傲使美德成了罪的载体。”6 
在现实生活中，权力的骄傲总是与知识的骄傲和道德的骄傲结合在一起，并

且以宗教的“自义”表现出来。比如，根据不同的情况，把与自己争夺利益的对

手说成病夫（力量弱小）、没有开化的人（野蛮、没有文化）、道德邪恶的人（在

许多情况下，理由是他们不信教，或者信的不是真正的宗教）、魔鬼（信奉异端

的教义）。所有这些称呼，目的都在于把对手丑化、甚至物化，如欧洲白人对非

                                                        
4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10. 
5 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pp.23-25. 
6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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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黑人和美洲土著居民以及澳洲土著居民的态度。黑人被当成奴隶贩卖，印第安

人被驱赶屠杀，澳洲土著被关在铁笼内与动物一同放在万国博览会上展览。美国

在冷战时期把苏联和中国妖魔化，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尽管尼布尔作为美国冷战

政策的设计师之一对此曾提出过抗议。 
第二种机械的解决办法是企图隐瞒自己的自由，承认自己的有限，否认自己

的自由，或者让自己沉沦在物欲之中，充分显示自己的物质的或自然的属性，试

图以此说明人是没有自由的，因而也是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或者完全把

自己托付给他者，绝对地忠于他者，完全取消自我意志，心甘情愿地当他者的奴

隶或工具。这就是尼布尔所说的“沉沦式地走向他者”。 
因此，在尼布尔的思想中，逃避自由的方式，不只“耽于肉体欲望”一种，

而是有三种。除了“耽于肉体欲望”以外，还有另外两种：一是绝对地忠诚于人

间的机构，二是绝对地忠诚于所崇拜的神灵。 
耽于肉体欲望，是自然主义的路径。“诱惑的根本根源就存在于人的这种一

种倾向之中：或者否认人的生活的偶然特征（这表现在骄傲和自爱之中），或者

逃避自由（这表现为耽于肉体欲望）。耽于肉体欲望反映了这样一种企图，为了

逃避自由，为了逃避精神的无限可能性，因而使自己消失在具体的过程、活动和

生活的兴趣之中；这种努力必然导致人们无限忠诚于有限的价值。耽于肉体欲望

是人‘过度地转向变易的善’（阿奎纳）。……当人企图把绝对的意义赋予他那偶

然的生活时，人就陷入了骄傲；人试图逃避自由的无限可能性，逃避自我决定包

含着的危险和责任，因而要使自己消失在‘流变的善’中，使自己消失在易逝的

生命力中，这时，人就躲入了肉体欲望之中。”7 在自然主义的路径中，人把自

己沉沦于自然世界之中，把人的生活等同于动物的生活，否定人所具有的独特性。

所以，早在古代世界，人们就把耽于肉体欲望的人，称之为过“猪猡生活”的人。

由于这一原因，即使在哲学上主张自然主义的人，在人的生活和历史问题上也不

得不放弃自然主义；只有那些在理论上以一贯之的自然主义者，才在人的生活和

历史问题上顽固地坚持自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自然主义在群体生活上的

具代表性的生存策略。它与个人逃入肉体欲望一样，根本特点是把人降低到动

物种族生活的水平上。 
绝对地忠诚于人间的机构，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路径。在这种路径里，

民族或国家的骄傲，成了个人沉沦的根本原因之一。一方面，在民族骄傲之中，

忠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个人和小集体的骄傲被放大而且被“净化”，它们在民族

或国家的骄傲里通过荣誉感得到了虚幻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它们发现自己在

民族或国家所要求的绝对忠诚是不容违反的，面对这种处境，它们通过放弃自己

的良心的方式来放弃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从而在民族或国家所要求的绝对忠诚里

以绝对的服从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尼布尔说：“群体的骄傲根源于个人的态度，

但是，它确实形成了对个人的一种权威，而且导致群体把绝对的要求强加于个人

之上。不论何时，只要群体形成了一种意志和有机体，比如在国家这个水平上，

那么，它对个人来说就似乎成了道德生活的一个独立的中心。个人被倾向于向群

体的要求低头，并接受群体的权威要求，即使这些要求与个人的道德约束或道德

倾向不一致。……种族的、民族的和社会经济的群体的自私由民族国家 持久地

表现着，因为国家给国家的集体性冲动提供了权力的支持，并使个人的想象带上

具体的集体身份的明显标志，这使得民族国家 能够使自己的要求成为绝对的，

能够通过权力强化自己的那些要求，并通过自己的地位的伟大和庄严使它们变

                                                        
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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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信和可靠。每一个政治团体，不论是国家还是帝国，都通过国家和工具来造

就自己，在它们的生活之中，服从是首要的，一方面是对权力的威吓使人服从，

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和伟大使人服从。偶像崇拜的诱惑就暗含在国家的庄严之

中。”8 尼布尔说，历史上要求教徒绝对忠诚于自己所属的教会和教会领导人的

宗教，实际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这是人间 坏的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尼布尔说，僧侣统治是 坏的政治制度。邪教正是从这一路径发展出来的。 
绝对地忠诚于所崇拜的神灵，是神权主义的路径。在这种路径里，人们所崇

拜的神灵被认为是人间事务的主宰；所以，崇拜这种神灵的宗教都有一种命定论

的倾向。在严格的命定论里，一切都已经被预定好，甚至人对神灵的不服从也已

经被预定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努力也就不再具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尼布尔

说，正统派的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主张预定论。路德坚决反对自由意志，加尔

文也同样。正统派宣扬“双重预定论”，认为上帝不仅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永生，

使他们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而且对另外一部分人予以离弃，使他们因为自己的

罪而沉沦。这在加尔文的神学中表现得 为明显。加尔文说：“上帝的预定，乃

拣选某些人有得生命的盼望，宣判其他人得永死，这个教义是所有敬虔的人都不

否认的。”9正如正统派自己所说，预定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尼布

尔认为，正统派以人没有自由意志来说明人对上帝的忠诚程度出于上帝的意旨而

不是出自于人。这样，一方面，正统派完全取消了人的主动性，还要人为并非出

于自己的选择（在尼布尔看来，选择不必然是理性的）负责，这实际上把责任降

低到了自然规律的层次上。另一方面，正统派取消了自由意志，也就等于取消了

人的良心，这样，就根本不存在良心不安的问题了；而且，正统派宣扬预定论，

实际的效果，也正是要那些自义的人能够心安理得地生活，正如《威斯敏斯德信

条》所说：“预定论是一崇高的奥秘，因此，对于这一教义我们要特别谨慎，并

留心处理，好叫那些听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蒙召

的确实性，得以确信自己在永世中蒙了拣选。如此，这教义就为那些真心顺服福

音的人，提供了赞美、敬畏和爱慕上帝，谦卑自己、殷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

得着丰富的慰籍。”在尼布尔看来，预定论实际上给了自义的人以“苟安的良心”。

在这种“苟安的良心”之下，路德要求德国贵族拿起刀剑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镇压

农民起义，加尔文坚决而无情地把塞尔维特送上“火刑台”。这说明，骄傲之罪

与“沉沦式地走向他者”在宗教维度上是相通的。正如尼布尔所说的那样，后者

是从前者派生的。“圣经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一致认为，骄傲是比耽于肉体欲望更

根本的一种罪，从某些方面讲，后者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10 
占有式地走向他者与沉沦式地走向他者，这两种不同的走向他者的方式，根

本的错误都在于割裂自由与有限，从而以取消生命力的内在矛盾（自我与他者之

间的矛盾）中的一方的方式来消解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前者导致生命力的过分张

扬而使其破碎，后者导致生命力的弱化而使其萎缩，方式虽然不同，结果却是相

同的，即导致生命力的毁灭。 
 
二、走向他者与爱 
在走向他者的三种方式之中，占有式地走向他者与沉沦式地走向他者都意在

消除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前者高扬自我，奴役或消灭他者；后者放弃自我，完全

                                                        
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09. 
9 Calvi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ook 3, chapter 21, paragraph. 5. 
 Cf. http://www.ccel/calvin/institues/pdf. 
1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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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或忠诚于他者。从社会结果来说，前者导致社会更加混乱，后者导致对邪恶

的默许或纵容。要防止这两种情况发生，只有第三种走向他者的方式才有可能。

这就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 
在尼布尔看来，存在式地走向他者，是自我向他者的无中介式的敞开，在自

我与他者的直接相遇之中，体认自我，接纳他者。这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

与你”的相遇。尼布尔在《自我与历史之剧》里，称这种走向他者的方式为“对

话”。在对话中，自我与他者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至少双方都把对方看成主体

而不是看成客体，也就是说，至少在人间关系的层次上，相互把对方看成是在社

会生活中享有生存权的人。与此相比，占有式地走向他者意味着把他者当成客体

或工具，沉沦式地走向他者意味着把自我当成他者的客体或工具。 
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里，每一方都把对方看成主体，这反映了对另一方的尊

重。尼布尔认为，尊重是正确地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的真正基础。在尼布

尔看来，尊重属于情感的范畴，而且，尊重这种情感不是出于理性。理性能够提

供原则，但却不能提供尊重。理性主义者都没有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为了给原

则的普遍有效性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刻意地抬高理性、贬低情感，甚至到了嘲笑人

的同情心、贬低人的社会冲动的程度。尼布尔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社会冲

动是善的，而且，众所周知，社会冲动根源于本能和本性。但是，象斯多葛派和

康德主义者这样的理性主义的道德主义者，他们纯粹从人的理性推出人的道德能

力，结果就使人的心智与人的本性冲动争斗； 后，这些理性主义的道德主义者

总是被迫使自己的理论发展到贬低人的社会冲动所具有的道德性质的荒唐地步。

所以，如果同情心不是出自义务感，斯多葛派就憎恨它，康德就嘲笑它。”11 尊

重他者，是人 根本的社会冲动，也是自我与他者对话的前提。对他者的尊重，

就是对他者的“位格”的尊重。尊重他者的“位格”，意味着把对方看作一个完

全的整体，不侵犯对方，不割裂对方。所以，尊重对方，意味着对对方的完整性

的一种健全的态度，也就是对对方的完整性的爱。 
爱对方的完整性，承认对方在整个世界中存在的权利，也就表明自我愿意与

对方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这种意愿，就是“共存”或“共在”。所以，在尼布

尔的思想中，存在式地走向他者，意味着与他者的“共在”。在这种共在中，自

我与他者都可以完整地保持自己。因此，这种“共在”，是存在于他者之中，存

在于众人之中，而不是沉沦于众人之中。尼布尔承认，存在于众人之中隐含着沉

沦于众人之中的危险。但是，他认为，人们不应当为了避免沉沦于众人之中而拒

绝生活在众人之中，因为那意味着退出社会、过完全孤独的生活；退出社会生活，

或者把人变成超人，或者把人变成野兽。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在本性上

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如果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

不是一个鄙夫，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在本性上孤独的人往往成为一个好战的

人。”12 尼布尔在不少地方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他以此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现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根本不存在生活于社会之外的人。那些试图

在理论上说明人只有退出社会才可能过真正的属于自己本性生活的人，不是要人

沉沦到自然之中，就是要人超越人而成为超人，前者要人不理会社会事务，后者

要人冲破社会规则的约束，它们都在从根本是腐蚀社会，毁坏人类生活的现实根

基。 
在存在式地走向他者的路径中，自我与他人和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对话，是

                                                        
11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27. 
1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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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的内容。这是爱的社会之维。但是，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自我与他人和

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对话，并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对话的全部。尼布尔认为，除了

这一维度之外，自我与他者的对话，还包括自我与其自身的对话以及自我与终极

存在者的对话。在这一节里，我主要讨论自我与其自身的对话和自我与终极存在

者的对话；至于自我与他人和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对话，我将在本章的第三节予

以讨论。 
自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的方式之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的真正起点。因为自爱是人的本性之一。人若不能把自我

当成自己的认识对象，也就是说，若不能将自我在思想中设定为他者，他就不可

能形成自我意识。这样，他将被自己封闭在自爱之中，但是，因为他总是处在焦

虑之中，他又不可能不走向他者。结果，封闭的自爱只能在扩大自爱与放弃自爱

之间做选择。扩大自爱导致他占有式地走向他者，放弃自爱导致他沉沦式地走向

他者。这两种走向他者的方式 终都将导致自我的毁灭。尽管从根本上讲，自我

意识的形成并不必然地使自我不再占有式地走向他者和沉沦式地走向他者；但

是，自我意识的形成打破了封闭的自爱，把他者引入到自己的视野中，这种开放

性为存在式地走向他者提供了根本的前提。再者，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思想的

自我与行动的自我之间的区别的生成。在行动的自我里，自我不可能不站在自己

的立场上来考虑，即使在沉沦式地走向他者的方式中也不例外。但是，在思想的

自我里，自我已经在思想上把自我当成意识的对象，把自己当成他者对待。所以，

思想的自我能够导致自我站在他者的立场下来审视他自己。全球伦理学的倡导者

汉斯•昆所说的“金规则”――“你想让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应当如何对待

人”――的奥秘就在于思想的自我在自我意识中所进行的换位思考。这种换位思

考的结果，是仁爱之心的产生，结果就有了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根

本信条的“爱人如己”待人原则。在“爱人如己”这一原则中，用来评价爱人之

程度的那个标准是爱自己的程度。所以，在“爱人如己”这一原则中，自我不仅

没有被放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得到了强化。因为倘若爱他人胜过爱自己，

那么，依照“爱人如己”这一标准，对他人的爱就过度了。所以，在“爱人如己”

这一标准中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平等。“爱人如己”这一

标准的根本内容就是平等是爱自己和他人。平等原则，是自我意识中的换位思考

对人类生活的 大贡献。倘若思想的自我不能够确立自我与他者平等这一原则，

那么，就不可能形成能够引导人存在式地走向他者的那种健全的自我意识。 
自我与终极存在者的对话，是存在式地走向他者的 高方式。在尼布尔的思

想中，上帝不仅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作为精神的东西存在于人的心中。也就是

说，上帝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超越而内在的上帝，使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成

为可能；人在生活中占有式地走向他者和沉沦式地走向他者的情况，使人与上帝

的对话成为必要。在尼布尔看来，只有人与上帝的对话，才能为人的良心提供超

越的根基，使人能够以人的良心来审视他与他人的关系和他与他所属的共同体之

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在超越者面前，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我与他者

之间的平等。在这个意义上说，健全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离不开人与超越者的对

话。 
值得注意的是，尼布尔所说的超越的上帝是他者，但是，这个他者因为以精

神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心中，因而对人来说不是卡尔•巴特所说的“全然的他者”。

对于卡尔•巴特的上帝观，尼布尔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说，卡尔•巴特认为上帝

是“全然的他者”，这使人与上帝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与自然神论者和灵性主义



 125

者的上帝观殊途同归。自然神论者和灵性主义者认为上帝完全内在于自然之中或

人的精神之中，这样，人与上帝实际上就变成了人与他自己的对话，人与上帝的

对话成了一个假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超越自己所属的自然和社会共同体的

必要性。因此，在尼布尔看来，自然神论者和灵性主义者的上帝观虽然与巴特的

上帝观根本对立，但是，他们的上帝观在实际效果方面与巴特的上帝观极其相似。

再者，在尼布尔看来，巴特的上帝观使人的良心不再与上帝相关。因为依照巴特

的上帝观，在人与上帝之间，只有上帝走向人的下降之路，没有人走向上帝的上

升之路。这样，人的思想探索只在世俗领域里才有意义，一旦涉及到神圣领域，

人的思想探索都是妄言。这一方面完全取消了人在上帝面前的主动性，另一方面

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人超越自己所属的自然和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样，人爱上

帝，都不是在走向上帝，而是在以人走向上帝的名义走向人自己。这样，尼布尔

认为，使人的良心不再与上帝相关，固然取消了人以自己的良心来自上帝而自义

的危险，却为此却付出了把人的良心贬低的代价。因为一旦人的良心被认为是与

上帝无关，那么，人以良心为依据来批判自己所属的社会共同体，也因为被视为

没有神圣的依据而被认为是不合适宜的。这将从根本上压抑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批

判精神。尼布尔认为，巴特和他的追随者之所以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十分冷

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此外，巴特及其追随者在否认了人走向上帝的可能

之后，又以上帝的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这种态度既非常傲慢，又脱离大众。它既

是自我封闭心态的反映，又一步步地加剧自我封闭的心态，结果必然导致对公众

的冷漠以及自我的沉沦，不爱他人，更不爱自己。 
总之，走向他者，是人在生命力的内在矛盾面前的根本出路。在走向他者的

三种方式中，只有存在式地走向他者，是正确的走向他者的方向。这一方向是人

的自由的真正方向，而且，这一方向的根本原则是爱：爱自己并且爱他人，两者

都以对上帝的爱为 根本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布尔说，爱是自由的内

在律令。 
 
三、爱抚慰焦虑，但并不消除生命力的内在矛盾 
正如“爱人如自己”这一原则中所隐含的自我与他人平等这一观念所显示的

那样，在“爱人如己”的爱中，既没有否定自我，也没有否定他者，也没有把自

我与他人合一。所以，“爱人如己”不消除生命力的内在矛盾。它只是以自我与

他人平等这一原则抚慰着自我与他人，使自我与他人都感受到：只要依据“爱人

如己”这一原则行事，双方都不用担心会被他人征服和利用，无须逃避自己，也

无须逃避他人，双方只用真诚地面对，就可能和谐地共存。在这种和谐的共存中，

双方的自由都将得以现实化。自我的良心在接纳他者的过程中把自我的自由转变

成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尤其是经济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 
尼布尔认为，在人把良心自由转换成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过程中，对超越

的终极存在者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基督徒来说，对超越的终极者

的爱，就是爱上帝。 
在尼布尔看来，人对上帝的爱，是在人追寻意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之所以

爱上帝，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一个充满人格的敌人的世界里人必须为自己的生活

寻找一个终极的根基，否则人就无法生活。这逼迫人去寻找上帝。尼布尔认为，

上帝把自己启示在自己的创造物中，启示在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的内心之中；所以，

人与自然、他人和人类群体的对话，是与上帝的间接对话，这些对话能够帮助人

认识上帝，但不能导致人信仰上帝。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只是发生在人的内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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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人与自我的对话的背景中，在这里，个人与上帝进行对话。这种对话虽然

是非常神秘的，但是，在这种对话中，自我不仅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变得更为真

实和丰富。神秘主义的路径之所以受到尼布尔的批评，就是因为他认为在神秘主

义所说的人与上帝的合一中自我消失在上帝这一“黑洞”之中，自我消失了，生

命力的内在矛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解决了，而这意味着生命自身的

毁灭。 
在爱上帝方面，尼布尔也不完全同意对奥古斯丁的思想。“纯爱”观。奥古

斯丁在论及爱时，把人对创造者（即上帝的爱）看成是“纯爱”，认为只有“纯

爱”才是真正的爱（《论三位一体》）。在尼布尔看来，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象奥古

斯丁所说的那样。因为在对上帝的爱中不可能不包含着人的自爱；所以，根本不

存在所谓的“纯爱”。再者，即使是人的自爱，只要承认其是真实存在的爱，就

得承认它是都是真正的爱。如果认为人在对上帝的爱中能够完全消除对自我的

爱，那么，也就意味着，人在对上帝的爱中已经把自己完全地归属于上帝，已经

消除了自我，至少消除了人与上帝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传统基督教所说的人在上

帝之中得到和平与安乐。尼布尔认为，这种观点，一方面可能导致自义，另一方

面可能导致否定自我。而且，这种观点，与人的自由本性不符。因为如果认为人

对上帝的爱表现着人的自由，那么，就必须承认人对上帝的爱既可能是创造性的，

也可能是毁灭性的。 
说人对上帝的爱具有创造性，这可能没有多少基督教思想家反对；但是，说

人对上帝的爱具有毁灭性，就必然会遇到许多基督教思想家的反对。这些基督教

思想家反对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就是认为人对上帝的爱是不可能出错的。尼布

尔认为，这些基督教思想家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看到人对上帝的爱

是出于人（人的生命力）而不是出于上帝，出于人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都是有

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无错的。人对上帝的爱是人在追求终极意义的过程中对上帝

之爱的回应，一方面，人在追求终极意义的过程中可能把本身不是终极的东西当

成终极的东西，骄傲之罪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即使人没有犯

上面所说的把不是终极的东西当成终极的东西这一错误，他对上帝的回应也可能

出错。如若承认人对上帝的爱可能出错，也就等于承认人对上帝的爱也可能具有

毁灭性。 
所以，在尼布尔看来，即使是对上帝的爱，也只是抚慰人的焦虑，而不可能

一劳永逸地消除焦虑，因为在人对上帝的爱中，自我与上帝仍然保持着不可能消

除的差别。尼布尔的这一观点直接导出的结论是：人的良心不可能平静。如果某

人说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那么，这个人肯定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在这样

说时，意在表明自己无罪，因而根本不用担负什么责任。 
 
 

第二节 爱是自由的内在律令 
 

人的良心永远不能平静，这是自由的本性使然。因为在良心平静时，表面上

看是获得了自由，实际上，他是在逃避责任；这时人已经自义或沉沦。所以，平

静的良心反映着了人的自由之消极的一面，不平静的良心反映着人的自由之积极

的一面。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在自由的这两个方面之中，只有自由的积极

的一面才有资格作为自由的内在律令。因为自由的积极的一面反映了自由的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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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这就是爱的情感：对共同体的忠诚、对他人的责任和对权威的服从。 
 
一、自由意味着对共同体的忠诚 
在正统的基督教中，自由意味着人完全皈依上帝，意味着人完全超越共同体。

所以，克尔凯戈在要求人回到真正的基督教时要人“成为个体”而不要“成为众

人的一部分”。因为在克尔凯戈尔看来，“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就意味着与良心说再

见”，“群体所保证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消除良心”13。认同克尔凯戈尔的这一思想

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呼吁人不要沉沦在众人之中成为“共存”。尼布尔

虽然也被不少思想家当成存在主义神学家，但是，他反对克尔凯戈尔的这一思想。

尼布尔认为，人的良心要真正地发挥积极作用，个人确实必须能够超越他生活于

其中的共同体；如果个人沉沦在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中，个人确实是在他

的良心说再见。但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超越人间的共同体，那么，他的良心就成

为没有社会内容的良心。虽然这良心不是康德所说的以理性为本质的善良意志，

而是以激情为本性的情感意志，但是，在没有任何经验的、社会的内容这一点上，

克尔凯戈尔的良心概念与康德的良心概念是一致的。在尼布尔看来，从理论上看，

这两种良心概念都有一种崇高的光环；但从实践上看，它们对于人的社会生活一

点帮助也没有。因为在这两种良心概念之后的自由，都是抽象的个人自由。尼布

尔认为，克尔凯戈尔的这种抽象的个人自由因为与人的现实自由没有关系，因而

是空洞的、虚幻的自由。如果真的依据这样的自由观行事，其实际后果将是放弃

自己对共同体的义务，这同样是与良心说再见。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较低的存在者的自由依赖于较高存在者的自由。因此，

个人自由依赖于共同体的自由，小共同体的自由依赖于全人类共同体的自由。这

从根本上规定了较低的存在者获得真实自由的根本条件：较低的存在者必须忠诚

较高的存在者。所以，自由意味着对较高的存在者的忠诚。尼布尔说，“人的一

切行为都被……被人对处在变化之后的那些不变的原则的看法的公开或隐蔽的

忠诚决定着。人对这些原则的忠诚促使他努力去消除流变之中偶然的、不相关的

和矛盾的因素，目的是要实现他的生活的真正本质。”14 实现生活的真正本质，

也就是实现自由。对于个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对共同体的忠诚。这是人过社会生

活的根本条件。 
个人之所以要忠诚他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才能获得现实的自由，根本原因在

于个人对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的依赖。这种依赖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

精神上的。尼布尔说：“（在各种层次和范围里）个人与共同体这样的方式被联系

在一起，使得他的个体性的 高境界依赖他的个体性从中而来的那种社会本质。

因此，他们必须在共同体中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在共同体里实现它们。……对个

人为了自己的生活而需要共同体的广度和范围，不能加上任何简单的限制。……

个人意识和思考的 高境界根置于社会经验之中并且只有在与社会的关系里才

能找到自己的意义。个人是整个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尽管他可能达到似乎完

全超越社会历史的独特高度。他的个人决定和成绩出于共同体，也影响共同体，

并且在共同体里找到其终极意义。”15 所以，人的个体性不仅不与共同体对立，

而且，它的 高境界还依赖共同体，并且只有在共同体里才能实现。所以，为了

保证和实现其个体性，个人必须生活在共同体中，必须与他人“共存”，必须忠

                                                        
13 Provocations: The Spiritual Writings of Kiekergaard, p. 17. Cf. http://www.bruderhof.com. 
14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 
15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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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于他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 
尼布尔认为，在这方面，集中表现了中产阶级之个人主宰历史命运的感觉和

自由派的自足的个人之观念的“社会契约论”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因为“它设

想共同体（而不仅仅是政府）是通过个人意志的授权而建立起来的”，一直幻想

地认为“共同体主要是原子式的个人的工具”；它的根本错误在于“完全无视人

类共同体的原始特征和凌驾于人的决定之上的历史命运的力量”。16 在政府方

面，社会契约论者没有看到：“即使在现在，政治家在处理全球政治时，他们也

必须考虑种族的和地理的因素，这些因素反映了自然对人的决定和限制；他们也

必须考虑以前的历史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亲密和仇恨。”17 形成全球共同体需要

谈判，需要各个政府的授权，但是，有机的联系或者形势的逼迫比政府授权更为

根本和有力。在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情况也一样。在个人生活方面，社会契

约论者没有看到：“个人超地过分在想在共同体里突出自己以确立自己的独立和

独特性，他就越依赖于一个更广泛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个体的人从来不是自足

的；……个人生活中每一个独特天赋的特化、每一种特殊技巧的精致都意味着需

要一个更大的共同体来支持这一个人。”18 所以，个人必须忠诚于他生活于其中

的共同体，至少“把自己对共同体的需要作为自己生活的局部目的、合法性所在

和实现的根据”。19 
尼布尔认为，专制主义与中产阶级的民主理论相反，它把“集体神圣化”。

早期的新教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先例。它打碎了罗马教廷这一专制的宗教制度，但

是，为了保证改革的成功，它却用“君权神授”的理论把世俗的国家扶上神圣的

权力宝座。秉承宗教改革精神的浪漫主义运动，又以神圣生命力的理论把国家神

圣化。它们都强调个人对共同体的绝对忠诚，结果把个人自由给扼杀了。正是在

这一点上，尼布尔批评极端的爱国主义。但是，尼布尔并不反对一般的爱国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本教派的战时委员会主席积极奔走于教会与军营之

间，动员本教派的年轻人参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之中，他作为罗斯福总

统的宗教顾问在美国各地穿梭，呼吁美国人参战。在这些活动中，爱国一直是他

宣扬的一个主题。爱国，就是个人对国家――目前人间 高的共同体――的忠诚。

个人成为一个国家的成员，意味着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这在加入并非自己的出

生国的国家的国籍时，表现得 为明显。如果不能宣誓忠于这个国家，他就没有

加入这个国家的国籍的自由。尼布尔作为从德国迁移到美国的一个德国人的后

代，对这一点有很深的感受，其中一个根本的因素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被

公认为是战争的发动者、邪恶的中心，尼布尔和他所在的教派以及其他的德裔美

国人都被人质疑对美国的忠诚。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尼布尔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全球经济和全

球社会的思想。但是，与乐观主义的自由派不同，他对世界政府的可能持非常谨

慎的态度，谈论世界政府为时尚早，因为他认为在国内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尚未

能够和谐之前，国家之间是很难形成和谐关系的。他认为，谈论世界政府的前提

条件是各国都一致承认它们必须忠诚于一个比它们都要高的共同体，即全人类共

同体。直到他逝世之前，他都认为谈论世界政府的条件尚不具备，因为整个世界

秩序是由大国操纵的，小国根本没有发言权。但是，他认为，在国内，只要承认

少数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根本原则，并且将它以一贯之地实施于国内生活之

                                                        
16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53. 
17 Ibid., p. 54. 
18 Ibid., pp. 54-55. 
19 Ibid.,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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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它就可以解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使少数派真心地产生对它们生活在其

中的那个国家的忠诚。在这方面，他对英国称赞有加，对美国持相当保留的态度。

他认为，美国尚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人问题，它就不仅没有资格充当全球社会

的领导者（尽管它已经具有这样的实力），而且会使美国人自豪的“大熔炉”之

称号成为虚伪的典型象征。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尽管苏联对美国黑人

问题的批评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是，美国人应当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使

美国有了这样一位无情的批判者。 
 
二、自由意味着对他者的责任 
对共同体的忠诚，是个人在其生活中的共同体中获得真正自由的根本条件。

尽管这种忠诚可能是假冒的，但是，只要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中不破坏公共秩序，

这对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来说，已经够了。如果这个共同体一定要其成员

用其他的办法来显示其忠诚，那就是对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粗暴干涉和对其成员的

不信任了。 
不破坏公共秩序，也就是守法。一个守法的人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但可能是

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尽管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守法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止

于守法，还不能说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欠着他人的债。因为如果他

的行为止于守法，那么，他从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中得到的东西肯定多于他所

付出的东西。个人在从婴儿到成年的这段时期，他对生他养他的家庭来说，是希

望，同时也是供养的对象。成年之后，他对家庭的贡献越多，说明社会共同体给

予他的东西越多。到了老年，是该享受“回报”的时候了；但是，必须明白，这

“回报”来自他人，来自他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而不是来自他自己。所以，从

根本上讲，一个人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个“欠债”的人。 
在尼布尔看来，之所以每一个都是“欠债的人”， 根本的原因是每个人都

有“罪”，这是由自由与有限之间的矛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即

使爱也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在自由中不犯罪。因为在人的所有的爱中，都必然包

含着自爱的因素；尽管自爱不是原罪，但自爱的因素却是人在爱中犯罪的直接原

因。 
由于犯罪是自我走向他者的方式，所以，人的罪总是指向他者，即使自杀也

不例外。自杀，表面是看是对自己的弃绝和对自己的绝望，实际上是对世界和他

人的弃绝与绝望，乃至对上帝的绝望。同样，爱也是自我走向他者的方式，而且，

人在爱中也可能犯罪，如过分的爱（关心过度乃至妨碍自己所爱的人的成长或限

制其自由，甚至把所爱的人偶像化乃至不允许其有常人的行为）；所以，人的爱

也必然指向他者。尼布尔认为，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可以把自由的毁灭性和创造性

分开，但是，实际上，它们总是结合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行为之中，只是二

者在善恶程度不同的行为中所占的比重不同。他说：“在任何层次上道德的善都

不可能消除罪感。事实上，罪感是与道德的感受一同出现的。……圣人对罪的意

识不是幻觉。事实是，人在自己的 精深的形式里表现得 为可怕。把偶然的自

我等同于上帝，这种罪在过着精神生活的高层人士里不大多，但它却具有更大的

危害，因为人们更相信精神层次高的人。政治生活里的一个例子可以解释为什么

这是真的。那些 不偏不倚的法庭也不可能避免偏袒，它的偏袒比社会里那些相

互竞争的政治派别的明显的偏袒对正义的危害更大，因为人们相信法庭是是不偏

不倚的。相互竞争的力量的偏袒非常明显，所以人们可以不理会它。另一方面，

法庭的偏袒则被它一向具有不偏不倚的名声遮盖了。司法部门具有相对高的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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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倚，这是政治生活里的重要成就。但是，如果没有来自更高层次的审判来判断，

好的司法程序也可能变成 坏的。”20 好的个人（圣人）和 好的制度（

好的司法程序）都可能被败坏，这说明爱不可能使人不犯罪。但是，另一方面，

不论多么严重的罪都不可能消除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良心（爱）。“不管多深地

陷在罪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为有罪的悲哀是一种常态。有时，对以前蒙恩状态

的记忆可能萦绕在心灵之中；他所违犯的那一法律的某些回响似乎一再在他的良

心里听到。给犯罪的习惯披上一种正常的外表的每一种努力都暴露出一种不安的

良心所具有的丝丝寒气。人之真是、本是与人是现是之间的对立甚至对那些没有

认识到在每个人里都会发现这种对立的人来说也是明显的，而且在人自己的意志

里也具有自己的地位。……深深地陷入罪的卑贱之中的人内心绝对不会平静……

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一种形式的疾病或败坏不揭示关于它们已经败坏了的那种健

全的结构的某些东西。瞎了的眼睛依然是眼睛，尽管它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一个

不健全的心灵所具有的失常行为在只有人的心灵而非动物的心灵能够设想的那

种不一致的混乱中暴露出某种一致。战争的无序可能不是一种邪恶，但它不会在

国家之间的某种和谐和相互独立的范围内运作，而是反对这种和谐和相互独立

的；如果它不能使自己利用内部的和国内的和平――因为它正是从内部的和国内

的和平里获得征服的能力――它也就不可能是邪恶的了。奥古斯丁说，‘甚至抢

劫世人的强盗自己也要寻求内部的和平。’（《上帝之城》第四卷第 12 章。）”21前

面我说过，尼布尔认为，只有自由的积极方面（创造性的一面）才可能是自由的

内在律令。自由的创造性的一面，就在于内蕴于人的自由之中的责任感。这种责

任感，从罪的一面看，就是人的罪感；从道德成就的一面看，就是义务感，即人

对他者的责任。 
尼布尔承认，在人对他者的责任中，对终极存在者（上帝）的责任是一切责

任的保证。但是，他认为，人对上帝的责任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因

为这一责任实际上是人难以承担的。所以，人不可能完全履行对上帝的责任。但

是，人必须现实地履行他对世人的责任。克尔凯戈尔称这是对人性弱点的妥协和

让步。尼布尔认为，这正反映了人的社会本质。所以，爱的主要内容是社会责任。

这就是爱的社会之维，关于爱的社会之维，这里权且放下，我将在本章的第三节

里予以讨论。 
 
三、自由意味着对权威的服从 
在对共同体的忠诚和对他者的责任之中和之上，实际上都存在着权威。对共

同体的忠诚和对他人者的责任，实际上反映着人对权威的服从。由此可以得出一

个结论：自由意味着对权威的服从。 
尼布尔认为，这样的权威实际上有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规律，第二是人间的

权威，第三类是终极存在者的权威。人要在自然面前自由，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行

事；人要在社会生活中拥有自由，必须服从人间的权威；人要在精神生活中自由，

必须服从终极存在者的权威。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尼布尔心中的终极存在者

是上帝；但是，他尊重其他的宗教，尊重无神论者，所以，他在晚年的著作里，

经常用“终极存在者”这一名称，对“上帝”这一名称的使用反而不多。 
尽管尼布尔的著作很少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

考还是构成了尼布尔的神学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2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57-258. 
21 Ibid., p. 26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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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的思想，也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自然是人格的主要敌人之一，因为

自然总是想把活生生的人变成虚无；另一方面，他认为人是“自然之子”，人绝

对不可能脱离大地。他说，城市化的一个明显的不好后果就是使人觉得自己离开

了土地也能够生存，这造就了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现代人的自信与乐观。一方面

肆意地对待自然，另一方面放纵自己的本能，试图在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利用中和

在纵情的享乐消费中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尼布尔认为，沿着

这条路走下去，不但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甚至还不能缓解社会公平问题，反

而使社会公平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和复杂。更为甚者，现代社会似乎忘记了《创世

记》中“你出于尘土， 终将归于尘土”这段经文的含义， 通过把人的死亡专

业化的方式使死亡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企图用技术手段不必要地延长人的

生命，努力地拒绝死亡。这些，都是不尊重自然规律的表现。他呼吁人们认识到

人类对大地的依赖，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本能，平静地接受自然的死亡。这一切，

归结起来，就是尊重自然规律，回归大地，亲近自然。这是自由的创造性之四要

件之首。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人间权威的主要代表是政府。尼布尔早年在底特律当牧

师时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机构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族群

的不公平态度，并且为改变那样的现状而奔走。尽管他站在劳工的立场上对代表

人间权威的政府机构以及站在政府一边的大资本家和主流教会的上层领导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只是要求政府机构进行改革来改变这种不公平，而且担

任底特律跨种族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底特律种族关系现状并且提交一份报告，

对改进种族关系提出了不少建议。尽管他认为在必要时可以诉诸强力来迫使政府

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主张的强力，在多数情况下是罢工、

游行以及工人联合起来组织工会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只要在

所有这些“非军事”的形式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受到政府和资本家的武力镇压时，

武力的反抗才是必要的。所以，一方面，他承认列宁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德国纳粹的上台就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

共产党在希特勒的暴力面前的软弱有关；另一方面，他在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

动的同时呼吁美国的黑人保持冷静，要认识到这场运动要取得胜利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尼布尔的这种态度，典型地反映了他对人间权威的态度：“既保持对秩序

的尊重又保持对构成秩序之基础的权威的批判”22，“努力在不扰乱共同体的秩

序的情况下实现社会正义”23。这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以是以神圣权威

的服从为基本前提的。先服从权威，然后才可能谈论自由。 
尼布尔认为，在对待人间权威方面，有两种对立的态度：“一方面是对权威

的过度尊重态度，另一方面是过分相信人的意志，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能力以自己

的意志的批判为基础在共同体里建立秩序、实现正义。”24 
第一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是早期的新教，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尼布尔说，

整个新教思想 片面地强调保罗在《罗马书》第 13 章里所说的话，这“使得它

要求人们虔敬地尊重在上帝的护佑之下建立起来的一切政府，乃至禁止人们抵抗

任何已经存在的权威，不论这权威是善的还是恶的。”25 “路德认为，世俗政府

不仅是一种统治的力量，而且还是一个合法的权威。他引用圣经（也就是保罗在

《罗马书》第 13 章里所持的观点，认为在上的权威是由上帝设立的）来证明这

                                                        
22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171. 
23 Ibid., p. 164. 
24 Ibid., p. 175. 
25 Ibid., p.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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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威的合法性，还说世俗政府的权威是从父亲的权威而来，以此来证明这种世

俗政府的合法性。路德错误地认为父亲的权威是‘被造物秩序’的一部分。那个

比喻确实歪曲了父亲权威所具有的仁慈和世俗政府掌握的权力所具有的镇压和

强制性质之间的不同。”26 所以，“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虽然处在宗教战争的危急

关头，但是，路德仍然更多地倾向于向教皇的骄傲挑战，而不是更倾向于向国王

的傲慢挑战。在路德看来，教皇是反基督，而国王的统治权则是神授的。因此，

尽管新教在所有人的活动里都必然存在罪恶的骄傲这一观点上是先知的，但是，

新教却允许正在兴起的国家充分表达其政治的傲慢。”27 在这方面，加尔文与路

德完全一样。尼布尔以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 20 章第 25 节为证。加

尔文在那里写道：“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上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

话劝说我们服从政府，不仅对那些以正直诚信来治理的君王服从，而且对一切掌

权者，甚至对不尽职的政府，也当服从。因为主虽证明官长是他为了保护人们的

安全而宽仁地赐予人们的上好礼物，并规定了官长职责的范围，然而他同时又宣

布，不管官吏的品格如何，他们的政权只是从上帝而来；那些为公众的福利从政

的，固然真是上帝仁慈的表现和镜子，但是，那些以不正义和残暴的方式统治人

民的官长，也是上帝兴起的，用以惩罚百姓的不义；所以他们都拥有神赋予一切

合法权威的神圣尊严。”28 尼布尔认为，“新教之所以形成了对国家的这种过分

的崇敬，原因不可能仅仅是由于圣经权威”，根本的原因是“所有早期的宗教改

革家都十分害怕无序”。29 尼布尔引用路德教神学家廷德尔（Tyndale）的话为证。

这位神学家说道：“有一个暴君当国王总比只有一个影子好……因为一个暴君尽

管会错误地对待善人，但他惩罚恶人，而且使一切人都规规矩矩。……具有一个

软弱无力而且娇弱的国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比有一个暴君还要悲惨的事

情。”30 
尼布尔认为，早期的新教认识到了权威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这是正确的；

但是，早期新教对政府的这种态度，使人们难以认识到：“一个没有得到被统治

者公开同意的政府极容易变成不正义的政府。”31 
对待政府这一人间权威的另一种极端态度，其代表是社会契约论者。他们认

为共同体和政府是纯粹的人造物。他们没有认识到，“人的每个共同体都既是原

生体也是次生体。人的每个共同体都是原生体，就是说，它是由忠诚、各种形式

的和谐和各种等极的权威整合起来的，这些整合力量都是在无意中生长起来的，

有意的努力在它们的生长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小。……共同体和共同体里的各种权

威也都是次生体，就是说，共同体的和谐和整合的各种形式都是人有意努力的结

果。”32 他们片面强调人的有意努力，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的自由在社会生活领域

应当受到的限制，没有意识到共同体的传统在社会整合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们

要求“完全基于被统治者的公开同意而建立政府”。而事实是：即使在现在，“完

全基于被统治者的公开同意建立政府，也是不可能的”。33 所以，建立政府，不

可能不诉诸权威，这些权威是不可能征得被统治者的公开同意的，正如一对夫妇

不可能公开地征询腹中的胎儿愿不愿意降生到这个家庭作他们二人的子女。 

                                                        
26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46. 
2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18. 
28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172. 
29 Ibid., p. 172. 
30 Ibid., p. 172. 
31 Ibid., p. 168. 
32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163. 
33 Ibid., pp. 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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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尼布尔认为，问题在关键在于：没有公开同意并不意味着不同意，不

公开同意的统治完全可能是合法的。所以，凭借人们的不公开同意而进行统治的

政府，也可以是合法的政府。这种合法性的根本，就在于其庄严。尼布尔说：“不

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人们由衷地接受一种不能由他们自己建立的某种秩序，对这

种秩序的虔诚尊重就会自动产生出来。简单是说，这正是国家的‘庄严’的主要

成分。在权威的来源之中，庄严当然是比权力更为重要，尽管没有政治权力来镇

压公开的反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存在下去。而且，拥有庄严也把合法的政府与

不合法的政府区分开了。”34 
尼布尔认为，对被统治者的公开同意与不公开同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西

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一伟大的认识，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

传统（政府是 大的传统）在实现社会整合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尼布尔说，这

一伟大的认识是由圣公会的牧师理查德•胡克尔（Richard Hooker, 1554－1600 年）

做出的。“意义特别重要的是，他证明从前一代继承善的法律是正确的做法。因

为，胡克尔认为，‘五百年之前一个公开的社会所做的事，同一个社会现代依然

还会做，因为合作是永恒的。’”35 
对传统的接受和批评，实际上反映了人对历史的态度。尼布尔认为，在人对

历史的态度上，反映着人对终极存在者的态度，因为终极存在者既存在历史之外

也存在于历史之中。 
尼布尔说，人应当认识到，自己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

一个人因为忘记他是历史的产物而认为他完全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他对那不

在他的能力之内的过去之成就不会尊重，他也不会敬畏那神秘的护佑，正是在那

种神秘的护佑之下建立起来赐福给人的生命的那个秩序。……另一方面，如果一

个人不承认他自己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所具有的地位，不承认他拥有处在历史流变

之上的自由，不承认他有向共同体的旧传统挑战的权利和职责，不承认他重新安

排或重组以给人提供正义为职能的共同生活之形式方面具有运用他的分辨判断

能力的义务，那么，他就会成为过去的牺牲品，因为当过去的邪恶被故意地保存

在现在之中时，那些只会越来越严重。”36 不尊重历史，就是不尊重终极存在者，

这样会毁灭自己；不承担历史责任，就是放弃与终极存在者的合作，这样会成为

过去的邪恶的牺牲品。用神学的话来说，尼布尔在这里要求人们承认自己是终极

存在者的创造者，积极响应终极存在者的召唤，与终极存在者合作，在历史里有

所作为。 
在尼布尔看来，每个人都是终极存在者创造的；但是，终极存在者不是直接

地创造每一个人，而是通过历史和社会来创造每一个人。同样，终极存在者不直

接召唤任何一个人，而是通过历史和社会来召唤。直面历史和社会现实，也就是

直面上帝。直面上帝，必须直面社会和人生。 
尼布尔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爱的律令的解释之中。《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40 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 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

理的总结。”尼布尔把爱的诫命总结为三个方面：灵魂与上帝的和谐（“你要爱你

的主上帝”）、灵魂内部的和谐（“尽心尽意尽性”）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和谐（“爱

人如己”）。
37 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其内容分别是信仰、健全人格和人我平等。他

                                                        
34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 169. 
35 Ibid., p. 169. 
36 Ibid., pp. 181-182. 
3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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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爱的律令是人的自由对人的要求：自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都向人提出这

一要求。”尽管后两个要求都以信上帝为前提，是从人对上帝的权威的服从和信

仰之中派生出来的；但是，“爱人如己”是出于人的自由的爱的“ 高可能性”。
38 尼布尔以耶稣与那个富有的年轻人的对话为例，认为耶稣对那个年轻人“我还

需要什么？”这一问题的 后回答“规定了那个年轻人正在寻找的那个更高的可

能性”：“如果你想完满，去卖掉你所有的财产，然后把所得到的钱分给穷人。”
39 

这一例子说明：爱上帝，必须以实际爱人的行动来见证，而且其 高见证是“爱

人如己”。这正是伟大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克尔的教导：信仰不但不排斥事功，而

且必须以事功来见证。这意味着：“爱上帝”这一要求必然把人引向社会关怀。 
 
 

第三节 爱的社会之维 
 

“爱上帝”这一要求必然把人引向社会关怀，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爱的社会之

维，也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意味着对共同体的忠诚”和“自由意味着对他者的责

任”这两个论断的正确性。这三个论断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爱的社会之维的理论

基础。这一节，我将对爱的社会之维的主要内容加以说明。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爱的社会之维，表现在人的爱的所有方面：自爱，对他

人的爱和对共同体的爱，对上帝的爱（以博爱众的方式体现）。用一般的方式详

细地讨论这些爱的社会之维，一则太繁琐，二则有前面的内容有些重复。所以，

这里，我换一个角度，从善的高度之不同来讨论爱的社会之维。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所有的爱都同时具有毁灭性和创造性。在第一节“爱是

走向他者的正确方向”一节里，我对爱的毁灭性之一面已经有所讨论，虽然在那

里讨论也不能说十分深入，但是，对于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来说，那些讨论已经

足够了。在这里，我主要从爱的创造性的一面来讨论爱。由于爱的情感程度与爱

的创造性程度（或毁灭性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依照爱的情感

程度，从基于冷静的宽容、基于互爱的尊重和基于激情的愤怒与宽恕这三个梯度

来讨论爱的社会之维。 
 
一、宽容：和平生活的根本条件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生亲密的。在家庭和小团体之外，个人与个人

之间的通常关系不是亲密，而是冷静，有时甚至可以说冷静到了冷漠的程度。这

尤其表现在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上。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不仅没有能够加强古代社会

之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反而把那种温情脉脉的关系得以存在的基础几乎给摧

毁了，这使得现代人生活在其中的人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冷静乃至冷漠的关系。

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上，现代社会虽然增加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实际的相互

依赖，但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种族与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得到

根本的缓和，反而因为用于战斗的武器与组织的日益改进而在更大的规模上、以

更为残酷的方式进行着。当然，战争的情感基础是相互之间的仇恨，仇恨的根本

基础是基于生存考虑的利益之间的冲突。尼布尔认为，要在短时间之内、用很少

的步骤来缓解或消除群体之间的敌对关系和仇恨情感，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从

                                                        
3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96. 
39 Ibid., p.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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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方有可能使这一目

标得以部分地实现。走向这一根本目的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人们之间的宽容精神。

宽容是走向真爱的出发点，是爱的社会之维的第一个方面。 
尼布尔认为，要培养人们之间的宽容精神，不仅需要理性的思考，还需要对

人情的把握。 
尼布尔肯定理性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作用。在尼布尔看来，理性在解决这一

问题上的根本作用有两个：一是使人谨慎，二是使人的激情得以冷却。理性使人

们精心地计算利益的得失，一方面使人量力而行，另一方面使人们根本增进自己

的利益、至少不损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行动。损人利己的行动在理性看来是恰当的，

损人不利己的行动在理性看来也是恰当的；但是，损己不利人和损己利人的行为

在理性看来都不是恰当的。这样，理性可以使人基于对自己的利益的得失的考虑

而谨慎地行动。这对人的情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理性可能使人放弃

人不自量力的行动，如不自量力地复仇；另一方面，理性可以使人在行动方面不

至于太过分，如对战败国的索赔不能超过战败国的支付能力、不能激起战败国太

大的愤怒与抵抗。这样，理性可以使人的激情得到一定程度的冷却。 
实际上，使人谨慎和使人的激情冷却，前一方面作用于人的物质欲望，后一

方面作用于人的情感意志。物质欲望和情感意志都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现，所以，

在尼布尔看来，无论是使人谨慎还是使人的激情冷却，都是理性与人原生的生命

力一起完成的，而不是理性单方面的功劳。所以，尼布尔常说，谨慎的计算和理

性对激情的冷却虽然必要，但都不能过头。 
一方面，历史是一场戏剧，现实的高度复杂性，使得无论一个计划是多么地

谨慎与完美，依据其行动而得到的后果总是会与计划有所出入；而且，计划越完

美，出入越大。之所以会这样，根本原因在于：“他者”包含着一个 高的奥秘，

任何自我都不可能完全洞察这个奥秘，因此，他者的生活不可能被完全纳入一个

人的目的的计划之中，甚至不能完全纳入公共的目的与计划之中。40 所以，生

活需要某种计划，但是，这种计划必须考虑生活的各种复杂性，因而任何计划都

必须是开放性的。 
另一方面，生活不能没有激情。所以，理性对激情的冷却应当加以一定程度

的限制。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那么，理性对激情的冷却将使人的情感单极化，

其后果是强化人的某一种情感而弱化人的其他情感。在这方面，斯多葛派的“无

情说”可以说是理性冷却人的激情所造成的使人的情感单极化的典型代表。它一

方面把人对人间事务的热情极度冷却，另一方面却把人对越人间事务的热情极度

强化，结果是对人间事务的“无情”和对超人间事务的极度热情。尼布尔认为，

基督教隐修主义和神秘主义就直接承接了斯多葛派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法国大革

命中以理性的名义进行的血腥活动，是理性对激情的冷却所导致的使人的激情单

极化的另一类典型代表。它一方面把人对理性宣布为不合理的事务的热情极度冷

却，另一方面把人对理性宣布为合理的事务的热情极度强化，结果就是以理性的

名义进行的血腥活动。尼布尔说，就此而言，理性对激情的冷却，既可导致宗教

的狂热，又可能导致世俗的狂热。因此，对理性在使人的激情冷却这一方面所起

的作用，不能看得过高，而且，还必须注意到其中所隐涵的极度危险。理性在使

人的激情冷却化这一方面之所以可能造成这样的危险，根本的原因是理性试图在

人的情感方面充当主宰者的角度。它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理性面前的真正地位，

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更没有意识到隐藏在人的激情背后的复杂性。 
                                                        
40 Reinhold Niebuhr, The Self and The Dramas of History, pp.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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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使人宽容方面，理性起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与人的激情

一起完成的，不能把人的理性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得过高。 
尼布尔认为，人间生活之所以必须宽容而且可能宽容，根本原因在于生活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使何人都不可能声称自己把握了

全部的真理，因此必须承认：不论一个人的认识是多么地正确，在其中都存在着

错误的成分；不论一个人的认识是多么地错误，在其中都存在着真理的成分。所

以，在真理问题上，人应当谦卑，应当宽容。与之相反的态度，是骄傲，骄傲使

人不宽容。 
另一方面，多样性与复杂性也是人的自由的生命力的根本体现。多样性是自

然的规律，是自然界演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动物那里，多样性是种群（类）

间的，在同一种群（类）内部，主要体现为生命力的同一性；在人这里则不然，

人类的存在是自然界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同时，由于人的自由，偶然性的因素在

人这里获得了意义，有时甚至成为把人划分这不同的对立种群或人群的标准。不

同的人群或种群的共存，要求它们之间必须宽容。在由于现代化而使一个国家的

种族、宗教和阶级（层）构成越来越多样的情况下，国家的统一使得宽容成为非

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总之，在尼布尔看来，宽容是爱的社会之维的第一个方面，是走向真爱的第

一步。之所以必须而且可能实行宽容，根本原因在于与人的自由相伴的人类生活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真理论的角度和存在论的角度看，如果不实行宽容，甚至

两个个体都不可能进行合作，整个社会更将处于永久性的内战之中。而且，因为

自由意味着对共同体的忠诚、对他人的责任和对权威的服从，而不仅仅意味着对

理性的服从，所以，在走向宽容的这一过程里，理性的作用和传统的作用应当受

到同等的重视。 
 
二、互爱：人间有机关系的粘合剂 
宽容的关系，还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松散的关系。它的基础是冷静，但是，

这种冷静可能表现为实际的冷漠，表现为麻木不仁。在农业时代，这种麻木不仁

的人会被指责为没有良心的、“铁石心肠”的人。在工业社会，人员的快速流动

和人成为经济驱动下的“经济动物”的倾向，使这种麻木不仁几乎成为一种流行

病。在尼布尔看来，这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几大世界宗教都是在农业时代产生的，

它们对工业社会条件的不适应，使它们自身都处在衰落的境地之中，似乎对麻木

不仁这种流行病无能为力。尼布尔认为，面对这种情形，宗教必须改变自身，只

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的现代化，在拯救社会的过程中复兴自己。他发现，社会

现代化对社会的冲击 典型地反应在对家庭的冲击上。这是劳希布申的“社会福

音”思想给尼布尔提供的 大思想之一。他认为，宗教如果要摆脱自己的困境，

必须从对家庭生活的关心做起。但是，宗教若仅仅着眼于具体的家庭本身，解决

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这将使宗教变成完全的慈善机构；它对于

解决某些个人的具体问题可能有大的帮助，对于整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却不会有什

么帮助。宗教要真正摆脱自己的困境，必须放眼家庭处在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

寻找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尼布尔发现，在家庭和由家庭直接发展而来的关系亲密的小群体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有机的，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之常态是互爱。互爱虽然还

是有条件的爱，但是，互爱的条件是互利而不是对等地给予，也就是说，互爱不

是利益的对等交换。以两人间的关系为例，在互爱中，双方都可受益，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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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益甚少而另一方得益甚多是允许的。对于得益少的一方来说，互爱的关系可

能意味着自己的“牺牲”（因为相对份额少）。所以，尼布尔说，互爱可能接近于

“牺牲的爱”。 
但是，这种接近并不是必然的。因为互爱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这

种互爱在对共同体的忠诚这一要求之下，可能形成牺牲式的爱。但是，这种牺牲

式的爱，从根本上讲，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牺牲，

而是一个人对其所属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一个人为一群人牺牲。

由于对牺牲者来说，他的牺牲是在共同体的忠诚这一义务之下进行的，因此，从

根本上讲，这种牺牲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即使从表面上看有些牺牲是自愿

的，但是，他的牺牲也是在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可能受到极大损失的情况下必须由

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人做出牺牲来承担或避免这种损失的情况下由他“自愿”地选

择的。另一方面，这种互爱在个体或他所属的那个共同体之内的小团体的私心诱

惑之下，可能形成以爱的名义对他人进行的剥削。在前一种情况下，家庭和由家

庭直接发展而来的关系亲密的小群体中的有机关系将得到加强；在后一种情况

下，那种有机关系将被削弱，甚至造成其分裂或解体。所以，保持和维护互爱，

是家庭和由家庭直接发展而来的关系亲密的小群体得以持续存在与发展的根本

条件。 
实际上，在历史中，共同体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

家庭式的群体在国家这一社会化的大机器的冲击下，功能和规模都在日益地缩

小。这意味着，农业时代以互爱为常态关系的大家庭式的社会生活正在日益被工

业时代之（以冷静为基础）宽容为常态关系的离散式的社会生活取代。随之出现

的根本问题是：家庭的功能被弱化、规模被缩小之后，如果没有合适的机制来承

担家庭之已经被极度弱化的功能和弥补家庭规模缩小给人的情感所造成的巨大

不利影响（ 典型的后果是：由于可用以倾诉情感的那种有机的关系领域的极度

缩小，人的情感被极度压缩，越来越多的情感被极度压缩在狭小的私密空间中，

可能造成众多的心理问题，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那么，整个社会将不得安宁。 
尼布尔认为，工业时代既然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再回到农业时代以恢复

在此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已经不可能了。复古是没有出路的，正如

成年了为了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不可能再回到母腹中一样。所以，根本的出路在于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建立走一种合适的机制，使人能够给人提供传统家庭曾经给人

提供的必不可少的东西。尼布尔认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

并使宗教与公共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用承担为家庭

之已经被极度削弱的经济功能；与公共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宗教，用以解决现代人

私人生活空间日益缩小、公共生活空间日益扩张给人带来的心理和情感问题。从

根本上讲，这是在以建立社会化的互爱来弥补被削弱的家庭式的互爱的办法，来

解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使人间关系有机化这一根本问题。这就是说，在尼布

尔看来，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日益社会化的时候，爱也必须日益社会化。现

代社会既然已经几乎把家庭原有的经济功能和情感功能大大地削弱，那么，它就

必须把它已经从家庭那里取走的功能承担起来，也就是说，必须使整个社会以类

似家庭的形式出现，在国家的规模上建立大家庭，在国家的规模上建立互爱。在

这方面，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北欧国家所实行的福利主义国家政策。他认为，在

这方面，路德教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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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愤怒与宽恕：对“邪恶”的应有态度 
如何对待“邪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任何宗教与伦理都不可能回避这

个问题。因为如何对待“邪恶”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关系到一种宗教和伦理是否

与社会生活相关以及它将怎样地与社会生活相关。基督宗教同样不能回避这一根

本问题。基督宗教作为爱的宗教，它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决定了基

督宗教如何把爱应用到社会之中。所以，如何对待“邪恶”这一问题，构成了爱

的社会之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尼布尔看来，基督宗教对待“邪恶”应当采取的态度是愤怒与宽恕的结合。

面对邪恶，人应当愤怒。“当人利用我们或我们关心的那些人时，当人侵犯人的

尊严时，或者当人犯其他极其严重的错误时，我们都会被激怒。我们在不义之事

出现时愤怒，因为我们是理性动物，也是感情动物；我们在我们健全的品格中应

对邪恶。只有一个不合常情地不动感情的人才能够看到恶行发生而不动怒；只有

一个在道德上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人在申视恶行时能不动感情。”41 对邪恶的

容忍就是对邪恶的默认与放纵。如果一个人对他人加于自己的伤害无动于衷，或

者任自己被他人伤害，那么，他可能是在教条式地效法耶稣。但是，耶稣是上帝

之子，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与智慧来应对，世上的人有谁能够与耶稣相提并论？教

条式地模仿耶稣，是人自高自大的一种表现。而且，任人加害自己，不仅是对自

己的生命的不负责，而且也是对那行此邪恶之事的人不负责，因为这样是在促使

那人的堕落。如果一个人看到他人犯严重的错误而任其作为，那也是对那人不负

责。如果一个人看到他人受到严重的伤害而熟视无睹，那他就是对受害者和加害

者不负责。总之，容忍邪恶，就等于放弃责任；放弃责任，就等于放弃自由，因

为自由意味着对他人的责任。面对邪恶之事，人不能不愤怒，这种愤怒既出于自

爱，也出于对他人的爱。 
但是，人的愤怒应当是有限度的。因为“愤怒是正直的根源，也是犯罪的根

源。……愤怒也是许多恶行的根源。与我们的理性相比，我们的感情更多地是个

人的，更不坚定。当我们愤怒时，我们倾向于变得更不公平。如果我们在愤怒里

以伤害还伤害，我们通常是还的伤害更多。”42 愤怒之所以成为犯罪的根源，根

本原因在于人的自私。人的自爱可能使一个人对加恶于他的人的愤怒导致他进行

过分的报复；即使那个作恶事的人没有加害于他，他也可能出于自私之心而过分

地报复。“愤怒成为犯罪的一个根源，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感情具有自私的狭隘性。

我们对加诸于我们的伤害的愤怒，甚于我对加诸于他人的伤害的愤怒；而且，我

们总是被诱惑着要加倍偿还伤害，因为我们低估了这种做法的严重性。”43 在自

私的推动之下，人的愤怒，会使人犯罪。尼布尔说，“愤怒带来复仇。……怒愤

有第二枚坏果就是仇恨。仇恨是愤怒持续存在的结果。在仇恨中，理性的立场被

错误地与情感混合在一起。情感是转瞬即失，情感的这种流变性有时表明它们缺

乏道德决心。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愤怒的情感是短暂的，所以它是有益的。如

果我们开始忧闷地沉思他人对我们的伤害，那么，愤怒的情感就变成了对加加害

于我们的人的仇恨。”44 所以，人应当对愤怒加以限制。 
尼布尔认为，对愤怒的限制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利用愤怒这种情感的

本性对愤怒加以限制，二是培养与愤怒相反的情感来对愤怒加以对治，三是诉诸

正义，惩罚犯罪，并且使犯罪者恢复道德的健康。 
                                                        
41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p. 21. 
42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 21. 
43 Ibid., p. 22. 
44 Ibid., p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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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本性是转瞬即失。尼布尔说：“因为愤怒的情感是短暂的，所以它是

有益的。……孩童之所以受祝福，原因之一就是他的记忆短暂。当孩子们的长辈

不干涉孩子们之间的争吵时，孩子们通常遵循圣经的‘不要让愤怒持续到日落’

这一诫命。”45 但是，人的记忆在使愤怒长久化方面起着不好的作用。“年长之

人的记忆，特别是民族的集体记忆，保持对对过去受屈的事件的愤怒，乃至这样

的愤怒毒化一切人间的关系。比如，爱尔兰人对过去英格兰人对自己的伤害的记

忆形成了仇恨的根源，甚至在英格兰人为补赎过去的伤害已经做了很多事情，这

种仇恨还依然如故。我们国家的南方人对谢尔曼将军的冲向大海边的征伐的记忆

以及所有被征服者的痛苦记忆，都是如此。人类历史的诸多悲剧性的方面之一就

是这样一个事实：被征服者的记忆总是比胜利者的记忆要长久得多。更长久的记

忆可能使胜利者受益，更短暂的记忆可能使被征服者受益。”46 愤怒转化为仇恨，

成为人间悲剧的成因之一。尼布尔认为，人不可能不面对仇恨，这是历史的悲剧。

解开这一历史悲剧的钥匙是加害者的忏悔与补赎。如果加害者不忏悔和补赎，那

么，要求受害者不要老拿历史上的恨事来说辞，那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因为即

使在加害者忏悔与补赎的情况下，受害者的仇恨尚难以消除；加害者既不忏悔也

不补赎但却要求受害者忘记那段苦难，这无异于在向人间公理挑战，只会加深受

害者对惨痛历史的记忆。 
限制愤怒的第二个办法是培养与愤怒相反的情感。与愤怒相反的情感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麻木，另一类是宽恕。在这两类情感之中，麻木是不可取的，因为

那样无异于使人沉沦到物质之中。尼布尔认为，麻木是高度理性化的道德对待邪

恶的态度，其中，斯多葛派的道德 为典型。尼布尔说，“高度理性化的道德认

为情感都是在生存斗争中激起来的，因而情感本身就是邪恶的。它们的态度典型

地表现为‘不要发怒以免你犯罪’这一诫命之中。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对生存斗争

和生命激情不动情的立场。斯多葛派对一切激情和情感的态度就是这种道德的典

型代表。这种理性主义的困难就是，从实质上讲，我们既是具有激情和意志的动

物，也是具有理性的动物，我们作为参与者，不可避免地因而也负责任地处在生

命的争论和斗争之中。贬低情感，会摧毁我们的仇恨之情，也会摧毁我们的慷慨

之情。不动情的立场，在使我们避免对这些责任的罪恶的滥用的同时，也摧毁了

我们在生存斗争里的责任。恶行发生时，我们应当愤怒；……当争论的当事人都

是同样的诚实和同样地具有好意时，这对处理他们之间的争论来说确实是一个好

有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把与自己的立场都认为是错误的倾，努力使自

己置身于他人的地位来想问题，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当真正的恶行被作之时，

这样的不动情就是不道德的。对于恶行，正确的态度是愤怒。”47 据此，尼布尔

严厉地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那些反战主义者。他说：“在与德国和日本交

战的早期，我们之中的一些高尚的人把埃皮克泰德的不动情误认为是基督教的宽

恕理想。他们或者试图认为纳粹犯下的恶行不象它显示的那样邪恶，或者认为我

们自己的立场也被邪恶污染，因此我们没有抵抗暴政的权利。这样一些无情形式

的理想主义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人类历史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由相对公正

的人赢得的，尽管他们自己也被某些形式的恶行污染，这些恶行使他们自己愤怒，

而且是在他们反抗罪大恶极的不正义的过程中产生的。”48 他承认，要在愤怒中

避免犯罪，那是非常难的一门艺术。人，尤其是群体，是非常难以办到的。但是，

                                                        
45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 23. 
46 Ibid., p.23. 
47 Ibid., pp. 23-25. 
48 Ibid.,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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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应当做一些努力。在情感方面，这样的努力就是培养谦卑的态度，使人在

事后尽快地宽容。“治疗在愤怒中犯罪的方子，不是在感情上远离生活的事务，

而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即认识到在我们的愤怒中一直存在着诱人犯罪和自私的东

西。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在生存斗争里的责任，在这样的生存竞争里发现一个完全

客观而中立的立场的所有努力都倾向于否认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训练我

们自己，使我们自己认识到我们都是参与者而不是无关的旁观者，因此我们不能

认为我们对敌人的判断是完全中立的判断。我们宽恕敌人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假定

敌人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看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在于认识到那使我们愤怒

的罪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份。”49 重要的是：谦卑只是承认那使我们愤怒的罪中也

有我们自己的一份，而不是否定我们反抗不义之事的权利。这种谦卑态度的真正

价值，在于使我们事后尽快地宽恕。尼布尔说：“但是，当敌人已经被征服，敌

人作的恶行所具有的那些当下危险已经被克服时，我们就必须强调那一问题的其

他方面。……我们 后必须与我们的敌人和解，否则我们双方都会在仇恨的恶性

循环中毁灭。这种和解属于对过去的一种忘却，这可能给敌人证明他们具有更好

的生命智慧。”50 
第三种限制愤怒的方法就是诉诸正义，惩罚犯罪，并且使犯罪者恢复道德的健康。尼布

尔说：“原始社会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对复仇加上一些限制。这些限制逐渐地演变成现代社

会的司法程序，在这样的司法程序里，共同体认为自己既担负着限制受害者复仇的责任也担

负着惩罚犯罪的责任。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当‘人在涉及自己的案件里是审判官’时，正义

就不会发挥作用。对市民之间的争议和一个人可能加于他人的损害这样的事情上，整个共同

体的立场比任何一个政党的立场都要更客观一些。因此，我们发现了消除出自愤怒的某些恶

行的社会方法。但是，我们还得继续面对如何才能愤怒而不犯罪这个老问题。”
51 在尼布尔

看来， 初的正义是矫正性的正义，它的核心内容是惩罚犯罪。但是，惩罚虽然是必然的，

却是暂时的。“为了向犯罪者证明其犯罪行为的终极损害远远超过其当下得到的好处，为了

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行为，都必须惩罚犯罪。但是，惩罚的效能一直被高估。没有一个罪犯

是单单通过惩罚而导致他忏悔的。在刑罚学上，在对待个人方面，社会通过经验已经认识到，

严厉的惩罚既不能保证罪犯忏悔，也不能阻止他人受到诱惑时犯类似的罪行。”所以，“思想

深刻的刑罚致力于发现罪犯人格里残存的道德上健康的因素来改造罪犯，它们已经在逐渐地

取代比较粗暴的惩罚。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应用‘不要让怒气持续到日落’这一

诫命，因为认识到惩罚的有限效能也就暗含着对愤怒之力的短期性。对邪恶行为发怒，这是

对邪恶行为的必要的当下反应；但是，长期的考虑要求我们为了在冷静的精神中寻找使作恶

者恢复道德健康的 好办法而减少我们的愤怒。”
52 诉诸正义，使人在愤怒时尽可能少犯错

误，根本的方法，是在爱心的指导之下，通过惩罚犯罪使犯罪者知罪，同时在冷静的精神中

寻找使作恶者恢复道德健康的 好办法来减轻我们的愤怒。这是尼布尔对源自安布罗斯的

“以爱心来矫正罪者”的思想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正义的问题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从这

里就已经可以看出，尼布尔的正义思想是与爱和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尼布尔的正义

思想，我将在下一章详细地讨论。这里就不说了。

                                                        
49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 25. 
50 Ibid., pp. 25, 34. 
51 Ibid., p. 22. 
52 Ibid., pp.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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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理论要素和框架之四： 

作为自由之现实结构的正义 
 
前面我讨论了尼布尔对自由现实化的表现形式和根本原则的看法。在尼布尔

看来，自由现实化的首要问题是忠诚问题而不是意志自由问题，这从根本上决定

了自由现实化的根本原则是秩序优先与群体优先，这规定了爱的律令的根本内

容，规定了爱的社会之维。尼布尔认为，在爱的社会之维中， 为关键的因素是

对邪恶应有的态度；而在对邪恶的应有态度中， 为根本的方法是诉诸正义，因

为只有正义才能有效地平息人对邪恶的愤怒，使人尽可能避免在愤怒中犯罪，使

人在冷静中寻找使作恶者恢复道德健康的 好办法；而且，只有正义才能真正地

把爱的律令中秩序优先与群体优先这两个原则现实地表现出来，用来节制人在愤

怒中对邪恶的惩罚，使人对作恶者的惩罚不至于过度也不至于不足以遏制犯罪。

这样，正义就表现为人的群体自由和个人自由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张力结构中。这

种合理的张力结构，既应贯彻秩序优先与群体优先的原则，又应使有限的人的自

由意志获得和保持足够的道德动力。 
这样，尼布尔对正义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点：（1）正义是自由的实现，是

力量（生命力）与爱的统一；（2）正义是力量的均衡；（3）正义是对爱的接近。

下面，我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方面， 后讨论尼布尔对国内关系的正义与国际关系

的正义的基本原则的看法。 
 
 

第一节 正义是自由的实现，是力量（生命力）与爱的统一 
 
尼布尔认为，人对邪恶的应有态度是愤怒，并且应当对作恶者予以惩罚，由

此才能维护自我，并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维护自我和履行责任，就是自由的实

现。问题在于：人在维护自我和履行止恶的责任时，在何种程度上惩罚作恶者，

才能既制止恶行又不至于对作恶者惩罚过度？也就是说，人在维护自我和履行制

止恶行的责任时，如何才能正确地运用自由，使自由合乎本性地显现出来？ 
 
一、自由通过力量（生命力）与爱的结合而实现 
尼布尔认为，人在对邪恶的愤怒中犯罪，其典型表现形式是过度惩罚。尽管

愤怒因为短暂而有益，但是，它也因为猛烈而有害。“如果我们在愤怒里以伤害

还伤害，我们通常是还得更多。”1 古希腊人认为对受到的伤害加倍报复，这经

常导致人在愤怒中把作恶者从肉体上消灭，或者毁灭作恶者生存的物质条件（劫

掠作恶者的一切财物）和精神条件（把作恶者变成奴隶），使之成为彻底的依附

者。尼布尔认为，这种惩罚完全以力量（生命力）的显示为特征，意在显示自己

是力量上的强者。这种方式，其处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时，刻意彰显自我彰

显，经常导致惩罚过度，消灭、征服或贬低他人。在这种方式中，人的自由是片

                                                        
1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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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而不是自由的真正实现。 
《新约》中耶稣的伦理不但要求人们对受到的伤害加以容忍，而且要求人爱

自己的敌人。“它命令人们‘爱他们的敌人’，‘宽恕敌人，不是七次，而是七十

个七次’，忍受恶人，有人打你左脸，就把右脸也转过去给他打，有人强迫你陪

他就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为诅咒你的人祝福，以德报怨。在所有这些命

令中，禁止抵抗和不满。这个自我不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去反对那些侵占这种利

益的人，不去怨恨那些对它做出的不义行为。”2 尼布尔认为，耶稣的这些伦理

要求是绝对超越的，它充满爱的精神。，“耶稣的伦理根本不涉及每种社会生活所

面临的当下问题――在多种参与的方面和力量之间安排某种休战的问题。它根本

不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和在 亲密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而且应当存在的那种必

然的力量均衡。耶稣爱的伦理所具有的绝对主义和完美主义使它不仅毫不妥协反

对本能的自我关心的冲动，而且毫不妥协地反对因为其他人也自私而使自我必要

的那种谨慎的防卫。它既不与政治或社会伦理的水平点建立联系，也不与审慎的

个人伦理在道德理想和既定环境的现实之间所划的那条线建立联系。它只有一种

纵向的维度，即存在于上帝的爱的意志与人的意志之间的那种关系。”3 也就是

说，耶稣的伦理要求人们面对邪恶时不要愤怒，而要宽恕、宽恕再宽恕。尼布尔

认为，这种对待邪恶的态度，以消灭或贬低自我为特征，刻意示弱，根本不考虑

力自我的维护和力量的使用。它 主要的口号是“不要忧虑”和“不抵抗”，根

本的目的在于消灭人的生存意志，取消人的自爱。所以，耶稣禁止人们关心肉体

的存在，“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

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

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所以，不要

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

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4 要求人在皈依之时就不再关心肉体的生命而只关

心精神的生命，甚至要求人根本不要保留财产，“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

上；……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5 有财产的，应卖掉所有的财产，把所得钱

分给穷人。尼布尔提醒人们注意，“即使在简单的农村生活中，人们也不可能绝

对地服从这些禁令”6，因为在尼布尔看来，现实的人格总是以财产的占有为基

础，否定财产权也就是否定人格。耶稣的伦理强调爱，但却否定力量，尤其是否

定人的生存意志；所以，在尼布尔看来，如果人绝对地服从耶稣的禁令，那么，

人人不仅不可能使自由得以实现，而且必须完全地放弃自由。基督教正统派之所

以从根本上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表面上看是在强调犯罪的严重后果，其实根本的

目的在于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和人的绝对顺服。因为只有完全地放弃自由，也就

是完全放弃自我，才可能完全地顺服上帝的主权。“在耶稣的教导里，顺从上帝

必须是绝对的，不能为任何别有用心的考虑所分心。……出于正确行为的当下而

具体的好处，不是完全不被考虑，就是被完全排除在考虑之外。”7 
更为严重的是，当一个人面对不义行为时，他就会被引导到对他与自己所遇

到的邪恶的相关程度和他应负的责任的思考，依照“让那没有罪的人投第一块石

                                                        
2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56. 
3 Ibid., p. 49. 
4 《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25－32 节。 
5 《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19－24 节。 
6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52. 
7 Ibid., 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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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这一原则，除了耶稣这样的神－人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惩罚邪恶。尼

布尔说，尽管耶稣对自义之罪的看法和强调对社会问题具有一种非常实用的针对

性，但是，“倘若不受限制地坚持无罪是惩罚权的先决条件，那将会使为保持社

会秩序所需的一切措施都成为不合法的。”8 而且，必须注意，“不抵抗可能使侵

犯者良心发现而羞愧，但也可能使他更进一步侵犯别人。”9即使不考虑自我保护，

一个人不抵抗邪恶，实际上意味着他放弃了对他人的责任，违背了爱的律令的第

二个方面即“爱邻人”。这就走向了爱的反面，既放弃了自由的质料（生命力），

也放弃了自由的形式（爱的律令）。这种情况，比惩罚过度更为糟糕。 
因此，耶稣的伦理根本不是社会生活的伦理。尼布尔认为，在这一点上，卡

尔•巴特说得非常好。卡尔•巴特说：耶稣的伦理“不适用于当代社会的问题，也

不适用于任何可想象的社会。”10 但是，这不能成为使人们说耶稣的伦理与社会

的、审慎的伦理完全无关的理由。尼布尔说，如果人们注意到耶稣对终极回报的

言说，人们就会认识到耶稣的伦理与社会的、审慎的伦理是相关的。尼布尔说，

“在耶稣的教导里，正是这一点（对终极回报的谈论）把它带到与社会的、审慎

的伦理相关的立场上。……所有这些终极承诺都丝毫不与福音伦理的严格要求有

什么冲突。它们只是证明，即使 不妥协的伦理体系也必须把它的道德命令建立

在一个现实的秩序之上而不能建立在纯粹的可能性上。不论什么地方，也不论什

么原因，世界的统一必须是或者必须变成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不能仅仅是一种可能

性，而且，出自它的命令的那些行为必须与现实相和谐，而不是与现实相冲突。”
11 这就是说，尽管耶稣的伦理从根本上否定人的自我维护，但是，如果它要与

人的现实生活相关，要使过着现实生活的人相信，它就必须尊重追求回报的人的

本性，必须把自己建立在一个现实的秩序之上，这个秩序必须是统一的、追求和

谐的。依照自古希腊以来整个西方的传统，统一而追求和谐的秩序，就是正义。

因此，耶稣的伦理是通过把自己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而得以与人的现实生活关联

起来的。正义，一方面是联接爱的伦理与现实生活的伦理的桥，另一方面是对人

的追求回报的自私本性（生命力）的疏导式的规范。正义的精髓，就在于如何在

原则上把爱与生命力统一起来，并且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尼布尔认为，

真正把握正义的这一精髓的，就是源自《旧约》时代的希伯来先知伦理。 
所以，尼布尔认为，在基督教传统中，真正能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伦理，是

在原则上把生命力和爱统一起来的伦理，它就是《旧约》中希伯来先知的伦理。

先知的伦理肯定生命力，认为人既是有限的又是自由的，处在自然与精神的结合

点上，这使人的生命丰富多样而充满矛盾。一方面，“人的意识不仅超越自然过

程而且超越人本身。这样，它使构成人的生活的根本特征的人的能力可能无限多

样和不断发展。人的每一本能冲动都能够以无限多样的方式被修改、扩展、重塑

和与其他冲动混合。结果是，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不管他们的遗传和生活

环境是多么是相似。在一定程度上，人能自由地拒绝一个环境、接受另一个环境。

如果他不喜欢二十世纪的精神环境，他可能的意地选择十二世纪的生活模式。如

果他发现他的物质环境不合他的意，他有能力改造它。”12 另一方面，本能的冲

动使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先知宗教肯定生命力，接受冲突这一根本的现实，但

同时又以理想来引导生命力，在“应当”与“是”、“理想”与“现实”、“爱的原

                                                        
8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57. 
9 Ibid., p. 57. 
10 Ibid., p. 61. 
11 Ibid., pp. 64-65. 
12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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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与自私的冲动”、“肯定生命的终极统一的义务与反对所有与自己的生命形式不

同的东西以树立自己的强烈欲望”13 之间形成并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结构。这

种张力结构，用 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爱与力量的统一，也就是正义。 
尼布尔认为，在如何对待邪恶这一问题上，希伯来先知的态度――通过正义

来尽可能使人在愤怒中避免犯罪―― 具有建设性。其中 为根本的原因是，先

知宗教正确地认识到了恶的根源。尼布尔说，先知宗教认识到，“理性和意识不

是善的绝对正确的工具，也不是神圣者的显现；肉体生活或物质生活也不是那么

恶”14；这既肯定了人的生命力，又认识到了人的生命力的有限性。更为重要的

是，先知宗教认识到“恶是通过人的责任进入世界的”，“恶依赖秩序”、“恶依赖

善”，“恶不是善的缺失，而是善的堕落；而且恶就寄生在善上”。15。这既从根

本上确立了“秩序优先”原则，又肯定了人在秩序中的自由，从而为确立了力量、

爱与正义的基本关系：正义是力量与爱的统一。只有在正义之中，自由的质料（生

命力）与形式（爱的律令）才实现真正的统一，使人的自由得以真正实现。 
希伯来先知对待邪恶的态度，集中体现在摩西律法中的“以牙还牙，以眼还

眼”原则和“逃城”的设立之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确立了矫正的正

义的根本原则：平等，罪罚相称。“逃城”的设立，从根本上承认了生存本能的

合法性，同时又使正义成为相对的原则。一个人即使犯有重罪，一旦进入“逃城”，

除非罪不可赦，他就在此城内享有不受人间惩罚的权利，使正义原则在上帝的爱

面前受到限制。 
 
二、理想的正义：力量与爱的完美统一 
理想的正义，即绝对的正义，是力量与爱的完美统一。尼布尔认为，理想的

正义只存在于上帝之国中，只存在于上帝那里。因为只有在上帝那里，力量与爱

才可能完美地统一。人们对上帝之国的认识，决定着人们对理想的正义的认识。 
尼布尔认为，上帝之国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在历史的终极点上，生命和

历史的意义被展示出来，并且得以实现”。1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尼布尔用三个

象征来描述上帝之国，它们是“基督再临、 后的审判和肉体的复活”。17 
尼布尔指出，正如耶稣的教导所启示的那样，上帝之国是一个绝对正义的国

度，在其中，人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你们需用的这

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

给你们了”18；人们不必去抵抗恶人，因为上帝是绝对正义的。一方面，他必然

审判罪及邪恶。他不能忽视罪或假装不知道，他在一切作为中都充满慈爱。“耶

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19 另一方面，

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上帝必然进行 后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嫉恶的而且具有绝

对的权柄。 后的审判，显示了上帝之国绝对正义的特征。对待邪恶，上帝也怒

愤，并且通过审判来彰显自己的愤怒。尼布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马太福音》第

25 章中耶稣所说的关于“ 后的审判”的寓言。尼布尔说，这个寓言，一方面

说明耶稣认为在 后的审判里弥赛亚王会把绵羊与山羊分开、把义人与不义的人

分开，另一方面说明“耶稣认为在 后的审判里没有义人，因为在义人的眼里没

                                                        
13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77. 
14 Ibid., p. 82. 
15 Ibid., pp. 83-84. 
16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5. 
17 Ibid., p. 290. 
18 《马太福音》第 6 章第 32－33 节。 
19 《诗篇》第 145 篇第 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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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人”。20 前一个方面强调了人间正义的意义，后一个方面强调了人间正义的

相对性。 后的审判并不否认区分义人与不义之人的必要性，但是，它突出地强

调所有人都是罪人。正是这一点，使基督的地位成为上帝之国的关键。 
尼布尔认为，“上帝之国”既是“已经到来的”，又是“正在到来的”。“上帝

之国”既是“已经到来的”，因为基督曾经降临；“上帝之国”又是“正在到来的”，

因为基督还没有第二次降临。21 在第一次降临中，基督是“受苦的仆人”。“受

难的仆人”说明，“上帝的主权的建立和他对邪恶的战胜不是通过毁灭作恶者完

成的，而是通过自己承担起人的邪恶来完成的”22。这突出地强调了上帝的爱。

正如《圣经》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23这种爱，一方面是对罪人的生命力量本身的肯定，罪

人的生命力量是那样地强大，乃至人们在历史中对邪恶的所有胜利都只能是暂时

的，“代人受苦的爱在历史里必然被悲剧性地击败”，结果是基督被钉十字架；但

是，另一方面，爱又是对善人的信心的肯定，因为正是在十字架上，善人因为“坚

信自己是终极正当的和正确的而获得了胜利”24。因此，在十字架上，尽管上帝

的正义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是，“罪在原则上被克服，而不是在事实上被克服。

爱必然继续作为受苦的爱而存在，而不是作为胜利的爱而存在。”25基督被钉十

字架，既显示了上帝的愤怒和正义（上帝是力量，他嫉恶，而且有力量审判恶），

也显示了上帝的仁慈（爱）。十字架说明，“上帝是仁慈之源，他仁慈在他的律法

和审判之上）；但是，只有在他把自己的愤怒和审判的后果施加到自己身上时，

他才能使仁慈发挥效力。”26 但是，：一方面，“上帝的愤怒是，世界在自己的根

本结构里反抗对其结构的罪恶败坏。爱是生命的法则，人的自私公开反对这一法

则，这种反对导致生命的毁灭。”27 另一方面，上帝又知道人是无法承担全部罪

责的。所以，“父把子送入世界，好使他（接受罪的结果），成为罪的牺牲品，……

劝解父的愤怒。”28 
但是，上帝的愤怒与仁慈既是“同一的”又是“不同一的”。“上帝的正义和

上帝的宽恕是同一的，正如父和子都同样是上帝。因为上帝的 高正义是他神圣

的爱。人所面对和公然反抗的是作为律法的爱。但是，宽恕和正义不是同一的，

正如父是父，子是子。上帝如果不在历史里展示自己的目的是把邪恶的结果加在

自己的身上并由他自己承受，上帝就不可能克服邪恶；这一事实意味着，上帝的

仁慈在罪的严重性被充分地认识到之前是不会有效的。”29十字架既启示上帝的

愤怒与上帝的仁慈“同一的”一面，又启示了上帝的愤怒与上帝的仁慈“不同一

的”一面。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上帝的愤怒与上帝的仁慈之同一在历史中的显现，

它反映了上帝之国与历史的相关性；但是，上帝的愤怒与上帝的仁慈的绝对同一，

不可能显现在历史之中，只能显现在历史之外，显现在历史的完满之中，显示地

历史的终极之中，也就是说，显示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中。 
尼布尔依据自己对“上帝之国”的理解对基督教正统派和基督教自由派（旧

的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p. 43-44. 
21 Ibid., p. 47. 
22 Ibid., p. 46. 
23 《约翰福音》第 3 章第 16 节。 
24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45. 
25 Ibid., p. 49. 
26 Ibid., p.55. 
27 Ibid., p. 56. 
28 Ibid., p. 56. 
29 Ibid.,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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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认为，“基督里的力量和恩典是生命和历史的神圣主权的动态权威，

它已经被历史里善的实现部分地启示出来，被罪的反抗部分地妨碍。”30 基督教

正统派没有认识到，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已经把上帝的目的和意志部分地启示在生

命和历史之中，“这种神圣的力量现在已经被以这样一种方式确立和揭示，不存

在任何能够战胜它的力量。”31 因此，基督教正统派特别强调基督再临的意义，

主张“未实现的末世”，乃至基督的第一次再临被严重地忽视。基督教正统派悲

观地解释十字架，它认为“历史里的邪恶是不可能被克服的”，“历史是恶人在明

显的层面上的取胜的不断重复，善人的胜利仅仅是由以坚信自己的信仰为内容的

内在取胜构成的”32，否认上帝的愤怒与仁慈在历史中的同一，对社会正义问题

漠不关心，使基督教信仰变成来世主义的危险。 
与基督教正统派相反，基督教自由派（旧的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基督第一次

降临的意义，主张一种“实现了的末世论”，认为“基督的到来已经使弥赛亚预

言实际地实现”，乃至“使《新约》里对基督再临的预言成为无意义的”。33 基
督教自由派乐观地解释十字架，把“代人受苦的爱看成是历史中的一种力量，它

将逐渐地战胜邪恶，因而变得不再是悲剧性的”34，认为“由十字架象征的那种

处在历史里的爱的力量以悲剧开始以悲剧开始而以胜利结束，爱的力量战胜了邪

恶”35。尼布尔说，正是基于这种解释，基督教自由派“把进步等同于上帝之国”
36，认为“上帝之国”已经在历史之中、在人们的内心中完全确立。同样，正是

基于这个理由，基督教自由派试图把耶稣“在纯粹宗教的领域中提出来的”37的

宗教－道德思想详细解释成“一种实践的社会－道德要求或政治－道德制度”38，

使它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应当遵行的法则，并天真地认为“只须宣讲福音就将把邪

恶从历史里清除”39，反对使用暴力。这有着使基督教信仰变成乌托邦主义的危

险。 
尼布尔认为，只有坚持“上帝之国”既是“已经到来的”又是“正在到来的”，

上帝的愤怒与上帝的仁慈既是“同一的”又是“不同一的”，才能使基督教信仰

既避免变成不关心社会正义问题的来世主义的危险，又避免变成仅仅理想地思考

社会正义问题的乌托邦主义的危险。 
 
三、现实的正义：制度的正义 
依照尼布尔的“末世论”，“上帝之国”既是“已经到来的”又是“正在到来

的”，所以，“基督里的力量和恩典（爱）是生命和历史的神圣主权的动态权威”。

这个“动态权威”就是理想的正义，它历史里“被善的实现部分地启示出来，被

罪的反抗部分地妨碍”。40 所以，这个“动态权威”在历史中，是以扬善惩恶的

形式显现或实现的。扬善惩恶， 好的办法，正如尼布尔在讨论人们应当如何对

待邪恶时所说，就是诉诸正义。因为罪恶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对待人间邪恶

的原则，不可能是理想的正义（十字架上的正义，即博爱），而只能是现实的正

                                                        
3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54. 
31 Ibid., p. 55. 
32 Ibid., pp. 45-46. 
33 Ibid., p. 48. 
34 Ibid., p. 45. 
35 Ibid., p. 45. 
36 Ibid., p. 49. 
37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56. 
38 Ibid., p. 58. 
39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48. 
40 Ibid., p.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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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相对的正义和互爱。尼布尔强调：“没有一个社会会根据纯粹的宽恕来对

待犯人”41； “维护生命、减少历史里的利益冲突，凭借的原则只能是相对的

正义和互爱。因为一旦一个行为或政府涉及的不是行为者的生命和利益而是他人

的生命和利益，对这些利益的牺牲就不再是‘自我牺牲’。它可能实际上变成对

他人利益的不公正的出卖。不能认识这一简单事实和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之间的

这一悖谬关系，已经导致基督教完美主义者与那些只关心政治便利但又胆小的顾

问们在对待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君的问题上结成了邪恶的同盟。”42 
尼布尔承认正义可以是个人的美德，但是，正义作为个人的美德总是与作为

社会生活原则的正义联系在一起、而且附属于作为社会生活原则的正义。因为人

天生是社会动物，人不可能不过集体生活。所以，现实的正义的根本内容，集体

生活的正义原则，而不是个人的美德。尼布尔说，“人的社会反映出无限多样的

结构和制度，在其中，人根据某些种类的正义努力组织生活。在历史中的社会成

就中不存在着这样一个点，一个人可能以平静的良心栖止于其上。所有正义的结

构确实以人的罪性为前提条件，而且，所有的正义结构都是片面的约束制度，用

以防止意志和自由的冲突造成持续的无序。但是，所有的正义结构也都是人用来

履行他们对同胞的义务的机制，它们都超出由直接的、私人的关系提供的那些可

能性。”43所以，正义集中体现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中，具体地说，体现在

政治生活制度和经济生活制度之中，而不是体现在个人的行为、理性或情感之中。

如果说在农业社会里，在和平时期里，个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不大依赖整个社会的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正义，只有在灾难和战争时期才显示出前者对后者的依

赖关系；在工业社会里，个人的日常生活从表面上看更自由，但是，实际上，它

对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正义的依赖性更强而不是更弱了。尼布尔

说，“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的重要性在现代生活里的每个十年里都在日益增加，

因为技术文明已经如此增强社会协作的强度和广度使得人的幸福日益依赖规定

着人的公共生活的那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的公正组织和调整。”44 
尼布尔认为基督教自由派（旧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它一直坚持善良意志能够建立正义”45，没有认识到“只

有在有意义的存在里人才可能过道德生活。只有那些协调的制度和有序的意志，

才能使人感受到义务”46。因此，它否认社会制度在增进正义中的功能，使自己

成为一种无用的道德主义。他说，“反对这种道德主义，就必须坚持：个人的善

良意志的道德成就不能代替社会控制的各种制度。个人的善良意志可能是完美的

和纯洁的，但它不能确立基本的正义。任何社会里的基本正义都必须依靠对人的

公共劳动的正确组织、他们的社会权力的平衡、对他们的共同利益的管理以及对

相互竞争的利益所不可避免的冲突进行的恰当约束。”47 路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

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把现在的秩序和制度都当成上帝“创造的秩

序”而毫不批评地加以接受 48。路德虽然承认社会制度，但是却认为社会制度

与正义无关。路德的这一错误，实际上是基督教正统派的错误。尼布尔说，基督

教正统派的虔敬态度“导致基督教越来越满足于社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的、既定

                                                        
41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86. 
42 Ibid., p. 88. 
43 Ibid., p. 192. 
44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49. 
45 Ibid., p. 192. 
46 Ibid., p. 116. 
47 Ibid., p. 192. 
4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p.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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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传统的模式。既然世界上存在着富人和穷人，那一定是因为上帝愿意世界上

存在着贫富的差别，因为在基督教会的思想里，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任何东西

都不可能存在。”49 
尼布尔承认加尔文教对民主的正义的进步做出了一些真正的贡献。但是，他

认为，近几百年中对民主的正义贡献 大的是新教的小宗派和各种形式的文艺复

兴运动。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新教的小宗派和各种形式的文艺复兴运动）

认识动了理性的人用理性来评价他们的同胞人的人需要和用理性来宽容地规定

用以区分‘我的财产’和‘你的财产’之间的那个正义的标准的可能性和义务。

但是，宗教改革的两大派即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不是认为正义问题是不能用有罪之

人的理性来解决的，就是过早地诉诸被认为不可能被有罪之人污染的那种超越的

正义标准来十分简单地解决正义的问题。而诉诸那些超越的正义标准只会导致人

更加努力地在历史的含混性和矛盾之外寻找绝对牢靠和完全的境界。”50 因为制

度的正义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准则，它的目的是要在保存自我与他人的区别的基

础上使自我与他者和谐共存，而不是要消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别来消除冲突；

所以，它不可能离开理性。“和谐的社会关系依赖于人们的仁慈心，但也同样依

赖于人们的正义感，甚至对正义感的依赖多于对仁慈心的依赖。正义感是心智的

产物而不是情感的产物”。51 
 
 

第二节  正义是力量的均衡 
 
完美的正义只存在于上帝之国中，现实的正义主要是制度正义。尼布尔用“基

督再临”、“ 后审判”和“肉体复活”来描述“上帝之国”，以“ 后的审判”

来说明上帝的绝对正义。在对制度正义的说明中，尼布尔首先想到的是人们对邪

恶的应有态度，想到的是“矫正的正义”。这两个方面都显示，正义总是与审判

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审判，也就没有正义。所以，如欲正确地理解尼布尔的正义

观，必然先了解尼布尔对审判的看法。在这一节里，我将从力量的角度分析尼布

尔对审判的看法，提示正义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在下一节里，我将从爱的角度分

析尼布尔对审判的看法，提示正义与爱之间的关系。 
 
一、正义总是与审判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群体对群体的审判 
正义总是与审判联系在一起的。审判本身有两个根本的特点。第一，审判者

有力量对被审判的对象进行审判而且有力量来执行判决；第二，审判者通常是一

个机关，这个机关本身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因而，从根本上讲，审判者是群体

而不是个人。 
有人可能说，在良心的审判中，审判者是个人而不是群体。这个问题，确实

必须认真对待。我承认，在尼布尔的思想中，良心确实是个体的。但是，尼布尔

没有认为良心的内容是个体的。他在讨论没有意识到良心不安的人时说：“良心

的不安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这是进一步犯罪的根源。因为自我拚命地要摆脱忏悔

或懊悔造成的压抑，所以他们指责他人，不是要使他人顶替自己的罪责，就是想

                                                        
49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160-161. 
50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03. 
51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 29. 



 149

把更重的罪归于他人头上。这在自我维护里是相当可靠的办法，因为总可以为某

一个具体的罪找到社会根源，而且，只要找到另外一个人似乎与那 坏的罪更相

关，即使犯了 坏的罪也能够获得某种暂时的自尊。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对比

总是增强罪的力量，……。因为一切具体的犯罪行为都既有社会根源也有社会后

果。”52 这从反面证明了良心不安的内容的社会性。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意识到

自己的良心不安，他就会总是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认为只有他人和社会在伤害

他，而他根本没有伤害他人与社会，因而，要向他人与社会讨债。而一个充分地

意识到自己的良心不安的人，会意识到自己伤害了他人与社会，因而认识到自己

欠了他人与社会的债，应当向他人与社会还债，这种债，是自己对他人与社会的

责任的主要内容之一。尼布尔在另一个地方说，良心反映了“人对自己的本性的

义务感”53。而在尼布尔的思想中，人的本性，同时包括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

人对自己的个体性有义务，对自己的社会性也有义务，而且，后一种义务是更为

根本的，因为个人可以被自愿牺牲，但他人和社会却不应当被牺牲。这说明，在

良心的内容中，对他人与社会的考虑远在对自己的考虑之上。因此，良心的审判，

从根本内容上说，是个人的社会性对自我的审判，尽管它采用了个人审判自己的

形式。 
还有人可能指出，尼布尔曾经说过，“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其他的审判者可

以审判人的行为。”54 在这里，审判者是上帝，而不是群体。必须承认，说上帝

是群体，那既不符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不符合尼布尔本人的思想的。但是，

在这句话中，尼布尔所说的“审判”是“终极审判”，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判。

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仅仅依据这一句话来解释，那就会严重地曲解尼布尔的思

想，把把尼布尔看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真的只能由上帝来审判人的行为，而

绝对不能由人来审判人的行为，那么，人间的一切司法机关或审判机关就都没有

存在的合法性了。甚至强调上帝之国与此世毫不相干的基督教正统派，不但坚决

反对这种无政府主义，而且过分地强调人间司法机关或审判机关的重要性而主张

“君权神授理论”，强调保持秩序稳定的重要性。倒是那些要用耶稣的伦理直接

用于指导社会政治生活的人，以人格的尊严和生命的神圣为原则而要求废除一切

含有强制因素的处罚，不仅要求废除死刑，甚至要求废除刑罚。对此，尼布尔说，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这一原则而废除刑罚，就会导致宁要刑事犯罪者的

生命而不要无辜者的生命这种嘲弄的选择。”55 在尼布尔看来，尽管对人的终极

审判属于上帝，但是，要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人不可能不惩罚犯罪。尼布尔认为，

如果以上帝的 后审判为由而否定社会生活中人惩罚犯罪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那

将是非常愚蠢的。 
此外，在尼布尔看来，即使是上帝的审判，也分两层，一层是对所有人的审

判，另一层是对那些富人和有权的人、当权者和贵族、聪明人和义人的审判。在

第一层审判里，“所有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有相同的罪”56，正如保罗所说，“所有

的人都犯了罪，都缺乏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 3 章第 22、23 节）在第二层

审判里，上帝“在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骄傲之人和谦卑之人之间做出道德

的区分”，社会生活的事实也表明，“聪明人的骄傲和文化与文明的精神领袖们的

                                                        
52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p. 256-257. 
53 Ibid., p. 272. 
54 Ibid., p. 257. 
55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207. 
56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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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可能比有能力的人和尊贵的人的单纯的权力意志会产生出更多的邪恶。”57

尼布尔认为，如果只注意到前一层审判而没有注意到后一层审判，那就会忽视包

含在《新约》思想里的先知信息。这一先知信息就是“反贵族传统”58 正是这

一先知信息，反映了上帝的审判的社会性。它说明，上帝的审判，其实代表着社

会大众对当权者和人间权力的受益者的审判。在上帝的审判中，第一层的审判是

终极性的审判，但若把它用来现实生活中，它就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取

消道德上的差别，使历史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不利于健全而正义的政治制度的建

立。在这方面，德国与英国、美国的强烈对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尼布尔说，

“新教的正统派，包括加尔文教和路德教……拒绝给处在历史相对性领域之中的

东西赋予绝对的道德评价。它赋予秩序的原则以绝对的优先性，反对叛乱和政治

混乱。这一例外也在道德上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倾向于使基督教会毫无批评

地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中心结盟，诱使基督教会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常常是

不正义和压迫的主要根源。”59 他还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德国虽然具有奥

古斯丁－路德的神学遗产，但是，与那具有更多的伯拉纠主义、更加自义、因而

在宗教上却更不深刻的盎格鲁－撒克森世界相比，却更难形成健全而正义的政治

制度。”60 所以，只有第二层的审判可用于现实生活。因此，直接与现实生活联

系在一起的上帝的审判是群体的审判，而且，这种审判，实际上是人数虽然居多、

但无权无势的弱者对人数上虽然居少、但有权有势的强者的审判。当然，这种审

判，从人类自身的角度看，是理想的审判。尼布尔经常说的一个人对他生活在其

中的那个群体的审判，从根本上讲，就属于这种理想的审判，所以其结局通常是

悲剧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直接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审判是群体对

群体的审判，而不是群体对个人的审判。 
至于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的审判，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代表共同体的司

法机关对犯罪者的审判，被审判和定罪的对象似乎都是个人。人们经常以“法不

执众”来总结这一现实。但是，若从正义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被审判和定罪的

对象起初主要是群体；因为 初的正义是报复的正义，它的内容是血亲复仇，血

亲复仇是由原始共同体执行的，反复的对象是加害者所在的整个群体，而不仅仅

是加害者自身。也就是说，人类社会 初的正义是群体对群体的审判，而不是群

体对个体的审判。群体对个体的审判，只是在个体意识出现之后、在人运用理性

来处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下才出现的。尼布尔说，“社会开始于对复仇的管

理，并且很快进步到用公共正义取代复仇的阶段。公共正义确认了被告向一个比

受到伤害的那个原告更为冷静的审判官申诉的权利。”61 但是，在公共的正义取

代复仇之前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之前，两个相

邻的群体至少已经能够和平地共存。在这个过渡阶段之中，加害者所在的那个群

体与受害者所在的那个群体通过对整个行为过程的理性分析确定加害者是否真

的有罪；如果加害者被确认有罪，那么，加害者所在的那个群体会提议给予某种

物质的赔偿以补偿受害者所在的那个群体；如果受害者一方面接受这个条件，整

个事件也就得到了解决，报复的正义变成补偿的正义；如果受害者一方不接受这

个条件，那么，加害者所在的那个群体基于理性的考虑，会宣布加害者不再受到

群体的保护，听任受害者一方去追杀加害者。在这一过渡阶段中，有两个根本性

                                                        
5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1, p. 224. 
58 Ibid., p. 225. 
59 Ibid., p. 221. 
60 Ibid., pp. 219-220. 
61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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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第一，把报复的正义变成补偿的正义，也就是以后通常所说的矫正的正

义；第二，把群体间关系的准则引入到群体内部，变成群体与其成员之间关系的

原则，把基于血亲得复仇原则的正义审判变成群体对其成员（因为它伤害了其他

的群体而可能给自己这个群体带来灭族之祸）的审判。在这个过渡阶段之后，相

信的群体如果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群体，那么，原来存在于两个群体之间的那个用

于确定罪责的机构也就变成了公共司法机构，公共的正义也就形成了。公共正义

机关和公共正义原则的形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正义的基本性质――群体对群

体的审判。即使在现代，从表面上看被审判和定罪的对象是个体，但在深入分析

之下，这些所谓的个体其实是松散的群体的代表，在这方面， 典型的现象就是

对战犯的审判和定罪。而且，公共正义机关的形成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生活中力量

冲突这一根本的现实，甚至它不但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缓和冲突的强度，反而使参

与冲突的单位变成越来越大而使未来的冲突必然在更大的范围上发生、也必然会

更加惨烈。所以，危机处理，是后工业时代人们面临的 大的挑战。制度正义的

根本，在于形成危机处理的制度，而不是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尽管资源的分配

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资源本身的特征（自然资源受地理的限制，人力资源

受文化的限制）使得分配问题必然而且应当从属于秩序。 
所以，现实生活中的审判，从根本上讲，主要是群体对群体的审判，而非群

体对个人的审判。 
 
二、审判总是在强势群体的主导下进行的，因而正义总是具有暂时性 
上帝对人的审判是严厉的，基督徒无不承认这一点。但是，上帝对人的审判

的严厉，其实质是对上帝的力量与人的力量之间的强弱关系的反映。上帝之所以

可能对人施以如此严厉的惩罚，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帝的力量之强大是人无法想象

的，任何人的力量都无法与上帝的力量相比。尼布尔认为，新教正统派和旧自由

派都不承认这一点。新教正统派认为强力属于魔鬼的领域，新教自由派认为强力

属于世俗的领域，它们都不愿意承认上帝对人的审判的背后是上帝的强力，而只

承认在上帝对人的审判之背后是上帝的爱，即使人们认为爱是力量，这种力量也

是温柔的力量，而不是强制的力量。尼布尔认为，这样的看法偏离了基督教的根

本信仰，即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因而无所不能已经暗示着上帝是具有人不可想象

的强大力量的。上帝对人的审判，不论是宗教性的审判还是社会性的审判，都是

十分严厉的，其严厉性都显示了上帝的大力。如果上帝在人面前是无力的，上帝

就不可能对人进行审判。 
前面我已经说过，在尼布尔看来，上帝对人的审判，其实际落脚点是人数虽

然居多、但无权无势的弱者对人数上虽然居少、但有权有势的强者的审判。这是

《新约》所保存和传达的先知信息。基督教对民主社会的 大贡献就在于它提供

了这一先知信息，并且把早期教会管理中的民主制度为应用到对社会政治生活的

管理之中。早期教会管理中的民主制度的精髓，就是多数人同意原则下的代理原

则，它的雏形就是《使徒行传》中执事一职的设立。执事一职的职能就是代表使

徒来分配教会所掌握的生活资料，处理教会内部在这方面的纷争。它的根本着眼

点不在于审判这方面已经发生的纠纷，而在于如何尽可能避免将来再出现这样的

纷争；也就是说，它的着眼点在于以建立防止危机的再度发生的机制来应对危机。

但是，尼布尔提醒人们注意：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同意原则的实质是多数人对少数

人的强制。他说：“某些浪漫主义者把解决社会冲突的民主方法吹嘘为道德因素

对强制因素的胜利，乍看之下似乎如此，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方法更多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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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多数人之所以能够遂其所欲，不是因为少数人认为多数人是正确的（几

乎没有少数愿意把作出这样让步的道德权威归予多数人），而是因为多数人的票

数是他们的社会强力的象征。……少数派将会屈服，只是因为多数人控制着这个

国家的警察力量，如果意外情况出现，多数人可能通过自己的军事强力来加强自

己的警察力量。如果少数人认为自己拥有的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向多

数人的权力挑战，它就会试图剥夺多数人对国家机关的控制，就象在意大利发生

的法西斯运动那样。有时，少数派也会诉诸武装冲突，即使胜利的前景不大明朗，

比如，在美国内战中，南方的种植园的利益被东部工业家和西部农场主组成的联

盟否决，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特权，他们采取了通过武力分裂国家的行动。

换句话说，强制的因素总是在政治中存在着。如果经济利益不太尖锐地冲突，如

果协调精神部分地解决了经济冲突，如果民主过程已经形成道德权威和历史尊

严，政治中的强制因素可能变得十分隐蔽，乃至粗心的观察者根本看不到它们。

但是，只有具有 纯洁的心灵的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不使用暴

力或暴力威胁就可形成一种‘共同意见’或意识到‘公意’。使用暴力的情况，

对国家来说是特别真实的，对其他群体来说也是真实的，只是程度轻微一些。甚

至宗教共同体，如果它们足够地庞大，如果它们是在处理被其成员认为对这个共

同体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务，它们也会诉诸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一。宗教组织通

常使用一种隐蔽的强制（逐出教会和禁止参与宗教活动），或者呼吁政府的警察

力量来执行它们的判决。”62 所以，强权原则，既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根本原则，

也是人间生活的根本原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这一原则的 生动的写照。 
强权原则，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和宗教团体的生活中，而且体现在家庭生活

中。尼布尔认为，在家庭中，之所以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的地位，

根本原因在于男性是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女性如果要想在家庭中处于与男

性“平等的”地位，除非她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正是由于男性在家庭生活中

处于主导的地位，所以，一旦家庭生活出现问题， 先受到人们审判的对象不是

家庭中的男性家长，而是这个男性家长的配偶，人们会指责她没有能够管好这个

家（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出问题首先是家政没有处理好），没有能够很好地

为其男性家长服务。这是男性主导下的社会的流行态度，这种流行态度反映了男

性力量的强大和女性力量的弱小。由于这个原因，尼布尔认为，在现实的家庭生

活中， 大的问题是妇女问题。他十分赞同马克思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判断社

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根本标志”这一判断。对于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尼

布尔是持谨慎的赞成态度。这与美国社会福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劳希布申的态度

恰恰相反。尼布尔认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女性的宗教信仰之热诚与坚定以及

女性信徒一般总是多于男性信徒，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弱者地

位，因为正是因为力量的弱小，所以才期望诉诸上帝的强力来提升自己。 
强权原则是无所不在的，它甚至渗透在个人的人格生活之中。自我审判，实

际上是占优势的自我冲动对占弱势的自我的审判，这其中存在着力量的对比是关

键。尼布尔说，“我们较好的自我，具有持续目的的自我，可能审判我们较坏的

自我，也就是那为一时的激情所奴役的自我；但是这种自我超越依然是不彻底的。

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审判我们自己，而且总是在给我们一种特别的优势的那

种平衡中强调自己。”63 当自我审判的对象不是指向个人自身而是指向自己生活

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时，自我总是会认为自己在是作为这个共同体的良心、代表

                                                        
62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pp. 4-6. 
63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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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整个人类在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进行审判，也就是说，尽管自己是单个

的，但自己并不孤独，在自己背后有着强大的力量在支持着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

尼布尔指出，天主教、路德教正统派和早期的加尔文教都犯了一个错误，它们都

没有认识到个人也可能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进行审判，因为它们过分强调秩

序而没有认识到个人的生命力在某些方面能够超越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共同体。

尼布尔承认，世俗的自由派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把个人对他生活于其中

的共同体的审判简单地当成是个人从自己的良心出发进行的审判，认为这一审判

只是爱的审判，没有看到在个人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审判中隐含着上帝对

人类社会的审判，也就是说，没有看到在个人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审判中

也包含着强力的审判这一因素。所以，自我审判，无论是指向个体自身的审判，

还是指向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的审判，都是强势力量对弱势力量的审判，它

反映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审判。 
当然，在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与人格生活中，强权

原则在多数情况下水 只是隐蔽地发挥作用，只有在危机的情况下才突出地表现

出来。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强权原则经常是公开地发挥作用，尽管它们经常打着

“上帝”或“人道”的旗号。尼布尔指出：在旧约中，先知们总是认为强大的国

家总是作为上帝判决的执行者出现，但是这些强大的国家总是认为自己就是审判

者。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无论是被先知们认为只是上帝判决的执行者，

还是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判决者，强大的国家总是比以色列国的力量强大。尼布尔

说，当代世界中，强者的审判更加突出，比如巴以冲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

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虽然是地区性冲突，但是，它必然由

第三个、也是更为强大的意志来评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是由

大英帝国的意志评断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 后是由大英帝国评断

的。但在那场冲突里，英国不是一个审判官，因为其帝国的利益在其中受到威胁。

因此，记住这一点将是更为准确的，那就是，两个社会意志之间的冲突是被第三

个、也是更强大的社会意志――即大英帝国的社会意志――压制住了。”64 英国

在这场冲突中虽然不是审判官，但是，它的强大力量根据自己的利益对这场冲突

进行了审判。可见，在这场审判中，强大的力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使英国衰落，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必然使巴以

冲突成为一个长期的、非常艰难的解决过程；成立以色列国，是争取对美国有利

的解决方案的关键的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球性的冲突，战后的审判必然是

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尼布尔说，历史上从来都是战胜国审判战败国，还不曾

有过战败国审判战胜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战胜国已经用以强大力量为基础的胜

利确定了自己的强势地位。 
强权原则无所不在。正义的结构就是由强势群体的主导下的审判建立的。但

是，世界不是仅仅是强者构成的世界，弱者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说明了它们自己的

生命力是不可被忽视的，至少对强势群体也构成了一种挑战。而且，事实上，强

势群体不会、也不可能把弱势群体都消灭掉。因为强势群体需要弱势群体为之服

务，甚至需要弱势群体的存在来满足其优越感。正因为弱势群体的存在具有这样

不可替代的“功能”，即使强势群体有能力把除了自己这个群体以外的其他较弱

的群体都消灭掉（这种情况历史上尚未出现过），那么，它消灭了所有的敌人之

后，它的群体马上就会发生分裂出，其中的一部分替代已经被消灭的异己、并且

成为原来与自己称兄道弟的同胞的敌人。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强势群

                                                        
64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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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并立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被消除的事实，这一事实是正义的立

足之处，是正义要处理的根本的关系，而不是正义应消除的现象。强势群体与弱

势群体之间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从根本上确立了现实的正义的结构。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尼布尔反复地说，正义是力量的均衡。所有的群体生活――从家庭生

活到国家生活和国际社会的生活――中的正义莫不如此。甚至在个人的人格生活

中也可以发现力量的均衡――强势冲动与弱势冲动之间的关系，个人的冲动中存

在的这种均衡只可以用来说明人格的统一状况，而不能用来说明个人的正直，更

不能用来说明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如果要说明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那就必然

用强者与弱者的力量均衡来说明了。因为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是正气凛然，坚决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这些都是个人力量与他人力量之间的

碰撞，而不仅仅是个人不同的内在冲动之间的抉择。 
正是由于正义是力量之间的均衡，所以，现实的一切审判都含有虚伪的成分，

以这样的审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秩序、和平与正义都是相对的。“人类已经实现

的和正在为之努力的所有可想象的社会和平总是某种强权之下的和平。必要的社

会秩序确实能够实际地建立起来；但是，它从来不是纯粹的和平、纯粹的正义和

纯粹的秩序。混乱的根源一定存在于其中，因为它总是一种声称比自己所是更多

的那种和平。”65过去被视为正义的，在现在被为不正义的；在现在被视为正义

的，在将来可能被视为不正义的。此外，在审判者看来是正义的，在被审判者看

来却可能是不正义的。尼布尔说，“所有的人间正义都依靠由相对中立的司法机

关构成的制度，通过这些制度，人与人之间无穷的利益冲突得以受到仲裁。但是，

如果一个案件触及到了法庭赖以存在的那个社会的真正的根基，那么，它的判决

就必然变成带有利益偏见的判决。在国际社会里，具有客观正义的真正司法工具

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甚至被人类一致认为是正义的反对侵略的战争所促成的一些

社会的和政治的评价，在胜利者的后代那里也可能被认为具有宗派偏见，或者被

认为是强力的表现，而不是认为是正义的。”66 在强权的主导下，强大的一方与

弱小的一方形成了一种力量的平衡，正义就是这种力量平衡的反映。由于强权的

审判总带着专制的成分，所以，正义总是带来专制的成分。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人

间正义的相对性。 
尼布尔认为，尽管我们不能以人间正义的相对性来否认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

积累；但是，我们能够以此为据说明，任何可以想象的社会制度都是有待改进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智力和情感的进步，认识的东西更多，过社会生活的能力

越来越强；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强力与强权的对抗，这

些对抗的强力总是在发生变化，因而使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有的参与

者被淘汰出局，旧时的强者可能衰败而为新的强者取代，而且可能还有新的力量

参与角逐。所以，与审判与强力联系在一起的正义，总是会随着力量对比发生的

变化而发生变动。 
 
三、正义是共同体权威的化身，它的核心原则是秩序 
尼布尔认为，正义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向我们提示了一个真理：绝对的强权主

持下的审判都产生绝对的正义，相对的强权主持下的审判产生相对的正义。在基

督教信仰中，只有上帝的强权是绝对的，因而，只有上帝的强权主持下的审判产

生的正义才是绝对的正义；人间的强权都是相对的，因而，人间的强权主持下的

                                                        
65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98. 
66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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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产生的正义都是相对的。但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正义都是在强权的审

判下产生的。强权主导下的审判，使正义总是带着专制的成分。但是，在尼布尔

看来，专制本身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专制典型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上帝在人面

前的专制，上帝要求人对上帝的绝对顺服和忠诚；二是社会在个人面前的专制，

共同体要求个人对自己绝对忠诚。前一种专制具有信仰的合理性，而后一种专制，

具有政治的合理性。这两种绝对的忠诚都是强权下的力量均衡。尼布尔认为，这

种均衡，都是不可能被打破的。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在绝对忠诚于上帝与绝

对忠诚于国家之间寻求均衡。由此，就产生了另一种均衡，它表现为基督徒在两

种绝对忠诚的要求之间经常陷入其是的一种矛盾：是忠于上帝（其代表是教会），

还是忠于共同体（其代表是国家）。正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使基督教必须发展

出政治神学这一学科。这一学科的世俗化形式，就是个人权利与共同体权威之间

的均衡；在这一权衡中，个人的权利与共同体的权威 后都诉诸于人的本性，特

别是人的社会性， 后以人权为根本的依托。如果再给个人权利与共同体的权威

之间的均衡披上宗教的外衣，那么，这件外衣就是上帝的主权，人权被认为是由

上帝的主权赋予的个人的神圣权利，共同体的权威被认为是由上帝的主权赋予共

同体的治权，由此发展出以自治为中心的政治理论，以个人自治为基础，以基层

自治为中心环节，对 高的人间共同体制（即国家）的权威加以层层的节制。在

尼布尔看来，对国家这个共同体的权威的节制，否定了共同体的绝对权威，但没

有否定共同体的权威本身，因为国家还是被授予发布政令的权力以及强制执行经

过议会批准的政令的权力，同时村镇的机关的权威也受到尊重。这样的结构，实

际上既是权力的均衡，也是共同体权威的体现。 
专制之所以具有合理的成分，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专制的成分体现了社

会生活的一个根本要求，即必须存在一个权威，即一个组织的中心和权力的中心，

来从整体上管理社会生活，否则它就不可能形成有序与和谐。这一要求使得政府

成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缺少的，不论现在的政府是什么状况。没有权力的参

与，一个共同体是不可能有秩序的。尼布尔说，“社会组织里权力的永久重要性

基于人性的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人性是生命力与理性、肉体与灵魂的统一。另

一个特征是罪的力量，即人永远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倾向于从我们

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看待共同的问题。第二个特征是那样的顽固，单纯的道德劝说

或理性劝说都不足以使一个人不利用他人。法律的权威可能是更有效的；但是，

没有一个法律权威不包含对反抗的制裁或用强制行为来威胁反抗。第一个特

征――生命力和理性在人性中的统一――保证自私的目的将会与个人意志或集

体意志可能控制的一切有效的资源一起被追求。因此，社会对这些反社会的目的

的约束必须同样地被用一切有效和资源武装起来。”67 但是，若没有一个组织中

心和权力中心，权力只会造成无序。尼布尔说，“力量的均衡不是兄弟之爱。用

共同体里一个人的反作用力来限制另一个成员的权力意志，导致一个紧张状态。

所有紧张状态都是隐蔽的或潜在的冲突。因此，权力平衡能够统治和奴役，就此

而言，权力平衡的原则就是正义原则；但是。如果紧张状态不解决，它 终会导

致公开的冲突，就此而言，权力平衡原则就是一个无序和冲突的原则。再说，当

社会生活被有意地管理和操纵时，它就不会形成完美的力量平衡。社会生活里力

量的灾难性失调产生出各种形式的和奴役。因此，人类社会需要对存在于其中的

权力平衡进行有意的控制和操纵。在社会生命力的一个特定领域里，必须存在一

                                                        
67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p.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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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中心。这个中心必须从一个比对任何一个具体冲突的各方都有效的立场还

要更加中立的立场出对冲突加以裁判；它必须管理和操纵诸生命力相互支持的过

程，使内在于它们之中的那些紧张状态不至于发展成冲突；当仲裁和调解冲突的

工具不再有效时，它必须利用更高的力量强迫各方服从社会过程； 后，当权力

的失调造成不正义时，它必须有意地转移平衡以矫正权力的失调。”68 尼布尔由

此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显然，政府的原则，或者说，整个社会生命力的

组织原则，在道德合法性和社会必然性里所处的地位，比权力平衡的原则所处的

地位还要高。如果没有政府的原则，权力平衡原则就会堕落成无序。而且，与权

力平衡的原则相比，政府的原则是在更有意地努力实现正义。权力平衡原则属于

历史的秩序，而从整体上看，政府原则属于本性的秩序。”69 所以，共同体的权

威必须由政府原则来代表，而政府原则的根本，就是制度的正义，它不仅要体现

力量的原则，而且要体现爱的原则。 
 
 

第三节 正义是对爱的接近 
   

在尼布尔看来，正义虽然总是在强势群体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审判本身

之中都已经包含了爱，因为审判过程本身至少给被审判者提供了为自己辩护的机

会。而且，审判的标准总是包含着爱，所以，正义的审判以及由它所确立的制度

总是对爱的接近。 
 
一、正义是善对“邪恶”的审判，它代表着善 
尼布尔认为，基于爱，人对待邪恶的应有态度是愤怒，但是，人应当“不要

让愤怒持续到日落”，因为愤怒的持续会把愤怒变成仇恨，会使人的理智丧失其

应有的作用，使人对邪恶惩罚过度，所以，应当诉诸正义的制度，一方面抑制邪

恶，另一方面抑制对邪恶的惩罚。在正义的制度中，审判的制度是其中 为重要

的制度。尼布尔认为，它是 初的正义――矫正的正义――的制度化形式，其他

的正义制度均从中发展而来。 
尼布尔认为，在道德的层面上讲，矫正的正义是善对恶的审判，它代表了善；

但是，从生命的层面上讲，矫正的正义是善对善的审判，而不是善对恶的审判，

因为正义的审判意在维护生命的权利，尽管它是以对生命进行审判这种形式进行

的。 
从道德的层次上讲，矫正的正义，是善对“邪恶”的审判，因为被审判者破

坏或威胁生命。矫正的正义，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补偿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惩罚

加害者，这种目的本身就承认自爱的合法性以及合法利益的不受侵犯（神圣性）。

“对不义行为的愤恨是所有形式的矫正的正义的基础，利己主义是矫正的正义的

败坏了的形式。对谋杀的公共处罚是血亲复仇这种早期习惯的精致形式。早期的

社会允许甚至鼓励血亲复仇，因为它认为在共同体中毁灭生命是错误的行为；但

是，它把惩罚交到了血亲的手里，因为受害者家庭的复仇热情比集体的比较冷淡

的对杀人行为的不赞成要有力得多。从 初对血亲复仇的限制到 后出现矫正的

正义这种精致形式，复仇中的利己因素在对正义的热情中始终是一个既不可避免

                                                        
6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p. 265-266. 
69 Ibid., 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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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有害的因素。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除非杀人者的生命或他们的近亲的生命

被摧毁，人们决不会认为不义行为受到了审判、正义得到了伸张。它是危险的，

因为它不是由对生命的爱所推动，而是由对特定人生命的攻击所推动。因此，它

在寻求矫正的过程中可能、通常实际上伤害许多人的生命。尽管它是危险的，但

是，它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当自我处在危险中或成为一义行为的牺牲品时，自我

保护作为一种自然冲动甚至在那些认识到了其危害并且不赞成隐藏在其背后的

逻辑的人中也表现出来。”70 矫正的正义取代血亲复仇，反映了共同体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这一根本地位。从表面上看，强权原则在这样的审判

中好象是不适用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它以共同体这一更为强大的力量替了

受害者的近亲们所具有的力量，因而，审判一方的力量更大了而不是更小了。因

而，只要审判是正义的，那么，审判者总是站在真正的受害者一方的。因此，在

正义的审判中，真正的被害方的力量会远远超过加害方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

不论加害方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它都会被认定是邪恶的，实际的受害者总是能

够通过审判使自己所受到的损害得到补偿。强权原则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作为

审判的根本背景体现在审判制度之中，这种强力制度的保证，是爱与力量的现实

的结合，是审判正义的关键所在。 
但生命的层次上看，矫正的正义是善对善的审判。因为，现实的审判作为人

的现实活动，必然带有自爱的因素。在社会中，审判的标准总是自我利益以及由

之转化而成的自我实现的意志和权力意志。在血亲复仇的情况下，审判者是受害

者的家庭或家族、氏族，审判的标准是这个家庭或家族、氏族的利益；在矫正的

正义的情况下，审判者是文明时代的司法机关，它代表受害者所在的那个 高共

同体对加害者进行审判。一方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审判者都代表着善，因为它

们都是在维护受害者的生命。另一方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加害者因为其行

为实际上是在损害受害者的利益而属于为恶者，但是，加害者之所以这么做，根

本的目的是要使自己的生命占有更多的资源，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好，这种愿

望本身是合理的。自爱或自私的因素之所以是合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作为生命

力之根本组成部分是自由之不可缺少的质料。自爱或自私的这种合法性一方面表

明自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表明，自爱或自私本身不是恶，只有过度的自爱或自

私才是恶。加害者的行为之所以是邪恶的，原因不在于他有这种愿望，而在于他

的愿望太强烈，乃至他的自爱过度，也就犯了罪。这种观点，严格地说，出自古

希腊的中道思想，只是作了一些略微的改变。古希腊的中道思想认为自爱的“过

与不及都是恶”，尼布尔虽然认为自爱过度是恶，但却没有明确地说自爱不及是

恶，因为自爱之不及与基督教所说的“牺牲”具有某种类似之处。 
此外，尼布尔对善恶之关系的辩证理解，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矫正的正义是

善对善的审判。尼布尔说，“在希伯来神话中，蛇是一个反叛上帝的存在者，但

从根本上讲，蛇还是处于上帝的统治之下。这种思想表达了一个悖论的事实，即：

一方面，恶不只是没有秩序，另一方面，恶依赖秩序。无序只能存在于一个完整

的世界里，只有在无序的力量本身是有序的和完整的情况下，无序的力量才会发

生作用。只有一个高度团结的国家才会产生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所以，恶魔只能

存在于一个被上帝控制的世界里，而且，只有当恶魔自身内还存在着某些由神圣

者赋予的能力时，它才能发挥作用。换言之，恶不是善的缺失，而是善的堕落；

而且，恶就寄生在善上。”71 善恶的辩证关系表明，所谓的恶，不是善的缺失，

                                                        
70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56. 
71 Ibid., pp.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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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善的堕落；如果没有善，也就不会有恶，因为恶就寄生在善之上。所谓道德

上邪恶的行为，不过是这样一种行为，在其中，“有意的反常”――“有意地选

择较小的善”――“是该行为中的主导力量”72。在尼布尔看来，所谓的恶，不

过是“有意地选择较小的善”；因为这样的选择不合乎人们的理性，又违反“光

明之子”的原则，不利于社会和谐。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善对恶的审判，实际

上是善对已经堕落了的善的审判，是“大善”又“小善”的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对善恶之辩证关系的这一理解，反映出尼布尔在社会选

择问题上的功利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倾向。尼布尔被称为“基督教实用主义者”，

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二、正义的审判总是部分地实现了爱 
既然正义的审判是大善对小善的审判，所谓小善是被审判者心目中的一己之

善，所谓大善就是被审判者作为成员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的善，它包括但又

超出被审判者的一己之善；因此，正义的审判必然包含求对共同体的忠诚而且把

这种追求体现在审判过程之中。这一点，说明正义的审判总是部分地实现了爱。 
此外，正义的审判总是追求秩序。前面说过，尼布尔认为秩序是人类生活的

一种根本需要，甚至无序的力量本身要发挥作用，它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和完整

的，否则它就不可能作为无序的力量存在。所以，秩序的要求，不仅体现了共同

体的根本需要（对自身的爱），而且也体现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不论这成员是

群体还是个人）的根本需要（对自身的爱），还体现了共同体对其成员的爱以及

共同体的成员对共同体的忠诚。“共同体的秩序对个人和共同体来说都是好事。”
73 因此，从秩序在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正义的审判总是部分地实现了爱。 

无论是大善审判小善，还是追求秩序，都可以归结“正义的审判标准是爱”

这么一个点。正是因为正义审判的标准是爱，正义的审判才可能部分地实现善。 
尼布尔认为，上帝用来审判人的标准是爱。他说，“除了通过信仰之外，我

们无法认识审判我们的上帝。作为基督徒，我们通过信仰接受那启示在基督的爱

之中的上帝之意志和目的。我们因此认识到上帝用来审判的标准就是爱。”74 人
通过信仰而认识到上帝用来审判人的标准是爱，具体地说，是上帝对人的爱。上

帝对人的爱要求人爱上帝作为回应。因此，在上帝对人的审判中，审判的对象人

对上帝的爱。上帝以他自己对人的爱来审判人对上帝的爱，这是上帝的审判的根

本内容。正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基督徒说上帝的审判是爱的审判。依照耶稣的

教导，基督徒应当效仿他们在天的父，以爱为标准来审判人间事务。 
但是，由于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许多基督徒否认人间审判的合法性。这似

乎可以依据耶稣和保罗的教导为据。在福音书里，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不要论断

人。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被

怎样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

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剌’呢？你这假冒为

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剌。”75 
尼布尔认为，在福音中，耶稣宣扬不定人的罪。但是，耶稣宣扬不定人的罪，并

不等于耶稣自己既不审判人也不定人的罪。因为耶稣宣扬的是人不要定人的罪；

                                                        
72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87-88. 
73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5. 
74 Reinhold Niebuhr, 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p. 15. 
75 《马太福音》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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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耶稣自己，他作为上帝之子，是可以审判人并且定人的罪的。因为上帝无论

如何总是有权审判人并且给人定罪。前面我们说过，尼布尔认为，上帝对人的审

判有两重，一重审判认为所有人都同样有罪，另一重审判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罪，尤其强调有权的、富有的、聪明的人有更多的罪。在福音书中，耶稣虽然对

那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随后的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实际上已

经给那妇人定了罪。耶稣在福音书中经常给人定罪，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不必一一列举。可见，耶稣宣扬不要给人定罪，只是要求人不要定人的罪，并不

是说，上帝也不定人的罪。否则，末日的审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了。新约明明白

白地告诉我们，保罗不象他自己宣传的那样从来不论断人，因为他在写给罗马、

哥林多等地的书信中，所做的事情，实际上都在通过教义的宣扬来论断各地教会，

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写那些书信了。他坚信自己宣传的是福音的真理，断定在那些

宣扬福音的人中存在着假先知，因为他们宣扬的不是福音的真理。尼布尔明白地

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保罗也有自义的罪；因为保罗实际上在论断他人，尽管他

可以声称做这些论断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住在他里面的基督，但是，其他人也可以

同样地这样声称。从逻辑上讲，断定一个人对他的人的论断是不应该的，实际上

就是在论断他人的论断，说到底，还是在论断。雅各在讲那么严厉的话时，可能

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于自己的话之中的这一矛盾。 
尼布尔指出，耶稣和保罗实际上都在论断人，那些仅仅从字面含义解释耶稣

和保罗的教导的人，曲解了耶稣和保罗的教导的真义。在尼布尔看来，耶稣和保

罗所谓的不要论断人，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的意思意在限制人们审判

的事件：人间审判只能审判人与人之间的事件，而不能审判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这个方面要求人们在涉及宗教问题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第二个方面的意思意在

强调：在进行人间审判时，应当充满爱心，使人对人的审判成为爱的审判，而不

要成为恨的审判；如果不以爱心来论断人，那么，论断人必然使人犯罪。所以，

如果依照耶稣和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行事，尽管不能保证人间审判不出错，至少

也可以保证人间的审判必然部分地实现爱。 
再者，从审判的实质来看，审判总是针对人的行为的，而且，一个行为被审

判，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为必然是错误的或者必然被判定为错误的。这意味着，审

判就不是对罪的审判，而是对人的自由的审判，审判的目的是要判定行为的主体

是否是在滥用其自由。因此，审判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强者重新强调人的自由应有

的界限，或者人的自由应当遵守的律法或界限。这实际上是在为人的自由确定一

个活动的基本结构，以作为生命力的范型的底线。这个现实结构的底层，是对自

爱的某种形式的肯定。因为审判者在审判中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权利（他总是会认

为自己的利益是合法的）让给被审判者。因为倘若他这样做，他就是不尊重他自

己作为人的合法权利。一个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不尊重的人，怎么可能要求他去

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呢？所以，爱自己与爱邻人并不相互冲突，所以耶稣才要人

们“爱人如己”。审判本身已经意味着承认包括自我在内的每个人具有一些不容

侵犯的权利。尊重和保护这些权利既是审判者是对他人的义务，是审判者的职责，

并构成了“爱邻人”这一诫命的 低要求。这说明，与审判相关的正义，是以对

他人权利的 基本尊重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正义以对他人 低限度的爱为自己

的底线。 低限度的正义之实现，必然是 低限度的爱的实现。所以，正义的审

判，总是部分地实现爱。 
此外，审判本身是权力的平衡，权力的平衡原则就是正义原则。尼布尔说，

“通过力量和生命力的平衡可能 成功地避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生活的统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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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者不会邀请强者来奴役他。如果没有可容忍的平衡，没有一种道德约束或

社会约束能够完全成功地阻止不正义和奴役。在这个意义上，在由人的自私所施

加的那些限制的范围之内，生命力的平衡就是对兄弟之爱的接近。”76 在尼布尔

看来，以力量的均衡为基础的正义制度是通过增强人们的义务感而接近兄弟之爱

的。“正义的制度和原则是兄弟之爱这一精神的仆人和工具，是在它们扩大对人

他的义务感这一点来来说的。正义的制度和原则从三个方面扩大对他人的义务

感。（a）从一个由显见的需要促成的当下被感受到的义务进入到表达在相互支持

这一固定不变的原则之下的一个长久的义务；（b）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简单关系

进入到自我与他人的复杂关系；（c） 后，从由个体的自我发现的义务进入到由

共同体从自己的更中立的立场出发规定的更宽广的义务。这些共同生活的规定在

习惯和法律里慢慢地进化。它们都包含着一些更高尚的无私成分，这些无私成分

是个人所不可能具有的。”77 正义的制度和原则增强人们的义务感，使社会关系

更为有机和谐，它就是对爱的部分实现。 
 
三、正义通过平等而接近爱 
人们在审判中所使用的标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正义原则――虽然

都具有自爱的因素，但是，这些标准都是一些道德标准。尼布尔说，“尽管道德

具有相对性，但是，所有可想象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哲学都要求人们关心他人的生

命的利益并且努力限制无限地维护自己利益反对他人的行为。因此，在所有道德

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即剥夺他人的生命或财产是错误的；尽

管必须承认这些一般原则的具体应用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极大的不同。道德

行为的这一 低准则是以爱的律令为基础的，并且指向爱的律令，因为爱的律令

是其 高的完成。只要在假定在存在的某种统一而和谐之中一个人的生命与另一

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这一条件下，才会形成尊重和保护他人生命的义务。在任何

给定的条件下，可能加强这一标准的，是 精明审慎的动机，而不是一种高尚的

义务感。人可能仅仅为了保持在其中他们自己的生命才能受到保护的那种相互关

系的存在而维护邻人的生命。但那仅仅意味着他们发现了生命的内在关联性，仅

仅是通过对自己的关心，而不是通过对整体处境的分析。这种审慎的态度不会促

成 一致的社会行为，但它依然隐含地承认它公开否认的东西――生命的律令是

爱。”78 所有的道德准则都以爱的律令为基础并且以爱的律令为其 高的完成，

从 低的社会准则到较高的正义观念，无一不是如此。尼布尔说，“即便 低的

社会准则也把爱的律令作为自己的基础而将其包含于自己之中，也许 清楚的证

据就是这一事实，即任何 低准则在发展成较高的准则时都会使隐含的关系成为

更公开的关系。禁止杀人和偷盗是消极的禁令。它们试图使一个生命免遭毁灭或

者阻止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作工具使用。没有一个社会能仅仅满足于这些消极的

禁令。社会的法律标准不会太多地超出消极禁令的范围，仅仅是因为 低准则只

能由法律来加强。但是，道德准则和所有先进社会的理想都需要比禁止杀人和偷

盗这些纯粹的禁令更多的东西。较高的正义观念于是被提出来了。正义原则认识

到，生存的权利隐含着保护维持生命的那些物品的安全的权利。这种权利包含的

内容显然禁止偷盗的禁令所包含的内容多。为了组织共同生活，人们感到――不

论是多么朦胧地感到――应当确立某种义务，使他人有护他们自己生命的公平机

                                                        
76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65. 
77 Ibid., p. 248. 
78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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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自这种义务的正义和平等的诸多安排有意无意地隐含着超出它们自己的范

围的平等理想。平等总是正义的调节原则；而且，在平等的原则里总是存在着爱

的律令的回响，‘应当爱人如爱己’。如果有人问在何种程度上他人有利用公共生

活的便利和条件维护自己的生命的权利，那么，如果没有‘他象你自己一样有那

样的权利’这样一是隐含的对等原则，对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理性的

回答。”79 因此，正义与爱之间的基本关系的一个方面是：爱的律令是正义原则

的基础，是正义原则的 高完成。这一关系反映了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即爱是自由的内在律令。 
正义与爱之间的这一方面的关系，也说明了正义与爱之间的一个 为重要的

差别：正义承认个人生存的权利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强调人的责任。在正义之内，

区别对待和个人行为是根本的东西。但是，在作为自由的 高律令的爱中，“我

的”与“你的”之间的差别以及与之相应的“财产权”都是不必要的。尼布尔说，

“哪里有完美的爱，‘我的’与‘你的’之间的区别就在哪里消失。”80 与此同

时，尼布尔承认，爱在尘世间是不可能完美的，因此，人们不可能把“我的”与

“你的”之间的区别消灭掉，不可能完全取消财产权。正义原则就是由以“我的”

和“你的”之间的区别为基础的权利和责任为根本的参照建立起来的。 
正义与爱之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正义原则既可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

关系，也可以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但爱的律令至多只能适用于关系非常

密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爱的力量太大，在关系十分亲密的

个人之间，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东西给予另一个人，而不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但

是，这种情况下，他通常是把另一个人看成是自己的生命力的延伸，超出这个范

围，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了；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此，集体之间的关系就更不

用说了。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正义与爱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

面。这另外一面的关系是：在理想状态下，正义原则与爱的律令是同一的。因此，

正义与爱之间的这一面关系实际上正是前面所说的那一面关系的一个推论。因为

爱的律令是正义原则的 高完成，所以，理想的正义与爱的律令是同一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一推论没有实际的意义。如果这样看，那就会使我们对尼

布尔的思想的理解大打折扣。因为正义原则与爱的律令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原

则。爱的律令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它作为理想发挥着作用，但是，不可能变

成实际的操作性规则。正义原则就不同了。正义原则不仅可以是理想的原则，更

可以变成实际的操作性规则，它是“可能的可能性”。在理想的层次上，正义原

则与爱的律令是同一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正义是对爱的接近。在现实的层面上，

正义原则以爱的律令为基础，又以爱的律令为其 高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正

义原则是爱的律令在现实生活中的化身，因而，正义原则也是对爱的接近。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正义是根本的社会伦理原则，爱的律令是根本的个人伦

理原则。由于爱的律令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正义原则是“可能的可能性”，因

此，在爱的律令与正义原则之间需要一个过渡的桥梁。这个过渡的桥梁，必须同

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 真切并且尽可能地表现爱的律令，第二，它必

须内在于正义之中并且高于正义，而且能够在某些方面变成实际的可操作性的准

则。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过渡的桥梁，一方面必须是超越的，必须高于正义，也

                                                        
79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117-118. 
80 Reinhold Niebuhr, Love and Justice, edited by D. B. Roberts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ister/John Knox 
Press, 1957,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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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它必然包含着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必须是内在

的，它完全可以体现正义的基本要求。 
许多人认为，在尼布尔的思想中缺乏这样的一个过渡的桥梁。但是，实际上，

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实际上存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桥梁，只是人们没有发现而已。这

个过渡的桥梁，就是平等。尼布尔说，“平等，作为爱的律令的理性的和政治的

形式，也象爱的律令一样具有超越的性质。它应当被完全实现，但绝对不会被完

全实现。社会的审慎会限制它。那个 平等的社会可将可能不能分发作义对勤劳

进行引诱的特殊奖励。要使某些社会功能可能发挥，待遇上的一些差别将是必要

的。尽管一个严格平等的社会能够防止这样的特权从一代传给下一代而不影响社

会功能，但它不能彻底消除特权。没有一种政治技术能够完全保证社会许可的特

权不被乱用。重要的社会功能因其本性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权力。那些拥有权

力的人，不管受到社会的多大限制，总是有机会决定他们所行使的那种功能被赋

予比任何正义的理想规划所允许的特权更多的特权。因此，在任何可能的社会里

平等受到社会和谐的必然性的限制并且被人们的不道德行为腐蚀。尽管如此，它

依然是正义的所有规划都建立于其中的那个批评性原则，依然是包含在所有道德

判断里的那个爱的原则的象征。81 平等原则同时满足作为正义与爱之间的过渡

桥梁的两个条件。一方面，平等原则，是爱的律令的理性的和政治的形式，象爱

的律令一样具有超越的性质，要完全实现它，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平等原则

又是部分地可以实现的，它能够变成实际的操作性准则，而且能够体现正义的全

部基本要求。实际上，平等原则就是伦理学中经常所说的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

形式正义原则“对平等的，平等地对待；对于不平等的，不平等地对待”。它同

时体现了正义原则所强调的权利原则和责任原则：人作为人，权利应当是平等的，

但是，责任不可能是平等的。 
因此，在尼布尔的思想中，存在着从作为社会伦理的根本原则的正义到作为

个人伦理的根本原则的爱之间的过渡的桥梁，它就是平等。通过平等，人们可以

把爱的原则变成平等的要求，从而使纯粹的、超越理性的爱获得其理性的和政治

的形式。这种理性的和政治的形式，其 好的形式，就是民主制度。尼布尔说，

“民主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具有永久价值的形式，在这种形式里，自由和秩序被塑

造成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东西。”82 在这里，自由既包括个人自由，又包

括群体自由，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它种重要性体现了群体优先的原则；秩

序，主要是群体关系的有序，也就是共同体的秩序。把自由和秩序塑造成相互支

持而不是想到矛盾的东西，从一个方面看，是要处理好群体优先与秩序优先这两

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看，是要处理好可能造成无序的因素与有利于

形成秩序的因素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两类关系的实质，都是自由的质料与自由的

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命力与爱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把自由与秩序塑

造成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矛盾的东西”，也就是使生命力与爱成为相互支持而不

是相互矛盾的东西。所以，在尼布尔看来，所谓民主制度，也就是 有利于增进

社会正义的制度。尼布尔说：“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制度成为可能；人趋向不

义的倾向使民主制度成为必要。”83 民主制度基于人的自由，既促进人行正义的

能力的发展，又抑制人趋向不义的倾向，从而使自由与秩序成为相互支持而不是

相互矛盾的东西，使自由的质料（人的生命力）与自由的形式（爱的律令）实现

                                                        
81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118-119. 
82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1. 
83 Ibid., p.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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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这样，自由得以在累进中不断进展。 
 
 

第四节 国内关系的正义和国际关系的正义：力量与爱的现实统一 
 
尼布尔认为，民主制度是中产阶级的成果。它直接出自中世纪的城镇自治制

度，在那时它附属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之下，它逐渐战胜封

建制度，上升到民族共同体的层面上。中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以自治为根本的组织

原则。尼布尔认为，这在共同体的规模不大的时代，尚能适用；但是，在共同体

规模日益扩大的时代，以自治原则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就不适用了。因为自治强

调自愿与自决，而规模日益扩大的共同体中亚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层级与类型

也越来越多，如果完全依照自愿与自决原则行事，结果只可能是庞大的共同体的

解体。现代早期的强调民主制度的社会契约论者中就有许多人认为要在英、法、

德这样的欧洲大国实现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们各自拆解成日内瓦共和

国那样的规模。尽管后来的“代议制度”理论在保留村镇自治制度的基础上提出

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但是，它始终没有触及到共同体生活的核心原则：任何

一个共同体都必须有一个组织中心和权威中心，这个组织中心和权威中心在任何

情况下都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否则结果只能是这个共同体的解体或分裂。 
同时，尼布尔提醒人们注意，尽管在人类历史上，共同体的规模在日益地扩

大，但是，它的扩张不仅仅是一个强力相拚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有机关系成长的

过程。只有在有机关系已经成长到足以使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已经形成对作为

这个共同体的组织中心和权威中心的政府的忠诚的时候，这个群体才能够真正地

被说成是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否则，这个成员可能随时离开这个共同体而去，除

非非常强大的力量能够把它拖往不放。使一个新的“成员”形成对它所属的共同

体的忠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同化”过程，而且其中会遇到非常复杂的

困难，尤其是旧有的民族界限或国家界限。所以，人类要在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一

个超国家的、并且拥有其成员的忠诚的强力机构，是非常困难的；使整个人类形

成一个由世界政府主管的全人类共同体，如果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

来，至少也只能够是一个幻想。“准确地说，人类生活中 难对付的邪恶总是出

现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在这个关节点上，有利于共同体的力量已经被扩展到足

以建立庞大的社会群体，但这种庞大的社会群体还没有大到足以包括整个人类社

会，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主宰和摧毁超出它们自己之外的生命。”84因此，尼布

尔认为，在一个国家内真正地实行民主制度虽然不容易，但总还是可行的，要在

国家之间实行民主制度，那种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实行民主制

度，那几乎是一个幻想。这说明，在尼布尔看来，在推进民主制度、追求社会正

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国内关系的正义与国际关系的正义是有很大不同的，尽管外

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毕竟是内外有别，国内关系中的正义的根本原则与国际

关系中的正义的根本原则还是不同的。在尼布尔看来，国内关系正义的基本原则

是平等，国际关系正义的基本原则是秩序。当然，这两种领域中的正义是相互关

联在一起的。下面，我将对尼布尔的这些观点展开分析。 
 
一、国内关系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84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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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正义的角度看，国内关系的正义集中体现在“国内法”上。尼布尔说，

“‘国内法’是一个现存的共同体之中压力和反压力的结果。”85 这些压力与反

压力，来自组成这个共同体的各个群体，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国内关系正义的

现状。 
但是，现存共同体的国内关系正义的现状，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成员之间的力

量对比关系。因为现存的共同体不仅是理性和本能力量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

传统的产物，古老的“正义观念”在现存的共同体中的国内关系正义方面也起着

相当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的道德和历史的人造物，如果不同的生

命力之间的先天冲突和竞争没有被缓和、安排和公断，这个人造物就会被摧毁。

但是，社会强制的强度和广度已经被历史性地建立起来。在这种强制是历史性的

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冲突从来不象在自然世界里那样是两个简单的或个体性的社

会单位之间的冲突。……权力是一个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增长；因此，共同体必

须决定为了重建古老的‘公正观念’所设想的模式是否应当以正义的名义人为地

减少对垄断的控制，或者允许经济力量的中心化过程继续进行直到垄断的中心已

经消灭所有的竞争这种做法是否是明智的。但是，如果选择了第二种方法，这个

共同体就会面临如何把处于核心的经济权力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这一新问题。权力

的这些历史性竞争必须受到共同体的管理、监督和压制，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不能

在‘本能’范围内活动。”86 所以，“没有一个现在的共同体不拥有某些超越他

们的历史性的法律的正义观念，他们正是通过这些正义观念试图评价他们的成文

法的正义性。”87 
尼布尔认为，在共同体所拥有的那些超越其自身的历史的正义观念中，平等

是 为根本的。这个平等，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从爱到正义的过渡桥梁。它既是超

越的，又是现实的。平等的生存权，是其既超越又现实的根本体现。尼布尔说：

“为了组织共同生活，人们感到――不论是多么朦胧地感到――应当确立某种义

务，使他人有护他们自己生命的公平机会。出自这种义务的正义和平等的诸多安

排有意无意地隐含着超出它们自己的范围的平等理想。平等总是正义的调节原

则；而且，在平等的原则里总是存在着爱的律令的回响，‘应当爱人如爱己’。如

果有人问在何种程度上他人有利用公共生活的便利和条件维护自己的生命的权

利，那么，如果没有‘他象你自己一样有那样的权利’这样一是隐含的对等原则，

对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理性的回答。”88 
从尼布尔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是从三个根本的方面来说明国内关系的正义

的。第一个方面是一般的平等，第二个方面是人权的保护，第三个方面是群体关

系中的宽容。 
一般的平等，从物质生活的基本保证开始到 内在的群体生活（即家庭生活）

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从生命权的平等为 低要求，而以男女两性的平等为 高境

界。尼布尔说，“从逻辑上讲，正义领域里的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个，一方面与

正义的 低标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与纯粹爱的理想――就是承认邻人的生命和

利益与我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同等重要的义务――有关。在早期社会里，生命和财

产是基本的权利；在更高级的社会里，有了权利和义务的 低法律标准；在这些

法定的权利与义务之上，社会里还有公认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在社会所公认

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之上，在家庭里还有更高级的准则――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道

                                                        
85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53. 
86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65-66. 
87 Ibid., p. 67. 
88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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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可能性的上升阶梯上，在其中，每个在后的阶梯都更接近爱的律令。”89 尼布

尔从从上帝平等地爱一切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

的人”（《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43 节））这一思想出发推出一切人都有同等的生存

权利和同等的精神尊严，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实行具体的社会安排来保障人人都有

平等的生存权、保证人的精神尊严不受侵犯。尼布尔认为，在这方面，财产是非

常重要的。他说，“从根本上讲，人与人之间的每一关系都包含着财产的问题。

这个‘我’与‘我的东西’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个‘你’与‘你的东西’也有

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使得个人之间的和谐或冲突的关系通常包含着财产问题。当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处于相当密切的关系里，比如在家庭里，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

的问题在共同拥有的意义上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

在对财产的专一而排他的占有关系中表现得十分尖锐，为了防止他人利用自己，

人们仔细地规定财产占有关系。……没有一个传统社会在财产问题上遭受现代民

主社会现在正经受着的激烈斗争。……财产问题却是阶级冲突的焦点，它使现代

民主社会一直受到内战的威胁，或者说，使现代民主社会一直处于内战之中。”90 
尼布尔认为，旧自由主义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和教条式的马克思

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一切邪恶的根源，必须消灭私有财产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

正义”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在财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自由主

义更接近真理”91，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财产理论提出了使财产社会化的一个正确

的理由，即生存权的平等。但是，尼布尔认为，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

每个人所期望得到的财产数量总是多于维持他的生命存在所需要的数量，把获得

维持生命存在所必需的财产数量的权利与人们对财产的正常期望混淆了。尼布尔

认为，只要一种财产制度能够保证每个社成员都能够正常地获得维持其生命的存

在的社会福利，它就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财产制度；只要能够保证这一点，采用什

么样的财产制度就不重要了。至于男女两性的平等，尼布尔认为，这是平等原则

的 高境界。就追求男女两性平等而言，尼布尔支持女性主义者的要求；但是，

他认为，女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走入了极端，因为女性主义要求与男性在一切

方面都平等，甚至不考虑男女两性之间的天然差别，连女性所担负的社会职

能――“生育儿女，延续后代”――也要放弃，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从生存权

的平等不能推出实际拥有财产数量的平等，从男女平等不能推出女性在生育职能

上与男性的平等。至于机会平等，尼布尔认为，应当依照福音书中“按才干授责”
92的原则，依据具体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这一事实，使具有同等能力的人有机会

承担不同的责任，使具有不同能力的人承担与其各自能力相称的不同责任。但即

使如此，也不是所有具有平等能力的人都应当当官或担任同样的官职，因为社会

职位有不同的要求，而且社会职位是有限的。所以，平等作为一种理想是应当追

求的，但是，如果以此为由要把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所有的不平等都视为不合理

的，那就是错误的。 
对人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矫正的正义上。尼布尔说，“社会开始于对复仇

的管理，并且很快进步到用公共正义替代复仇的阶段。公共正义确认了被告向一

个比受到伤定的那个原告更为冷静的审判官申诉的权利。于是，根据惩罚的正义

的现代标准，复仇的因素虽然没有被消除但被减少了。促使复仇因素减少的那个

逻辑也促使复仇因素的消除。犯罪的人被认为具有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即使他已

                                                        
89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 120. 
90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p. 86-88. 
91 Ibid., p. 106. 
92 请看《马太福音》第 25 章第 14－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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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违反了他对社会的义务。”93 人权的根本是生命权。所以，正义的制度必须保

护人的生命使其免遭侵犯。但是，在如火如荼的废除死刑运动中，尼布尔坚决反

对废除死刑。他的理由是：如果以生命的神圣不可剥夺为由要求对损害了他人生

命的罪犯不判处死刑，那么，这不仅不合理，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方面，它可

能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恶劣的印象，似乎只是因为受害者已经死亡而加害者还活

着，加害者的生命就比那些受害而死的人的生命更为宝贵；另一方面，这可能意

味着给那些不法分子撒下了一张保护网，使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毁灭他人的生命

而不用担心自己的生命。尼布尔承认，对毁灭他人生命的人不判处死刑可能促使

他忏悔。但是，忏悔不能使亡者复生，而且还免除了加害者应当为其罪所负的

严重的后果，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对加害者自由的不尊重。所

以，废除死刑，在表面上看是尊重生命而尊重人格，实际上却是对生命的 不尊

重和对人格的 不尊重。 
在国内关系的正义中，尼布尔认为，群体之间的应有关系是宽容。但是，这

种宽容的基础不是对其他群体所犯的罪的宽恕，而是在真理面前的谦虚和对其他

群体的生命权的尊重。一方面，每个群体都应当认识到，即使自己的认识是真理，

其中也必然包含着谬误的成分；即使其他群体的认识是谬误，其中也必然包含着

正确的成分。谦虚是宽容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每个群体都应当认识到，自

由意味着多样。由于人是多样的，文化的多样和宗教的多样是必然的，人们必须

学会在文化多元和宗教多元的环境里保存文化的活力和宗教的活力，必须学会如

何在多种民族共存的情况下和谐地生活。尼布尔认为，只有保存多样性为前提的

统一才是真正自由的统一，只有以宽容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这一根本的问

题。在这方面，尼布尔甚至建议有神论者在信仰不能把他们引向正义时向无神论

者学习。他说：“我要鲜明地指出，我这一生得出的一个结论：在一个开放的社

会里，宗教多元主义原则允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做出它们

应有的贡献。这种多元主义必然包括在信仰不能有效地导致正义时不信教者教导

信教者的权利。它也同样包括经验科学和历史科学审查和批评宗教符号的权利和

责任。如果没有后面这一点，宗教传统就可能，而且时常，会因为其‘根本的信

赖’从信仰那些可能在历史上可疑的假设堕落退化为相信那些可能在历史上可疑

的假设，而从信仰堕落退化为愚昧主义，尽管那些符号依然是人类生活的奥义的

承载者。”94 宽容不仅包括在真理问题上的宽容，而且包括民族之间的宽容、宗

教之间的宽容，以及具有宗教信仰者与没有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宽容，宗教与科学

之间的宽容。在宽容中共存，在共存中相互学习。这一切的基础，在于承认双方

在终极者面前的平等。 
 
二、国际关系正义的基本原则是秩序 
现代工业已经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原来人们只把它当成内政的自然延伸的

国际关系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使人们

不可能再把国际关系当成偶然的事件来对待，国际关系中的正义问题显得越来越

重要。说到正义的结构，我们就不能不说到国际关系中的正义。尼布尔是二十世

纪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位重量级的专家，被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大师汉斯•摩根索称

尼布尔为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祖师。 
尼布尔身经两次世界大战，惨痛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类共同体正在全球化

                                                        
93 Reinhold Niebuhr,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p. 120-121. 
94 Reinhold Niebuhr, Man’s Nature and His Communities,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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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速之下超越国家共同体，国际共同体正在战火的沐浴下露出曙光。他说，“世

界上经济的相互依赖既使我们有义务也使我们可能扩大人间共同体的规模，使秩

序和正义的原则不仅主宰国家共同体而且主宰国际共同体。我们不仅在希望的激

发之下而且在恐惧的鞭打之下接受这一新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克服国家生活在

其中的无序，我们的文明就是未完成的。这一新的、强迫性的任务反映了历史发

展和积极方面，也揭示了善在历史里所具有的不确定的可能性。”95 尽管面临着

这一强迫性的任务，但是，要完成它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国家的骄傲不容易被

置于普遍原则的主宰之下，即使普遍原则被加倍地武装起来。情况之所以是这样，

一个原因就是，普遍原则所用的武器中有一些就是由历史中自私的力量所使用

的。使一个普遍的共同体 终成为必要的同一技术处境也在用一些武器武装特殊

的国家、帝国和权力中心，这些武器使得通过帝国主义统治实现世界的统一看似

可能，如果不说这实际上不可能的话。”96 
尼布尔承认，从根本上讲，建立世界共同体的问题与建立国家共同体一样；

但是，适用于国内关系正义的原则，却不能适用于国际关系中的正义问题。因为

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有着一种根本的不同。在国内关系中，存在着以忠诚为基础

的爱国心；在国际关系中，目前虽然存在着博爱精神，但是，其强度还不足以克

服个人的自私，更遑论克服那不知比个人的自私强大多少倍的国家的自私了。尼

布尔说：“那些伟大的文明国家是十足的光明之子，它们会阻止用专制实现世界

统一的企图。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在阻止用专制

实现世界的统一这一希望的诱惑之下，它可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就不过多考

虑其他国家的安全，而且不把自己的义务与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联在一起。”97 
再者，国家共同体是现在的共同体，而全人类共同体尚未形成。只有在一个

真正现存的共同体中才可能要求平等；在一个正在形成但却尚未形成、因而可以

说还只是人类的一个理想的共同体中，平等的原则就不适用了。只有当全人类形

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只有在国际关系形成以对真正的权力中心和组

织中心的忠诚为基础的较为稳定的秩序时，才可能在国际关系中谈论平等原则。

所以，平等原则可以适用于国内关系的正义，但不能适用于国际关系的正义。在

国际关系的正义中，只能适用正义得以确立的 低限度的一个原则，即：秩序原

则。 
创建真正的全人类共同体，是目前人类面临的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

现实残酷的形势交给人类的一种新的责任。尼布尔说，“不幸的事情是，正视这

一新责任的理想主义者认为通过否认政治秩序的那些永久问题就可能 好地完

成这一任务。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强国的隐蔽的霸权，世界政府就是可能的。”98 
尼布尔认为，理想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强国的世界霸权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强国的霸权里就蕴涵着新的帝国主义的危险。”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在国

家的相互关系里不可能超越权力平衡原则”。99尼布尔认为，悲观主义者的错误

在于它们没有注意到世界国家林立、实力相差太大这一事实。愤世嫉俗者则认为

必须“诉诸帝国的权威来组织世界而不考虑必然由仲裁和不负责任的权力带来的

不正义”100，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强权原则。尼布尔认为，愤世嫉俗者的错误在于

                                                        
95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p. 284-285. 
96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p. 160. 
97 Ibid., 161. 
98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85. 
99 Ibid., p. 285. 
100 Ibid.,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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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到强权的悖论。 
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实在太复杂，而且谈论国际关系也非本文的主旨。所以，

这里只选择了尼布尔 精炼的一段文字，略作说明。 
关于如何面对建立世界共同体的正义这一非常新的问题，尼布尔说，尼布尔

认为，正确的策略是：“用制度化的力量来武装一切大大小小的国家使之能够抵

抗那个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的勒索，是克服那种新的帝国主义危险的 好办法。这

就是说，权力平衡的原则被隐涵在制度化的正义思想里。但是，如果权力的核心

组织原则是太多的恐惧而那个核心的权威被削弱，那么，那个政治平衡会再次堕

落成权力的无组织的平衡。权力的无组织的平衡就是潜在的无序。”101 也就是

说，一方面，用制度化的方法来武装小国，使之能够对抗大国、维护自己的生存。

另一方面，又不能缺少作为权威的那个组织中心和权力中心，它只可能是由大国

和强国组成的俱乐部。之所以必须这样，一是大国或强国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大

国或强国的责任。大国或强国有实力来组织世界，也有实力来承担维护世界安全

的责任。 
尼布尔的这一思想，形成于 1937 年左右。它首次出现在 1939 年的吉福德讲

座中，后来发表在 1943 年出版的《人的本性与命运》的下卷之中。这实际上正

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安全体系安排的一个绝妙的设想，后来的联合国宪章

以及安理会的组织结构就基本体现了这一思想。一想到这些，我们就不能不由衷

地佩服尼布尔的思想的深邃和广阔。 
 
三、国内关系正义与国际关系正义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关系正义与国际关系的正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问

题。它也不是本文意在解决的问题。这里，我也只是用几句话来说明尼布尔在这

一问题的看法。 
一般人认为，一个在国内关系中正义程度越高，它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就越大。

依照这种看法，一个国家国内关系的正义程度与它对国际关系的正义的贡献是成

正相关的。尼布尔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尼布尔指出，那种一般观点，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是正确的。第一种情

况是对小国，只有对一个非常小而且它又处在比它大许多倍的国家的包围之下的

小国，其国内关系正义的程度与其对国际关系正义的贡献成正比；第二种情况是

对大国，只有当一个大国在与自己力量相当的众大国以软硬实力争取其他国家与

自己结盟之时，这个大国的国内关系正义的程度与其对国际关系正义的贡献成正

比。 
我们先看小国的情况。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在小国林立之时，一个小国国

内关系的正义程度越高，它对邻近的小国来说就越具有威胁性。因为一国国内关

系越正义，它就具有越强的国家意志，因而不仅具有扩张的野心而且具有进行实

际扩张的能力。历史上众多的战国时代，通常就是由一个国内正义程度相对地高

的小国以上天的代理者自居，打着仁者之师的口号，以保护弱者、拯救处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上天之民”，吊民伐罪，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兼并战争实现统一而结

束的。历史上各大文明古国的历史，都在证明这一点。罗马从罗马城开始，马其

顿从希腊西北一隅起步，法兰克王国之兴，阿拉伯帝国之起，乃至近代俄罗斯帝

国和美国的扩张，皆是如此。依据人类一般的观念，扩张战争总是不义的行为，

因为“一切战争都是腌脏的”。所以，在小国林立之中，一个小国国内关系的正

                                                        
101 Reinhold Niebuhr,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volume 2, p.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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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它对国际关系的正义的贡献并不成正比，尽管它以战争的形式结束了“混乱”

而形成了秩序，但是，它把原本的国际关系秩序变成了国内关系的秩序。但是，

对于处在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面对周围的大国，这个小

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一方面与周围的各大国搞好关系，以求得周围的大国在其

有难时予以帮助，免得自己在无法自己制止国内混乱时政权颠覆，同时也使自己

在各大国的力量均衡中得以存续；另一方面，这个小国也要力求国内政治的稳定，

其根本的办法就是在国内关系中尽可能地实现正义，这样，不仅给周围的大国树

立“道德榜样”，而且因为其国内的正义使人可能拥有较为统一的国家意志，避

免给周围大国提供干涉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国的国内关系正义的程度

与其对国际关系正义的贡献成正比。 
现在我们来看大国的情况。国家大到一定的程度，国内关系正义的程度与其

对国际关系的正义的贡献之间的关系，情况就得复杂得多。在尼布尔看来，在一

般的情况下，大国的国内关系过于混乱，对国际关系是威胁；其国内关系过于正

义和团结，对国际关系也是威胁。尼布尔认为，大国具有小国不可与之相比的力

量，因而，大国与小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大国不仅具有更强大的扩张倾向和能力

以及反侵略的能力，而且还拥有小国不可能具有的“排毒”功能。所以，大国在

自己的国内关系紧张之时，能够通过发动战争的方式把自己国内的不安全因素转

嫁给其他的国家，尤其是正处于病态之中的其他的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

本、意大利，这些国家，从国土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来说虽然都属于二流，但

它们都曾反复利用这样的办法，或进行殖民扩张，或从其他大国抢占殖民地，或

与其他大国争夺势力范围，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都与此有关。大国在自己的国内

关系比较正义、国内比较团结之时，它就具有更强的国家意志。这种意志的存在，

使这个大国，在其他大国的国内关系比较不正义因而国家意志处于病态之时，这

个大国的国内关系正义往往构成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威胁的时候；在其他大国的国

内关系虽然不怎么正义但国家意志没有处于病态因而能够与它一较雄雌、争夺盟

友时，这个国家的，国内关系的正义与其对国际关系的正义的贡献往往成正比。 
在所有的大国中，除了美国以外，尼布尔特别关注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

尼布尔认为，世界上足以与美国较量的国家只有苏联。他认为，尽管苏联是美国

大的敌人，但是，它并不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邪恶。美国非但不应憎恨苏联，

而且应当把苏联当成了上帝送给美国的 好礼物。因为苏联的存在，于美国有三

大益处。第一，给美国在欧洲的继续存在提供了一个 好的、欧洲人不可能拒绝

的理由；第三，苏联对美国的人权等状况的攻击，还有助于美国人反思自己的国

内状况，促使美国改善自己的国内关系，增进美国国内的正义，这在后一个方面，

典型的是美国的黑人问题；第三，美苏在世界各地的争夺，客观上促进了美国

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不但增强了美国国民的良心，而且有助于美国文明的输

出。 
关于中国，早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尼布尔就认为中国是现代世界中与美国

和苏联并存的第三个超级大国，美国人必须尽早学会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在尼布

尔看来，中国打败日本的侵略，对国际关系的正义来说是一个巨大贡献；但是，

中国的国内关系正义程度越高，它的凝聚力就越强，它就也越有可能成为国际关

系的正义的一大威胁。他预计，由于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大国，

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独立自主的大国，所以，中国不可能一直依附于苏联。美国应

当为建立中美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努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了十多年

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举行，就与尼布尔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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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尼布尔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自中

国的抗日战争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和中美在朝鲜的对抗以后，

“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不时地被提起。尼布尔建议美国人应当理智地对待“中

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成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中

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内的正义方面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越来越有能力参与

世界事务的进程。日益强大的中国之所以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威胁，不是因为中国

在国内关系方面正义的程度越来越糟，而是因为中国在国内关系方面正义程度越

来越高，因而，它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对在此之前由强国形成

的秩序以及以之相联的全球资源的分配机制形成了挑战，使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成

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存在。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所在。尼布尔早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就一直反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多次强调中国应当成为国际

关系中一个承担实际责任的大国，而且中国有承担实际的国际责任的足够能力。

尼布尔的这一思想，在美国外交思想界被认为是极有远见的。这对我们如何看待

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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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 

贡献、缺陷及其启示 
 

前面我从政治神学的角度，对尼布尔的整个思想进行的全面分析，已经比较

充分地证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不属于新正统主义神学阵营，而是属于自由主义神

学阵营，而且属于与旧自由主义神学具有根本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尼布尔的思想

的根本特征和核心观念，与新正统主义和旧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核心观念是不

同的。简单地说，新正统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信仰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启示；旧自

由主义的根本特征是道德主义（理想主义），其核心观念是理性；尼布尔的思想

的根本特征是现实主义，其核心观念是自由。尼布尔的政治神学以自由为核心概

念，以群体自由为根本出发点，以力量、爱、正义为三个根本要素，以福音主义

的基本神学、社群主义的伦理学和冲突论传统的政治哲学为三个维度。它是不同

于旧自由主义神学的新自由主义神学。 
下面，我将从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贡献、缺陷及其启示三个方面，

对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作一个简单的、概括性的评价。 
 
 

一、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贡献 
 
对于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贡献，既可以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

个维度分别地说，也可以把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当成一个整体来说，而且，从这两

个不同的角度对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加以评价，都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我先从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三个维度分别地说，然后再从尼布尔的整

个政治神学整体地说。 
1、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基本神学方面的贡献 
谈到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基本神学上的 大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尼布

尔的人论，尤其是他对罪（特别是其中的骄傲之罪）的论述。甚至 激烈反对尼

布尔的整个思想的人也承认尼布尔对罪的论述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是前无古人、至

今尚无来者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精辟的论述，与他把从基尔凯戈尔开始的

存在主义、从叔本华开始的生命哲学与基督教传统对自私和自义的谴责创造性地

融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既说尼布尔是存在主义神学

家，又是在美国 深刻地阐述德国宗教思想家西美尔的生命哲学的宗教观的新教

神学家。 
除此之外，尼布尔在基本神学方面的第二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就是他从他在耶

鲁大学的老师那里接受了圣经现实主义思想，把圣经现实主义思想与现代社会所

面临的急迫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发展出以道德现实主义和政治现

实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有时被称归入基

督教社会主义，这反映了他的思想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流行

的社会福音运动之间的关系。尽管尼布尔经常批判社会福音运动，但是，尼布尔



 172

被一些人认为、有时也自认为自己是社会福音运动的真正继承者；从某种意义上

讲，尼布尔把社会福音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现实主义的社会福音取代

了过去理想主义的社会福音。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尼布尔称为新社会福音主

义者。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基本神学方面的第三个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圣经批评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圣经批评思想从理性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层次发展到神话－象

征批判的层次。他既反对字面意义解释圣经，也反对用理性的标准批判圣经以及

用历史方法批判圣经，因为他认为圣经思想是超越理性和历史的。圣经故事是神

话，它用象征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意义。这种方法论是在辩证神学的辩证方法的基

础上发展出来的，是一种新的神学方法论。 
除了上面这三个根本贡献之外，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基本神学上还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贡献，但这一贡献常常被人们忽略。这一贡献就是：正是他第一次不以

原罪为基础和中心而以自由为基础和中心来建立和发展神学理论。这是一个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因为它把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发展起来主要在世俗学术界存

在的以人的自由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与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发展起来主要存

在于教会之中的以强调人的自私和自义为中心的原罪理论以近乎完美的形式结

合起来了。这一点，既使其政治神学在基本神学方面保存了基督教对福音的强调，

又使其政治神学在基本神学方面回应了世俗生活对责任的强调。他之所以能够做

出这样的贡献，与他对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吸收利用是分

不开的。他对使人犯罪的社会原因的分析，被认为是对宗教社会学的巨大贡献。 
2、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伦理学方面的贡献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伦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尼布尔严格地把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加以区分，认为从可能

的境界上讲，群体道德低于个人道德。由此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不能

指望用个人道德指导人的社会生活这种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适宜的制度建设是比个人道德更可靠、更有效的手段。 
第二个方面就是尼布尔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群主义的伦理原则。他既批评个

人主义，也批评集体主义，认为二者既没有看到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之间的区分，

也没有看到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都是多样的。尤其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现实生

活中，既使在一个很小的国家之内，一个人也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共同体，所以，

个人不可能用同一种道德规范来指导他的社会生活，必须根据他正处于其中的那

个共同体中存在的道德规范来指导他在那个共同体中的生活。 
第三个方面是：在社会伦理方面，他为强制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合法性

做了深刻的论证。这些论证，确立了政治生活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不同于

道德生活的独特性。 
3、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在政治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重新发现了“政治人”。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人们

普遍认为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唯一主体和唯一的价值中心，过分地强调人的个体

性，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因而把亚里士多德的“人的天生的政治动物”几乎忘

记得一干二净。为了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的起源，虚构一个所谓的自然状态和订立

社会契约的原始事件，好象政治对于人的本性来说原本是毫不相干的事情一样。

尼布尔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方面重新恢复了“政治人”这个概念，努力把人们从

对政治活动的普遍冷淡中唤醒，重新树立人们对政治活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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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就是发展了以冲突论和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以冲突论和权力

为基础的政治哲学，早在十六世界就已经由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提出来，而后在

十七世纪又为霍布斯系统化。但是，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以冲突论和权力为

基础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讲，是支持专制理论的，因为他们对道德在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持普遍的悲观态度，把道德变成完全个人的、与政治生活毫不相干的东

西。尼布尔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来谈论道德与政治，提

出一种以忠诚和责任为根本内容、允许进行强制的道德，把政治奠基于道德之上，

把道德奠基于社会和信仰之上，从而把政治与道德重新统一起来，提出了一个支

持民主制度、反对专制制度的以冲突论和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哲学。 
第三个方面就是根据新的国际现实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

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可溯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作者修昔底德，它强调实力

是外交关系的后盾；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对其进行了大的发展，强调在小国林

立的情况下一个君王应当如何展开外交关系以保存自己、消灭对手，而且他认为

道德在这方面有时时则用、无用时则弃。尼布尔基于现代的国家关系由大国、尤

其是超级大国主宰的事实，提出了以大国关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强调大国对世界秩序的道德责任，并以大国俱乐部为基础建立一个共同承担维护

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这个方面，在联合国的成立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的设置

安排中以及冷战的形成和美国在冷战中的策略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4、从整个政治神学的角度看尼布尔的神学的贡献 
从整个政治神学的角度看，尼布尔实际上是现代基督教新教政治神学的创始

人之一。刘小枫在 J••B•默茨的《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中译本前言里说，“神学

思想在把握自身与现代性语境的关系时，百年来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模式：或拒

绝神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状况的认同，坚持神学言述的纯粹性（卡尔·巴特），主

张信仰与社会政治的宗教性距离（鲁道夫·布尔特曼）；或倡导神学思想与现代

知识状况的有条件的同一，改变神学言述的方式，使教会性的神学向人文－社会

科学的神学类型转型（E• 特洛尔奇），主张信仰与社会政治的宗教性批判的交

织（R•尼布尔，H• 戈尔维茨）。”102 前一种模式是纯粹神学模式，后一种模式

是政治神学模式。刘小枫所说的政治神学家 R. 尼布尔，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尼

布尔（Reinhold Niebuhr）。刘小枫称新教方面以莫尔特曼为代表。天主教方面以

J••B•默茨为代表的政治神学为“新教政治神学”，言下之意是尼布尔的政治神学

属于前一代人。但是，七十年代未“新政治神学”兴起之时，尼布尔过世尚不到

十年，而且，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把尼布尔的著作置于手边经常阅读，

并戏称尼布尔的著作是自己的“红宝书”。即使承认尼布尔本人确实为先于“新

政治神学”的前一代人，我们也不能否认尼布尔的政治神学对“新政治神学的直

接启发作用。关于这一点，帕特森说得好：“在用实践的方式表达神学的过程中，

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社会伦理，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越来战争扩大

这一段时期一直主宰着美国的新教思想。政治伦理学作为神学的一个中心科目现

在已经获得知识界的认可和尊重。而且，今日许多年轻的‘政治神学家’都把自

己的根源归功于尼布尔创造性的著作。”103 
尼布尔的政治神学的 大特征是在把基督教与实现的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

结合在一起。他非常重视权力这一要素，并从生存神学的角度将之与人的罪联系

在一起，从而在神学上重新确立了战争的地位，把奥古斯丁和中世纪基督教的正

                                                        
102 [德]J•B•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年，中译本前言，第 1 页。 
103 Bob E. Patterson，Reinhold Niebuhr,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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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战争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战争频繁的二十世纪，这可称为对基督教的

出色的辩护之一。他的整个神学，把基督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对信

仰的解读和对现实生活的分析，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方针。这种辩护，从方法论

上讲，是实用主义的；从效果看，是把宗教生活公共化，把宗教的价值带到政治

生活之中，使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融为一体。所以，尼布尔才被称为基督教实用

主义者并且乐于接受这一称呼。 
 
 

二、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缺陷 
 
正如尼布尔自己经常说的，伟大的成就总是与伟大的错误相伴。尼布尔的政

治神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伟大的建树和巨大的影响，因此，其自身的缺陷和来自各

方面的批评也是多方面的。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 大的缺陷就是他的基督教中心论。这一

大的缺陷，是与他是在作为基督教的一位护教者的护教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尼布

尔具有非常广泛的宗教知识，在比较宗教研究方面，尤其是宗教伦理的比较研究

方面，具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但是，作为神学院的教授和牧师，他不能不宣讲自

己信仰的宗教是 好的宗教，认为其他的宗教没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好。所以，他

必然是一个基督教中心论者。这是许多人已经指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这一 大的缺陷其实不只是尼布尔一个人具有的缺陷，而是所有具有宗教信仰的

人都具有的缺陷；而且，无论是谁，对自己信仰的宗教做出的贡献越大，在这方

面犯的错误也就越显著。同时，他宣讲基督教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基督教的教义

进行重新解释，在这一重新解释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把不少为原本为基督教没

有的东西塞进了基督教，而以“寓意解经”的幌子来掩饰。不少十分正统的基督

教人士批评尼布尔，说他是现代基督教中的异端。还有不少批评尼布尔，说他犯

了他所批评的骄傲之罪，因为他们认为他经常十分武断地批评人，甚至连耶稣与

保罗都不放过。尼布尔承认他自己犯有骄傲之罪，但是，他进而指出，其实所有

具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犯了骄傲之罪，不过程度轻重不同而已。 
其实，尼布尔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宗教中心论者，而且还是一个新教中心论者。

有人指出，，尼布尔作为一个基督宗教中心论者或新教中心论者，他对基督宗教

或新教的赞扬以及他对天主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的批判与贬低，与他所主

张的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相矛盾。在我看来，这确实形成了一个矛盾，而且是一

个真实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另一方是个人的社会生活。由于

尼布尔把个人的宗教生活公共化，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在公共生活中解决这一矛

盾，而不能够退到私人生活中去解决这一矛盾。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矛盾在尼

布尔的思想中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而且，尼布尔本人已经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

了三个基本的解决方法或原则。它们是：第一，宗教宽容，其前提是承认各方都

没有能够把握全部真理，而只是把握了一部分真理；第二，宗教对话，通过对各

自信仰的先知性批判，求同存异；第三，承认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生活的许多方

面具有指导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资格和权利，用国家的权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在

尼布尔确立的这三个原则中，受到 多的攻击的就是第一个原则和第三个原则，

因为第一个原则实际上要求信徒承认自己的信仰并没有完全把握真理，这必然导

致对自身宗教的怀疑。所以，有人指出，尼布尔的护教使不少知识分子重新回到



 175

基督宗教，但同时也使一些基督徒在成为知识分子的时候离开了基督宗教，或者

投入其他的宗教，甚至变成无神话。第三个原则，打破了基督宗教两千来的一个

根本的信仰：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指导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没有宗教信

仰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指导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同时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尼布

尔承认在他的思想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而且，他认为，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中，每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时时刻刻都在面临这样的矛盾，正如每个人都无时不

面临着如何与他人相处的问题一样。自我与他者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它不仅

以微观的层次体现在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中，而且以宏观的层次体现在具有不同文

化的群体之间。任何试图消除这种矛盾――不论是在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宏观层次

上――的努力，都势必造成灾难或悲剧。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忠于自我，尊重他

者，在双方的对话中共存。作为新教徒，忠于自己的新教信仰是应该的；但是，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尊重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也是应该的。这两方面尽管矛盾，

但决不相互排斥。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第二个重大的缺陷是对与骄傲相反的自卑没有

足够地注意。在这方面，他遇到心理治疗专家和一些女性主义神学家的激烈批评。

这些批评多是在尼布尔因为疾病的缘故已经几乎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之后才出现

的。这时，尼布尔已经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撰文和出书来对此作回应了；但是，他

承认自己对自卑没有进入足够深入的分析，因为以前他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强者或

求强的心理。对这一类批评做出回应的，是尼布尔自己的学生和他的追随者。所

以，对这些批评与回应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第三个重大的缺陷，是他对在他的整个理论中具

有根本地位的概念很少下严格的定义，除了一些形式的原则之外，整个思想中几

乎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具有操作性的原则。这在讲究确定性的时代时，实在是

一个几乎不可能被人饶恕的缺陷。但是，尼布尔认为，自己的理论的优点恰恰在

于这里。因为一旦把一个形式原则具体化、固定化，这个原则也就从此失去了生

命力， 终会慢慢地变成过时的、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教条。解构主义的出现，

又一次支持了尼布尔对自己的理论的这种自信。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受到的批评非常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批评

指出来的东西都是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缺陷。因为相当多的批评是从

基督教神学方面来的。本人在这里所作的研究，不是从基督教神学立场出发的研

究，而主要是学术性的研究。所以，对于来自基督教神学方面的批评，不便作过

多的讨论。 
 
 

三、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启示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在基督宗教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即使把尼布尔归入新正统主义神学阵营并且认为新正统主义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

就已经灭亡的 D•W•弗姆（D. W. Ferm）也承认，“他（尼布尔）对 20 世纪新教

伦理思想的影响怎么估记都不过分。”104 他既强调宗教的超越性，以维护宗教

对世俗生活的批判性；又强调宗教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鼓励基督徒以宗教宽容的

精神与其他宗教信徒、甚至与无神论者一起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

                                                        
104 D•W•弗姆：《当代美洲神学》，赵月瑟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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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的这一主题，使他被认为是 20 世纪四十年

代至六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在宗教领域中的主要代言人。在政治方面，他不仅被

认为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冷战”的设计师，而且启

发了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在神学方面，他不仅启发了黑人神学和拉丁美洲的解

放神学，而且对世俗神学和女性主义神学具有巨大的影响。 
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第一，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告诉我们，宗教生活并不象现代许多世

俗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纯粹只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甚

至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从根本上讲，一方面，宗教生活

是一种公共生活，如何对待宗教生活不只是私人事件，而且是政治事件；另一方

面，任何宗教的信仰和思想都具有政治性。因为宗教信仰和思想都是人的生命力

的反映，人具有社会性，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过社会生活，过社会生活就不可能离

开政治。所以，宗教总是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可能被

用于某种政治目的，其中某些政治目的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的，也有一些政

治目的是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的。因此，宗教是件大事，它涉及人们日常生活

的许多十分重要的方面。就人们经常所说的政教关系方面，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

政治神学告诉我们：一方面，宗教的自治不能排除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另一方面，

政府对宗教的管理不能排除宗教信徒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政府在宗教生活方面

并不是只有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这一职责，它还有防止某一宗教或教派被邪恶的政

治目的利用变成邪教的责任，并且负有打击这些邪教的历史使命。 
第二，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告诉我们，个人总是自私的，因此要消

除个人的自私总是徒劳的。对于个人的自私，问题不在于如何消除个人的自私，

而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个人的自私，使个人的自私发挥其有利于社会生活的一面，

而抑制其不利用社会生活的一面。活着的个人就是一团生命力，他必然首先维护

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在维护好自己的同时，才可能把自己的所有施及他人；而且，

个人首先为之奉献的，不会是他所属的大集体，而只会是他自己的至亲。个人对

自己的至亲的奉献，一方面是表明了他的生命力与他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的生命

力合一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生命力与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生命

力不会完全合一。国家应当培养其成员，使其成员对自己忠诚奉献，但又不剥夺

个人对其至亲的奉献，不但不应剥夺，而且应当鼓励，因为只有个人愿意对其至

亲奉献自己，他才可能愿意对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共同体奉献自己。再者，尼布

尔强调，奉献表现个人对共同体的忠诚，而牺牲应当是自愿的，不能把牺牲与奉

献混淆。因为只要奉献是自愿的，奉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治的；而牺牲往往意

味着某种悲剧和迫不得已，也就是意味着危机，只有在不牺牲不足以缓解危机、

渡过难关的情况下，牺牲才是正当的。所以，如果爱国意味着牺牲，那么，在使

一个公民的生命力与他所属的国家的生命力合一的方向上能够有大作用的爱国

教育和危机教育中，后一种教育更为根本。而且，通常的情况总是：当国家处于

危机之中或意识到自己处在危机之中时，其成员的生命力 可能与国家的意志合

一，危机越大，合一的速度可能越大。爱国教育应当以危机教育为根本，否则爱

国教育可能成为空洞的说教。 
第三，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神学告诉我们，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有着严格的

不同。个人道德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要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根本的途径不

是通过教育来个人的知识和道德觉悟。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不是个人之间

的关系问题，而是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群体道德通常比个人道德低，而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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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道德还经常腐蚀个人道德。所以，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根本的措施在于建立一

个正义的、而且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一方面约束群体的利己损人倾向，另

一方面惩罚群体的利己损人的行为。而且，在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的时候，必须利

用权力，但又不能把权力赋予一个绝对的、不接受监督和约束的个人或集体。因

为“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权力的制衡，制度的设计，是防止权力败坏

的根本。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此。 
  第四，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告诉我们，尽管从表面上看现代世界似

乎形成一个整体或者世界共同体，但是，由于整个世界实际上不仅缺乏一个强有

力的权力中心和组织中心，而且缺乏一个为各个文明共同接受的组织原则，所以，

真正的世界共同体是尚未形成的。一方面，目前各国都还没有能够完全地解决其

国内问题，许多国家实际上处在内战的边缘状态；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领土纷

争，不仅没有缓和的迹象，而且由于民族自决原则的滥用而在加剧之中。所以，

尼布尔告诉我们，一方面，不要幻想通过废除各国政府的办法来建立世界共同体；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事实上已经相互依赖，所以，各国政府在各自的国家内施政

之时，必须考虑到对他国的影响。国家主权原则没有过时；但是，单靠一国的力

量，已经不可能保障国家主权的安全。因此，应当寻求通过集体安全的办法来保

障国家的安全，但这种集体安全不应当排斥或否定国家的主权。在目前的世界共

同体内，各国之间的关系应当力求正义。这要求在各国之上存在着某种组织的中

心和原则。联合国应当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中心和原则。但是，这个组织中心不应

当凌驾于各国之上发号施令，而是尊重各国的主权，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维护

国际和平。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主要落在大国和强国身上，大国和强国应当负

起这样的责任。尽管如此，大国不应当以此为借口而粗暴地侵犯小国的主权。国

家之间对主权的相互尊重，应当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尼

布尔晚年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认为那是美国在逆潮流而动，必以失败告终。 
后，我想顺便说一下，尼布尔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神学至今在美国的社会政

治思想和生活中仍有巨大的影响。不但新自由主义把尼布尔视为自己学派的先行

者，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在美国宗教生活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新福音派

和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正十分流行的新保守主义也把尼布尔奉为自己的导师之一。

就是在美国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的人和反对伊拉克

战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引用尼布尔的观点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在反对布什发动

的伊拉克战争著名人士中，就有曾经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受教于尼布尔、后来成为

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政论家的诺姆•乔姆斯基，他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与当年

尼布尔反对越南战争的理由几乎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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