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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耶和华是谁? "这不只是埃及法老向摩西发出的疑问，勿宁

说，它是整部希伯来圣经反问自身的根本问题意识(problematiqu的。

希伯来圣经包含着之为上帝圣民的以色列人近二千年的历史。但

是，对于希伯来思想来说，历史并非时间的自然流动，而是耶和华之

启示自己意志的场所。故此..诸经皆史"历史学就是神学，或者，

它就是一种"历史本体论"伽is阳，rica1 ontology)。这是以色列宗教之为

"历史宗教"的关键所在。每当新的历史经验形成之时，希伯来圣经

都要回到它的根本问题..耶和华是谁?飞通过回忆或重述历史的方

式，以新经验来追问旧传统。在此意义上，希伯来圣经乃是一个传统

(traditions)不断汇聚的集合。在众多的传统中，耶和华呈现为多样的形

像z 出埃及传统中的解放者、西奈传统中的立法者、先祖传统中的应

许者、锡安传统中的宇窗君王、先知传统中的审判主、流放传统中的

安慰者和救赎主、智慧传统中的创造主、天启传统中的将来者等等，

它们共融于对"耶和华是谁? "这一问题的解答之中，也使得希伯来

宗教的历史、道德与神学整合于一位终极实在-一耶和华之中。

对希伯来宗教而言，这些传统并非只是在观念之中运行的精神，

而是化身在具体的信仰群体(community of 刨出)之中的真实历史力量。
对于"耶和华是谁? "的追问，不是以色列先知们个人的知性兴趣，

而是以色列人之为信仰群体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在宇宙中的道德责

任、在历史中的命运等问题进行探求的神学支点。因此.J:述诸传统
又构成了信仰群体的存在本质，是他们向未来开放的起点与基础。在

具体的历史事件面前，它们成为决定信仰群体做出历史行动的意义之

源。"传统"总是参与在这个信仰群体向未来前进的进程之中。在此意

义上，这些传统的历史又不仅是以色列宗教的思想史，而就是上帝的

意志在信仰群体之中活动的历史。

在具体的希伯来圣经中，这些传统之间的关系便表现为文本(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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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当然，考虑到古代世界的现实，这里的"文本"

一词是广义的，其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也就是说，文本与文本之

间的关系，有时可能仅仅表现为从口传到书写、从书写到编修、从单

元到整体的关系。有趣的是，正如传统在历史空间中交融一样，在圣

经的正典空间(canonical context)中，不同文本之间也发生着相互诠释、

意义直现的关系。因此，这些众多的文本被纳入进一个正典空间之

后，它们的多重意义不是消失了，恰恰相反，在与其他文本的映照之

中，反而产生了更丰富、更多样化的意义，正所谓"万物并青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此而言，正典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创生意义的

(meaning generative)场所。

总之，本书将运用多层次的圣经评断学方法，如历史评断学、文

学评断学、形式评断学、社会学评断学、编修评断学等，尤其倚重传

统史方法和正典评断学，以以色列思想史为基本维度，分析希伯来圣

经中蕴含着的文本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丰富而复

杂的关系，展现其中的文学、史学与神学世界.

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是一个海洋。如果没有各方师友的帮助与鼓

励，笔者无法完成此书的写作。北京大学杨适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

他把我引进了圣经研究的大门，教给了我至为宝贵的治学理念和方

法。我的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为我多次境外访学

提供了方便。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使我得习

圣经希伯来语，真正地见识到希伯来传统的精妙世界。与林雅各(James

Rimbach)教授每周二次的希伯来原典阅读，使我初次得尝肉身被圣言

击穿的震撼。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孟振华先生在本书初稿完成后，对

本书部分章节的阅读和修改。感谢关迪同学为本书封面所做的修改。

虽然经过多位师友的帮助，在本书完成之际，我尤为惶恐。希伯来圣

经的研究，如同一片布满地雷的荒野，亦如一个由众多禁忌和规则组

成的仪式场景，一个不慎的表达甚至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深知才

疏学浅.书中维误必然不少，期待着各方贤士的批评指正。

国内的圣经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资料方面十分匮乏，如果没有

2∞5 上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下半年在哈佛燕京学社

的坊问研究，得以接近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要完成此书是不可想像

的。感谢爱妻玉琴的理解与支持，与她共同走过的生命历程乃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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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源泉。

最后，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教授，与他近 10 年亦师亦

友的交往是我最为宝贵的学术经验。面对希伯来圣经这一至大至深的

研究领域，他所劝勉的"知道自己的不能正是力量的开始"一话，鼓

起我知难不难的勇气，成为我坚持研究的精神力量。他对于当代希伯

来圣经研究、圣经研究的亚洲处境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中国圣经学

术的承担，都是我深深欣赏和钦佩的。

希伯来圣经的《诗篇)) 8:3 说道 tt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嘀嘀tn-.!) 阳K-MD， what is man that you are mindful of him) ，但愿尘土

之民的卑微作为得蒙看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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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

希伯来圣经:概念与边界

希伯来文化是世界三大宗教z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同的

精神渊源，这使得如何称呼它的经典一一《希伯来圣经》亦成为一个

复杂问题。它的部分内容散见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之中，并无独

立的称呼。在基督教传统中，则被称为《旧约)) (the Old Testament), 

与围绕耶稣基督而写成的经典一一《新约)) (the New Testament)相对。

但是，在犹太教自身的传统，它被理解为自足的神启正典，作为一个

整体它被称为"妥拉书" (Tor曲)，乃源自于最早人们称呼"摩西五

经"为"神的律法书" (l'n:-t' nì,n, YHWH's to础)，其原意是"耶和华

的教导、诫令飞当整体圣经成为犹太教的正典后，人们又将这一称呼

用来涵盖所有的正典经卷。今天犹太教更愿意用"塔那赫" (1HJn, 

Tan甜。来称呼其正典，它由希伯来圣经的三个组成部分 z 律法书

(nì'n>、先知书(口唱、:JJ) 、圣卷(口、:J，n:J)的希伯来首字母组成。或者更

通俗地借用基督教对"圣经"的称呼，而称其为"希伯来圣经" (the 

Hebrew Bible). 

一、圣经观念的思想基础

被统称为"闪族宗教"的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一个非常

突出的文化现象，即它们都拥有一部边界清晰的、非人著乃由神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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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或者说"正典" (Canon)。相对来说，东方宗教如印度教、佛

教、儒教与道教对宗教经典的界定则要宽松、开放，而且承认它们的

人为性。因此"希伯来圣经"或"正典"之观念本身就镶嵌在所谓闲

族宗教的整体意义系统之内，有其独立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闪族语言中"正典"的原意是"用来测量和指导的杖、标

只飞意指某些固定的书卷成为某一信仰群体的权威经典。它既指那些

书卷本身，亦指它在那个信仰群体中所发挥的权威性功能。用这个词

来指代"圣经气更多地指"圣经"这一文本所具有的权威性、确定性

和不可变易性。但是"圣经"一词所涵摄的思想意义，乃更深刻地体

现在另一同义词汇即"神启经典" (Inspired Scripture)之中。

把一部书奉为神启经典，其中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神学信念，第

一、上帝是一个自我启示(臼lf-rev臼ling)的上帝，它不是一个消极地等

待人们去发现的实在，而是一个主动地介入世界和人类历史之中的人

格化存在。按以色列人的理解，耶和华或者在创造(即自然)中，或者在

历史(尤其是以色列史)，或者在个人(尤其是先知或祭司)中将自己的意

志揭示出来。第二、上帝启示自我的媒介是话语，即所谓"上帝的

话" (The Word of God)。上帝是一个会说话的终极实在，处在与人类对

话的关系之中。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既是历史中的行动者，又是一

个对话者。在希伯来圣经中，他"说"的比"做"的多。与此相应，

希伯来的宗教精英就是那些能通过话语传达上帝意志的人-一先知。

希伯来圣经谈到了上帝向人启示自身的多种方式。有时，他面对

面地向人启示自身:①有时，上帝直接用手指将他的意志写出来:②大

多数情况下，先知是上帝话语的传达者:③同时，人们似乎还可以在异

象或梦中得到耶和华的启示飞同时，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早期以色列

人的宗教操作表明，通过某种神秘的仪式化行为，再由祭司加以解释

来得到神启也是人们了解上帝意志的方式之一。⑥

'1)出 33: 11. 民 12: 8. 

@出 31 : 18. 

@ <<阿摩司书>> 3: 7-8. (申命记)} 18 : 18. 所以先知.. (鼠、::ll ， prophet)一词到底该怎么译，

不仅在中文世界存在争议，英文世界亦无法定夺.吕振中将其译为"神言人"，李荣芳曾提议用

"舌人"-词，都是强调这一角色与"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随通用译法，但请读者勿将其

理解为"预先知道飞

'" <<以赛亚书)} 6 章. <<约伯记>> 4: 12-17. 

睛在这里，对于所谓的乌陵(Urim)或土明(Thummim)到底是什么，学者们仍然得不出一个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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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早期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中，人们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神

的意志，第一、由先知传达上帝的话语:第二、由祭司通过仪式性的

操作，并对征兆进行解释来了解上帝的意旨。但是，随着希伯来宗教

的发展，通过仪式来得到神启的观念逐渐被人们忽视，①神秘的仪式活

动不再被认为是人们得到神启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公元前 7 世纪经过

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之后，所有的仪式性通神活动都被加以禁止。②上帝

通过先知传言(prophecy)即以"话语"的方式来启示神意，便成为以色

列人的核心观念之一。这是"神启经典"乃至"圣经"概念的思想史

前提。③

一、圣经成典史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技术上，希伯来宗教只有

到相当晚期才开始具有文本化的"圣经飞而且，将圣经理解为一个封

闭的、固定的文本，也是直到公元前后才有的事情。但是，把某个文

本理解为权威的、确定的"正典"却又是相当古老的做法。因此，正

典的封闭与开放、固定与流动、新文本的加入与旧文本的编修之间的

辩证互动，在希伯来宗教史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这

是多个文本单元(literary uoit)之间不断叠加、互动的过程。我们首先可

以依据希伯来圣经的三大部分z 律法书、先知书与圣卷的成型来条块

式地分解它的成典史。

的解释.大致来说，官们似乎是由祭司来操作的，而且主要是为领袖决策而施行的宗教仪式。如

《申命记) 33: 8. 10. (民数记>> 27 : 21. 具体事例，可参看《撒母耳记上>> 23: 6 关于亚比亚他

与大卫之间的会面g 以及 14章中关于掣签仪式。

。参《耶利米书>> 3 : 16. 

②《申命记>> 18 : 9-12. 在以色列宗教史上，通过祭司的仪式活动来得到神肩的观念在公元前

9世纪左右即开始荒废。见 G.v.Rad，陆dom ln lsrael (London: SCM Press, 1972)一书。

@当然，在早期先知的讲道中，并不存在着"经"或"书"的观念。不用说那些早期的口头先

知们，即便是那些经书以他们的名字为命名的先知，如第一个被冠以书名的阿摩司先知，他传述的

上帝启示也首先只是以口头的方式在民间流传.随着文字和书写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口传信息

被物质性地用经卷保存下来后，才开始有了"神启之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先知的话

刷。pb町)即上帝之启示的观念乃是"神启经典"的最初萌芽和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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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命法典(Deuterono皿c Code): lE典雏型

无可否定，古代以色列人很早就形成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规

范的一些权威性文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诫"文本，按照圣经

的叙述方式，十诫是上帝直接吩咐给以色列人的，其权威直接诉诸于

上帝，与其他地方所用的"上帝晓谕摩西说"句式，以摩西来确定文

本的权威，有很大区别。①

在《出埃及记》的西奈叙事中，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立约，

人们除了领受上帝直接宣示的十诫之外，还由摩西颂念"约书"

(n叫2罚 'ÐO， Book of Covenant)给以色列人昕，并以庄重的立约之仪表

示全体人民对其认可。至于此处所谓的"书"是在什么意义上说，人

们尚不能确定，但是"约书"所包括的内容即《出埃及记)) 20 : 22-

23: 19 的系列律法条文，却涉及以色列人的世俗生活、仪式规制、社

会习俗的方方面面，显然在早期以色列宗教中具有相当的规范性。

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中，除了一些律法文本之外，先知的

某些传言也可能很早就被认为是上帝的启示而具有相当的规范意义。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最早真正具有所谓"正典"意义的文本还是包

含在《申命记》中的申命法典。公元前 621 年，人们在耶和华的圣殿

里"发现了律法书o" ，n;， 'ÐO, Book of Torah)飞②并且，约西亚王在
昕见这"书"上的话后，马上就召集众百姓的会议。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

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有导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

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

守他的诚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

这约。(王下 23 : 1-3) 

也3 前者见《出埃及记>> 20 : 1 ，后者见 25: 1, 31 : I 等.

②《列王纪下>> 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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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我们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一、这是一卷用文字写成的

书，而且，这卷书被认为是"耶和华的话飞二、在这卷书上的规定和

法则，被以色列人这个信仰群体视为是权威的，成为规范整个民族生

活的宪章。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宗教史上，第一次有一卷书被认为是

"神启的经典" (inspired scripture) 。

这一卷"律法书"就是原始的《申命记)) (即现在《申命记》的 12

至 26 章)，或可称之为"申命法典" (Deuteronomic Code)。它作为圣经

中最早具有正典地位的经卷，决定了以色列人对于正典内涵的理解。

首先，它表明在希伯来宗教中，上帝的启示即是神法(divine law)，它

的基本内容就是一整套的法则和律例，或者说是一套生活的准则:其

次，一种理想的人神关系，即表现在人对上帝启示之神法之遵守与践

行。这两个基本原则对于希伯来圣经的发展和其他经卷成典的过程，

乃至后来制度化的犹太教之出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五经(Torah)之成典

申命法典之正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希伯来圣经正典化运动

(Canonization)的开始，而非结束。与申命法典之形成大致同时的，是

以色列雏形之民族史诗的完成，即从亚伯拉罕故事到大卫之死的民族

记忆，大致来说，它包括今天五经中所谓的 J 典与 E 典(其确切含义请

参以下诸章)，以及历史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公元前 550 年左右，申命

法典被插入到上述民族史诗的中间，从约书亚到列王的故事也被重新

按照申命法典的精神加以改编。这样，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的故事就与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的历史分割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篇章。并与

申命法典一起，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正典框架即 JED。

大致同时，在《以西结书)) 40-48 章中所反映的重建运动的推动

下，将祭祀规条以先知启示的方式进行改编的"圣洁法典" (Holiness 

Code)即《利未记)) 19-26 章亦得以完成。此后，从约公元前 550 年至

约公元前 450 年，以第二圣殿的崇拜实践为基础，关于祭祀、祭司与

圣所、圣殿的法典即通常所讲的 P 典也开始成型。井在加上」些谱系

传说、祭祀制度之起源的内容后，作为补充和注释插入到 JED 之中，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摩西五经》。公元前 458 年，按《以斯拉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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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记》的叙述，以斯拉带着"律法书"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

坦，并在耶路撒冷的信仰群体面前将之颂读，大概就是这部成型的

《五经》。

关于五经之成典，涉及到以色列宗教的整个历史，其具体情况和

时间己难以追溯并确定。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有以下几点:一、五经

成为一个整体之后，它马上就取得了类似于申命法典一般的正典地

位:二、五经成为正典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 250 年。一般人们认

为，五经成典于公元前 5世纪中叶或者公元前 4世纪初。①

3. 先知书(Prophets)之成典

按希伯来传统的分法，五经之后的一个大单元统称为"先知书"

它又可分为"前先知书" (Fonner P阶'1'0叩phetωS，从《约书亚记》到《歹列u王

纪》的历史书部分)和"后先知书" (ιLa硝忧阳阳e町r 阮Prop庐he础t臼S，除《但以理书》之

外的大先知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它们成典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2∞年左

右。②

前先知书之被人们接受为正典，主要原因大致有:第一、历史书

之被编篡，与《申命记》一样，是"申命学派"的历史神学作品。它

们并非客观的以色列史，而是被视为上帝对摩西之启示的应验，即以

色列人守律法则得福，弃律法则遭祸。五经成典之后，这些历史书又

按五经的精神加以添加与改编。③在此意义上，历史书失去了通常意义

上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但恰恰由此而彰显和展示了五经中的基本信念

和教导，因此可被纳入到神启正典的范畴之中。第二、历史书用从征

服迦南到流放的以色列史，来证明先知预言的实现，即耶和华将因以

色列人的罪而在具体历史中惩罚他们，因此，历史书是对先知传言

(prophecy)的验证与解释。第三、到公元前 3 世纪末，先知们被认为是

①这里的证据大概有z 一、散居在希腊化地区的犹太人大约在这个时期着手把希伯来圣经翻译

成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二、大致在此时，撤玛利亚从南部犹大入中分裂出去的时候，以五经作为

他们的经典，并且后来也无增加，这表明这时五经的界限已经大致确定和清晰了.参 G. w. 
Anderson.14 页; Pfeiffer. 57 页.

②参Pfeiffer. 58 页.

岳例如. <<约书亚记》中关于在以色列支派中分割迦商之地的记载就普遍被认为是一个 P 典文

献，更不用提在很多细节方面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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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的作者，即约书亚是《约书亚记》的作者，撒母耳被认为是

《撤母耳记》的作者，而耶利米被认为是《列王纪》的作者，①作者的

先知身份推动了这些书卷纳入到正典的范围之内。

似乎看来，后先知书(即先知们的神启传言)成为正典应该是没有疑

问的。这个漫长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我们仍杳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很早开始，先知们所说的话被认为是神的启

示，具有神圣的权威。这些话也很快被记录下来，其文本形式具有同

样的神圣权威。@它们最初只是一些零散的小单元，远未形成经卷。@

第二步才是形成一些比较大的单元，如《以赛亚书>> 1-12 章与《以西

结书}} 1-24 章。这些大的单元形成后，又大致按照年代的顺序加以编

排。@最后，人们对先知书进行最后编修时，引入两个基本的原则性框

架:一是对列国的审判:二是末世得救(deliverance)的盼望。⑤这样，

一些早期的先知作品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原先的"悖逆受惩，悔

改得救"的"非此即彼" (ei也er/or)的模式，转变成为"此时灾难，将

来永远得救"的"此先彼后" (befo时础er)的模式。⑥换而言之，经过

这样的编修后，先知书中充斥着的对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对于以色列

作为上帝惩罚对象的命运的悲观预言，被置入对上帝惩罚敌国，重建

以色列国家，人民永远得救的光明未来的积极盼望之中。这也大大地

提升了先知文献在亡国后的以色列人的认受度(popularity)，是其得以被

纳入正典的重要因素。

∞成于这一时期的《历代志》即如此认定这些历史书的作者，见《历代志上>> 29: 29. <<历代

志下>> 9 : 29. 12: 15. 13: 22. 20: 34. 26: 22. 32: 32. 

雷某些先知的预言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开来，如《以赛亚书>> 8: 16. <<耶利

米书>> 36章亦表明先知的预言很快就被写下来，并在人们中传颂.

@经典的分析案例，可见耶 30:1 -4.46:1.50:1. 表明它们曾经作为单个的文本存在着.

具体的分析可参 Fohr毗 3ω-361 页.

岳具体的经文案例可见耶 1 : 4-10 与结 1 : 1-3 : 15 中，两位先知的呼召经历被放到这两部先知

书的起首<何西阿书>> 1-3 章所论何西阿先知的婚姻经历，也被放到了《何西阿书》之首.具体分

析见 Fohrer， 361 页.

e 参Pfeiffer， 59-60.他将第一个原则称为"反外国精神" (anti-foreign)似乎并不准确.其实，

我们亦可将这二个原则性框架归为→个，即末世得救的盼望，因为对列国的审判也只是向末世得救

的一个过波而已。

@这个"末世得救"的框架对前流放时期的先知预言的改编，具体的经文可见赛44-66 对赛 1-

39. 摩 9: 8-15 对摩 1: 2-9 汀，弥4-5对弥 1-3. 弥 7 : 8-20对弥 6: 1-7: 7. 何 14: 2-9对何西阿

书全书的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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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需要从负的一面来看先知传言被正典化的动力，这就

是正典化与先知传言之间相成相反的关系。一方面，正典的神学根据

是神启的先知话语，另一方面，当文本(writing)被当作正典确定下来之

后，它必然要限制先知传言的发生，否则正典本身就会处在危机之

中。因此，当五经在公元前 5 世纪前后被当作正典确定下来后，其直

接后果是z 先知传言亦就此终止。既然不再有先知传言，人们转而去

尽力搜集流传下来的先知文献，并将其分为 4 卷保留下来，即《以赛

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

因此，先知书作为一个整体的正典单元完成于公元前 3 世纪之

后. 2 世纪之前，很可能即完成于公元前 2∞年左右。一个直接的证据

来自于成书于约公元前 180 年，被认为是"次经"的《便西拉智训》

44-49 章，作者不带停顿地数点了从五经、历史书、先知书的作品。①

可见，时人已把先知书当成与五经地位相当的正典了。②

4. 圣卷之成典

按希伯来传统的分法，正典的第三个单元是"圣卷" (C~~'阳，

Writing)。与前两个部分有着较为整齐划一的内容不同，这个单元类似

于一个杂集，包括诗歌书(即诗篇、箴言与约伯记)、五小卷(它们是在

犹太人的五个重要节日上颂念的仪式用书，即雅歌、路得记、哀歌、

传道书和以斯帖记)、天启文学(但以理书)和历史书(以斯拉记、尼希米

记和历代志)。在正典化的历程中，五经、先知书都是整体性地获得正

典的地位，但"圣卷"单元的经书都是一本本地被人们承认，逐渐地

被纳入到正典的范畴之中。

"圣卷"中的经书之所以能够被纳入正典，二个因素不可缺少。

第一、这些书卷必须在当时的犹太人中有一定的接受度。考虑到古代

社会的经书流传和保留技术，只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度才能使得人们有

兴趣去抄录宫，从而使它得以流传下去，不致于消失在漫长的文明时

也它们分别是z 智训篇之 44-45 章中讲到的五经:在 46 : 1-10 中讲到的约书亚记g 在 46 : 11-

12 中讲到的士师记 46 : 13-47 : 11 中讲到的撤母耳记 47: 12-49: 5 讲到的列王纪 48 : 20-25 

中讲到的以赛亚书 49 : 6-7 中所讲到的耶利米书 49 : 8-9 中讲到的以西结书 49: 10 中讲到的

十二小先知书。

⑧把先知书与律法书相提并论，还可见于新约时代，如《马太福音>> 5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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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中。①第二、这些书卷在当时必须是无名氏的。如前所述，人们普

遍认为，先知预言在以斯拉之后就终结了，因此，如果人们知道哪一

本书是以斯拉之后的人所写，那它就不会被接纳为正典。例如， <<马加

比一书》显白地谈到了晚期的历史，故不被接纳为正典:而《便西拉

智训11>> 被明确地标上了便西拉(Ben Sira)的名字，而他被人们确认为一

个晚期人物，所以也不能被纳入正典。正是因为圣卷中的这些书卷最

初是无名的，才可以托古代人物如大卫、所罗门、但以理为它们的作

者，从而进入正典之中。这样的正典化原则，可见于公元 1 世纪的犹

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论述。他说"从亚达薛西(Artaxerxes)

至今，每个历史事件我们都记载下来，但是，这些著作没有那些此前

写成的书那样的权威性，因为其后就不再有先知的传承了。"②

圣卷中的经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正典地位的，我们无法确

知。公元前 132 年，便西拉的孙子在为《便西拉智由11))的希腊文译本

所写的序言即己提到存在着一个松散的"圣卷"单元。他称之为"律

法书、先知书和那些编在它们之后的书"、"律法书、先知书和另外一

些父辈们的杰作"、"律法书和先知传言，以及其他的书飞至于这些

"其他的书"是哪些，我们无法知道。但它起码说明今天圣卷中的部

分书卷已经被纳入到正典之中，并且被视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而在公

元 1 世纪形成的《路加福音》中，谈到希伯来圣经的三个部分时，仍

是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 (24 : 44)这样的称呼，表明希伯

来圣经在公元 1 世纪仍然尚未最终成典，尚无一个整体的名称。

最终，从制度化的层面上确定希伯来正典的边界是公元 90 年在

Jamnia 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把希伯来正典的边界确定下来的

原因也可能有三。其一、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城的陷落，犹太教分崩离

析，如何使得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太人形成确定的宗教身份，是

司'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偶然因素，例如 4以斯帖记》和《犹滴传>> (Judi刷一样，是宣扬犹末民

族主义的书卷，应该同样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但是，前者的希伯来文版就保存下来了，而后者的

希伯来文版却消失了。参 Pfeiff，町'， 62 页。

拉约瑟夫斯(Josephus). Against Apion 1 : 8. 类似的说法还可参 Sed町 01am Rabba 30; Tosefta 

Yadaim 3 : 5; 并可参所谓"次经"的《艾斯德拉下>> 14: 19-48; 以及塔木德的 Baba Bathra 14b, 

15a, 

@关于 Jamnia会议确定希伯来正典的内容及排列，我们在此也不能以后来基督教的公会议的模

式去理解它.它更像是一个在 Jamnia 的学派(皿hool)所形成的关于经典界定的传统，而不是从各地

来的宗教领袖在一起召开的形成规范性文本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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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袖们的当务之急，而确定一个信仰的正典乃是其中之关键:其

二、在同一时期，基督教广泛兴起，也要求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确定自

己的正典来划清与基督教的界限:其三、在公元前后，犹太社群中出

现了很多假冒古人名义而做的启示文学，它们企图托古代作者之名来

获取权威(如《以诺书》等)，这样的潮流对制度化的犹太教也形成了冲

击。因此，这次会议明确地划定了《希伯来圣经》的边界，使其成为

一个封闭的、边界清晰的宗教正典。换句话说，直到此时，圣卷才最

终被确定为正典的第三个单元。①

通过希伯来圣经的成典史，我们看到一个宗教观念即上帝通过话

语来启示自身，如何逐渐地在文化时空中演变为一个具体的清晰文

本。律法书和先知书都被称为先知所作，具有当然的神启性。依托于

先知传言的观念，这些文本形成了正典的权威。而正典的观念一旦确

定下来，它便具有自己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到圣卷被纳入到正典

之后，那些本来只具世俗意义的文本如《以斯帖记》、《雅歌》等，也

被认为是神圣经典。正典整体性地被认为是上帝启示的文本形式。

三、典与教z 圣经边界的确定与流动

似乎看来， Jamnia 会议确定了《希伯来圣经》的边界，犹太教从

此有了一个信仰判断的基本准则，关于正典的内容及边界从此就不应

该有争论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希伯来圣经》被不同的信

仰群体(community of faith)接纳为神启经典，所以，正典的确定不是争
论的结束，而是另一轮争论的开始，而且这一次的争论范围更广，程

度更深，差异也更明显。简而言之，希伯来圣经继续在内外两个方面

呈现出它的流动性。所谓外的方面，是指希伯来圣经被整体性地纳入

到另一个更大的正典单元之中，它成为基督教的《旧约))，被认为只有

通过《新约》它才能得到恰当理解，换句话说，希伯来圣经的意义边

界被整体性地消融在基督教圣经的意义世界之中。所谓内的方面，是

①但是.将正典分为多少卷，以及按什么顺序来排列，也仍然有问题.例如，约瑟夫斯就不赞

成 lamnia 会议把它分成 24 卷的决议，认为应该与希伯来字母一样，分成 22 卷，即律法书 5 卷，

先知书 13 卷，另外4卷为诗歌与箴言.参 G.W.And酣侃， 16页:肝eiff，町.，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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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单就《希伯来圣经》或《旧约》来说，它应该涵括哪些经卷、这些

经卷又有什么边界、如何组织编排这些经卷，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也

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其内部边界也处于流动(fluidity)之中。

分歧首先产生在亚历山大里亚与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之间。生活

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以希伯来文或亚兰文作为他们的神圣语言，

因此，只有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成的经卷才是神圣的正典。然而，

对于生活在希腊化文化背景之下的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来说，他们通

常使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在他们看来，从希伯来文或亚兰文翻译为希

腊文的文献同样是神圣的。而且，对他们来说，五经具有最高的正典

地位，五经的边界是清晰无疑的，但其他经卷即正典的其他部分仍然

是边界未定的。因此，生活在希腊文化区域的犹太人对于正典形成了

更为开放的、更包容的态度。①

所以，当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在编排他们希腊文版的正典(即通

常所谓的七十子译本， Septuagint)之时，在经卷篇目、文本内容和排列

顺序上都展现出与希伯来正典不同的方面。首先，希伯来正典在先知

书与圣卷部分之间划定的边界被模糊了:其次，除五经之外的书卷，

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主题与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最后，一些不被希伯

来正典承认的书卷也被交错地插入到希腊文的正典之中。这样，不仅

在数量上，希腊文正典比希伯来文正典多出不少的书卷:而且，在书

卷的排列上，也被大致分成了 6 个部分，即 z 五经、历史书、诗歌与

教导书、故事书、先知书、玛加比前后书。

由于希腊文版的希伯来圣经被当时兴起的基督徒接纳为他们的

《旧约))，因此，关于正典所应涵盖的范围的争论在基督教会内延续下

来。对于是否应该把那些没有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中，但被七十子译本

所接受的书卷作为基督教的正典，教父们也有很多的讨论，在早期教

会中做法也不尽相同。@直到公元 4 世纪末，很可能在希坡(Hippo， 393 

年)和迦太基会议(C缸也age， 397 年)上，罗马教会才正式将希腊文版的

希伯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旧约))，在内容与排列顺序上均与犹太教的

希伯来正典有着很大的差异。

由当然，关于亚历山大里亚与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在对希伯来正典理解上的差异，不应被刻意

夸大。也没有证据表明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就正式地把未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接受的书卷(即后

来所谓的"次经" )称为"正典"。参 ABD关于 Apocrypha 的辞条.

@关于古代教会在正典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做法，详细内容可见Pfeiffl町， 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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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发动新教改革运

动，在他将圣经翻译为德语时，就面临着选择哪一个正典来翻译的问

题。一是为了贯彻他回到本原(ad fonte)的改革主张，要以最原初的正

典来作为翻译的原本，二是为了突显新教的身份，表示与罗马天主教

的决裂，路德乃以希伯来正典作为他的《旧约》原本，把天主教多出

来的《旧约》文本称为"次经"认为它们没有圣经的地位，但有益于

信仰和道德。因此，基督新教的《旧约》在内容上与天主教的《旧

约》亦有相当的差异。有趣的是，路德的旧约翻译又未完全照搬希伯

来正典，在书卷的主题安排与排列方式上又沿袭了天主教传统的做

法，即采用了七十子译本以年代和主题排列，将希伯来圣经在"先知

书"与"圣卷"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的做法，将《旧约》分为 z 五

经、历史书、诗歌书和先知书。这样的做法被多数的英文译本所接

受。新教传入中国后，人们翻译圣经时，也采用这样的排序法，今天

的中文译本大抵如此。

所以，在漫长的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正典的概念贯穿始终。基

督教对犹太教的改革、新教对天主教的改革，都声称是对圣经正典原

则的回归，也都把自己的经卷称为正典即神启文本。也正是由于所有

的犹太一基督教派别都坚持所谓的"正典"原则，使得"圣经"成为

一个相当模糊、流动的文化符号。 ω一方面，宗教传统从正典中获得自

己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正典又是沉默的，它的边界需要宗教权威

的确立。在文化史上，宗教常常是从正典文本开始的:但正典边界的

确定，却常常是宗教制度化的结果。正典是宗教身份的标志。这也意

味着，在宗教传统的历史变迁之中，正典的边界也是处在确定与流动

的辩证关系之中的。

ú)如果考虑到当代的新兴教派，如摩门教等，那么"正典"的形像更为模糊.正是由于圣经正

典概念的模糊性、流动性圣经神学"也在根本上被认为是不确定的.参 J. Barr, The Concept of 

B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es.ωment Perspective (Minnea阴.lis: Fortress, 199吟，他对l日约神学提出的尖

锐批评是任何从神学角度研究希伯来圣经的学者不可忽略的.可参游斌， <<谁的圣经?何种神

学? >>, <道风>>，纸lO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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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经与伪经:概念与范围

次经(A伊C叨ha). 其希腊文原意为"隐蔽的、隐藏的"用来指

未被纳入到圣经正典之中，但具有"隐蔽的"、 "秘密的"知识的一

些书卷。这个词主要被犹太教和基督新教所使用，因为它们所认为的

那些"隐蔽的"经卷，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看来，乃是正典的当然

部分。中文将其译为"次经"意指在犹太教和基督新教看来，它们

虽然不是神启的正典，但对于信仰与道德仍然有益的，仍属于"经"

的范畴，但在神圣性上"次"于正典。

旧约(希伯来圣经)次经是指那些大致成书于公元前3∞年到公元后

70左右的犹太宗教文献。相对于"伪经" (Pseudepigrapha)而言，次经

是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文献单元。它包括那些包含在希腊文版的七十

子译本之中，却未被纳入希伯文圣经的13部古代宗教文献。它们大多

数原用希伯来文写成，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希腊文本。包括<<耶

利米书信)) (The Epistle 01 Jeremiah) 、 《多比传)) (Tobit) 、 《犹滴传》

(Judi仇)、 《第三以斯拉书)) (3 Ezra. 又称《艾斯德拉一书)) 1 

Esdras) 、 《以斯帖附录)) (Additions ω Esther)、《亚扎利亚的祷告和三

位朋友之歌>> (The Prayer 01 Azariah and the Song 01 the Three Young 

Men)、《苏珊娜)) (S时倒na) 、 《比尔与大龙)) (Bel and the Dragon) 、

《巴录书)) (1 Baruch) 、 《便西拉智训)) (或译《德训篇)). Ben Sira. 

Sirach or Ecclesiasticus) 、 《所罗门智训11)) (1页e Wisdom 01 Solomon) 、

《玛加比书上下)) (1 & 2 Maccabees)。①它们在天主教圣经译本中，或

者独立成篇，或者被加入到不同的经卷之中。

"次经"是希腊七十子本与希伯来圣经之间的相差部分。圣经史

上，当早期教父哲罗姆(Jerome)在翻译中世纪天主教的拉丁通俗译本

(Vulga饵，或称乌加大译本)时，是从希伯来圣经直接翻译的。他认为

那些在希腊七十子译本中多出来的经卷不应纳入到正典之中，是"次

经"。但罗马教会在颁行圣经时，反对哲罗姆的主张，将这些比希伯

来圣经多出来的部分加在通俗译本之中，是天主教的正典。宗教改革

@此外， <<第四以斯拉书>> (4 Ezra， 又称艾斯德拉下)、 《玛拿西的祷告>> (Prayer 01 Manasseh) 

通常被认为是次经，但现在多将这二部书归为伪经。参 J. H. Ch缸l回WO曲， ABD 之 Ap∞rypha 辞条

及思高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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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新教派别以希伯来圣经为底本翻译《旧约>> ，不承认"次经"

的正典地位。为表示天主教的自身立场，反对新教的正典观，在公元

1546年的"特兰托公会" (Council of Trent)上，天主教会明确宣布所谓

"次经"同样是教会的正典，是正典的"续经" (Deuterocanonica1)，同

样是神启的。

路德及其他新教先驱之所以拒斥"次经"既是对"回到圣经本

源"的坚持，也与他们的新教改革信条有密切关系。例如，他们不喜

欢那些带有强烈启示内容的书卷:而他们对于《马加比二书》的拒

斥，也与该书12: 43-45常被用来支持罗马天主教的炼狱思想有关:他

们拒斥《多比传}} ，则与该书中的"因行称义"思想有一定关系。因

此，次经在学术界的圣经研究中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对

希腊化时期的希伯来宗教进行讨论时，它们是基本材料之一。

所谓"伪经" (Pseudepigrapha)得名于pseudo. 即伪托或假托之

书。指的是一些多写成于两约期间(约公元前250年至公元200年)的一

些古代犹太和希腊文献，这些文献多假托圣经人物为作者，如以

诺、以斯拉、巴录、以利亚，甚至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伪经

当中最老的犹太文献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最晚的可能要到公元4或5

世纪。"伪经"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指称，指那些既未进入圣经

正典，亦不包含在次经之中的一些文献。在古代，它并未编成一个

整体，但今人用"伪经"这个统一的名称来合称它们。正是由于这

一点，学者们在"伪经"应该包含哪些书卷、内容和排列顺序等问

题仍未有一致看法。

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早期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源头很有帮助，它

们是我们了解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巴勒斯坦和散居地的犹太人生活的主

要材料。它们可能最早是由犹太人编篡甚至创作的，但后来又被基督徒

重写或扩充。这些文献的写作深受希伯来传统的影响，或者自称是由某

个古人所接受的启示:或者对某些圣经文本的改写或扩充:或者是以

《诗篇》为模本所做的诗歌:或者是按犹太智慧文学传统所做的编写。

几乎不可能对"伪经"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有趣的是，它们被称

为"伪经"并不是因为它们托古人为作者。因为假如按此标准，正典

中的某些书卷也是"伪经"它们假托某些著名人物为它们的作者而

成为正典，如某些诗篇以大卫为作者<<箴言》以所罗门为作者:新



第一章希伯来圣经:辄意与边界 15 

约中也有一些书信托保罗为作者，如《希伯来书》、 《歌罗西书》以

及某些教牧书信等。它们之被归为伪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广

泛流传，没有得到人们在信仰上的认可。①

"伪经"对于圣经研究有如下意义 1、是我们了解巴勒斯坦和散

居地的犹太人生活和思想的不可缺少的资料。 2、通过对伪经的分析，

我们可知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犹太宗教不是单一的、封闭的、正

统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与周围的西亚文化有深层互动的文

化体系。 3、通过对伪经的研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基督教起源的理

解。可以说，不仅制度化的拉比犹太教是从这一时期复杂的、多样化

的犹太人信仰中发展出来，基督教亦同样如此。耶稣所用的很多象征

与概念，如"上帝之国"、 "人子"、 "活水"等都不是基督教独创

的神学词语，在伪经中可经常看到它们。

需要强调的是"伪经"是现代学者编成的一个文集，与希伯来

圣经、新约或次经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信仰群体，也

从来没有宗教权威试图把它定为正典。从这些文献之中，也没有发展

出任何的宗教派别。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正典是一个制度化宗教的产

物。没有制度化的信仰群体，也就无所谓正典。

曲"伪经"文献编录最全的是 Old Tesωment Pseudepig叩阳， 2 vols, ed, lam田， ch础SW西也.

G缸den City, NY, 1987，共编录 65 卷文献.它们的名称以及分属的文体如下、启示文学，包

括 1 Enoch, Questions 01 Eua. 2 Enoc曲• Revelation 01 Ezra, 3 Enoch, A严7Ca/ypse 01 Sedrach, SibyUine 

Orac，缸， 2 Baruch, Treatise 01 Shem, 3 Bar，町h， Apocηphon 01 Ezelciel. Apoca命，!，se of Abraham, 

Apoca/ypse 01 Zephan归h， Apocalypse 01 Adam, The Fourth Book 01 Ezra. Apoca/ypse 01 Elijah, Greek 

Apocalypse 01 Ezra, Apocal.vpse 01 Daniel. Vision 01 Ezra; 2、约书(也常有一些启示文学的部分)，包

括 Testaments 01 the Twelve Patriarchs. Te刷刷ent 01 Moses, Test由时nt of Job, Testament 01 Solomm也
Testaments 01 the Three Patriarchs (Abraham, IsωC. 四td Jacob). Testament of A巾n， Expans归'ns olthe 

OT and Legends, Letter 01 Ariste，肘" Ladder of Jacob. Jubilees, 4 Baruch, Martyrdom and Ascension of 

lsaioh, Jannes and Jambres, Joseph and Aseneth, History of the Rechabites, Life of A彻m and Eve, EldmJ 

and Modad, Pseudo-Philo, Hisωη of Joseph, Lives of the Prophets: 3、智慧文学，包括 Ah句'ar，

Pseudo-P，加cylides. 3 Maccabees. Syriac-Menander. 4 Maccabees: 4、祷告文、诗赋等，包括 More

Ps，础ts of David, Prayer 01 Joseph, Prayer of Manasseh, Prayer of Jacob, Psalms 01 Solo脚，也 Odesof 

Solomon, Hellenistic Synagogal Prayers; 5、其他一些残片等，如 Philo the Epic Poet. Theodot，时，

Orphica, Ezekiel the Tragedian, Fragments of Pseudo-Greek Poets, Aristobul，阳 Demetrius the 

Chronographer, Aristeas the Exegete, Eupolem阳 Pseudo-EI吨'IO/em剧" Cleodem旧 Ma/ch邸" Art，句'HJIIUS.

Pseudo-Hecataeus ， 参 J， H, Charlesworth， ABD之 Pesudepigrapha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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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z 三大宗教传统中的希伯来正典

希伯来圣经 基督敏旧约 天主故旧鲍

篇名 序号 篇名* 序号 篇名 序号

创世记 ttl世记 创世纪 一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一 出谷纪

律 律

法 利未记 利未记 肋未纪
一

法
律

书 书

民数记 四 民数记 四
法

户籍纪 四

书

申命记 五 申命记 五 申命纪 五

约书亚记 六 约书亚书 六 若苏厄书 六

前

士师记 七 士师记 七 民长纪 七
先

知
撤母耳记 J\ 路得记 八 卢德纪 八

书

列王纪 九 撒母耳记上 九 历 撒摹尔纪上 九 历

史 史

以赛亚书 十 撒母耳记下 十
书

撒事尔纪下 十
书

后 耶利米书 十一 列王纪上 十二 列王纪上 十一

先

知 以西结书 十二 列王纪下 十二 列王纪下 十二

书

何西阿书 十三 历代志上 十三 编年纪上 十三

约离书 历代志下 十四 编年纪下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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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书 以斯拉记 十五 厄斯德拉上 十五

俄巴底亚书 尼希米记 十六 厄斯德拉下 十六

约拿书 以斯帖记 十七 多停亚传 十七

历

弥迦书 的伯记 十八 友弟德传 十八 史

后 书

那鸿书 诗篇 十丸 智 艾斯德尔传 十九
先

知
二十哈巴谷书 箴言 二十 ' 玛加伯上

书

西番雅书 传道书 二十→
书 玛加4自下 二十一

晗该书 雅歌 二十二 约伯传 二十二

撒迦利亚书 以赛亚书 二十三 圣咏集 二十三

玛也基书 耶利米书 二十四 箴言 二十四

诗

诗篇 十四 耶利米哀歌 二十五 训道篇 二十五 歌

书

箴言 十五 以团结书 二十六 雅歌 二十六

先

约伯记 十六 但以理书 二十七 智慧篇 二十七
知

书

圣
雅歌 十七 何西阿书 二十八 德训篇 二十八

卷

路得记 十八 约现书 二十九 依撒意亚 二十九

先

哀歌 十九 阿摩司书 三十
耶肋米亚

三十

知

传道书 二十 俄巴底亚书 三十一 哀歌 三十一

书

以斯帖记 二十一 约拿书 三十二 巴路克 三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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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书 二十二 弥迦书 三十三 厄则克耳 三十三

那鸿书 三十四
以斯拉一尼希

达尼尔 三十四

二十三

米记
哈巴谷书 三十五 欧瑟亚 三十五

西番亚书 兰十六 岳厄尔 三十六

晴该书 二十七 亚毛斯 三十七

历代志 二十四

撒迦利亚书 三十八 亚北底亚 三十八

玛拉基书 三十九 约纳 三十九

艾斯德拉上、 F
米该亚 四十

多比传

犹滴传 纳鸿 四十一

以斯帖附录

所罗门智训11 哈巴谷 四十二

便西拉智训

巴录书 次 索福尼亚 四十三

耶利米书信 经

哈盖
亚扎利亚的祷告和三位朋友

四十四

之歌
匣加利亚 四十五

苏现娜

比尔与大龙

玛拿西的褥告 玛拉基亚 四十六

玛加比书上、下ω

女本书对圣经书卷的简写，按基督新教的传统方式。

由由于有些次经被编入天主教的不同经卷之中，没有独立的名称，因此，这里的某些次经译
名未随《恩高译本>>，乃参和合本与《圣经后典)) (张久宣译，北京:商务， 1996) 。



第二重

学术史与研究方法

在西方学术的框架内，圣经研究(Biblical Studies. 相对于中国传统

而言，可称"西方经学" )既是旧学，又是新学。称其为旧学，因为自

从圣经正典确定下来，无论在犹太教传统，还是基督教传统，对圣经

的研究和注释便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基本训练，或者可称其为"旧经

学"。称其为新学，是因为在前现代时期(pre-Modemit妙，圣经是权威

的神启正典，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研究它:而且圣经作为信仰的根

源，被认为或者高于理性，或者与理性平行，不可能对其展开"批评

性研究" (critical study)。因此，把圣经作为一个可以用理性进行评析

研究的对象，是新教改革和启蒙主义之后才产生的新学，即所谓的圣

经评断学(Biblical Criticism). 或者可以称其为"新经学"。

如果以 1878 年威尔豪森σ. Wellhausen)在他的名著《以色列史前

言)) (Prolegmonena 归 the History 01 Israel) 一书提出的底本假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作为现代圣经评断学产生的标志的话，那

么，圣经评断学的历史至今也只有不到 150 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基

督教诸派别对于圣经的神学立场大相迥异，而圣经评断学又总是或多

或少地受它们的影响，因此，圣经评断学的学术光谱呈现出非常复杂

多样的特点。这些立场、方法又相互影响，交融在一起，我们今天已

很难将它们清晰地归类，分离开来。但另一方面，作为"新经学"的

圣经评断学又可说延续了旧经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即蕴含在

"圣经"的基本定义之中，也就是说:圣经既是神言，又是人言:既

是一个历史文献，又是永恒的神学真理，因此，人们对它的研究或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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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是侧重文本的显白意(plain sen腿， peshat)，还是侧重文本的衍生意

(derived meaning, derash)呢?①如果把阅读圣经视为对文本意义的追寻

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应该显现为作者的原初本义，即文本的文学

性、历史性昵?还是圣经话语所谈论的东西所应有的内涵，即文本的

道德性、神学性或教会属性呢?换句话说，圣经研究应该追求文本的

本来意(to b时，还是追求它的应当意(oughtωbe)呢?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也是对新经学诸方法和派别的基本分类标准。以下我们以史为

纲，将希伯来圣经的近代学术史和研究方法做一简要梳理。②

一、历史评断学的开创时期

威尔豪森的底本假说是近代圣经评断学产生的标志，③但是，在他

之前，出于对圣经叙事的文学特征的敏感，人们对犹太一基督教传统

关于圣经的某些主张就表示过怀疑。例如，早在 1735 年，法国的 Jean

Astruc 开始注意到五经以多个名称来指称上帝 1805 年， W. M. L. de 

Wette 就认为《申命记》的写作应该晚于五经其他文本z 甚至在 19 世

纪 60 年代， Karl Heinrich Graf与 Abraham Kuenen 就为五经中的不同

来源确定了一个年代表，可以说是后来威尔豪森的1EDP底本假说的雏

形。

威尔豪森通过对五经丈本的细致研究，发现有很多用传统的摩西

作者论很难解释的地方。例如， <<申命记》谈到了摩西自己的死亡;五

经文本的内容有很多是迦南定居生活的反映，摩西未进入迦南，不可

@通常，人们用希伯来文的转写，来表示这两种取向，前者追求阴阳，即基本义:后者追求

der础，即衍生义.后者的词根与犹太教的"米德拉西，. (Mi伽sh) 词根相同，意为注篝或研究.

后者还常被称为 typological inte甲rctation. 即"模式化解释"，其典型如"寓意解经法"

(allegl町).通常以模式化的神学、伦理学来解释圣经经文.可以这样大致地列出旧经学的学术

史g 公元前后犹太教内的沙麦尔学派 (Bet Sh回回副)与希律尔学派(Bet Hillel); 教父时期的安提阿

学派 (Anti四川与亚历山大学派 (Alexan曲臼)，哲罗姆(Jerome)与奥吉斯丁z 路德与加尔文等.参

William Yarchin. History 01 Biblicallnterpretation: A Reader (P，创body.MA.:H剧创cks创1， 21创)4)之导言

部分. xi-xxx 页.

②本章只是提纲性地对希伯来圣经的学术史做一简介，各种圣经评断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具体运

用参以下诸章.

③参 J. Wellhausen. Prolegomena ω the History 01 Ancient Israel (Edinbur协: A. and C. Black, 1885) 

再版于(Glou瞄阳: PeterSmi曲. 1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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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书写这些文本:在五经叙事中有很多故事是重复出现的，诸如先祖

称妻子为妹妹等:而且五经所用的文体非常丰富多样，不可能出自一

个作者之手:五经中对上帝之名有着不同的称呼，有时称为"大能之

神"归田， God Almighty)，有时称"上帝"但响蚀， God)，有时又用专
用名称"耶和华" (im'1', YHWH)来称呼。因此，他认为五经最初实际

上是由四个底本组成，即所谓 J 典、 E 典、 D 典与 P 典。 J 典即以"耶

和华"为上帝之名的部分， E 典即以"上帝"为神名的部分， 0 典即

《申命记))， P典即前四经中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部分。 JEDP是它们形

成的历史顺序，则 J 典成于王朝早期，而 E 典成于王朝晚期，产生于

南北两国分裂后的北国， D 典则产生于南国犹大王朝的晚期或者在流

放时期，而 P 典则产生于后流放时期。这一假说提出之后，旋即成为

五经研究的基本理论，并延伸到整个希伯来圣经的研究之中，成为人

们讨论圣经宗教史的出发点。

人们普遍意识到， JEDP 底本说是以理性主义、启蒙主义为其理论

基础，但除此之外，在威尔豪森貌似客观的研究后面，隐含着两个基

本前提，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新教神学。他把 P 典断代在最后的后

流放时期，其深层神学动机是使基督教对犹太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

动具有圣经上的合法性。在他看来，先知是希伯来宗教精神的代表，

因此，后流放时期形成的 P 典以及犹太教的制度化，是对先知精神的

限制，是希伯来宗教的堕落。这样，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正一

反一正"历史螺旋模式，早期基督教耶稣和保罗对犹太教律法的反

动，恰恰是回到了希伯来宗教的真精神。圣经宗教走到这里，也正好

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在他看来，基督教通过反对犹太

教，真正地回到圣经的源头。同时，在这一过程中， p典对祭祀礼制、

祭司制度的强调，也代表了这一历史轮回之中堕落的一环，就此而

言，新教对天主教的礼仪、祭司制度的改革也当然地具有了经学上的

合法性。①

通过对威尔豪森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近代圣经评断学试

图桂除圣经上的神圣光环，把它作为一个由人书写出来的、属于历史

串对以威氏为代表的新教释经学的批评，参 J. Levenson, wrhe Hebr冒w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由ldHisωrical Criticisnl飞见 The FutuTf! of 8iblical Studie:r: The Hebrew Scr，伊ωTf!S， ed. by R. B. Freidman 

& H. G. M. Williamson (Atlanta: Scholars, 1987). 并参本书第十六、十八章的详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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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反映人们的宗教想像的作品，它与希腊文化中的荷马史诗一

样，是由多种来源或底本组成的:它试图发掘→个在圣经文本中包含

的历史和文学世界。这是广义的历史评断学(Historical Criticism)的基

本取向和路径。但另一方面，不管它声称自己多么客观，或者多么地

"回到历史飞官都有它自身的神学议程或思想前提。它虽然声称自

己的目标是寻找"圣经文本在历史中意味什么? " (what it meant) , 

而无意于"圣经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 (what It means)，但它得出的

结论实际上只是"今天他所认为的圣经文本的过去意味" (what He 

means what it meant)。当代的圣经评断学在对历史评断学的批评之

中，更加注意把神学解释与圣经的历史与文学维度结合在一起，产生

强劲的反历史评断学潮流。这些后话暂且不表，先来看看希伯来圣经

研究的具体发展。

二、经典时期z 形式评断学、传统史方法

既是对威尔豪森的底本说的批评，又是对它的发展， H. Gunkel 创

立的形式评断学为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打开更加宽广的天地。①他对底本

说的批评，在于他认为威氏把五经分成四个整齐底本，十分粗糙，是

对圣经文本的野蛮对待。他对底本说的发展，则在于他坚持底本说的

基本原则，即圣经文本是人们的文学创造，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处境

与思想趣味。在他看来，圣经文本不应只分成四个底本，而应分成更

多更小的文学单元。划分这些文学单元的标准，也不应只是上帝的名

字，或者某种神学倾向，而应注重它本身的文学特性和文学边界。例

如<<创世记》中就存在着丰富的文学体裁和单元，有诗歌、传说、

传奇、叙事、推元学(etiology)等等。既然这些单元的文体是传奇、传

。经典之作是 H. Gunkel, Genesis, 3n1 00., trans. by Mark E. Biddle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邸， 1997)，尤见其 Introduction 部分.还可参 Gunkel， The Psalms: A Form Critical 

1"，1'0缸'110"， 阳s. by Thomas Homer, (Phil础Iphia: Fortr田s， 1967). 形式评断学对于文体单元后面的

社会处境的探求，经典著作见 s. Mowinckel, The Psa阳切 lsrael 's 胁时机Irans. by D. Ap罚。m困

{陆w 'Yi晴: Abingdon, 1962). 对形式评断学的概览，则可参 1. Muilenburg, "Form Criticism and 

Beyond'飞 IBL， 88 (1 969), 1.18 页.以及 o. Tucker, Form C,.lllclsm of Ihe Old Tes'ame,,' (阳iladelphia:

F翩翩.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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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或诗歌，也就避免了人们从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角度来拷问这些

文本的合理性或历史真实性的可能。

说形式评断学打开了更加宽广的研究天地，还表现在这几个方

面z 一、它还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文学单元，转移到它后面的社会生活

处境。也就是说，某个单元的文学结构的后面，一定有一个社会场景

或制度来支持或运用这样的文学。例如<<箴言》中多次出现的"我

儿"的称呼，表明智慧文学的家庭教育的社会场景<<诗篇)) 136 篇不

断出现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表明它是用于崇拜礼仪中的启应经

文<<诗篇)) 2 篇表明它的君王登基的场景，从而代表以色列的王室神

学。这样，希伯来圣经的文本研究就得以与以色列的社会史研究互动

起来。二、它深化了人们对于圣经的分散单元与文本整体之间的关系

的理解。按照威尔豪森的底本说，五经被粗暴被分割成儿个不同底

本。但是形式评断学根据对某些圣经单元的考察，发现它们具有明显

的口头流传的痕迹。这意味着它们在文本化之前，先以口传方式在民

间流传，而口头文学的边界是相对流动的、模糊的，在口头流传的过

程中，不同传统之间的融合更容易，也更细致。换句话说，某些会被

威尔豪森分成几个底本的一个单元，可能在它们文本化之前的很长时

间，就已经在人们的口传中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了，因而不能

简单地按照不同的神名就将其分成儿个底本。三、形式评断学将圣经

分成丰富的文学单元，大大开放了希伯来文化与西亚文化之间的比较

研究。 19 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所谓"近东学" (Ancient Near 
East，常简称为 ANE)①取得了长足进展，挖掘、破译了大量古代文

献，包括埃及象形文学、阿卡德文献、迦南的乌加列文献等，②这些古

西亚文化在内容乃文体与圣经中的创造故事、洪水故事、崇拜仪礼都

极其相似，对这些古文化的研究，也加深了人们对于古代以色列人的

宗教想像的理解。

ω"近东学"的范畴是以欧洲地理中心主义的一个反映，因此，本书尽量避免用这个词，而以

西亚学研究或西亚取代之，但内涵与"古代近东"(Ancient N四East)概念一致，包括埃及、地中海

沿岸和西亚地区，或者说，指的是一个"大西亚

@例如. 1822 年.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 19 世纪 70年代，发掘了大

批的阿卡德 (A烛adian) 文献，其中包括巴比伦著名的创世神话 Enuma Elish 与洪水故事 Gilgamesh

Epicl 1920 至 1930 年代，在乌加列(Ugaritic)发掘出众多的迦南文化文献.包括关于迦南巳力崇拜

的 RωS加3III/'a 虫涛等. • J. Collins.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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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形式评断学对三者的兼顾，即文学敏感、历史一社会意识、

文化比较，使得几乎所有当代的圣经研究都要从它开始，不管是以它

为发展起点，还是以之为批评对象。它成为希伯来圣经的经典研究方

法。在此，我们来讨论一种与本书的研究取向密切相关的方法，即所

谓"传统史"方法(Tradition Hisω'ry). 

虽然两位著名的运用传统史方法对希伯来圣经进行研究的学者一一

拉德(0. von Rad)与诺斯刷刷nNo也)都未对"传统史"给出明确的定义，

①但是我们有必要对"传统史"这一概念中的"传统"概念进行认真剖

析。所谓"传统"σIadition)一词，不只是指一个历史的过去事件或文

本，它包含着三个同时存在的要素z 群体(∞1mDl\皿ty)、事件(event)与文

本(阳t. 包括口传的与书写的)。简单地说，它是一个讲述群体所经历的

事件、以及群体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和理解的文本。就以色列人将自己理

解为一个与上帝立约的信仰群体而言，它对于事件的记忆与理解就不仅

是对故事的讲述与重复，而且是上帝在他们历史之中的启示。启示

伽vela伽)就在以色列人讲述、记忆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之中，因为在他

们的讲述与记忆之中，事件是上帝命定其发生的事件，而且总是在这样

的事件之中启示他的意志。在此意义上，以记述这些事件为内容的文

本，就可称之为"传统"。它是这个群体的生存根基，是他们向未来开

放的起点与基础。希伯来宗教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本体论.. (histori，臼l

ontol，鸣y). 即通过对历史的讲述与记忆，来理解世界实在，以及在时间

向度内的未来。更进一步来说，由于以色列群体的身份是被这样的活生

生的传统所界定了的，因此，历史也就成为"传统"与"未来"交织在

一起的历史。"传统"总是参与在以色列群体向未来前进的进程之中。②

因此"传统史"方法很好地运用了形式评断学的两个因素z 文

本单元及其社会处景，但又不满于形式评断学只是把圣经文本肢解为

零碎单元，而是引入历史的维度，在历史的发展中来处理不同文本，

由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传统史研究，可参 G. von Rad. The Problem 0/ the Hexateuch and Other 

Essøys (New York: McGraw-HilJ. 1966) 及其巨著 Old Tetrl刷刷 Theology 阴阳 Y田ft: Har阳& Row. 

1962. 1965), M町世nN础• A History 0/ Pentøteuc加l Tl叫itions. trans by B. W. Anderson (Chi∞.CA: 

ScholarB Pre... 1981). 

·对"传镜虫"方泌的思想意义的说明. • Wa1ter Rut, 11翩翩翩 Htsωη and lhe Old T."翩翩，，.，

("'111削.phll: POrtrWI. 197剑. 7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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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圣经文本理解为不同"传统"之间的融合。①例如，拉德通过对《申

命记)) 26 : 5-9 的研究，指出这是以色列人早期历史的一段历史信仰

。ristorical cred时， ({约书亚记)) 24 章亦如此，这两段经文都带有强烈

的崇拜礼仪的场景，带有严肃性、公共性乃至神圣性。但在这两段经

文中均缺少西奈立约的叙事。这表明某个时期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经

验，只知出埃及，不知西奈立约。后来，以诫命为文体的西奈律法(出

19 章一民 10 章)，才插入到叙事文体的出埃及传统之中，完成了两大

传统的融合。诺斯更认为，在五经当中，几大主题如 z 应许、出埃

及、西奈立约、旷野流浪、征服迦南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中逐渐

合流到一起的。再比如，在诺斯看来，三位先祖z 亚伯拉罕、以撤和

雅各本来也是三个独立的传统，后来，在以色列人的支派分立向统一

的民族转变的过程中，这三位先祖才成为一个谱系的序列，成为各支

派的共同先祖。@

需要注意"传统史"方法不仅是一种圣经的文本评断学，而且

是一种圣经神学的方法。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掉转了底本假说、形式

评断学对原初文本的强调，而转为强调圣经文本成典的后期阶段:也

不仅在于它掉转了形式评断学对"分"的强调，而转为强调文本的

"合"。它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圣经文本整体的强调，来强调上帝在

历史中的持续存在。换句话说，通过整合圣经文本的连贯性，来强调

圣经讲述的是一个圣民的历史，进而言之，是上帝在这个圣民之中的

历史。对"传统史"研究者来说，圣经文本不是一段文字，而是活生

生的"传统"即以色列人之为立约群体的"历史存在"也是耶和

华上帝不断进入立约之民的生活之中的叙径。总之，在以拉德为代表

的传统史研究中，圣经的文本史、以色列人的圣民史、上帝参与世界

的历史，只是同一事情的三个不同层次而已。@

ω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圣经文本从零散单元到编修整体的重视，所以， J. Collins 把它视为对

形式评断学的反动，把Rad与 No由视为编修评断学(&ωaction Criticism)的代表人物。参其 16 页-

t寄另可参 Rona1d s. Hendel, The Epic ollhe Patriarch: The Jacob Cycle and Ihe Narrative Traditions 

ofCj翩翩n and Isrtllll (Adanla: Scholar富， 1988)的引述.

份所以.可以说 von Rad 不仅是一个是斜，学东.也不仅是一个以色列宗教史京.而.且是一个历

虫"筝..地在他的 Old r.,t/UMllt '1'hIolollY (New York: H缸per& Row, 1962, 1 \l6!1 )lfl街，.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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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圣经研究与考古学、社会学

大致来说，上述研究主要发生在德语圣经学界中，这个时候的北

美学术界，圣经研究的主要成就乃在于它以考古发现来开拓圣经研究

的视野。 W. F. Albright 利用 20 世纪 20 年代后发现的乌加列神话文

献，对希伯来圣经的上帝崇拜、诗篇研究等都有较大的启发。这一学

术统绪在 J. Bright 和F. M. Cross 处得到集中体现，前者于 1959 年出版

的《以色列史>> (The History 01 lsrael)一书以西亚文化材料来印证以色

列宗教史，后者的《迦南神话与希伯来史诗>> (CMHE. 1973 年)运用最

近的考古材料，对希伯来圣经的诸多重大问题如耶和华神名、申命历

史等都有很好的启发。 Albright 对考古学的最初意愿，是考古发现能证

明圣经历史和文本的史实性。在一定意义上，确是如此，例如公元前

12、 13 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城邦普遍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攻击，并被

一种不甚发达的建筑文明所取代，似乎可以部分地证明圣经中的"征

服迦南" (Conquest)叙事。但考古学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能证实，有

时又能证伪圣经文本，例如对耶利哥的考古表明它并不毁于约书亚时

代，①再如对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城邦的考古，也发现以色列人的文明主

要是一种迦南文化，而看不到多少埃及文化的影响。

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现有的材料是相对固定的，除了释经学方

法的创新之外，只有依靠考古的新发现，才能推动进一步的研究，不

管这类发现是证实还是证伪圣经上的某段文本。有论者甚至认为，将

来希伯来圣经最有可能做出成绩的地方乃是"考古学(archaeology)和古

语言学(philology)"。②但是，这一断言只是在泛指有必要从比较宗教、

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希伯来圣经时，才是有效的。在相当的意义

上，考古学与古语言学对圣经研究的影响是有限的。理由有三z 第

一、圣经的意义是多层次的，它不仅是一个古代西亚文化的文集，更

是一个信仰的意义源泉。换句话说，它的有效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某

个历史真实，而在于能否不断地创生意义(generative)。对于接受它为

圣经的人们来说，它不是被衡量的对象，而本身就是量度的规范。对

ωJ. Co1lins， 16.17 页.

"'.J. Lev佣son. 'τbe Hebrew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Historica1 Criticism". 见 The FUlure o{ 

Blbllcøl s.阳dle，: TM H,b"w Scr，伊lu"" ed. by R. E. Freidman .t H. G. M. WilliamllOn (At1anta: Schol1ll'8, 
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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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仰群体而言，圣经的意义不在于事件展开的具体时空，而在于这

些事件中展现的普遍神人关系。因此，考古学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印

证圣经事件的发生与否"用历史证据来证实或提升人们的宗教信仰是

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飞①第二、考古学与古语言学的发现大多数是或

然的，并非确定的真理。考古学与古语言学都是谨慎的科学，本身就

建立在诸多假说的基础之上:考古的诸多新发现，大多数只是遥远古

文字的只言片语，或者某一些较为孤立的物件，并不足以告诉人们一

个完整的答案:而且对这些发现的诠释，本身是受制于考古学家的理

论前提和假设。第三、考古学与古语言学的很多发现，离圣经文本本

身可能非常遥远。具体到某一个西亚文化的考古发现，很难对圣经文

本产生直接的佐证或神击。

考古学或古语言学对圣经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人们在理解

以色列文化、社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时，进而对圣经文本自我宣称的

神启特性进行反思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关于以色列宗教与西

亚文化的关系，通常有两种对立的理解。一种是坚持以色列文化的特

殊性，无论是在器物、制度文化的层面，还是在思想观念的层面，都

强调所谓的"以色列式的"、"希伯来式的"即以色列人的宗教实践、

希伯来圣经中的观念带有"非人间的"性质，区别于在同样的历史地

理条件下形成的西亚文化之外，从而强调上帝在他的圣民历史中的特

殊参与，进而突出希伯来圣经的神启特性。另一种则倾向于认为以色

列文化只是大西亚文化中的一个小分支而己，以色列人的宗教实践、

希伯来圣经中的信仰和道德观念，同样可以在西亚文化中找到相当的

对应。采取上述两种倾向的哪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神学立场来决

定的。而采取哪一种立场，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考古发现的解

释。因此，考古学、古语言学与圣经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

杂而相互影响的，并不存在着单一向度的证明或证伪。

考古学对于圣经研究的意义，很多时候需要与社会学方法联系在

一起才能显现出来。而社会学的圣经研究方法，大致来说，也有二个

层次的取向。一个是以圣经中的以色列古代社会为直接研究对象，包

ωIJABD 之 Arch脚logy， Syro-Pal臼tinian and BiblicaJ辞条，并参 G. E. Wri纠.t， "Archa国logy

and Old Teatament Studies", JBL, 77(1 9'8), 39-51 页，以及"What Archaeology Can and Cannot 00", 
Blbllcøl Ârclltuolo,Lrl , 34 (1971), 70-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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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它的社会制度、变迁方式、宗教与社会的总体关系、与西亚古代社

会的比较等.它需要人们对于文本的敏感，但更需要考古学的证据。①

在这种研究中，同样面临着关于以色列社会制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

研究，例如，摩西五经中的诸多习惯法便可在古代西亚文化如汉漠拉

比法典中找到相当的对应，这是它们之间的相同:而以十诫形式表现

出来的绝对法，又似乎是希伯来宗教所特有的。它的另一贡献是它可

以通过对西亚社会的某些制度的考察，来反观希伯来圣经的宗教观

念。例如，通过对西亚社会普遍的"立约"制度的引证，来分析希伯

来宗教的"圣约"观念。②第二个层次的社会学研究则是以某些社会学

理论来诠释圣经文本，从而打开圣经诠释的新视野。通常，这类研究

的一个理论基本前提就是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某一类

群体的社会主张和利益诉求。例如，以 G. E. Mendenha11与 N. Go优.wa1d

为代表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理解以色列民族的形

成，认为耶和华崇拜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带民整合自己的一种意识形

态，耶和华作为解放者的神学形像，其实质是这些受压迫民众的社会

要求。③再如，这一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又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圣

经文本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男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举例

来说<<以西结书}} 23 章以两姐妹被轮奸的形像，来隐喻南北两国因

为不忠不信而遭遇历史惩罚，其暗含的假设就是正如两国之遭惩罚是

罪有应得一样，女性在以色列社会中遭到那样的惩罚也是理所应当

的。所以，女性主义者称这样的文本是"对女性的恐怖"或"放逐夏

娃女儿"等。⑥虽然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带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诠解圣

经，但它们注意到一些通常被边缘化的文本，并正视其中的问题，给

∞经典作品如De Vaux, Roland, Ancient Ismel: Its L扩'e and li阳titut，归时，回DS. by Jobn McHugh 

(London: Barton, Longman and 11创d， I96I)，对以色列的社会生活和制度的全面介绍.中译本见罗兰

德富<<古经之风俗及典章制度弘扬世雄译(台北g 光启出版社， 1980 年)

面可参 G.E. Mende由a1I， ÚlW and Cuvenant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ittsburgh: Biblica1 

Coll叫uium， 1955)与 D. J. McCar由y， Trel创y tmd Co阳'nant: A Si阳吃y in Form 切 A町ient Oriental 

Documents and in the Old Testament (Rome: Biblica1 Instiωte Pr田s， 1981)的代表性研究.

@参 G. E.Men由世回11，叮be Hebrew Conqu国lof臼naan"， The Biblical Archaeolog徊， XXV (l96匀，

66-87 页.以及 N. Gottwa1d,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mel, 1250-

1050 BCE (Maryknoll, N.Y.: Orbis, 1979)，并参他以社会学方法对希伯来圣经的总体研究 ， The 

Hebrew Bible: A S，町io-literary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tess, 1985, 2003). 

面参Phyllis 古ible， Gt刻rlandl加 Rhe臼ric ofSe>>ω助伺诅adeI肉ia: Fortt'eSS, 1978)与Gale A yi毗 Poor

Banished Chi胁nofEve: 胁刷n皿 Evilin伽HebrewBible ~画m由伊Us: Fottress，组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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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来新颖的视野。

四、正典评断学

上述各种方法都是将圣经文本放在它的历史、文本处境中进行，

诠释的是它的"本来意" (peshat)，但对于大多数的圣经读者来说，圣

经并非只是一个历史文集，即只有"过去式" (w部ness)，而更是一个

对当下生活有规范意义的"神言气是永远的"现在式" (isne则。因

此，理解圣经文本的历史文学处境，只是圣经研究的起点，而非终

点。人们更希望从圣经中找到当下的生活意义，因此，寻求圣经文本

的衍生义(der:副h)即神学意义，也始终是当代圣经评断学的强烈脉动。

寻找古代文本与当下生活的关联，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每一代人都

可获得的精神资源，不断地将"古代文本"拉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也

是圣经历史中的信仰群体的文本实践。在此意义上，神学释经学乃相

合于历史评断学。在先知传言中，先知们对历史经验的回忆，总是会

归结为"现在"要求昕讲的信仰群体当下做出回应。在《申命记》

中，摩西的临终遗命就是一个通过回忆历史，来呼唤信仰群体做出当

下抉择的经典文本"现在"阴阳， now)这个词不断在摩西讲演中回

旋。在第二以赛亚书中，先知对回归故土的盼望，也是建立在出埃及

的历史经验之上，走出流放之地被理解为"第二次出埃及"

在圣经信仰群体的文本实践中，我们不仅看到历史经验不断被拉

入到现在生活中，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经验之间不断累积、堆

聚的潮流。正如传统史家们所注意到的， <<申命记}} 26 : 5-9 中的核心

历史经验是出埃及，并没有西奈传统。但是，正是由于信仰群体不断

地把历史经验拉入到当下的生活处境之中，所以，多样的"过去"乃

集聚在一个"现在"之中。西奈立约、先祖应许、远古历史、乃至天

地创造等主题:北国的摩西(圣约)传统、南国的大卫(圣殿)传统:智慧

传统与创造传统等都汇聚在一起，成为信仰群体的历史叙事中的基本

材料。①

曲可参本书对所罗门献殿祷文、 J 传统的神学、 p 传统的神学的分析，分别见第八、九、十

五、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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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历史评断学的取向是回到圣经文本的"最初形式"

(origina1 fonn) ，从而呈现出"分"的取向的话，那么，神学释经学可

以说采取的是一种"合"的取向。 20 世纪 50 、 60 年代，以 G. E. 

Wright 为代表的"圣经神学运动" (Biblica1 Theology Movement)是这一

取向的典型代表。他试图以"上帝在历史中的行动" (acts of God in 

history)来整合旧约神学。①各种以神学字典的方式、以希伯来的核心概

念为对象的研究，大致也都属于这个范畴。这里，我们特别地来分析

以 B. Childs 为代表的正典评断学(Canonical Criticism)。②

有趣的是"正典评断学"本身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因为"正典"

意指圣经是某个信仰群体所拥有的边界清晰的整体文本，是一个信仰

层面的概念:而"评断学"则是将圣经视为一个历史文化产物，是分

析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学术理解的概念。所以，蔡尔斯(B. Childs) 自己

并不喜欢这个名称，说"把它称为一种评断学，好像它对待正典的态

度，就像其他的历史评断方法一样，以至于与底本说、形式评断学、

历史评断学并列在一起飞@可见，正典评断学将自己看成超越于自威

尔豪森以来的历史评断学之外。在此意义上，它在基本精神上回到了

前现代对于圣经的理解，即圣经首先是"神圣经典" (Sacred 

Scrip阳时，它的意义显现在信仰群体之中。

因此，蔡尔斯的正典评断学特别强调圣经文本的"最后形式"

(fina1 fonn)，在他看来，一段圣经文本的意义，要放到当下的信仰群体

所持有的正典整体之中，它的意义在于它所处的正典文本处境，而非

其历史社会的处境。例如，对他来说， <<出埃及记>> 15 章的"虹海之

歌"的意义不在于它所借助的迦南文化形像，更不在于历史时空中的

"红海岸边发生了什么飞而在于它在整个五经叙事中的枢纽作用，即

它从本体的创造论意义上对出埃及的拯救事件的解释。在此意义上，

一段圣经文本的意义，乃产生于它与现在正典的其他文学单元之间的

关联，或者更广义地讲，在于它与当下的信仰群体的意义世界之间的

曲参 G. E. Wright, God W菌。 Ac臼: Biblical Tlu!ology as Recital (Chicago: Allen皿'0， 1952)一书.并

参ABD之Theo1ogy (Bib1ica1), Hisω'ryof辞条.

国参 B. Childs,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田 Scripture (Philade1phia: For1I回s Pr四s， 1979); 

而e Boolc 01 Exc.咖s. σ且. 1974; J. Sanders. Canon and Community: A G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Philadelphi缸 F础盹 19盹对正典评断学方法及实践的阐述.

@B. Childs，叮be Canoni四1 Shφeof Pr咽'phetic LiteratUI矿'， Jnterpretation 32( 1978),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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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大致来说，在正典评断学的内部，有二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蔡

尔斯为代表，强调正典的"最后形式飞另一种则以桑德斯(J. Sanders) 

为代表，更强调"正典过程" (canonical process)。前者的目标在于提供

一种使正典之为信仰群体的圣书这一概念更具活力的方法，而后者则

重在对圣经如何在古代世界被理解为"正典飞以及正典传统不断汇聚

的过程做出分析，从而为今天人们理解圣经提供更丰富的素材。①

相对来讲，桑德斯对于历史评断学更为接纳和包容。所谓的"过

程"指的塑造正典的过程，它不仅指的历史最后一刻即公元 1∞年左

右确定正典的过程，更指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人们不断地重复

某种"价值观" (values)的过程，它广义地指从最初信仰群体的形成，

到正典确定的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包含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即文

本或传统(textltradition)、社会处境(contextlsituation，信仰群体及其历

史社会生活)、将前二者联结起来的解释学(hermeneutics)。其中文本或

正典(canon)与群体(community)之间的互动又是其核心。而且，在具体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群体实际上是被正典塑造了的群体，因此，

正典与群体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正典与正典的关系。所以，圣经研

究不是要像历史评断学-样，去寻找"正典中的正典" (canon within 

canon)，而是要去分析"正典之间的关联飞即所谓的"跨正典"或文

本互释(intertex阳ality). ②

确实，我们不应将正典评断学仅仅看成是评断学，它更倾向于成

为一种解释学，或者是作为"神学前言"的解释学。③他们所强调的

"过程"也不仅仅是客观意义上的时空流动，而是一个有机的、有目

的、展现上帝意志的历史。正典评断学也毫不隐晦地将"圣灵"的概

念引入到他对"正典过程"的理解，桑德斯说"对圣经的历史研究，

应该被理解为对圣灵如何在圣经历史中的所有更早的‘当下， (all 由e

earlier ‘no隅')之中活动的研究。，，@这里包含两个基本意思=一、对于

由 1. Sanders, 18 页.

叮. Sanders. 77 页.

@ 1. Sanders. 21 页.另可参由自1国 J. Scalise, Hermeneutics 副 Theological Pro1egomena: A 

Canonical Approach 刷刷n. G回lle: M町回 University Press. 1994)一书将正典评断学、解释学与神

学相融的尝试.

<J) J. Sanders.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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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群体来说，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是"当下"，但这个"当下"又是接

续着传统的"当r"， "当下"就形成于他们接受的权威文本即正典

(canon)与信仰群体(community)的E动之中。二、将所有的这些"当

下"统一整合起来的，就是"圣灵"或者说上帝的意志。所以，正典

评断学的志向要比历史评断学远大。它着眼于文本，但又试图超越文

本，是一门试图走向"圣灵"的历史神学。

五、余论

本书试图以一种"思想史" (Intel1缸tua1 Hisω可)的方式来呈现希伯

来圣经中的社会与观念的发生学过程，因此，在方法上采用与"传统

史"和"正典评断学"较为接近的方法。如果按桑德斯的分法，正典

评断学乃包括两个二个方面z 正典过程(canonica1 process)与正典解释

(canonica1 henneneutics)，那么，本书首先是在第一方面上的研究，即

以特定处境中的信仰群体(fai也 community)与文本(text)之间的互动作为

基本的分析框架，然后，又在历史流动的维度之下，转化为群体与群

体、文本与文本、群体与文本之间的丰富而复杂的关系。

与"传统史"方法类似，本书将这样一个过程理解为传统不断汇

聚的过程。这不是地质学意义上的层累，而是如江河汇聚一样的共

融。传统之间的共融，表现在圣经文本中，就是文本单元之间的互

释。在古代信仰群体中，这一互释直接表现为书写、整理、重述与编

修等。因此，文本互释不是后正典事件(post-canonica1 event)，而就是

圣经正典本身形成的方式。当然，这一互释的过程又是发生在具体的

历史社会处境之中的。

如果要说这个传统汇聚的过程，有一个什么主线的话。那么，本

书将其归纳为信仰群体对终极实在的持续追问，也就是"耶和华是

谁~! "对于与耶和华立约的信仰群体来说"耶和华"既是一个既成的

答案，也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或者说，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提间，

本身就是耶和华信仰的结果。

多元化的传统汇聚在对"耶和华是谁"这一共同问题的追问之

中，并不意味着就将它们封闭在一个单一的系统之中。正是由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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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耶和华化"的洗礼，①这些传统本身也成为创生意义的

(generative)资源，例如《创世记)) 22 章的"以撒被缚"也许本来只是

一个民间故事，但经过"耶和华化"之后，它成为人们试图理解神人

之间最奥秘关系时衍生意义的源泉。@在此意义上，我们当前对"正典

过程"的分析，也是未来从事"正典解释"的起点。因为，当圣经宗

教走向它前所未遇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人们同样会追问<<耶和华是

谁? "这时，被耶和华化了的圣经诸传统开放自身、衍生意义的能

力，将决定它们的未来境遇。

缸在这里耶和华化"这个概念与 J. Sanders 所提出的"一神化" (monotheizing)具有相同的意

义。作者在这里更倾向于用"耶和华"这个圣经自身的名词，而不用系统神学的"一神"术语. J. 

Sanders. 46-ω 页.

电参本书第三章对"以撒被缚"主题的分析，并参 Fréd白ic Manns 创刊 The Sacrifú:e of ISllllC in 

t加 Three Monotheistic Religio.阳:Pr，仰'edings 01 a Ay呻osium on"加 Interpre，刷刷 of the Sc.巾tures

(Jerusalem: Franciscan 阶inting 阶审阻.1995)。



，王若

先祖宗教:以色列信仰的开端

希伯来宗教的起点在哪，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信仰问

题。如果按照正典叙事，希伯来宗教的起点应该是从伊甸园故事开始:

如果按照宗教史上的决定性事件，那它的起点就应该在出埃及和西奈立

约。前者之历史已不可迫，后者则可能在公元前 13∞-1250 年。但我们

在这里，乃以先祖时期。a创arch)作为希伯来宗教的起点，原因大致有

二z 一、以色列之得名始于先祖之一的雅各( <<创世记>> 32 章，以下简

称创)，作为一个整体，先祖们构成了整个以色列宗教的源头:①二、不

管将先祖叙事的正典文本确定在哪个时代(或者在王朝时期，或者在更

晚的后流放时期)，人们都认为，这些先祖故事起码以口头形式在以色

列入中流传，它们一方面塑造着历代以色列人体验历史和信仰的基本方

式，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宗教和历史经验的沉淀和集合，是希伯来信仰

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体。②

@历史与先知传统以亚伯拉罕作为源头，前者如出 2 : 24; 4 : 5; 32 : 13; 书 24: 2, 3; 王下 13:

23; 代上 16 : 1 6-18; 代下 20: 7; 30: 6; 尼 9 汀， 8，后者如赛 41 : 8; 51 : 2; 63 : 16; 耶 33: 26; 结

33: 24; 弥 7: 20. 

@例如，耶和华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与祝福，与王朝时期的大卫之约(Da叫dic Covenant)类似:

先祖叙事中先祖们进进出出于应许之地，与以色列人后来的流放与回归叙事也有内在关联.在此意

义上，先祖们实际上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集体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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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祖叙事的文体z 传奇与传说

当我们面对希伯来圣经时，有必要有一种对文本的敏感，对于先

祖叙事这样远古的、且很少西亚历史旁证的文本，尤其如此.所谓

吱本敏感"首先是意识到某个圣经文本的特定文体(ge则，它的两

个最基本范畴即 z 诗歌(poe町)或散文(prose)。更细致地，则可结合它

们之被运用的特定语境，分为:指示文体(directive Iiterary ty严吟，如命

令式的律法、人们行动的准则等:要求与祈愿文体(叫uesting and 

wishing literary types)，如要求与祈愿、打招呼(salutation)、起誓等:宣

告文体(proclaiming liter，缸Y types)，如先知的神谕、以摩西之口所发出

的关于祭祀之规程等:交流文体(communicating liter司ry types)，如人们

的对话、正式的讲演等:叙述文体(narr回live literary types)，如神话、传

说、小说、轶事、传奇(saga)等;报告文体(reportorial literary types) , 

如记录、史志、史书、传记等。《创世记》关于先祖们的文本，其文体

主要是叙述散文，尤其是传奇(saga)和传说(legend)这两种文体。@

"传奇"属于散文叙事体，常用穿插故事的方式来组织叙述。它

的叙述主体是家族或者古代英雄，而不是某个王朝或民族的政治史。

在"传奇"被书写下来成为文字之前，一般都有一个口头流传的过

程。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少有背景的交待或描述，而是以主人公的行

动来组织故事。《创世记)) 12-36 章就是以"传奇"来叙述"亚伯拉

罕、以撒和雅各"的家族故事。所谓"传说"则是一种与"传奇"

相似的文体，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传说"更关注故事主人公的晶质

或天赋。人们对传说的叙述，常常以劝诫和教育为目的，即希望读者

或昕众形成与主人公相似的品质或天赋。例如，约瑟与但以理的传

说，乃集中在他们所具的信靠上帝和智慧行事的品质之上。@

人们在把某个故事称为"传说"时，目的不在于判断它的真实

性，而主要在于注意它的文体形式，特别是它意图传递出来的神学、

伦理或教育意义。通常而言，在"传奇"或"传说"与"史书"之间

有着较显著的区别，即前者带有很强的口头流传性，即使在成文之

串关于这样的文学分法，可参 Fohr町; 51-102 页.

@参 A. G. Patzia & A. J. Petrotta, Poclcet Dictionary 01 Biblical Siωdi，田(Downers Grove, 111.: 

InterYarsity Press, 2002)中的 Saga 与Legend 两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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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它的讲述性或口传性仍然十分明显，而后者以书面语言为主。进

而言之，由于前者的口传性，所以它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变易性，而史

书写成下来即难以改动:就内容而言，传奇或传说多涉及个人事务或

者家族事务，而史书则多谈政治层面的大事。①故此，虽然传奇与传说

在文体上是散文的，但它们的功能却更像诗歌，即侧重于对听众的感

动、教育、提升或激励。

敏感于圣经文本的细小文本单元的文体特性，只是所谓的"文本

敏感"的一个方面， B. Childs 和R. Rendtorff等人提醒大家，圣经文本

的正典整体性，或者说圣经文本的"最终形式" (final fonn)更需要人们

的注意。②因为，在一个更大的正典框架中，这些分散的文本单元彼此

交融，获得了新的意义。就先祖叙事而言，那些组成正典文本的"传

奇"或"传说"在经过漫长的流传、转述、编写的过程后，尤其是

被编篡进入五经(宇宙史、人类史、先祖史、以色列史)这样一个大的神

学处境之后，其内涵及意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概括地说，这些变化包括2 一、被以色列化了。也就是说，这些

传奇或传说被当代化了，成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的集体投射

(projection) ，那些本来松散的、没有内在关联的传奇或传说都被串联到

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来。如雅各与以扫的兄弟相争的故事，成为

以色列人与以东人的历史恩怨的投射。二、被耶和华化了。那些本来

属于西亚地区的神灵传说，被整合到对以色列神耶和华的整体叙事之

中。例如，创 28 : 1 6- 17 节对雅各的伯特利之梦的叙述，在这梦后，

雅各所说的两句话，前一句是"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后一句是"这不是剔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前面用的是

以色列神的专用名词一一耶和华仔HWH)，后面用的神名是西亚普遍神

名一一神但.1)，包含在"伯特利"即 Beth-el(神的殿)这一地名之中。这

表明，伯特利这个地名的古老传说被整合到了对以色列神一一耶和华

的神学言说之中。三、被神学化了。也就是说，一些传说被加以了意

义化、道德化的解释，使原初的传说更具有神学的色彩。

∞在《撒母耳记》中，大卫未做王之前的故事，如他与歌利亚的战事，即是用传奇文体写成(撒

上 17 章);而大卫傲王之后，其文体就采用了史书文体.

@参 Rend阳霄; 124-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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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祖的历史性问题

按照希伯来宗教对于神人关系的理解，上帝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

与人发生关系。亚伯拉罕的呼召经历(创 12 章)，开启了上帝通过特定

的人群进入世界的历史。因此，对先祖们的历史定位便引起信仰者、

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但是，先祖故事发生的年代极其遥远，其文体带

有神话、传说的特点，也很少以西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它的年代

学参照，其所谈论的历史背景也多虚化，没有具体所指。因此，先祖

们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引起学者们的极大怀疑。

按圣经自身的年表，亚伯拉罕大概生活在公元前 21∞年，他的孙

子雅各进入埃及的时间也就是大概在公元前 1876 年。但只有那些极端

保守的人士仍信守这样的断代。另一个可能的坐标是创 14 章提到"四

王战五王飞学者猜测里面提到的示拿王(Shin创暗拉非(Amraphel)有可

能就是公元前 1850 到 18∞年统治古巴比伦的著名的汉漠拉比，因为

圣经多次用示拿指代巴比伦。但是，这只是一个推测，尚无可靠证

据。另一个推测建立在对古代西亚史的考古发掘之上，即古代亚摩利

人(Amorites)曾在古代吾离城走向衰败时，侵占吾理并随后迁往迦南地

区。因此，人们推测亚伯拉罕可能就席卷在这样的移民浪潮之中。但

这同样疑点重重，我们既不知亚摩利人与两洞流域的城邦衰败之间的

真实关系，在圣经文献也没提到亚伯拉罕是大移民浪潮中的一支，因

此，这一假说同样不确定。

另一个办法就是依据发掘出来的古代西亚文献，通过对其中提到

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与圣经关于亚伯拉罕生活方式进行横向比较，从而

确定先祖们生活的大致时间。大概在汉漠拉比时代，幼发拉底河上的

Mari 和底格里斯洞上的 Nuzi 文献记载的生活习惯与风俗确与先祖故事

类似，例如E 游牧生活与定居生活的共存:未育之妻将侍女许以丈夫

为妾生子等。但因为生活方式及风俗往往延续很长时间，用它来为历

史断代，难以信服。

人们难以从正面确定先祖们的较早时代，负面证据却不少。第

一、亚伯兰(亚伯拉罕起初的名字)在创 11 章被简单提及，即"(亚伯

兰、罗得，并他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碍，要往迦南地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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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11 : 31)这里所谈到的"吾南飞是座落在南

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个著名城邦，在公元前 3 千年时曾繁荣一时，

但是，所谓"迦勒底的吾碑"却是要到新巴比伦帝国兴起之后才能有

的称呼，也就是起码要到公元前 7 世纪晚期。所以，人们推测这样的

称呼不应早于流放巴比伦之前，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故事激励着那

些从巳比伦流放地回到犹大的人们重回"应许之地飞从而对亚伯拉罕

故事加以改编，置入到《创世记)) 1 到 11 章的太古历史(Primeva1

History)之后。第二、在创 21 : 32-34; 26 汀， 8, 14-15 中所谈到的"非

利士" (即海上的民)是在公元前 12 世纪前才入侵巴勒斯坦沿岸地区:

与雅各打交道的亚兰人，也只有在公元前 11 世纪的文献中才有提及。

第三、骆驼是直到公元前 11 世纪才作为家畜使用，而其广泛流行肯定

还要晚几个世纪。第四、先祖故事中所提到的别是巴(Beersheba)的考

古发掘证明，它在公元前 12 世纪之前无人居住。根据以上二手的证

据，人们一般认为z 先祖叙事的主干的形成不会早于公元前 11 世纪。

三、先祖研究:形式评断学与传统史

对于希伯来宗教而言，先祖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历史档案，不如说

它是一个信仰的开端与范式。因此，对于先祖宗教的研究，人们已经

从先祖的历史性问题的讨论，转移到通过对《创世记)) 12-50 章的各文

学单元的分析，来讨论这些文本后面所反映的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

更深层的它们对于希伯来信仰的意义等问题上面来。在这里，有必要

先对两种圣经研究的方法进行介绍。

首先是由 Hermann Gunkel 开创的形式评断学(Form Criticism)对于

先祖叙事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按这一圣经评断方法，需要按两个基

本步骤来分析先祖故事对于以色列信仰的意义。第一步是看到先祖故

事乃通过一种特殊的文体(genre)来叙述，即传奇或传说:对于传奇或

传说，又有两个因素需要注意，即:它们首先不是要报告"确实发生

了什么" (what actually happened)，而是要从听众或读者那里引出、激

发或培养某一种信念或气质:其次，传奇与传说通常在书写下来之

前，常常以口传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而口传故事的边界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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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的，因此，仔细地去分析文字化的经典后面的口传因素，常常

可以看到不同的口传传统逐渐合流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第二步就是

分析某个文本后面的社会处境或生活处境(Sirz im Leben)。因为在古代

社会，某个文本通常是与某个社会群体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其社会处

境中发挥着相应的功能，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群体

所依赖的传统。这一方法颠覆了以底本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为

代表的圣经评断学，改变了人们的提问方式，即从"圣经是由哪些文

本组成的? "转变为"人们为什么这样叙述这个故事? "以及"这样

叙述故事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或"这样叙述有什么用? "这使圣经

研究摆脱了单调与枯燥，而打开了一个多维的、丰富的解析空间。

接着， Martin Noth 在形式评断学的基础上又做出发展，提出"传

统史"σ'radition Hisω叭的研究方法，即进一步通过对圣经文学单元的

分析，深入到对以色列古代宗教的多元传统之间关系的分析。它首先

是将正典的圣经文本分解为多个的口传传统或书写传统。①对于先祖故

事来说，这些多元传统是围绕着三位先祖来建构的 z 亚伯拉罕传统、

以撒传统与雅各传统。例如，在创世记叙事中，三位先祖活动所在的

地方各各不同z 与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的是希伯仑，以撒则与别是巴

(Beersheba)相联，雅各则与伯特利或示剑等中部山区相联。因此，它

们可能分别属于三个传统，在这三个传统的后面，又存在着在不同地

区活动的群体。@

但是，这种分散流传的局面在某个时刻开始消失。雅各被认为是

组成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祖先的共同父亲，这就是在创 32 章出现的雅

各改名为以色列的传统。在创世记的叙事中，他与中部山区紧密相

联，而中部山区又是以色列在王朝出现之前的中心地带，因此，雅各

故事很可能来自于北部支派的生活处境。但是，在总体的先祖叙事

E参 Martin N曲在A History 01 Pentate时al Traditions 中的经典分析，但人们边一步提出了这

些传统最早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甚至直到后流放时期才统一地被整理为一个文本形式，参 Ivan

Engnell在AR馆id Scrut问'; Critical &says on t.加 OldTes阳nent一书的分析.对传统史方法的贡献的

评价，参Douglas Knight, Rediscovering the Traditions of Israel 的学术史总结.

面主要是亚伯拉罕传统与雅各传统.在先祖故事中，以撤故事篇幅既少，其情节亦未展开，仅

有的两个详细故事也都可以在亚伯拉罕故事中找到对应(26: 7-11; 26: 26-31)，所以，以撒传统是

较为次要的，儿乎可以隐入于亚伯拉罕与雅各的故事之中.见 Rendtor霄， 135-136 页，并参 Ronald

S. Hendel, The Epic 01 the Pat，巾rch: The Jacob Cycle an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s of Canaan and Israel 

仙也ßta: Scholar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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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伯拉罕的地位更为突出，而他的主要活动又是在南部犹大地

区，因此，创世记中的亚伯拉罕传统则很可能来自于南部支派的生活

处境。那么，雅各故事与亚伯拉罕故事的合流可能形成于王朝时期，

即以色列支派被犹大支派统一的时期。①

顺着形式评断学以及传统史的研究方法，人们还可以带出更多深

层的问题，例如z 这三个分散的先祖故事被整合到一起，是出于什么

原因呢?又有什么样的功能呢?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集体记忆

的保存或创造，总是为了建立当下人们的身份。同样，先祖故事的保

存与创造，也是以色列人言说自我身份的结果。建立群体的自我身

份，一种方式是通过对族源的不断重述来更新对群体身份的理解E 另

一方式亦是创造群体的"他者"以"他者"为镜像来建立自我。在

先祖叙事中，这两个方式是同时并存的。首先，将三位祖先的故事联

结为一个在谱系上连贯的"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序列，是以色列

人为了试图建立一个整体的群体身份，并借助于族源叙述来表明这一

整体内部的支派之间的关系的有力尝试。它将两个一直存在嫌隙并最

终分裂开来的两个群体z 南部犹大与北部以色列，归诸于一个单一的

谱系源头，从而为一个作为整体的全体以色列人的意识打下基础。@其

次，在先祖叙事中，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距离也一直被强调，

"迦南"成为以色列人建立自我身份的群体他者。先祖叙事一直着力

强调先祖的米索不达米亚身份，要求后代不要在迦南人中寻找妻子，

而是回到"本地本族"去。③在与迦南人划清界限的同时，它又似乎对

@当然，正如旧约研究所能得出的大多数结论一样，这里的看法也只是或然性的.由于在《创

世记》中，没有一个地方谈到王朝$而且，它将叙事一直设定在一个前王朝的场景之中，因此，显

然最后正典形式的{街llII fonn)先祖叙事产生于王朝治下或王朝覆亡之后，但这些多元传统之间的融

合可能早在王朝之前就开始了.例如， B.W. 扭曲回n 就将先祖叙事的形成放在前王朝时期，认为

它是支派联盟时期的泛以色列人史诗的一部分， 151-180 页.

面关于南部支源与北部支派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甚至怀疑在它们之间存在一个统一王朝，即

使它们之问曾经统-过，也是很短时间的，而且极不稳定的.详细分析见Philip Davis, The Orig阳

olthe Ancient Israelire States (Sheffield: Academic, 1996). 

@历史与考古学乃到文学的证据{如乌加列文化对于旧约文学的影响)，都似乎指向一个与圣经

叙事相反的结果，即以色列人实际上产生于迦南.他们的习俗与物质文明表明官们产生于迦南文

化，见Collins， 87 页， 并参 Israel Finlrel鸥ein & Neil Asher Silber回国n， The Bible UIII捕，饰ed:

A町'hMology's New Vision 01 Ancient Israel and tlu! Origin ollts Sacred Texts (New York: Free 防部队

2∞1)， 27-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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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兰人一直持友好的态度。①这部分地说明，迦南人作为以色列人最近

的邻居，成为以色列人在建立自己独立的群体身份时，第一个也是最

紧迫需要划清界限的族群。②

总而言之，先祖叙事经历一个漫长的从口传到书写、从多元传统

到一个正典的过程，其间可能有千百年的历史。在这个形成过程中，

不仅存在着文本之间的互动相融，而且各种社会性因素杂入其中，决

定着这些传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对于创世记的先祖叙事的研究，

不仅是对先祖时代的研究，而更多是对整个希伯来宗教史的研究。

四、先祖宗教的思想原则

如前所述，从宗教史的角度观之，先祖叙事是共时性与历时性融

于一体的产物。从其共时性来说，先祖宗教是希伯来信仰的开端，它

包含了以色列后世宗教的基本原则:从其历时性来说，先祖叙事又保

留了前摩西的古代宗教的自身特点，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甚至与晚期

的耶和华崇拜有诸多矛盾的地方。以下从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1.历史宗教(回归dcal Relig币。，0) :时间中的上帝

希伯来宗教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流动的时间中

去理解上帝。也就是说，世界的终极实在不是一个抽象不动的逻辑图

式，而是一个不断介入人间历史的能动实体。上帝是一个在历史中行

动的上帝(God who acts)，在时间维度中可以见到上帝的行为。上帝不

是一个神话般的上帝，只在超越的层面活动，从不干预人间的事务。

换而言之，历史是超越性的上帝在时空中的活动，历史是上帝在地面

上的行走。历史不是纯粹的人间史，单从人的因素就可以找到事件的

原因，而是上帝展现自己的舞台，是他向他的选民启示意志的媒体和

中介。正因为历史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历史本身可称为是上帝的启

@关于亚兰人的历史，参附录.

②对土地的要求也许是以色列人要与迦商人截然分开的现实原因.对希伯来圣经中的土地叙事

的研究，可参 Norman C. Habel, The lAnd is MI阳: Sù: 8iblical lAnd Theology (Minneapoüs: Fort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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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那些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是人们理解神人关系以及自我的中心

与关键。

故此，希伯来宗教可谓真正地尊重历史事件的宗教，也就是说，

它承认那些在变易的时间之中出现的、因其一次性而常被认为不具真

实性的事件。与希腊思想相比，这一点尤为鲜明。对后者来说，只布

那些不变不易的、共时性的、在时间之外的事物才是真实的Q)

在以色列人看来，历史事件不是无意义的，历史也不只是一些孤

零零的事件的集合和堆积，而是一个需要诉诸于超越层面的上帝才能

得到有效解释的有意义的整体。历史是有意义的，而且它以某种线性

的方式指向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此而言，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与信仰之

间的界限不是截然的，它往往通过对过去的叙述来构建一个信仰世

界，或者说表述一种对神性观念和神人关系的理解。它所谈的内容是

过去的，但是，它却是为当代的以色列人提供一个自我构建、界定他

们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本质与意义的叙事传统。就历史中包含着信仰

结构而言，希伯来宗教对历史的叙述都是当代化了的(contem阳ized) 。

它是一个历史与信仰融为一体的"宪章叙事"乃利用过去的故事与传

统来阐释及界定当下人们的信仰模式。在此意义上，希伯来宗教是一

种"历史宗教"这一精神一直延续在后来的以色列宗教发展，直至进

入基督教的信仰结构之中。

所以，创世记中的先祖叙事，不仅在历史中为以色列民族史找到

了一个开端，而且也是为以色列人的信仰构建了一个起点。通过对

"亚伯拉罕、以撤与雅各"的故事讲述，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历史找到

了一个原初的起点，同时也为以色列人言说上帝、神人关系确定了出

发点乃至基本框架。反过来，这也要求人们在阅读先祖故事时，不要

将它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而应从中去解析五经的作者们如此叙

述先祖故事的神学意图。

面对希腊与希伯来思想的比段，可参ThorIief Bom徊• Hebrew Thoug，加 Con脚~d wj，仇 Greek

α..ondon: SCM Press. 1960, Revised Version) 。

②过去，常将以色列人与古代西亚文明的历史观念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线性的，而后者是循

环的.这样的观点在当今受到人们的驳斥，认为线性与循环的历史观在两种文化都有显著的存在.

但是，无论怎么说，线性、意义化的理解都是以色列人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详见 ABD 对

E岳阳，riography 辞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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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祖宗教的主要特点

一方面，由于五经材料中对于先祖故事的叙述经过了晚期人们的

编修整理，而且由于它缺乏清晰的历史背景资料，因此对客观的希伯

来宗教史来说，五经中的先祖故事的历史意义是有限的;但是，另一

方面，在五经材料中所保存的先祖故事并未完全按照晚期改编者的宗

教标准加以删增，①因此，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去发现一个有自身特点

的、与晚期的希伯来宗教传统有很大差异的先祖宗教。

首先，先祖们所敬拜的神名为"伊勒"。鼠， El). @按《出埃及记》

6 : 2-3 之叙述，上帝并未向先祖们启示他的独有神名"耶和华"

(j'm'T~， YHWH). @所谓 El，是西北亚的闪族宗教对于神名的一个普遍

称呼，在乌加列(Ugaritic)宗教中，它就是最高神的称谓。而先祖们又

将不同的附属后缀加在这个 El 神名之后，如"看顾人的神"(~l't，与鼠， El 
Roi , 16: 1匀"大能的神"('气因与跳， El Shaddai , 17: 1; 8: 3)或"至
高的神"。、切切， El Elyon)等等。而在《创世记>> 14章中，亚伯拉罕
将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了"至高之伊勒神"的祭司麦基洗德，

似乎对迦南地普遍尊崇的伊勒神，以及与其相关的崇拜方式即奉献

"十分之一"表示认可。因此，先祖宗教对于迦南宗教似乎有一种更

为宽容的态度。@

其次，先祖故事叙述一种很特别的神人关系。一、先祖们与他们

的神是一种个人化的(personal)、不受地域限制的关系，神是与人发生

由例如，先祖们到处建圣坛或圣所，与后来的纯洁信仰的申命运动主张只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

相冲突:在梦中神人相遇等，与先知运动反对以梦作为神人沟通的主张也相违背.

@即希伯来文之与民，将其译为"伊勒乃参照和合本对一些含有与鹤的地名与人名之音译.

关于希伯来宗教对终极实在的命名及其文化意义，参Archie Lee, "Naming God in Asian 臼ltext"，

Quest 3 (2α剧， 21-42 页.关于迦南宗教与以色列宗教在对上帝命名问题上的关系，及其神学与文化

内涵，可参游斌， <<是与终极存在z 从希伯来传统的角度观之>>， <<希腊哲学与原创文化>><北京z 社

科文献， 2∞5) 

面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

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学者们常把这个文本称为 E传统或 P传统的编修。

@但是，另一方面，先祖故事又未曾提及"巴力(B础。崇拜"或"女神(亚舍拉， Asherah)崇拜"，因

此，人们猜测，先祖们的宗教是一种"修正的(modifi，创)迦南崇拜或者，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就

是，晚期的五经编篡者有意识地对先祖故事做了删改，将那些可能提及到先祖参与异教崇拜的故事

删除了。 ColIins.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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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神。这表现为在先祖故事中，神常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

(26 : 24) 、 "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28 : 13)，或者被称为

"你(亚伯拉罕)的盾牌" (15 : 1) , "以色列的牧者、磐石、大能者"

(49 : 24)等，可见神首先是与个人建立关系的神。这一特征与后期的希

伯来宗教，如"在雷电、狂风中显现的神"、以"他的名"居住在圣

殿之上的神等就有显著区别。有趣的是，先祖们迁居在何处，何处就

有上帝的保护和显现，尤其突显了神人之间的密切关系。①二、先祖们

的神有着独特的显现方式，神以某种可以感官经验到的方式向他们显

现仙eophany)。例如，在亚伯拉罕故事中，上帝可以在神显的异象

(theophanic visions)中向亚伯拉罕说话(12 : 7; 17 : 1; 18 : 1); 在其他情

况下，神以人形来显现，甚至有天使为伴(18 章);许多时候，似乎神

直接与亚伯拉罕交谈(创 12 : 1-3; 13 : 14; 15 : 1; 21 : 12; 22 : 1)。在雅

各故事中，雅各在梦中见到天使沿着梯子上上下下(28 章);神以人形

与雅各摔跤，雅各"面对面见了神" (32 章)，所以他将那个地方命名

为"毗努伊勒" (字面意思就是"神的面" )。可以认为，这些故事最早

源于一些"保护人的神灵"刷刷ng spir峭的传说，但以色列人将其

改编为神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显现。但其中却意味着:在对神性的理解

上，先祖宗教与经过先知运动之后的以色列宗教之间的差异显著，后

者更倾向于认为上帝是在话语或先知预言中，而不是在诸如先祖宗教

所叙述的梦或与人的直接行动中，启示他的意旨。

第三，在先祖故事的叙述中，先祖们在各地都为神建立了诸多的

圣所，人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敬拜上帝。例如，亚伯拉罕在 "r惶利的橡

树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 (1 3 : 18)，又在伯特利与艾之间为耶和华建

坛:以撒在别是巴建有圣坛:雅各在伯特利与示剑分别为耶和华建过

坛(28:17; 33:20) 。考虑到后来"申命改革" (Deuteronomistic 

Reform)的基本原则，即建立以耶路撒冷为独一崇拜圣地的以色列宗

教，并且"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事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

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

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

地方除灭。" (申 12 : 2-3)那么，先祖宗教的这一特点尤为突出。也

就是说，先祖的这种宗教行为恰恰即是申命改革运动所试图压制的，

@当然，按宗教学的分析法，这样的神观乃源起于先祖们的游牧或流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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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加指责的。①所以，先祖叙事反映了古代以色列人的民间性、非

制度化的、散漫的、以家族为核心的、与迦南文化较为相近的一种宗

教形式。

第四，按先祖故事的叙述，以色列宗教的最核心观念一一应许

(promise)是将儿位先祖的故事贯穿起来的主线，并且围绕着它还形成

了其他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概念，如约、土地和后裔等。靠着这些

"应许叙述" (promi回 narrative)，零散的先祖故事组织成了一个大的先

祖叙事。②以 12: 2-3 的上帝应许为例来分析z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稿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

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

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其中，既有民族主义的因素，其核心就是以土地与后裔为内容的"大

国"在 15 与 17 章的二个立约应许中，这一因素进一步突出 z ③又有

普世主义的因素，亚伯拉罕是地上万族、别人得福的入口。以色列人

与耶和华立有圣约，乃成为整个希伯来传统中的核心观念，以色列宗

教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都是对"圣约"的改造、深化和扩展，而其中所

蕴含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以色列宗教发展的基

本动力。

@在这里，学者们倾向于认为. (t~世记》中这些关于先祖在伯特和j或示剑建城的叙事，即所

谓的五经中的 E典传统，即来源于北国的传统.而且，将这些地名与先祖们联系起来，乃为北国耶

罗波安在伯特利建造圣所的做法((列王纪上>> 12: 25-33)提供宗教合法性.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之

所以在申命运动之后还能继续存在于五经叙事之中，表明这样的-个传统在当时生命力十分强大，

以致于申命史家们(Deuteronomist)也无法将其删除.见 Collins.89 页.

②例如，亚伯拉罕故事中的 13 : 14-11 与雅各故事中的 28 : 13-14 节的结构基本相同，可谓是

将亚伯拉罕传统与雅各传统连接起来的桥梁. Rendtor筐~ 137 页.

@甚至可以说，这是整个先祖叙事围绕的中心.虱然正式谈到以"约"为形式的应许只有 15

章与 17 章，但是，像 12 : 7, 16: 10 : 22 : 16-18, 24: 7, 26: 3-5 , 24, 28: 15 : 31 : 3; 32: 

10- 13，到 :24 等都指向 15 章2 而 27: 46-28 : 9 与 35: 9-15 则与 17 章相对应的. Rend阳膏~ 137-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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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kedah: 被缚的以撒①

《创世记》之 22 章，讲到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命令下，要将他的

独生子以撒为祭品献给上帝。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这个故事在《希

伯来书>> 11 : 17-19 中再次提及，并将它称为"亚伯拉罕的信飞这

个故事展现的种种矛盾及给人巨大的震撼，吸引着犹太教与基督教

的神学家们对其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并在近代经过存在主义哲学

家一一祈克果(S. Kierkegaard)对它的诠解之后，延续在近代神哲学

之中。而在圣经评断学兴起之后，圣经学者们又力图对其做出"社

会一文化"的解释。②

在"社会一文化"意义上对这一故事进行解释，第一个入手点就

是"人祭"尤其是"童祭" (child sacrifice)的问题。在古代社会，童祭

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人们在遭遇极度困苦的时候，常常以这种极

端的献祭方式来试图平息神瓶的愤怒，即所谓的"消罪祭"

(propritiatory s部rifice)。在以色列人的社会-文化经验中，也曾实行这

样的童祭，如王下 3 : 27; 16: 3; 21 : 6; 弥 6 : 70 即使在耶路撒

冷，人们虽然在圣殿中不如此实行，但在所谓的欣嫩子(阻nnom)

谷，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如此来祭拜耶和华，如王下 23 : 10; 耶 32 : 

35。因此，亚伯拉罕祭献以撤，但后来被上帝阻止，并用一只公羊代

替以撒行祭的故事，从神话学的意义上来说，是以推元学故事的方式

为人们废止这种人祭而以动物为祭品提供一个解释。③

当然，在先知运动的影响下"童祭"与人祭在后来都受到了强烈

的批判与禁止，如申 12: 31; 利 18 : 21; 20: 2 以及耶 7 : 31 与结

@希伯来文 "p17之转写，意为"捆绑"仙e binding)，指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以撒捆绑起来，

要祭献给耶和华。希伯来传统即以将此故事命名为Akedah.

@参 J. 1. Gellman, TIU! Fear. TIU! Trembling, And The Fire: Kierkeg，剧rrl and Hasidic Masters 011 the 

BÎndI归'g ollsaac (Lanham, Mary1and: University pr田s of America, 1994); J. 1. Gellma且， Abrahom! 

Abraham! Kierkegaarrl and the Hasidl阳 on the Binding ollsQQC (Burlington, VT: Ashg晦， 2∞3); G. 

Hartmann，叮beSωry of Isaac's S缸而魄"见 D.Rosenber窜， ed.，由nesis As It ls 胁由阳: COI阳呻)(}rary

Writers on Our First Stories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1996), 139-150页，用现代哲学、心理学

理论对亚伯拉罕祭献以撒进行阐释; C. De1aney, Abraham on Tr切1: TIU! Social Legacy of Biblical Myth 

(阳n制。n: pr讪回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全面分析了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社会一文化背景，以及

各大宗教传统、近代神学、哲学对其所做的解释.

@所谓"推元学" (etiology)，是指用叙事方式对某个地名、某件事绘出一个起源上的解馨，如

屹的爬行(ft~ 3 : 14)，伯特利的得名(创 28 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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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20; 20: 260 但是，创 22 章在叙述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行为

时，却少有谴责的语气。而在置入到《创世记》的整体叙事处境后，

这个故事的重心，也转而从祭祀问题转移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去了。

另一个"社会一文化"解释的入手点则是与"圣地"相关的。也

就是说，这里所讲的"摩利亚"就是后来所罗门兴建圣殿的地方。按

Gunkel 的解释，创 22 章的叙事一直指向"耶和华必看顾"的主题，从

中又衍生出 "Jeruel" 或 "Jeriel" 的地名，它表明，在后来耶路撒冷的

传统中，当人们意识到耶路撒冷在先祖故事中没有像伯特利那样的神

显故事以及敬神场所的传说后(即便是创 14 也似乎隐含着一个外邦背

景)，就将献祭以撒这一故事转移到耶路撒冷的场景之中，从而使耶路

撒冷在先祖故事中即成为神显之地。①

上述"社会一文化"的解释有助于人们对亚伯拉罕祭献以撒的故

事的可能背景做了分析。但处身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神学传统之中，它

所获得的神学解释更为丰富，对它的讨论触及到了几乎所有的神学基

本命题。

简而言之，这里面包含的神学问题主要有两个z 一是上帝的命令

与人的伦理之间的关系:二是上帝的全知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

又存在着两种可能 1、人们的理性道德原则与上帝的意志之间是吻合

的，因此，上帝的命令也合乎人的道德原则。因此，在亚伯拉罕的故

事中，亚伯拉罕的道德原则与上帝的命令之间的同一，使得亚伯拉罕

的行为既符合他自己的道德原则，又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上帝命令的遵

守。 2、人的理性原则与上帝的命令相互冲突，或者毫无相干，人们只

能取其中之一。其结果或者将上帝命令视为对人的道德原则的冒犯;②

或者认为上帝的命令本身就是绝对的，它不需要遵守任何的人的道德

法则，只要是上帝的命令，就是道德的。因此，亚伯拉罕只是昕从上

帝的命令，简单地以其作为道德的法则，而不是在上帝的命令之外，

再去寻找一个所谓的道德法则.

币以上分析详见 Gunkel， Gene，巾， 233-239 页。

@康德即认为，理性的亚伯拉罕应该抛弃这样的"上帝命令因为它是非理性的，甚至他认

为这就不是上帝的命令.人们遵守上帝命令之前，首先要用理性去认定它是不是上帝的命令.他

说确有某些情况，人们可以确知他认为他昕见的不是上帝的声音:当这个声音命令他去做某种

与造德律令相神突的事时，虽然那件事看来是那么的威严、超乎自然之上，他应该把官看作一个谬

令f 见Kant， The Conflict ofthe Faculties, trans. by M. J. Gregor阴阳 York: Abaris, 1979),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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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帝的全知"来解决亚伯拉罕的献子悖论，就是说z 如果上

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就知道在亚伯拉罕故事的结尾将发生什么，这

样，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似乎是一个"信仰的考验"，但是，对于上帝

来讲，却是一个早已命定了圆满结局的发展过程。

上述神学思路，将重点都放在上帝的身上，亚伯拉罕的角色却被

严重低估，只是被当成上帝的道具一样来讨论。这样的局面在 19 世纪

中叶左右开始得到扭转，从 1843 年祁克果的《恐惧与战栗》出版以

来，人们讨论的兴趣即转到亚伯拉罕身上，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昕

到上帝的命令时的存在状态，并以此来看信仰的本质。

在祁克果看来，一个信仰者在经历上帝时，他有时经验的上帝命

令与他的理性道德原则是一致的:但是，有时一个信仰者所经验到的

上帝命令是直接的、无法忍受的，是在他所知道的伦理的一切准则之

外的、是他经验到的神人关系中从未存在过的、也不是能够以他所知

道的上帝的本性为基础就能推导出来的上帝命令。也就是说，他与上

帝的相遇是不带任何中介的，是最亲密的一种相遇，或者说，是孤独

的亚伯拉罕面对着上帝的最隐秘的面孔，它是剔除了一切的计算、因

果、考量之中的面对。这时，关键的因素不是怀疑，也不是比较，而

是回应，是决断(d民ision)。因此，在祁克果看来，亚伯拉罕的故事是

对信仰本质的揭示，也就是说，这里不是一个伦理问题，也不是一个

上帝知道不知道故事的最后结局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信仰所导致的

信仰者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产生的一个存在论问题，即信仰不是

思考和计算，而是"非此即彼.. (ei由er/or)的决断。所以，祁克果将对

以撒被缚的分析兴趣从上帝转移到对亚伯拉罕的内在心灵状态身上，

开启了基督教神学的存在主义传统。

在宗教传统中"以撒的被缚"的生命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

它以故事的形像展现的神人之间的非理性却又本质性的关系。"以撒的

被缚"他创血)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深层意义结构的永恒形像，例

如 z 基督教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上帝用他的独生子来祭赎人类的

罪 1 犹太人在纳粹时代经历的大屠杀，也同样使犹太教的思想家发出

了上帝为何要捆绑他的选民爱子的疑问:甚至在巴以冲突中煎熬的以

色列人，同样被犹太思想家们从"被缚的以撒"这一形像加以诠释。①

由 200s年 7 月圣经文学协会(S8L)的新加坡国际年会即开设了"以撒被缚" (幽幽h)这一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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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约瑟故事

在三位先祖的故事(12-36 章)后， <<创世记》接下来的一个单元整体

是 37 至 50 章的约瑟故事。可以注意到，这个单元具有这样的一些文

学特点。第一、 38 章关于犹大和他玛的故事，以及 49 章中的雅各之歌

显然与这个整体无关，是属于后来插入进来的:①第二、它像是一个娱

乐故事，在主题、文体上既与古代埃及流传的"两兄弟故事"σaIe of 

the Two Brothers)与"海难船员的故事" (Tale of the Shipwrecked 

Sailor)，又与希伯来自身传统的路得故事和以斯帖故事十分类似:第

三、它的文体更像是一部小说(novella)，而不像先祖故事的传奇或传

说。这表现在它的总体结构整齐、前后连贯、安排精巧，在情节的安

排、故事的展开、伏笔的设计等方面都有匠心独运，展现出一种迥异

于传奇或传说的叙述方式。

简单地说，约瑟故事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他在兄弟们的

嫉妒之下，如何被卖往埃及为奴:另一个就是他的命运如何在埃及完

全扭转，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故事。在五经叙事当中，它扮演着一个桥

梁性的角色，将先祖故事与出埃及故事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在讲述

以色列人如何从埃及解放出来之前，先讲述以色列人是如何出现在埃

及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约瑟故事的历史性问题与出埃及事件的

真实性是紧密相关的。有学者就认为，曾有一段时间(公元前 1750-

1550 年)，埃及被从叙利亚下来的一群人，通常被称为"希克索斯人"

(Hyksos)所占领并统治，但后来又被埃及人赶了出去。希腊化时期的埃

及历史学家 Manetho 就曾谈到这群人，并称他们为"养羊的人"他们

被赶出埃及后有一些人就在耶路撒冷定居，可能就与以色列人之间有

一定的渊源关系。②当然，要断定这群"希克索斯人"就是约瑟及随雅

犹太学者们以纳粹屠犹、以巴抑突的苦难个案来诠解"以撒被缚"

@一般来说. 49 : 1-27 的祝福之歌是一个早期的诗歌单元.例如，在对利未的祝福{其实，对

于西缅和利未，不是祝福，而是责谴}中，利未是"残忍、暴烈、忿恨"的形象，与后来利未支派

的祭司形象相差甚远。因此，它可能还反映了早期以色列的支派关系的真实情况.

唾 B. W. Anderson 认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间，可能就是随着希克索斯人进入埃及的，而约瑟

所事奉的法老，也有可能是一个希克索斯王.总之，他认为2 约瑟故事可能简化了一些实际上非常



50 希伯来圣经的支本、历盟与思想世界

各而下的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确切根据。而且，约瑟对法老非常顺

服，而希克索斯人却是埃及的占领者。因此，这一假说很不确定。但

是，从历史上来说，因为饥荒的原因，从迦南地区下到埃及(一次或多

次)居住还是很有可能的。而约瑟故事对一些历史事实的提及更倾向于

说明这一点。①

在对约瑟故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定的神学主题。第一、人的

计谋与上帝的保守(Providence)的关系。一方面，约瑟命运的转变与他

的智慧有着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强调上帝对于

以色列人命运的掌管及保守。约瑟在最后对他兄弟的话，也是其故事

叙述的神学要点， ep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
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创 50: 2创在这一点

上，它与《以斯帖记》有着相当的类似。②同时，由于约瑟故事的"宫

廷智慧" (courtier wisdom)背景，人们也倾向于把它与《以斯帖记》与

《但以理书》放在一起比较，犹太主人公都是外邦人宫廷上的谋士，

因此，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来自于后流放时期的散居犹太社群，而且将

其归入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的范畴。这样，约瑟故事的写作也

就在一个较晚的时期了。

第二、在约瑟故事对以色列诸支派的权力安排的叙事。约瑟在他

的兄弟中间的绝对领导地位在故事中得以强调，把它置于出埃及之前

的叙事框架中，表明约瑟支派在进入迦南之前就起着主导的作用。而

在雅各临终之际，他只是视福约瑟和他的儿子，在叙事者看来，是表

明约瑟家族的特殊地位。其他如以法莲与玛拿西的关系、便悯雅支派

的地位、流便支派等，也都表明约瑟故事的叙述者，是站在一个政治

神学的角度上来叙述这一故事的。

总之，约瑟故事在先祖叙事与出埃及故事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将

《创世记》顺利地转到《出埃及记))，圣经叙事的对象也从一个"家"

(fan咀ly)转到一个"民" (people)的身上。

复杂的、很漫长的-个历史过程.或者，它就是对那个历史过程的文学简化。见 45-48 页.

@见 GUI业:el对这些历史事实的列举， Genesis, 383 页.

@参看李炽昌、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2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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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亚兰人(Ararneans) ①

在先祖叙事以及后面的先知书(含历史书)中，亚兰人是以色列人的

主要邻居之一。

按圣经的族群推元学(e由皿cal etiology). 亚兰人的谱系与以色列人

一样，可以共同追溯到"闪"的儿子(创 10: 22-23; 代上 1 : 17). 与

古代西亚的东部与东北部的部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据创 22 : 21.在

先祖时代，亚兰这个名字又是"拿鹤(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孙子。

关于亚兰人的早期历史，按圣经的内部年表，大概可以从公元前

2 千多年开始算起，即希伯来的先祖们离开乌尔，来到"晗兰"。但亚伯

拉罕继承前行，到达迦南。而那些继续留在哈兰的人们，就因当地的

地名(Aram-nah缸aim. 意为"两河间的Aram" ，和合本直接将其译为美

索不达米亚，创 24: 10)而得名为"亚兰人"。而在先祖故事中，还不断

要求后人到"巴旦亚兰"去寻找妻子，并将她们的亲戚都称为亚兰人

(创 24 : 10; 25 : 20; 28: 5; 31 : 20, 2衔，这里所说的"亚兰"主要

是从族群而非国家的意义而言。在《申命记}}26:5 中更将祖先称为

"将亡的亚兰人"。但在王朝时期，以色列人与亚兰人(即叙利亚

人〉却主要是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先祖故事如此友好地处理与亚

兰人的关系，甚至将自己的先祖称为"亚兰人"令人吃惊。

根据对一些模形文字泥版的解读，公元前 3 千年前，有一些从西

亚西部的人开始跨过底格里斯坷，进入两河流域的东部地区。并与

"何利人" (Hu时ans)混居在一起。这些人生活在底格里斯河东部、以

拦(Elam)北部和亚述东北部，也许就是最早的亚兰人。这里的证据来源

于对创 10: 22-23 的推元学的解读，即亚兰人、以拦人和亚述人被放

在一起谈论。在《阿摩司书}} 9 : 7 与《以赛亚书}} 22 : 6 中，似乎就

谈到"亚兰人"的族源是在"吉理" (东北部)0 "亚兰人"这个称呼

亦有可能源于"何利人..他们将从西亚西部渗透到西亚东部的人统

称为"亚兰人"。

亚兰人再次出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是在非利士人(海上之民)公元

①据 A.R. Mil1ar司为 ABD 所写的Aram国且辞条，以及 K. A. Kitchen 为 New Bible Dic伯阳ry

(Downers Grove.I\l.: InterVarsity pre蹄， 2∞匀， ed. by Howard Marshall 所写的Aramean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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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2 世纪入侵西亚之后，赫梯帝国崩溃，因而两河之间的亚兰人得利

而统治巴勒斯坦，即《士师记)) 3 : 7-11 所描述的"所以，耶和华的怒

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的手

中回以色列人服事古珊利萨田八年。"据亚述史料的记载，亚兰人此

时亦对亚述构成很大的威胁。

以色列进入王朝时期后，从扫罗时期开始，亚兰人就在叙利亚地

区建立统治。大卫似乎采取了与亚兰人联姻的方式，如撒下 3 : 3, 5 

所示。但在时机有利时，又会对他们进行攻击。在大卫治下，甚至曾

经一度吞并了亚兰王哈大底谢(Hadadezer)以及叙利亚的所有领地，详

见撒下 8 章。所罗门似乎也一度统治了亚兰人，但是后来他们又攻占

了大马士革，详见王上 15 章。王朝分裂后，北国以色列与亚兰人的

大马士革政权在亚述帝国的势力影响之下，保持着一定的联盟关系，

但是以相互敌对的关系为主。此后不久，大马士革就由北国以色列的

耶罗披安二世来管治。当耶罗波安公元前 753 年去世时，亚兰人在大

马士革再次兴起，在犹大王亚晗斯(Ahaz of Judah)的请求下，亚述的

Tiglath-pileser 三世于公元前 732 年再次攻陆大马士革(详见王下

16 : 5-9)，并将亚兰人流放到了吉理(Qir)，正如阿摩司所预言的那样

(1:午匀。

亚兰文化对于西亚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它的语言一一亚兰文。关于

亚兰文，在旧约当中常可见到亚兰文的影响，这表明亚兰文只会比圣

经希伯来文早，而不会更晚。另一方面，亚兰人的政权早在扫罗时代

就在叙利亚存在，并且在大卫时期又与以色列联姻这一事实，也意味

着亚兰文在巴勒斯坦地区有一定的影响。亚兰文发展到中期，被运用

于商业及公文领域，后来在更广的区域内作为通用语言使用。旧约中

有一些小单元是由亚兰文写成的，如但 2: 4-7 : 28; 拉 4: 8-68; 7: 

12-26; 耶 10:11 及创 31 : 47 中的两个词汇。从公元前 6∞年到公元

后 7∞年，在儿乎整个西亚地区，亚兰文都是通用语言。在新约中，

有一些亚兰文的词汇。而在基督教与拉比犹太教的成型时期，在西亚

这一片地区的主要语言之一也是亚兰文。宗教上，亚兰人与迦南文化

相似，是一种巳力崇拜，以及对女神亚舍拉(Ashtar)的崇拜，他们还可

能崇拜一些米索不达米亚的神抵，如马扯克(Marduk)等。



J/f/l!l重

出埃及:耶和华崇拜的起源

如前所述，以色列宗教从本质而言是"历史宗教"即上帝能够进

入历史之中，通过历史事件来展现自己，并通过历史事件来重新塑造

神人关系。以色列人在上帝的拯救之下逃出埃及(Exodus)从奴役中得解

放，即是这样的一个关键事件。出埃及是对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具有

型塑意义的(fonnative)、范式性(p缸adigrnatic)事件，甚至于说，它不只

是以色列人言说信仰的基本框架和基础，而且是一个本身就具有创生

意义的(generative)事件，即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言说与记忆，衍生出以

色列人信仰的几乎所有重要层面。

这些重要层面包括z 第一、它塑造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身

份意识。与先祖叙事不同，在出埃及事件中，以色列人不是作为一个

家族，而是作为一个民族被上帝所拯救。因此，先祖故事中的"应许

之民"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飞并且是一个被上帝所拯救的(redeemed)

选民，在上帝的经世之作(Divine Economy)中，这一群人具有特殊的身

份与意义。第二、它塑造了以色列先知的历史意识。出埃及事件不仅

成为解释历史的过去之维的基本框架，例如申命历史在解释士师时代

时，就不断地诉诸于耶和华的"救赎主"形像，而这一形像的基本原

点就在出埃及事件之中:①而且成为以色列人对历史的未来之维的盼望

的基础，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对未来上帝救赎的盼望，乃立基于对出

①参《士师记>> 2 : 11-18. 关于申命历史的详述，参本书第 6、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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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事件的记忆。①第三、出埃及事件是以色列人对神人关系理解的基

本出发点。在对耶和华上帝的言说中..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从埃及为

奴之家领出来"成为以色列人建构上帝与他们关系的第一原则.第

四、出埃及事件甚至也是以色列人的道德生活的起点。在《出埃及

记》的叙事结构中，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得救之民气也要成为一个

"圣洁之民"拯救与律法乃紧密相连。

一、出埃及事件z 历史与文本

按照圣经自身的年表，出埃及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1445 年。@但这

样一件对以色列人极其重要的事件，却在圣经外的任何文献中得不到

证明。只是到了希腊化时代，一个名叫 Manetho 祭司用希腊文写的

《埃及史》中，说"耶路撒冷是由希克索斯人"建成的，而这些人是

从埃及被赶出去的。另一个希腊化时期的史家 Hecataeus of Abdera 也

说耶路撒冷是由被赶出埃及的人在摩西的领导下建起来的。这些圣经

外的史料似乎没有什么可信的根据。

有趣的是，圣经对于出埃及的叙事也规避了人们将之与世界史联

系起来的可能。它所提到的法老只是一个一般的头衔，没有说他是哪

一位法老。它所提到的以色列人为奴时建的两座城一一且也om 和

Rameses 也难以具体定位。我们只能说，出埃及故事写的必然晚于这两

座城的建造，但晚多少则毫无所知。因此，如果出埃及事件有真实的

历史性的话，那么它的最可能时间是在公元前 13 世纪。③

另一个反面证据来自于考古发现。在对巴勒斯坦的中部山地即古

代以色列文明的考古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z 这里出土的物质文化，

根本而言，是属于迦南文化的，并不属于外来文化。因此，人们难以

相信一大批的以色列人曾经从埃及逃到巴勒斯坦，所谓"男人就有 60

万之众" (出 12 : 37) 的说明肯定是夸张。一种可能是出埃及叙事是将

由详参第 17 章对第二以赛亚的论述。

面也有学者试图对这一断代进行证明，参 John J. BimsoD, Re，也ting 伽&田如s and Co呵'uut

(Sheffield: JSOT阶ess， I978)一书.

面人们普遍将其定位在埃及的第 19 王朝，拉美西斯即位不久之后的时期，即公元前 1290 之后

不久.见 B. W. AndClSOD, 5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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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多次的小股出逃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宏大的叙事。也有人认

为，其实没有以色列人出埃及，更有可能是迦南地区的下层群众或边

缘族群起义进行"阶级斗争"而成为一个新的族群。①无论如何，从

纯粹历史的角度，人们难以相信z 有一支大型的称为"以色列人"的

队伍逃出埃及，来到巴勒斯坦。

当然，认为出埃及事件没有任何的历史性也令人难以接受。首

先"摩西" (Moses)这一名字有典型的埃及色彩，其意为"子、儿

子"在埃及文化中常加在一个神名的后面，来为王室成员命名，

如 Ptah-mose， Ra-mose, Thut-mose 等。这一方面表明摩西可能确有

一定的埃及渊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故事的可信性，因为如果不

是历史事实的话，人们很难把摩西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加以一个埃及

色彩浓厚的名字。其次，出埃及事件表明以色列人曾在埃及遭受如

此屈辱的经历，如果不具真实性的，以色列人也不应该将其代代相

传下来。最后，其他圣经文本(包括一些早期先知书)都较为一致

地将出埃及事件作为一个当然的传统接受下来，似乎表明它不像是

一个晚期改编的产物。@

直观看来，出埃及事件的文体是传奇或民间传说(folklore)。但

是，与先祖故事不同，除了少数几个可以较为清楚界定的叙事单元之

外，很难说哪一个单元展现出独立的叙事结构。@它们被编织进整体的

叙事之中后，其意义便源于其所处的更大的叙述框架。@所以，虽然它

与先祖故事在文体有所类似，但是，很难从中分离出一些独立的、有

成熟结构的文学单元，亦很难在出埃及叙事中复原出多个文本发展、

组合的线索。人们只能大致说，出埃及叙事的最初形式已经融合了的 J

ω参 G回且wald 对这一理论的介绍与评析• The Hebrew Bible: A S，町'io-Uterary Introduction. 篇9-

275 页g 更参其所著 The T，如's 01 Yahweh: A S，町归logy 01 the Relig，切'n ~μ..ibera阳'd Israel, 1250-1050 

B. C.E一书.

@这些文本包括王上 12: 28. 耶罗波安叛乱时向北部支派所发表的讲演z 阿摩司与何西阿先知

也谈到，人们在伯特利庆祝出埃及{诗篇》中的历史诗篇亦以出埃及作为以色列历史的重大事

件。当然，学者也倾向于认为=摩西和出埃及更多地属于北国传统，所以在南国的先知中，较少地

谈论出埃及传统.

③这些比校清楚的叙事单元，如 2 : 1- \0; 15: 22; 17: 1-7. 8-16 等.

@例如，也许最初 3: 1-6节是一个关于"西奈"之地名的推元故事，因为希伯来文的"西奈"

与"荆棘"相近，但是，在现在的结构中，它很好地融入到摩西与神的对话场景之中，并组合成一

个更大的"摩西被上帝呼召"的叙事.参 Rendωr筒;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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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和 E 典，或可将它们统称为以色列人的古代史诗(Old Epic)，后来加

入了 P典的 6 章与 12 章，最后又在总体上经过一个 P典传统的编修，

形成了现在 1-18 章的出埃及叙事。所以，出埃及故事的最后形式的完

成不会早于流放时期。

总而言之，对出埃及事件的历史与文本考察表明<<出埃及记》

不是要写作今天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而是要表达一个活生生的信仰群

体对于历史的记忆。这个群体既是这个故事的讲者，又是这个故事的

昕者。在他们倾昕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历史，而是把它当

作所信仰的上帝曾经在他们的历史之中的真实参与，进而引起当下的

共鸣并规范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所以，它的本质不是历史叙述，而是

神学宣讲 (theological kerygma)。而在这一宣讲当中，又围绕着两个基

本的主题z 一个被压迫的民和一个拯救的神。①

二、希伯来人、以色列人

有必要注意，五经关于神人关系的叙事，到《出埃及记》就发生

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在《创世记)) 1-11 章，人类的普遍历史是叙述的

主要对象:从《创世记)) 12 章开始，亚伯拉罕家族成为叙事的中心:

到了《出埃及记)) 1 章，叙述对象转移到"以色列民"的身上。在希伯

来圣经中，以色列人开始成为一个"民"而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子

孙"。五经作者通过埃及法老之口，将以色列人称为"民"。

他(法老)对他的人民说看啊，以色列众民繁多强盛，胜过

我们" 0 (出 1 : 9 ，吕译本)

在希伯来圣经中，以色列人第一次被称为"民"但11，也e people)，并与

埃及的"民"构成对应。有趣的是，叙述者特地在此用了一个复杂的

"以色列众子之民" Ó'~'fD'、J::l口旦， the people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 

①对这一点的分析，可参看Rendtorff， 139-140 对于 1-18 章的叙事风格与结构的分析。即使在

1-2 章似乎简单的叙事之中，也蕴含着这样的主题，见Gordon F. Davíes, Israel in Egypt: Reading 

Exodus 1-2 (Sheffield: JSOT,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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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简译为以色列民)，即意味着出埃及也就是一个从"以色列众子"

(出 1 : 1)到"以色列民"的转折性事件。

在此，五经作者表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出埃及既是一个宗

教性事件，是耶和华介入人类历史，拯救他的圣民:又是一个族群性

事件，一个新的族群由此诞生。当然，在实际的以色列历史上"以色

列"作为-个集合性的观念，其最终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以色列

人"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在近代历史评断学、西亚考古

学的参照之下"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族群概念，其起源、发展与成型

都引起人们极大的争论。①但《出埃及记》以这样的叙事方式，最起码

表明作者所强调的出埃及事件对于以色列人的族群学意义。

正典的《出埃及记》把一群没有自己的领土、没有自己的政治组

织、寄居在埃及的人称为"以色列民"也许反映了后流放时期的散居

群体对于寄居于异邦、却又渴望保持族群独立性的生活处境，因此，

这里的"以色列民"概念是一种"历史错置" (anachronism)。这涉及到

整个以色列历史和圣经成典史的问题，留待后论。在此，我们先简单

地从"希伯来人"这个词来对以色列人的起源问题做一讨论。②

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以色列人常被称为"希伯来人飞③"希伯

来人" (叫~11罚，由e Hebrew]这一词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挪亚一闪

希伯"这一谱系(创 10: 21 与 11 : 14)，并且"希伯" ('~11 ， Eber]一

词的动词词根('~l1]意为"穿过" (crosss over)。这样，在西亚文化处

境中，就意味着"从大河那边跨过来"与《创世记》关于亚伯拉罕

的迁居也十分吻合。但问题是z 一、 《创世记)) 10: 21-29 的叙述目

的是什么仍然不清楚，我们不知道它是要表达一个地理的疆域关系、

社会政治群体还是族群之间的关系:二、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

人"只有一次(14 : 1匀，圣经传统也常以希伯作为亚伯拉罕的先祖，

但在《创世记)) 10: 26-30，希伯还是其他族群的先祖，如阿拉伯

人、亚兰人、摩押人、亚摩利人和以东人等，因此"希伯来人"作

为族群概念，其边界是极其模糊的。④三、他们被称为"希伯来

@详参本书第 6章讨论"征服(定居〉迦商"时以色列人的起源的讨论.

②参 Nie1s Pe阳Lemche 为 ABD所写的 Hebrew 辞条.

@参创 39: 17.40: 15.41: 12. 出 1 : 16. 2: 7. 3: 18. 5: 3. 7: 16. 出 21 : 2-11. 申
IS: 12. 撒上 4 : 6. 13: 19. 14: 11. 耶 34: 8-20. 

@一直到希腊化时期，希伯来人才成为一个清楚的族群概念，与犹太人具有同样的意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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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来自于外族人的称呼，唯一二次用来自称的地方是《约拿

书)) 1 : 9. 而它通常被认为希伯来圣经中最晚一批成书的文献之一。

因此，与"以色列人"这个概念相比"希伯来人"所表述的族群边

界不清晰，内部整合不强烈，甚至可以用来指称那些不属于以色列群

体(Israelite community)的人。

更为有趣的是，在公元前2(削年的一批西亚文献如Amama Let饵"

中，可以发现一个与希伯来文叫到词根接近的词一一-Habiru或‘Apiru。

在阿卡德语(Akkadian)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群人当中的逃难者，或

犯法的人，或社会的边缘人物，流浪人"。如果说希伯来语的"希伯

来人"一词是从Habiru或‘Apiru演变过来的话，那么，希伯来人就不是

一个族群概念，不能音译为"希伯来人"而是一个社会阶层概念，

意为"流浪人"。而考虑到《创世记》对先祖生活方式的叙述，这一

意思与先祖们的社会身份也是吻合的。即使在先祖叙事之后，在埃及

的以色列人被称为希伯来人，也只是表示他们是在埃及的避难者，是

社会的边缘人物:在《撒母耳记》中，它也主要被非利士人用来称呼

以色列人，带有强烈的贬义(撒上29 :匀。即使在五经的律法文献中，

如《出埃及记>> 21章、 《申命记)) 15章特别强调希伯来人被卖为奴

仆，也似乎表明"希伯来人"相对脆弱的社会地位。

如果"希伯来人"与"流浪人"之间有关系的话，那么，关于以

色列人、关于耶和华崇拜起源的传统理论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也就是

说，以色列人并非来源于一个有清楚世系的血缘群体，而是一个由不

同族群组成、但有着相同的边缘社会地位的混合体。在公元前2(则年

左右，这些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边缘、底层阶层一一希伯来人发动了针

对城市富人、统治阶级的起义，并导致以色列国家的成型。这样，以

色列人乃源于阶级斗争，他们是巴勒斯坦的当地人，未曾在埃及为

奴。与此相应，耶和华崇拜就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是支

持这些边缘阶级起义的"解放神学"。①

《使徒行传>> 6: 1. <<哥林多后书>> 11 : 22. <腾立比书>> 3: 5 等.

①持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是 N. Gottwald. 加 Hebmv Bible: A Socio-literary Introduction. 关于以

色列入的起源的具体分析，请参第 6章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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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耶和华崇拜的起源

按照当前的正典文本，希伯来宗教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出埃及事

件，因为在这一事件中，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他的专名一一耶和华

(YHW町，从而开始了耶和华崇拜。而且，耶和华的两个最基本形像，

即解放者(libera:阳，r)和立法者(lawgiver)也都是在《出埃及记》的叙事中

出现的，与这两个形像对应的分别就是《出埃及记》中的出埃及叙

事、西奈的圣约叙事。

1.出埃及与西奈传统

但是，通过对一些古老文本的分析，似乎在以色列人的最初记忆

中，出埃及和西奈叙事并不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圣经文本保留下

来的一些古老诗歌单元中，对耶和华的歌颂是与西奈主题结合在一起

的，但却一点也不涉及出埃及事件。如《申命记》中的"摩西之歌"

其文体及内容与《申命记》的其他部分差异较大，被认为是以色列人

的最古老诗歌之一。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

从西耳向他们显现，

从巴兰山发出光辉，

从万万圣者中来临; (33: 2) 

再如另一首古老的"底被拉之歌":

耶和华啊，你从西耳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

那时地震天漏，

云也落雨。

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

西杏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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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如此。①

反过来，其他一些讲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篇章中，却只提到

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然后就进入应许之地，并未提及上帝在西奈的启

示。例如，在两个通常被称为"历史信条" (Hisωd臼1 Credo). 带有仪

式化的公共宣告背景的经文中，就没有西奈启示的内容。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

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

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

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

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

给我们。( (申命记) 24 : 5-9) 

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

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

列租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

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

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

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

之地。( (约书亚记) 24 : 4-8) 

简而言之，这不仅说明五经中的《出埃及记》可能是对不同传统的整

合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出埃及与西奈属于两个不同的、独立的传

统，只是到了后期，才被人们统一地整合到耶和华崇拜之中:而且更

迫使人们对以色列人的耶和华崇拜的源头进行考察，其问题的关键就

是z 摩西所带来的耶和华崇拜是崭新的革命，还是对先祖宗教的已有

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呢?

对于这个问题，圣经文本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按《出埃及记)) : 

0) <<士师记:>> 5 : 4-5. (诗篇>> 68 章与其非常接近，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

野行走.那时，地见神的丽而震动，天也落雨，西奈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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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

现为全能的神向国蚀， El Shad创) ，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
道。" (6 : 2-3，关于"全能的神"参创 17 : 10 ) 

也就是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从摩西时代开始才为人们所知。但

是，在《创世记》的叙事中"耶和华"却早已为人所知了。如z

那时候(在洪水之间的以诺士时代)，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创 4: 26)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

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 12: 7) 

而在接下来的《出)) 3 : 15-16 中=

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

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

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

代。'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

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在这段对话中，一方面，叙述者刻意强调耶和华就是"你们祖宗的

神"，恰恰说明它试图掩饰这两者之间确有区别:另一方面，这里所强

调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亦表明他用"耶和华"将先祖传

统整合进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宗教的企图。

除此之外，一些学者还试图通过对西亚的马里(Mari)、乌加列

(Ugarit)、以伯拉但bla)甚至埃及人名和地名的分析，来表明耶和华在摩

西时代之前即在西亚地区较为广泛的地区被人们崇拜。①根据《出埃及

记》中谈到的摩西与米甸部落的密切关系，并且他确实从米甸文化中

由关于耶和华的西亚文化处境的证明，见 F. M. Cross, "Yahweh 皿d 也e God of 也e Patriarchs", 

CMHE; 亦参 TDOT的四与 YHWH两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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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借鉴(如出 18 章的司法管理制度)，人们甚至提出耶和华崇拜的米

甸源头的假说。①

无论如何，由于缺乏可以提供确切信息的材料，所以坦白地说，

我们不清楚摩西是从哪里得到上帝的"耶和华"这个专有名词。但

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摩西时代开始，耶和华就成为以色列人崇拜

的中心，并且它从出埃及事件中获得的崭新意义z 一个倾听受压迫者

的呼喊、干预历史解放以色列人、引领他们走往应许之地的拯救者，

成为后来的以色列人在历史中言说信仰的第一原则。

2. 经验"神圣":摩西与耶和华的相遇

对于以色列宗教乃至所有以希伯来圣经为精神源头的所谓"闪族

宗教" (Semitic religion)而言， ({出埃及记>> 3 : 1-4 : 17 对于摩西与耶和

华的相遇的叙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经典之作规范了后世西方

宗教对于神圣之本质、神人关系、神人中介的基本理解。@

第一、它对于神人之间做了一个截然的二分。当摩西好奇于焚而

不毁的荆棘，并想上去观看时，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

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3 : 5)而当他听到神说"我是亚伯

拉罕、以撤和雅各的神"后，他的反应是"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气这

表明，在希伯来宗教中，神的圣洁将人与神分离开来，而人在经历上

帝的神圣时，不是如神秘宗教所说的狂喜，也不是东方宗教的平和与

恬泼，而是一种既令人向往，又令人畏惧不前的"神秘的战栗"

(mysterium 田mendum)o @摩西对于"神圣"的经验，在后来的先知传

统中亦得到再一步的回应和深化，尤其在《以赛亚书》第 6 章中，更

进一步地彰显了人的"不沽"与神的"圣洁"之间的距离。@而这样的

圣洁观念，亦进一步地体现在"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的诫命，

面关于耶和华崇拜的米甸源头的假说，见 H. H. Rowley, From Joseph 10 Joshuß, 149 页。

@我们甚至不能以散文体来看待这个片断，而应该把它当做诗歌来阅读，而且它所涵摄的思想

意义，不是那一段文字所能限制的。见 B. W. Anderson，曲-63 页.

⑨关于"神秘的战栗可见 Rudolf Otto 的经典之作， The ldea oflhe Holy, 2"'" ed.，回皿. lohn W. 

Harv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回s， 1950)，中译本见《论"神圣"对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

素及其与理性之关>> (成都z 四川人民， 1995). 

面参本书第 13章对"耶路撒冷的以赛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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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犹太教所形成的避讳 YHWH 的圣名，而称为 Adonai(主，也e

Lord)的传统之中。

第二、与摩西相遇的上帝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个能够参

与在历史之中"能听的、能见的、有感受的、能知道的"人格化实

在。因此，摩西和以色列人所经验的神圣，也就是那个愿意突入到人

间世界之中，参与受苦人们的生活经验，并化身为历史实在的神圣意

志。按这一段圣经文本的叙述，焚而不毁的荆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当耶和华声称自己是以以色列人的先祖之神时，叙述重点就马上转移

到一个历史的场景之中。所以，与其说上帝的声音是从燃烧的荆棘之

中发出的，匆宁说它是从一个黑暗的历史深处发出的，并且指向一个

未来的历史时刻和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

第三、上帝是一个言说中的或对话中的上帝。与神秘宗教或者在

神秘的、不可言传的神秘经验中，或者在程序化的仪式中经验与上帝

的同在不同，在摩西与上帝的相遇中，摩西的个体性(individua1ity)并未

消失，上帝与摩西处于一种"我一你"对话的关系之中。同时，这里

也展现出摩西的宗教经验与先祖宗教的另一个截然之别。在先祖宗教

中，先祖们主要是在"神的显现" (theophany)甚至"神的人形"

(也eomo甲hic)中经验上帝。但是，在摩西与上帝的相遇中，在一个"焚

而不毁"的异象之后，上帝就成为一个对话者，在话语中启示他的意

志。希伯来宗教成为一个"话语宗教" (Religion of Word)。在接下来的

五经叙事之中，这一原则延续为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为基本文学

框架的律令对话:后来的先知传统中，上帝主要也是一个发言者。

第四、先知是神人之间的中介。在摩西与耶和华相遇之后，他本

身并未成为一个神，也未成为一个半人半神，而只是上帝所"打发"

的一个中介。或者，他只是一个代替上帝传递信息的人(messenger) 。

他们之所以成为"先知"并不是他们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能够通神，

或者占卡，或者通过某种仪式行为而猜测神意。他仍然只是普通的

人，其权威来自于上帝的呼召与启示。另一方面，先知作为中介，又

将人的呼求呈送到上帝的面前。虽然后来先知概念的内涵有不断的深

化和丰富，但摩西在这里扮演的"神人中介"的角色却包含了先知的

原型，他也被称为"最大的先知飞

第五、上帝成为一个有"名"的上帝。正是在摩西与上帝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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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耶和华的名字从此为人所知(6 :坷，上帝通过为自己命名，将自

己启示出来。同时"命名" (Naming)表示是一种分别，耶和华的名字

将以色列人的上帝从迦南各族的神抵中区分出来，也将以色列人与迦

南人区分开来:因此，上帝为自己的命名，也代表着从此之后耶和华

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独特的、排他性关系的建立。①

总之，在摩西与上帝的相遇中，上帝启示自身，并启示他的专名

"耶和华"。摩西的西奈经验可以说是希伯来宗教的耶和华崇拜的开

端。接下来的问题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意思又是

什么呢?

3. 上帝的名字z 耶和华(YHWH)

在上帝向摩西启示自身的这一段叙事中，上帝对于自己的名的解

释构成了整部希伯来圣经之中最关键也是最难解的地方之一。

(摩西问道)他们若问我说"他(上帝)叫甚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

说甚么呢?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

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

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3: 13b-15) 

这一小段关于"神名"意义的经文，②耗尽了古往今来的神学家、圣

经注释家、圣经学者们的无穷精力和智慧，至今却仍没有一个确定

的答案。

问题的产生首先起于对 3 : 14 中的":1':1然「固然冲罚跳"的希腊文

∞在上帝的命名中，还蕴含着上帝的超越性与内在性问题，并可引发所谓"圣名神学" (Name 

Theology)的讨论，参 ABD 之 Name ofGωin OT 辞条，并参 Sandra Richter,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η 由uJ theM四ne Theology. 

@对于耶和华之名，由于它只用四个辅音 YHWH 表示，并读 Adonai 之音，因此，它常被称为

"四字圣名"σetragranm回。n)，或直呼为"圣名"。由于希伯来的原初经典并没有标注元音，学者

们通过对希腊文版圣经的考察，认为它的正确发音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耶和华" (Jehovah)，而应是

Yahweh. 但其汉译名称约定俗成，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本书沿用"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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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法"句KUL b 伽"英文直译就是 1 am the one who is，汉译和合

本也遵循了这样的理解，故译为 z 我是自:有永有的。自亚历山大的斐

洛以来，希腊化的神学家们就从希腊思维去理解上帝向摩西所做的启

示。在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传统中，也认为上帝在希伯来传统中的启示

与希腊传统对于实在的理解是一致的，上帝就是那一个"不变不易

的、绝对的"存在本身。

宗教改革以来，在"追溯本原"精神的推动下，人们从希伯来原

典自身来研究《圣经)) ，开始注意到希伯来在对存在的理解上与希腊

哲学思维之间的差距。并且，在启蒙运动和现代圣经批判研究(Biblica1

criticism)的思潮中，主张从希伯来自身的语言、文化与思维方式的角

度来对这句话，以及耶和华的四字圣名 YHWH 的来源进行考察。

综合来说，对 3 : 14 的重新解读是围绕着对于希伯来动词:1~:1或

m:1来进行，也就是回归到希伯来对于"存在"的动态的、历史的理

解，而放弃希腊式静态的、抽象的观念。一、仍然倾向于把它理解为

"我是我所是"即 1 am the one who is，但是，这里的"是"不是希腊式

的本体论理解，而是将其理解为在时空与历史中的存在，所以，它所

强调的是神的意志，即"耶和华是那个统治世界的气它要将它的意志

在世界和历史中实现出来:二、将希伯来动词的动态性引入进来，这

里的动词:1':1是一种"使动用法"即表达的是"使…存在"译

为 1 cause ωbe what 1 cause to be，强调上帝的创造性能力，以及他对

于历史和自然的绝对主权，吕振中和新译本即参照这一理解，将其译

为"我是创始成终的飞三、将希伯来动词的未完成时(impem缸。，转

译为将来时即 1 will be what 1 will be，从而将它放在出埃及的整个叙述

框架之中，与 3 : 12; 4: 12; 15; 6: 7 放在一起理解， IlP "那个将要
是的"就是那个"将要与你同在的" (3 : 12, 1 will be with you)，以及

那个"要赐你和他口才" (4 : 15 , 1 will be with your mouth and with his 

mou剧，甚至那个"有恩典的、恩待的"上帝(33 : 19 , 1 will be 

gracious to whom 1 will be gracious, and will show mercy upon whom 1 will 

show mercy)。也就是说，上帝所启示的圣名与整个出埃及事件，以及

后来的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总之，这都是将

YHWH 的词根解析为动词仲罚，并将其进行动态理解，从而将它与以

色列人的社会一历史处境结合在一起，即z 那个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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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带出来，护佑其旷野流浪，领到应许之地的"存在"就是耶和华.

对 YHWH 圣名来源的解析，另一条思路是从希伯来人的西亚文化

处境入手，认为 YHWH 这一名词实际上来自于西亚普遍神名 El 的一

个称号(叩lithet)的简化。按照人们对西亚文化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

西亚文化普遍认为 El是世界主宰，并称之为 "El who α回tes 俨然l"n)也e

hos饭"。以色列人一方面吸收西亚文化的传统资源，另一方面又进行

思想创新，于是只将 El 的动名词头衔取来，并使其本身成为一个名

词，也就是以色列神的专用名词。①

尽管人们费尽心力，但至今仍无法完全解开"耶和华"的名字对于

摩西及以色列人到底意思是什么。似乎看来，在对上帝的命名中，一方

面，通过"M"rnt i嘟仲rnt"以及 YHWH 的表达式，神之专名得以启示

出来，并在一定意义得以被理性地界定:另一方面，上帝又拒绝被命

名，拒绝与某个可知事物等同起来，并用这种不可解的方式来表明它的

沉默与神秘，因为"命名"似乎代表着被人掌握甚至被管理。②

四、"解放"传统

从第 7 章开始，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故事就转移到摩西与法老、以

色列人与埃及人之间的直接对抗。在这一个叙述单元中，既有历史传

奇，也有节期的规制，以及家谱的叙述，显然它也是一个经过长期的

口头流传，并最后由多个传统编修而成的产物。

1.十灾

在法老与摩西之间的对抗过程中，耶和华为了表明"以色列是我

(耶和华)的儿子，是我的长子" (4 : 22)，乃在埃及降下"十灾"σen

Plagues)，这就是 7章至 11 章的主要内容。

@这一思路在 cro髓的 CMHE一书中进行了论证，尤见其 65-71 页.对于这一文化创新的可能

因素，见游斌， (是与终极实在z 从希伯来传统的角度观之L 最新的一些思路是把 YHWH 与阿拉

伯文的动词词根联系起来考虑.另一些人则主张对此简单处理，认为它只是一个情愿渲泄或崇拜呼

求时的口语表达，如同"那一个"或"他"等.见 N. Gott'晒111， 21 2-213 页.

@这-点可参 (~IJ世记>> 2: 19关于人对动物的命名及他对它们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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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体上，这一段叙事也带有"民间传说" (folklore)的风格.对

它的解读，需要将它与所谓的"传奇"或"传说"文体一样来对待.

简单来说，它的民间传说文体要求我们，不应从自然的角度理解或印

证这些灾难，而应将其视为一个信仰群体对于他们所信仰的耶和华在

他们记忆的历史中的活动的解释。同时，又需要看到它的一些独特之

处。第一、上帝被叙述为事件的独一主宰者。法老与摩西之间的斗

争，不是法老所信的太阳神与耶和华之间的战争，法老亦完全处于耶

和华的支配之下。所以，可以不断地看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坚硬"

(如 7 :匀，叙述者以这样的修辞来强调耶和华对历史的主宰。第二、

对于埃及所受灾难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以色列民族主义、复仇主义的

情绪，它的叙述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解放就完了，而是将很多笔墨

放在对埃及人所受之苦的渲染之上。@

"十灾"的叙事，显然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首先，可以将

"十灾叙事"与一些古老诗篇来进行比较。《诗篇>> 78 也谈到了耶和华

在埃及所发之灾难:

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琐安田显奇事，

把他们的江河并河汉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

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嗷利也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蚌，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墟虫。

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严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富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问电。

他使猛烈的怒气和忿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

l降到他们。

他为自己的惩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舍的帐棚中，击杀他们强壮时头生

的。 (43-51)

但这里只讲到了"八灾气还有二个并未谈到。而在《诗篇)) 105 篇当

①在这方面，似乎它与后流放时期在犹太散居地的圣经作品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 4以斯帖

记》中对晗曼家族的追杀.圣经中的"暴力"叙事，也使圣经诠释学者们开始关注圣经中的暴力、

复仇等传统神学从不讨论的题目.参 Paul Hanson, "War and P，田ce in the Hebrew Bible"， lnterpreta伯"

38(1984)， 341-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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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则似乎更少。①因此，学者参照 JEDP 的五经学说，把十灾叙事的

分为 JEP三个传统(strands)整舍的结果。②

灾次 灾难 J E P 

水变血
7: 15,17b, 7: 19, 2缸，

1 7 : 14,16,1780 18,24-25 
20b, 23 21b, 22 

2 蛙 8 : 1-4, 8-15a 8: 5-7, 15b 

3 虱 8 : 16-19 

4 蝇 8: 20-32 

5 畜瘟 9 : 1-7 

6 疮 9: 8-12 

7 雹 9 : 13, 17-18, 23b-24, 9: 22, 2380 

26-30, 33-34 25, 35 

8 煌 10 : 1-20 10 : 12-13a, 20 

9 乌黑三天 10 : 24-26, 28-29 10 : 21-29 

10 击杀头 11 : 13; 

生子
11 : 4-8; 12 : 29-30 

12 : 31-32 
二

2. 出埃及的路线与西奈的位置

击杀埃及长子的第十灾发生后，法老终于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

及。于是，以色列人怆惶起程。显然， 12: 37 所说的 "ω万男人" (还

有妇女、儿童)是一个不可能的数字，否则 1 : 15-20 中的两个接生婆忙
不过来:而他们在旷野流浪时，也没有食物可以供应如此数量的人

马。而且，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时出逃的以色列人并不是一

个纯种的"雅各的子孙"还有不少的"闲杂人" (12 : 38)。可以想

象，当时人们还不存在一个所谓清晰的"以色列人"的群体观念。

关于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路线，首先，圣经也明确表示，他们没

由《诗篇)} 105 : 27-36. 

②此表参 B. W. Anderson, 70 页.这时的 JEP 的相分，皿典主要视其神名是 Yahweh 还是

Elohim，而 P 典主要看亚伦在不在场.由于 JE 之间的融合已经非常深入，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

因此，在第八与九灾之中，其实是相互包含的.当前，在新文学批判法的推动下，人们更为重视从

整体上去看待"十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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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走最北边的商道即最便捷的通往迦南地区的路线，因为"非利士地

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

后悔，就回埃及去。'" (13 : 17)按《出埃及记》的叙述，他们转而调头

向南，先穿过所谓"红海飞朝西奈而行。

西奈的位置在哪里?从公元 6 世纪开始，基督教的传统就认为圣

经中的西奈山就是现今的西奈半岛南端一座称为 lebel Musa 的山。如

果这座山是西奈山的话，那么，逃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要从埃及沿西

奈半岛的西海岸而下。但是，考虑到以下因素，这样的一条路线似乎

不太可能。一、他们在前半段路上，应该会遇到驻守在埃及东部的重

兵，并发生战事，但圣经上并未讲到任何这样的战事。二、沿着这条

线走，离"应许之地"有 250 多英里，这样离迦南越来越远，而不是

前往应许之地。三、在圣经当中不断谈论到的"加低斯"是在西奈半

岛北部离南端很远的地方，而加低斯的自然条件可以允许几千以色列

人生活。四、一些早期诗歌把耶和华称为从西南或巴兰山而来(申

33 :匀，而这两座山也是在加低斯附近。因此，学者们倾向于认为:

如果西奈山有的话，那它也应该是在加低斯附近的某座山。①

加上对五经文本进行的传统史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西奈传统是另

一个独立传统，它后来才与出埃及传统融合为一。@因此，人们认为中

间路线是一条很可能的路线，即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穿过西奈半岛中

部的旷野，抵达加低斯。

3. 海之歌(Songof由eS阻)

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发生在所谓

"红海"边上的神迹。这就是《出埃及记)) 14 与 15 章的内容， 14 章

是叙事，而 15 章则以诗歌的形式表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赞美。对于这

个文本单元，一方面，我们只能说它也是多元的以色列宗教逐渐融

合，并被编修成为一个文本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文本的编修形式

同样反映出深刻的神学考量。

面相关详细分析见 H. J. Aanders等著 People 01 the Co阳'nant: An Introduct阴阳 the Hebrew Bible,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田-sity Pr田5， 1996)， 178-181 页。

@von Rad与 Mar由 No由是这一方法的经典大师，对他们研究的综述，见 E. W. Nicholson, 

Ext.对四 andS，切ai 归 Histoη and Tradition (Richmond: John Knox,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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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以色列人所跨越的"红海"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地

理上，红海在西奈半岛的南端，在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大陆之间，其宽

为 1∞-175 英里。以色列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了这里。所谓"红海"

(Red Sea)的说法来自于希腊七十子译本，但在希伯来圣经中，其原文

是1']'0 l'1C"，宇意为"芦苇海(或湖、池等，也es四 of Reeds)" 0 <D而且，

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跨过红海，并打败埃及追兵， <<出埃及记>> 14 章

似乎有二个传统。其关节点就在 14: 21 ，我们可将它分为四句z

a1.摩西向海伸杖，

b1.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

31. 水便分开，

b2. 海就成了干地。

也就是说，按照现在的顺序来读，它们之间的起承转合是成问题的，

如果"海水一夜退去"何来"水便分开" !但是，假若将 al 与a2; bl 

与 b2 连接起来，那么就容易理解了，即一个传统是"摩西向海伸杖，

水便分开飞另一个传统是"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梅水一夜退去，海

就成了干地"。②

在埃及人如何被战败的问题上，同样似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红

海在以色列人面前分开，但却又复合起来，淹没埃及军队(14 : 16; 22 

与 26); 另一个则是"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

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

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14 : 24) 

而将 14 章与 15 章联系起来看，从叙事顺序来看，似乎 15 章是一

个颂歌，赞美上帝在 14 章为以色列人争战，依循"上帝在人类历史中

的行为一人对上帝的颂赞回应"这一希伯来神学叙事的基本格式。但

仔细分析， 15 章又似乎属于另一个传统。它的文体古奥，被公认为希

伯来圣经中最古老的几篇文献之一。从名义上来说，它被归诸于"摩

西和以色列人飞从它与 15 : 21 的"米利暗之歌" (Song of Miriam)的

由《出埃及记>> 10: 19. 13: 18. 15: 4. 22 等，和合本皆译为"红海飞而吕振中译其为"芦

苇海"，但新译本依传统仍译为"红海英译本也各有不同.NN将其译为由e seaofR刷品其他

的主流译本仍随传统译为由eRedS阻

@参李炽昌. <<古经解读><香港g 基督徒学会. 1997 年). 1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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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来看，似乎它是对后者的一个发展。但它的内容却与以色列人在

迦南的生活处境密切相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 z 它的基本结构是

15 : 1-12 与 18 节中的一篇赞美诗，而 13-17 则是后来的扩充。@

即使只就其 15 : 1-12 与 18 节而论，它与 14 章所叙述的红海拯救

实际上有多大的关联仍然是有很多疑问。第一、它认为上帝是将"马

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飞似乎属于 14 章拯救叙事中"海水复合淹死埃及

军队"或"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之外的另一条传统:第二、在这篇

赞美诗中，只讲到埃及军队的战败或"沉于海中飞却没有讲到以色列

人在海中行走，也没有谈到水中的"干地飞因此，它似乎只是一篇泛

泛谈论埃及人被以色列人击退或战败的诗歌:第三、考虑到赞美诗所

采用的诗歌文体，这里所指的"海"未必就是物质的海，在希伯来诗

歌或西亚文学中"海"或"大水"多指精神上的沮丧、失落或垂头丧

气，因此，这里的"红海之歌"既不指埃及军队追赶以色列人而在红

海被海水淹没，甚至也不指埃及军队具体地在水中被战败，而只指一

场战事的失利。考虑到定居迦南的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军事摩擦，这

篇诗歌也有可能只是为了庆祝以色列人击退或打败埃及军队的某一场

战事。

考虑到"海之歌"所使用的诗性语言或神话语言，那么，它的意

义不在于它与某一个历史事件的连接，而在于它所谈论战事的主角不

仅是以色列人与埃及军士，而且是耶和华与"海" (Sea)。故此"海之

歌"所颂唱的不仅是"在海边的胜利"刨出e 随时，而且是"对海的胜

利" (over the sea)o ②在西亚文化的处境之中"海"是一种形而上意义

上的邪恶力量，是混沌之水，是对上帝的创造的永恒威胁。希伯来圣

经将这样的神话学意义借用过去，如在创 1 : 2 中，上帝的创造就是从

"空虚混沌"之渊中开始的:在《诗篇)) 114 中，沧海见耶和华就逃

跑:而《诗篇>>77 中，深渊在耶和华面前要颤抖; <<以赛亚书)) 51 : 9-

11 中，拉哈伯与大鱼这样的水中怪兽被耶和华所杀，海和深渊干泪，

是耶和华拯救实现的过程之一。@因此，它不仅是一篇"历史诗歌"

白这一扩充指向耶路撒冷的圣殿，被认为是"申命学派，. (Deuteronomic)的作晶，参 Collins.

115 页.

面参F1anders. 194 页。

@西亚文化"海"或"深渊"的神话学内涵，可参乌加列(Ugaritic)神话对 Baa1与 Yam 之战的

描述，以及巴比伦的创世神话Enuma 囚ish. 在后面所讨论的锡安神学、创造神学以及天启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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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ong) ，而且是一篇"宇宙诗歌" (cosmic song)。而将这样的

宇宙诗歌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事件整合起来，它的神学含义至少有

二。第一、出埃及事件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创造论"事件。

也就是说，正如上帝通过对"混沌之海"的胜利而开始创造一样，以

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一个新历史、新族群的开端。希伯来圣经用创世

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事件，从这一事件之中，历

史走上了新的轨道，故此，出埃及事件成为以色列人理解自身、历史

甚至宇宙的一个基本模式。第二、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与他在创造中

的作为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创造"与"救赎"是互动而交错的

两个领域。耶和华上帝同时是"创造"和"救赎"两个领域后面的支

配者与主宰者。

总而言之"红海拯救"是不是-个历史事件并不是希伯来圣经关

心的问题，它的重点在于传递以色列人对于出埃及这一根本性的历史

经验的神学理解。在后来的以色列宗教传统中，它也成为一代又一代

先知与诗人言说上帝与人类之关系的基本模型和出发点。①

附录z 逾越节 (Passover) ②

在所有的宗教传统中，什么时候是节日，在节日时有哪些习俗，

为什么要过这些节日，都有着非常清楚的规定。以色列宗教亦不例

外。而在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中，逾越节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但

是，对于逾越节的来历、它的习俗、有几天的时间，希伯来圣经的不

同经卷却有不同的说法。③当然，这也恰恰表明，节日本身就是复杂的

中，海、大水、深洲的神话形而上含义会得到更详细的说明.

@请参看赛 43 : 16-17; 44: 27; 50: 2; 51 : 9-10; 诗 66 : 6; 78: 13; 106: 22; 136: 13-

15. 而出埃及事件还被加以末世论的阐述，并延续在基督教和拉比犹太教之中.如《新约·启示

录》之 21 : 1; 以及 Epstein， "Sed町 Mo'ed， P，邮him，"Taln嗣d， 转引自Flanders， 195 页.

②参 8aruch M. 80ks目为 ABD 所写的 P跑回V町辞条=陈慎庆、廖宝泉、李炽昌著， (文化对

谈z 节日与信仰>>，香港z 崇基学院神学组. 1989 年.

由这些经文包括:出 1-213; 出 23: 15 与 34: 18. 以不同的方式庆祝逾越节，参利 23: 4-8; 

民 9 : 1-15; 28: 16-25 以及 33: 3; 申 16: 1-8;约 5: 10-15; 王下 23 : 10-14; 结 45: 21; 斯

6: 1 9-22; 代下 30: 1-27 和 35: 1-9. 对这些不同节日规制的分析，参李炽昌、浙斌(生命言

说与社群认同B 之最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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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变动的结果。后来，希伯来圣经被接纳为不同宗教的经典

后，逾越节又被基督教与拉比犹太教加以不同的诠释，被赋予了更为

复杂的内容。

所谓"逾越节"，希伯来文为 nOI)，其动词词根表示保护、越过或

跳过。①其历史来源则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前夜，上帝击杀埃及境内所

有的头生子，但"越过"以色列人的家室，不杀他们的长子这一典

故。与逾越节紧密相关的，则是"除酵节"或称"无酵节" (n，~罚，

由e fe臼.t of unleavened bread)。这两个节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

后圣经时代，却是放在一起庆祝，可统称为"逾越节一无酵节气但

是，如果细致地看圣经文本，可以发现，它们乃来源于不同的传统，

后来才逐渐融合起来。

首先，在《出埃及记)) 23 : 10-19 及 34: 18-26 的律法文本中，

"除酵节"是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却都没提到"逾越节"。这表

明除酵节的历史要早于逾越节。其次，除酵节与逾越节的仪式操作

有很大的差异。除酵节的主要内容则是要吃无酵的饼，按《利未

记)) 23 : 6-14，还要将地里初熟的庄稼献给耶和华:而逾越节的主要

内容是宰杀一只→岁的羔羊，用火烤，必须吃完，再用牛膝草将血

抹在门框上。看来，官们起源于不同的生活背景，前者来自于农业

社会，用来庆祝春天的农期，其核心在于祈愿大麦的丰收，与以色

列人定居于迦南的农业生活有关:而后者则似乎源起于游牧生活，

将血涂抹在门框上带有避邪的意味，也许最早是为了使羊群顺利迁

往夏场的祈愿仪式。

但是， <<出埃及记>> 12-13 的叙事却将它们融合为一个节日。尤为

重要的是，它们被纳入到整体的十灾叙事之中，甚至可以说，整个十

灾叙事都是为了突出逾越节，因为它的时间就在出埃及的前夜，是整

个出埃及叙事的高潮。它表达了希伯来宗教节期的重要意义z 那些最

早与农业或牧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特定节期，被历史化了，其内容被

赋予了上帝在历史中拯救以色列人的救赎史意义。逾越节与除酵节成

为希伯来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不再是一个游牧社会或农业社会

的节日，而成为以色列人对于上帝的拯救事件的永恒回忆。它也因此

成为以色列人的族群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按《出埃及记)) 12-13 章，

@分别参赛 31 : S; 撇下 4 :4; 王上 18 : 21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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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纪念逾越了，不是要纪念这一天，而是要纪念在这一天里曾经发

生了什么。换句话说，它不是纪念自然日历的某一天，而是纪念整个

社群所经验到的某一特定事件。以色列人的族群身份，也就永恒地被

他们出埃及的历史经验所界定。

逾越节在以色列人的宗教史上，还有几个重要的发展。一个是在

约西亚王发动的申命改革时期。@按《列王纪下>> 23 : 22-23. 自从以

色列人进入迦南，从士师时代、王朝时期、南北分立时期，直到当时，

"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

和华守这逾越节。"那么，约西亚王守的是什么样的逾越节?它在守节

的地点和方式上有哪些变化呢?这要到申命改革的宪章一一《申命

记》中才能找到答案。按其 16: 1-8 和 16 对"逾越节"的规制，最特

别的一点就是"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即耶路

撒冷)实行逾越节。@简单地说. <<出埃及记》对于逾越节的规定，主要

还只是一个家庭事务，③但是，约西亚通过宗教集中化的改革，要求所

有的以色列人都到耶路撒冷统一地庆祝逾越节，使逾越节从一个家庭

事务变为一个公共事务。有趣的是，那些与家庭相关的仪式操作如

"蘸血涂在门框上"也未再提及。

此后，在后流放群体的史志作品一一《历代志下)) 30 与 35 章，又

谈到另一版本的逾越节。一些新的仪式因素又被带入进来E 一、在逾

越节上，有利未祭司以及其他的职业化宗教人士来颂赞耶和华:二、

它强调人们在节日上要赞美上帝:三、它强调逾越节的欢快气氛，说

"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气这种总体气氛，与五经传统将无

酵饼称为"困苦饼飞逾越节是要以色列人纪念他们在埃及的日子，有

很大的差异了。

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播开来后， <<新约》作者通过对耶稣的理

解，形成了对于逾越节的新解释。福音书对逾越节的描述，不再强调

它与犹太人出埃及的关系，而是将其置于基督教的意义框架之中，即

耶稣在逾越节上的无酵饼与酒象征着他的身体和血，并且昭示着未来

由约西亚的申命改革，详参 14 章.

@人们在逾越节前往耶路撒冷的礼仪活动，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参《路加福音) 2: 41. 
@如按《出埃及记>> 12: 2-4, "各人要接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

着人数和饭量计算再如 12: 46,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

可见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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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得救希望。也就是说，希伯来宗教在逾越节晚餐与出埃及这

一上帝拯救事件之间建立的关系，被基督教在逾越节晚餐与人们通过

耶稣基督的死而得救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基督教借用希伯来圣经用逾

越节来纪念上帝的救恩的典故，用圣餐表示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上

帝的新的救思，赋予逾越节以全新的意义解释。

而对于拉比犹太教来说，由于公元 70 年第二圣殿被毁<<申命

记》赋予逾越节的公共政治意义被消解，逾越节重新成为一个家庭事

务，人们重新回到《出埃及记>> 12 章中的规制，在家宴中庆祝逾越

节。当然，人们仍然通过逾越节来纪念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事件中体现

的上帝拯救，但关注点则转移到未来对上帝救恩的盼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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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立约:诚命

在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乃至圣经宗教所揭示的神人关系)中，两个

基本主题支撑起其总体神学框架"拯救经验" (也e Saving experience) 

与"诫命经验" (the Commanding experience)o 后世犹太教的二个基本

方面， øp "故事" (narr四ve)，以叙事来讲述上帝介入人类历史的拯救

事件:和"律令" (commandment)，以律令来传达上帝对于人们的普遍

命令，分别与之相对应。前者称为"哈加达" (haggad血)，其希伯来词

根意为"言、讲"后者称为"晗拉卡" (halak油)，希伯来词根意为

"行、做飞这样的思想结构同样进入基督教的意义系统之中，前者对

应"福音"是对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人类的叙述，后者对应"律

法气是以爱神爱人为核心的一套道德律令。圣经宗教的这一基本结构

的最早源起就在五经的整体叙事之中，前一章所分析的《出埃及记》

1-18 章就是对以色列人经历的上帝拯救的叙事，这一章我们就要来分

析围绕着西奈而构建的律令文本。

按正典形式的五经叙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的

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出 19 : 1)，并且在西奈的山下安营。这

样，便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颁令诫律提供了一个文本起点。在西奈，

他们经验到耶和华上帝的另一方面z 诫命(commandments)。这就是著

名的"西奈立约" (Covenant at Si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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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奈律法文本

按正典形式的五经，在出埃及叙事之后，我们遇到一个特殊的文

体单元<<出埃及记}} 19: 1一《民数记}} 10 : 10。之所以判断它是一

个文体单元，原因有z 一、文体上的特殊性。这一单元中多以"耶和

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为格式引言，导出耶和华对于以色列人的信仰、

道德或祭祀的规制，与五经其他部分的历史叙事属于不同的文学风

格:二、从 19 : 1 以色列人到达西奈，一直到民 10: 10 他们拔营前

行，这一单元以西奈为地点形成一个叙事整体，完整地插入到以色列

人的旷野流浪的叙事之中:三、根据圣经其他书卷对以色列人从出埃

及到定居迦南这一段历史的叙述，如《申命记}} 26: 5-9、《士师记》

11 : 16-18 与《约书亚记}} 24 : 16-18 等，均未提及以色列人在西奈从

耶和华处接受律法这样的重大事件，因此，以西奈为背景的律法文本

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传统，被五经作者插入到出埃及后的叙事之中。

在关于这一单元的可能来源上，有二种对立的观点 z 一些学者认

为，在出埃及之后，摩西、以色列人在西奈与上帝立约，但后来的以

色列人偏离了摩西传统，直到约西亚时期，才又回归到摩西的西奈之

约，从而一方面对西奈之约重新诠释，编修成申命法典，另一方面把

西奈之约编入到以色列人的旷野流浪的叙事之中，也就是今天的《出

埃及记》、《利未记》到《民数记》的整体文本: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起初以色列人只知出埃及传统，认为这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证据，

但是，此后的先知运动要求以色列人不仅意识到自己在耶和华面前的

特殊地位，而且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责任，因此，推动人们编修而

成律法文本，并以西奈圣山作为其总体背景，将这些"有条件的约"

(conditiona1 covenant)插入到出埃及叙事之后，以之作为以色列人在经
历拯救恩典之后须负的道德责任。①

由这成为圣经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基本分歧点，对于人们理解后世的先知运动产生极大影响.因

为按第一批学者，先知是在某种既有的(氢然被大多数以色列人所忽视的}传统之下来宣讲，而按第

二批学者，摩西传统反而是先知运动的产物.前者主要为美国以Albright 为代表的人物所接受，而

后者为德国学者所普遍认可. Collins.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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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埃及记)) 19 : 1一《民数记}} 10: 10 的这个大单元再进行细

分，显然它很大一部分属于后来 P 典传统(Priestly Tradition)，如对会

幕、祭祀、崇拜这些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制。一般来说， (利未

记》全书，以及《民数记)) 1-10 章，以及《出埃及记>> 25-31 以及 35-

40 这些部分都被认为是晚期的 P 典传统。所以，我们可以对五经中的

律法文本做一简单分类。

五经中的律法

以西奈事件为背景的律法:

1 、十诫，(Deca1ogue) 出 20 : 1-17(在申 S : 6-21 

中再次重复)

2、民事与宗教法，亦称"约书.. (Covenant C叫e) 出 20 : 22-23 : 33 

3、祭祀法典(Ritua1 laws，亦称为"第二个十斌" ) 出 34: 10-26 

4、 P典条文

崇拜规条 (Cultic Instructions) 出 25-31(在出 35-40中

实施)

祭祀法制(Priestly laws) 利 1-18 ， 27 

圣洁法典(Holiness Code) 利 19-26

祭祀补充币iestly Supplements) 民 1-10

西奈事件之外的律法:

1、祭祀补充(Priestly Supplements) 民 28-31; 33-36 

2、申命法典但eu阳，nomic Code) 申 12-26

3、以克诅为后来的法典α..aws sanctioned by a cwse) 申 27

其中，真正较早期的摩西律法传统可能只是《出埃及记)) 19-24; 32-34 

这两个单元。它们是我们这一章分析的重点经文。

需要注意的是，将西奈律法单元插入到出埃及的拯救叙事之中，

不仅仅改变了五经的文学结构，而且带来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神学讨

论，即拯救与律法、信仰与道德、圣约与诫命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不

同宗教传统、不同神学倾向争论的核心所在。五经在出埃及叙事与西

奈律法之间的前后文本安排，与拯救和律法之间谁为第一性、第二性

的神学讨论就密切相关。可以把文本在前的理解为基础和前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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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文本在后的理解为高潮和目的。例如，在出埃及的拯救事件之后

颁定西奈律法，常被基督教传统用来解释救雕恩典之后的道德责任的

确立，即人们之所以接受立约中的责任，乃是对耶和华的救赎之功的

感恩回应，①以此认为恩典是第一性的，而律法则是第二性的，从而为

《新约》中保罗对于律法所持的批判立场辩护。而在犹太教传统之

中，拯救事件常被解释为是西奈律法的序幕"言"的目的在于

"行"上帝启示之高潮乃在于西奈律法之颁示，上帝的拯救恩典只是

为此律法之确立所做的准备与铺垫而己，从而回应犹太传统对于律法

的至上尊重，并反击保罗在《新约》中扬基督福音、抑犹太律法的立

场。@无论如何，正如倡导对五经进行"传统史"研究的学者们所认为

的，这些不同传统在五经中的不断融合是希伯来宗教不断深化的动力

性因素。③

二、西奈之约的叙事框架

在讲述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西奈立约之前， ((出埃及记》第 19 章

呈现给我们另一幅复杂、丰富而深刻的画面，一般学者都认为这一章

经过了复杂的编修过程。在此，我们分析其中的两个重要单元，即

《出埃及记>> 19 : 3b-6 的诗歌单元(通常被称为"鹰翅之歌"， Song of 

Eagle's Wing)以及 19 : 11-20 的神显(也eophany)叙事a

1. 鹰翅之歌

首先，需要注意到， ((出埃及记)) 19 章在整个的五经叙事中的重要

地位，即它在出埃及叙事与西奈立约之间的过渡和桥梁性角色。 19 章

CDB. W. Ander回'R， 84-1ω页.当然，为了协调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立场，也可以采取更平衡的立

场，即拯救{出埃及)是为律法(西奈)做准备，后者在神学上又以前者为基础， 91 页.

@ J. D. LevesoR所著 S阳j and Zion: An Entry inω 伽 Jewish Bible是坚持犹太教的释经立场的代

表，另可参他在 Fri础nan， R. B. & H. G. M. Willi翩翩，而e Future oft，加胁'licøl Studies: 加 Hebrew

Scriptures一书中所写的"The Old Teswnent，白lC Hebrew Bible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一文对肩童自运

动以来从新教立场研究旧约神学的总体批评.

⑤参 Martin Noth. A History of Pentaleuchøl Trm曲·胁时; G. VOR Rad, The Problem of加 Hιmte剧为

and Other Essays这两本经典的五经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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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体上仍然采用叙事体，与前面的出埃及叙事一致，但它的内容乃

围绕着西奈事件，是后面的律法文本的导引。

尤其可圈可点的是 19 : 3b币的诗歌单元，无论在文学还是在思想

上，它都是一篇非常精致的文献。在文学上，它节律整齐、结构平

衡z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3b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5a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于民 5b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5c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6a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6b

在整体结构上，它由起首的开篇"你要这样说"。盼，与结尾的"这些

话你要告诉" (6b) ，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文体单元。而且，在它的歌体部

分，多用希伯来诗歌的平行体(p缸alleli8时，如"昕从我的话、遵守我

的约" "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等。同时，它所用的人称"我"、

"你们"也表明在它后面隐含着一个仪式场景，即由祭司以第一人称

的方式宣示上帝的谕令，而"你们"则代表着昕讲的崇拜群体。根据

以上理由，人们可以推测，在它被编修到五经的正典位置之前，它很

可能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传统(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写的)广泛流传，

并历经锤炼。

除了它的整齐文体外，它的思想亦十分精炼，高度地浓缩了希伯

来宗教的神学。一、它总结了出埃及的拯救史与以色列人按西奈律法

生活之间的关系。第4节是围绕着出埃及事件的历史叙述，但第5节的

"如今" (iTnl1', 80 now) 一下就将特殊的历史拯救事件，转到了普遍

的当下生活世界。对西奈律法的遵守，成为每一个时代的上帝圣民对

于历史中的拯救事件的回应。而且这二者均统一在"耶和华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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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之中，即上帝圣民不仅表现在耶和华对他们的特殊恩宠，介

入人间历史拯救他们，而且表现为以色列人对律法诫命的遵守。二、

它强调所谓的圣约关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我一你们"的关系。①在这

首诗歌中，不断回旋的旋律就是"归我、属我"等词。短短三句诗歌，

"归我" ("与， for me)作为一个单独的词就出现3次，人格代词"我"或
后缀形式"我的"在每句诗歌中都出现。将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上帝的

圣约关系归纳一种"我与你们"的人格化关系，是对希伯来宗教的高

度概括，因此，人们普遍把它看成是较晚时期、经过先知运动洗礼的

文献。而且，按19 :缸，它强调以色列人遵守圣约，昕从耶和华的话

是以色列之为圣民的前提，它用"若"但低， it)引导出它的条件性，又

以希伯来语法的绝对不定式"实在昕从" ('17C~n 17'C~， ind时 obey]作

为强调，表明这里所强调的圣约是"有条件之约" (conditiona1 

∞，venant)。这与申命神学非常类似，可视为D典传统的作品之一。三、

它从宗教上界定了以色列人作为耶和华的圣民的本质属性是"祭司国

度"与"圣洁国民飞从正典评断学的角度言之，这两句话正好统摄了

西奈律法的两大部分一一祭祀规制和道德律令，也是对后面律法文本

的两大来源一一圣洁法典(利19-26章)与P传统的提纲辈领。当然，这也

成为圣经宗教对与上帝立约的圣民群体的本质界定，即一个以祭祀生

活为中心的、由祭司管泊的、依循神定道德律令生活的宗教、道德与

政治统一的神治政制(曲创lCratic polity). @ 

上述这些本质性要素是后世希伯来宗教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时

代却各有侧重。因为这一段经文所具的高度概括性，人们倾向于认为

它是晚期较成熟的神学文献:但也有可能在希伯来宗教的早期，人们

就朦脆地意识到这些基本原则，并在后世发展中充分地将它们展示出

来。无论如何，它都表明希伯来宗教思想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

一，也为人们的圣经研究提供了更大的诠释空间。

由经过布伯(Mar世n Buber)的哲学阐述，圣经宗敏被归纳一种"我与你"(I-Thou)的关系，但这是

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之后的解释.它在两个方面与圣经宗教是相背离的z 一、在布伯这里，人被放到

"我"这一极，而上帝则放在"你"这一极，这是人本主义的思想，即人去寻找上帝.但在圣经宗教

中，恰恰相反，不是人寻找上帝，而是上帝寻找人，向人启示自身，因此"我"代表的是耶和华上

帝你们"代表处在圣约关系中的人.二、布伯的"我"是单数的，是个人主义的，而在圣经宗教

中，与上帝立约的对象是一个群体，咐们"是一个复数.参 Buber， I and Thou. 

②这-政制反而是在以色列国家消亡之后才真正实现，即第二圣股群体的犹太教.参本书第十

六、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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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显现

在进入西奈之约的律法文本之前， <<出埃及记>> 19 章的另一个独特

单元是 16-19 节的神显(由eophany)叙事。如何理解此处的神显叙事与西

奈之约的关系呢?正典形式的五经叙事，在西奈立约之前叙述神的显

现，到底有何意义呢?

首先..神之显现"的主题在此将西奈立约与整个出埃及事件连接

为一个整体。在出埃及事件中，耶和华曾经有过二次显现，即出 3 章

上帝启示己名，是整个拯救事件之开始:在 14: 19-20 与24-25 中，耶

和华显现为云柱与火柱，在海中为以色列人争战:现在，在将要与以

色列人立约前，耶和华再次显现为一个在雷电交加中启示自身的神，

来颁定以色列人之为一个"圣约群体"的律令和法则。这样， <<出埃及

记》中的神显叙事，就不再是一些零散的神话，而是被整合为在以色

列人的特殊历史及生活方式中的上帝永恒本性之展现。

其次，所谓"神之显现"，它表达的是闪族宗教中的一个核心观

念，即上帝启示自身。在希伯来宗教的观念中，耶和华上帝既不是在

理智中被人们沉思的，也不是可以在神秘经验被体验的对象，它超越

于人的掌握之外(参前一章关于摩西与上帝相遇的分析)。但是，他又不

断地自我启示，进入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在西奈之约中，上帝再次

通过神显的方式展现自己，表明上帝的自我启示采用了一个新的方

式，即以诫命、律令对圣约群体生活的规定。

再次..神之显现"还带出"圣山"或"圣地"的概念，即西奈乃

"神的山"它既是宇宙之中心，亦是人类社会之中心。①西奈被认为

是神所居住的、神在其上端坐如宇宙之君王的宇宙神山 (cosmic

mountain)在人间的对应，而它也是神人交汇、天庭世界与自然世界的

汇合点。神显叙事所使用的那些象征语言，如"火、雷、云"等，是

为了表明上帝的自我显现之时的令人敬畏之宏伟。这里它借用了西北

(j) ."圣山"或神所居住之山的观念在世界古代宗教中都有突出位置，而不仅是以色列宗教的独

有观念.在迦南文化中，上帝与巴力居住并且显形于山上.参 α'Oss. CMHE, 147-94; 白田地回E

Hi曲回为 ABD 写的Theophany 辞条.对于希伯来的神显叙事、它与西亚文化的全面比貌与论述，

请参 1ef世-ey 1. Niehaus, God at Si阳i: Covelltllll cl Tlu!oplu.四Iy in 1M Bible and Ancient Near 岛四(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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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的神话语言，如在乌加列(Ugaritic)文化中"巴力"但础。总是

驾着密云，一手雷，一手电，以显示它的威严、圣洁和超越。因此，

耶和华在圣山上的显现，是对他的宇窗君王身份的再次确定。在此意

义上，西奈之约对于后代的以色列人同样具有规范性意义，甚至具有

了本体论或创造论的含义。①

最后，还要注意到耶和华神显之时的"雷电"隐喻。在巴勒斯坦

的农业社会处境中，雷电是一个既令人畏惧，又带来雨水和丰收的自

然象征。因此，雷电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乃代表着既令人敬畏又令人向

往的绝对力量。而这一点亦是圣经宗教对"神圣"的基本看法，即

"神圣"是一个令人颤栗敬畏却又无限渴望的实在。因此，希伯来宗

教用"雷电"伴随着耶和华的显现，集中体现了以色列人对于上帝在

宇宙之中的既令人畏惧、又令人渴望的力量的理解。而将这样的"神

之显现"的叙事安排在西奈立约之前，同样表明，上帝在西奈之约所

启示的律法，既能使人得福，也要求人负起责任，因此也具有这种既

令人敬畏又令人向望的双重性质。

因此，将神显叙事与西奈立约结合起来，其神学意味是非常强烈

的。而从具体的历史生活处境来说，它可能与以色列宗教传统中的崇

拜传统及圣约更新仪式有关。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新年时，到圣所

去朝拜耶和华，并用象征性的仪式如火、烟等，来表现"耶和华的神

显"以及登基而为"宇宙之王"同时，又将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圣

约公开诵读，以圣约作为整合民族的基本纲领，即所谓的"圣约更

新" (covenant renewal)仪式。久而久之，耶和华为王的仪式崇拜与对圣

约的诵读宣告就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因此，五经作者受到以

色列人的现实崇拜礼仪的影响，在编修《出埃及记》时，也把神显叙

事与西奈圣约结合在一起。

按照宗教现象学的分析"神显"观念在闪族宗教中有着丰富的含

义。它一方面表示神的自我启示，表示上帝的神秘共在:另一方面，

也西奈之约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的创造(theα回归n of Israel). 而且是为了反击第一次创造之后的

人们的背离，因此，不仅要从救赎史的角度来看待西奈之约，甚至还要从创造论的角度来看待它.

参 John W. Rogerson 等编著 Genesis and Exo伽s (Sheffield: A四demic. 1991) 

@所谓的"耶和华为王"的登基诗篇(En由ronement Psalms). 如 47. 93. 96-99. 也许就有这样

的仪式崇拜背景.关于神显观念的崇拜起源(cultic origins). 参 Sigmund Mowinckel. The Psø阳 U

Isrøel's 胁时hip 的经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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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表示上帝的奥秘乃超越于人的认知之外。这同样是通过一个象征

来表示，即"密云飞按 Mendenhall 的分析 tt密云"这一象征即表明

了上帝之威严，另一方面又将上帝之显现遮蔽起来，换句话说"密

云"使得人们无法穿透上帝的奥秘。①在后世的犹太教传统中，这些象

征用词都成为人们阐述神学原理的圣经依据。

3. 立约之仪

《出埃及记>> 19 章与 M章是西奈之约的背景框架，前者叙述了上

帝通过启示自身的方式来与以色列人立约，后者则叙述了以色列人对

所立之约的认可，及他们对上帝主动启示的回应。上面，我们从多个

文本(传统)整合的角度对 19 章做了分析，在 M章中，我们同样看到多

个传统的整合。@主要来说，它包括了两个仪式z 一、 24 : 6-8 中的

"血祭仪式"但 blood ritual); 二、 24: 5 与 9-11 中的"欢娃仪式" (a 

meal ritual) 0 

第一个仪式中的意义到底有哪些呢?一种解释是，在西亚观念

中，血与生命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生命被认为是在血里的.因此，

摩西将一半血洒向祭坛(代表上帝的临在)，另一半洒向以色列人民，以

此方式表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生命相通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

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赌咒" (self-curse)的仪式，也就是以所祭之物代

表以色列人民，如果他们违反了在立约中的条款，就会落得与牺牲相

同的命运。因此，这一仪式是以生命为代价，保证自己对于上帝意志

和西奈之约的顺服。

而第二个欢篷仪式则强调立约的另一层面，即以色列人与上帝之

间达成了"和好之约"。在西亚之文化处境中，共享娃席是家庭成员之

间亲密关系的表示。因此， 11 节所叙摩西等人与以色列人的七十长

老，上山"观看神，又吃又喝"，是以色列人民与神之亲密、友好及和

'的George E. Mendenhall, The Tenlh Generat，归'n: The Orig，阳。f仇e Biblical Tradit归'n， 亦可参 J.W.

Rogerson 等 Genesis and Ext对旧， 214-217 页。

晏人们常将 24: 15-18 归为 P典，因为它的风格如上帝的荣耀、云彩等有强烈的 P 典风格，强

调上帝的威严与通过云彩等象征而与以色列入共在等z 而将 9-11 归于校早期的传统，因为这里所

讲到的"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与圣经主流所认为的"人见神必死"的传统有出入，因此，

可能是早期传统的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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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之仪式。而且，与 5 节之献"平安祭"结合起来，就表明这乃

是一个"和好之娃"，所立之约是"和好(shalom)之约飞

三、希伯来宗教的圣约观念

乍一看来<<出埃及记)) 20 : 1-23 : 19 都是"耶和华的话"也

就是所谓的"西奈之约"了。但是，仔细分析，这里的律令部分仍然

可以分为两个单元。

对 24: 3 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西奈之约实际上包括两个部

分:耶和华的命令(mit~ ，:l'气， the Word of YHWH)和典章(唱ElWCit，由e

laws)。而且，在第 4 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部写上"而在第 7

节，则是"摩西将约书念给百姓昕"。再考虑到 24 章中叙述了两个立约

仪式，人们普遍认为在 20-23 章之中的律令条文实际上也是由两个单

元组成，即一个是 20 : 1-17 的"十诫"(Ten Commandments)，也就是所

谓的"耶和华的命令"另一个是 20 : 23-23 : 19 的"约书"仙e

Covenant Code). 即所谓的"典章"。

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是因为无论从文体，还是从内容都可以看

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谓的"耶和华的命令"也可以译为"耶

和华的话"它的具体所指就是"十诚"它的文体形式是上帝直接

吩咐的，而且是摩西与众百姓一起聆听的(20 : 19); 而在此之后的所谓

"约书"或典章部分，则采用了摩西转述的形式，即"你(摩西)要向

以色列人这样说"。另外，这两个部分所采用的句式也差异很大，十

诫部分用的是绝对的否定式，用"不许"恨与， No)引出:典章部分则
用条件句式，用"若" (口跳， if)引出。在内容上，十诫属于人类社会的

基本法则，有很高的抽象性，可以不受具体时空的限制:而约书或典

章部分则较为繁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带有迦南生活的痕迹，

类似于习惯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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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纯的形式特征

在讨论西奈之约的内容之前，需要问一个有关"约"本身的问

题，即以色列人用约的概念来理解上帝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他们

的发明，还是吸取了西亚文明的智慧?他们用"约"来言说他们与

上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社会文化处境之下，这个"约"到底是

什么意思?

通过对古代西亚文明的"条约" (Treaty)文本的研究，人们发现希

伯来圣经中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立约，与赫梯(阻四te)与亚述文化中

的"宗主一附庸" (suzerain-v部sal)条约十分相似。在精神上，它们都

不是平等双方之间的条约，而是要求一方绝对归属于另一方。在结构

上，它们也有相当类似的地方。①这个结构就是z

1、序言(preamble);由宗主方宣示自己。

2、一个历史前言(historical prologue); 对为什么要进入立约关系

的历史事件做一交待。

3、条款或要求(stipulations); 在这一部分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

除了本宗主外，不能再认别的宗主。

4、如何保存或展示条约的文本(deposition or display of the text); 

通常它包括如何定期地宣读其文本。

5、列举证人(witnesses); 写出立约双方向之宣誓或要求其作证的

神名。

6、咒诅或祝福(curses and blessings); 表明遵守条约之福，及背离

条约之祸。

一般来说，在这些组成要件中，又以 2、 3 与 6 最为重要。其中， 2 是

对 3 做的历史解释， 6 则是对 3在历史中的实践的保证，因此 3 是约之

主体。我们可以对照西亚的"宗主一附庸"之格式，来分析"摩西十

诫"的形式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西奈之约就完全来自于赫梯或亚

@对古代西亚的条约形式，尤其是赫梯及亚述之"宗主一附庸"条约之研究，参 ABD 的

Covenant辞条，对圣约的专题研究，还可参看R. Rendωd'f， The CoveNllll Formula: An ExegeticaJ and 

TheologicaJ Investigω'ion 但dinburgh: T&T Cl缸k， 1998); Dennis 1. McCar也y， Tre，创y and CoveTlQllt: A 

S阳。P 切 Form in Ancient Oriental Documents and in the Old Test，四nent (Rome: Biblical Institute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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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化的影响。①在此，为更好地从西亚文明的条约观念的角度来理解

希伯来宗教的圣约思想，我们亦将希伯来圣经的主要立约文本放到一

起来进行比较。②

宗主一附庸 西奈之约 约书亚之约 申命之约 其他经卷

条约格式

序吉 出 20: 2a 书 24: 2a 申 5: 6a 

历史甜言 出 20: 2b 书 24 : 2b-13 申 1-3; 5: 6b 

条歇就要求
出 20: 3-17 书 24: 14 申 5: 7-21; 

12-26 

条约的保存
出 25 : 21; 申 10: 5; 

或展示
40: 20 27: 2-3; 

31 : 10-11 

书 24: 22,27 赛 1 : 2; 
列举证人

弥 6: 1-2 

咒诅瞒祝福 24 : 3-8 申 27-28

当然，由于"约"的概念在圣经宗教中的核心地位，对它的任何理解

都将牵动整个的圣经研究，因此，对于西奈之约与西亚政治文化之间

的关系，学者们仍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奈

之约与西亚帝国的政治条约一样，在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确定了排

他性关系， ftp"除我之外，你不能有别的神" @此后，它成为希伯来

宗教尤其是先知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则，并且因为先知传统乃希伯来圣

经的主要潮流，因此排他性的耶和华崇拜也成为希伯来圣经中的主流

声音。

∞所以，有一些学者或者认为以色列人并未受到什么籍梯条约的影响，或者认为以色列人只是

发展了赫梯条约中的历史序言的方面，只是后来受到亚述之影响后，才在《申命记》中发现出钱完

整的"宗主一附庸"条约的格式.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德国学者的支持. Collins. 123 页.

@参 N. Gottwa1d, 206 页.

@这句话的希伯来文是2 电lÐ-与， c'，n鼠目响与民 1与rn呐， ac与，英文译法通常为 You sha11 have 

no 。由erg础 before me. 但对于所谓的"除了、在我面前则可能形成不同的解择传统，例如它

可以在最低的意义上表示人们不能把剔的神与耶和华放在一起敬拜.从以色列人的宗教实践来看，

他们也只是在崇拜上承认耶和华的一神地位，并不从理论上去反对剔神存在的可能性，所以被称为

"本主一神教.. (henotheism). 直到第二以赛亚时期，才形成了存在论上的一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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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诫(Deca!ogue， Ten Commandments) 

如前所述，西奈之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20 章的十诚与 21-23 章

的约书。十诫所用的诫命是由"不许" (然与， No)引出，常被称为"绝
对法"(apodictic la呐。它是一些绝对命令，或者由于它的否定式，可称

为绝对禁令。它是普遍的，超越于具体时空。它以纯粹的否定式表现

出来，甚至不讨论如果触犯这些条例会有何等后果的问题。①而所谓的

典章则更像习惯法(common law)，或者案例法(c副uistic law)，它一般是

由、2 或口跳来引导(if"' ， then) , IlP "若…，就…"。通常认为，绝对法
可能起源于崇拜的场景，因此它在语气上绝对，在文、字上简洁:而案

例法则是对这些绝对原则在具体生活处境中的实施。当然，在希伯来

宗教中，这两种律法都视为神人之圣约(covenant)的社会表达。

关于"十诫"即"耶和华的十句话" (Ten Words)，②到底该如何

分，不同的宗教传统有不同的理解。按犹太教传统，前面五条是肯定

式的(~IJ '‘当孝敬父母" )，后面五条则是否定式的。③而基督教传统则

一般将其分成待神与待人两个部分。但是，在天主教、圣公会与路德

宗的传统中，待神的诫命只有三条，也就是说"不可拜偶像"被归

入到第一条诫命之中:而"不可贪恋"的诫命则分为二条，故待人之

诫命有七。在改革宗传统内，则待神之诫命有四"不可拜偶像"是

专门一条:待人之诫命则有六，后两条"不可贪恋"并为一条。

以下我们即按和合本的分法，来分别讨论这十条诫命。

1、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显然，这一条诫命与"宗主一

附庸"盟约中，宗主国要求附庸国排他性的忠诚密切相关。关于这条

诫命，有二点必须注意z 第一、在实际的以色列人生活，并没有遵行

这一诫命。无论是先知书还是历史书都大量地谈到以色列人对别神的

崇拜。因此，匆宁说，在具体的以色列人生活中，它代表着少数派的

S它也成为普世运动或宗教对话经常关注的圣经资源，参孔汉恩、库舍尔编，何光护译. (全

球伦理s 世界宗教议会宣言>> (成都z 四川人民. 1997)。

@为何是"十条H ?实际上以色列人的诫律很多时候是十二条，如出 34 章:而利 18 : 6-18. 

20: 2-26. 申 21 : 15-26 似乎也是由 12 条改写而成.因此，人们认为‘十"来源于口传教育传统

中，将上帝诫命与人的十个手指相联以便于记忆的习俗.参岛位.wald.208 页.

③参 Collins.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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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要求:第二、它并不是严格的一神论(monotheism)。它只是不允许

人们敬拜别神，但并不否认别神的存在。更恰当的名称也许是本主一

神教(Henotheism)。只有到了第二以赛亚那里，才从存在论上发出只有

耶和华是真神，别神并不存在的先知宣告。甚至，严格意义上的神学

一神论还要等到受希腊哲学思辩深刻影响的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教。

即使如此，把这条诫命置放到迦南文化的背景之中，它仍然有着

显著的意义。第一、它明显地将以色列人的宗教与迦南文化(甚至后来

的希罗文化)的多神(巴力)崇拜区别开来，从而赋予以色列人以清晰的

宗教身份:第二、这一诫命排除了西亚文化流行的女神信仰，也就是

说，耶和华是一位没有女神伴侣的男性神，与迦南文化对男神巴力和

女神亚舍拉(Asher，油)并列崇拜的习俗相比，其意义也是革命性的。①

2、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实际上，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实践

中，圣物或神像崇拜有相当的影响。如耶罗波安从犹大分裂时，便造

一金牛艘，并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而以色列人的

"基路伯"也似乎是古代圣物崇拜的遗留。但是，无论实际情况怎

样，这里的第二诫都试图将以色列人与迦南地的异教信仰区分开，因

为当时的迦南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神像的崇拜。而且，从其宗

教精神来说，它要求以色列人避免制造神像，避免通过对它们的敬拜

来实现神人沟通，使得他们可以转而通过上帝在自然、历史和律法中

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上帝，对于以色列宗教的精神化、内在化具有重要

意义。

3、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如上一章所述，耶和华的专名，

在希伯来宗教中具有神圣意义。不可妄称，即指不可将上帝之名视为

某种巫术力量，从而将其轻看，或掌控为人的功利目的服务。

4、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对《出埃及记)} 20: 8-11 展开分

析，可以看到安息日诫命的独特文学结构，即 z

A.介绍安息日诫命(8)

B. 对宗教实践的规定(9)

c. 说明为何如此行的动机(l0a)

非女性主义与近来考古的问题，参 Collins， 127 页.女神的缺失，引发了人们关予以色列宗教性

质的讨论，因为男女神共同崇拜，常常是为了祈祷丰收，带有农业社会的背景.希伯来宗教缺少对

女神的崇拜，促使人们从剔的方面来考察耶和华起源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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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宗教实践的规定(lOb)

C' 说明为何如此行的动机(1 1a)

D. 最后总结(1 1b)

在《申命记}} 5 : 12-15b 的安息日诫命中，可以看到同样的结构。但

是，在为何如此守安息的动机上，虽然它们都解释为"免于劳作(做

工)" ，但《出埃及记》给出的理由是创造论的，与上帝的创世相联

系;而《申命记》是拯救论的，与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经验相关。另外

需要注意，这二个安息日诫命的叙事结构都是"记念一遵守"

(remember/observe)模式，并放在所谓圣日的范畴之下，而"视圣"

(回"P::l，回， make sacred)一词在希伯来文本来具有"分别"的含义，意指

对某一天的记念使得人们将其从持续的时间流动中分别开来，乃强化

了"遵守(诫命)"与"记念(历史)"之间的关联。①

5、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

长久。

6、不可杀人。

7、不可奸淫。

8、不可偷盗。

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0、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姆、牛驴，并

他一切所有的。

这后面的这六条诫命不涉及耶和华崇拜的问题，因此，被认为具

有普遍的伦理适用性。

从神学意义上来说，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十诫"有二点是

很特别的。第一、按十诫的历史序言，西奈之约的起点及基础是上帝

的拯救事件，而以色列人之接受西奈诫命，乃是对上帝的拯救行为的

回应。这样，十诫所表达的抽象的、普遍的道德命令乃以上帝的救赎

史为基础和前提的，希伯来宗教的道德系统从根本上来讲是从属于它

的历史神学的。②第二、上帝是圣约的主动者，他为以色列人设定了诫

由对于安息日的起源，学术界仍未得出定论.阿卡德语的 sabbath. 意指月圆之节.在《阿摩司

书>> 8: S 与《以赛亚书>> 1 : 13 中，似乎它与月朔节相关的，但古代以色列入并不实行农历(lunar

创佣缸。.参 ABD之 S油bath 辞条.

唱这也是圣经宗教的一个总体特点，基督教的《新约》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即基督徒之道德生

活，也以他们对于耶稣基督代赎之死的"福音事件"的经验为基础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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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律法，同时，以色列人也有进入或不进入圣约关系的自由。如果

他们接受与上帝的圣约关系，则须遵守律法中的诫命:反过来说，如

果以色列人不守律法诫命，那么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圣约关系实际上也

就不存在。所以说，它表达的是一种"有条件的约"。第三、西奈之

约只是强调以色列人须负之义务，却没有对耶和华有任何限制。这与

上帝与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之约有着本质的差异，后者恰好相反，强

调的是上帝的祝福责任和保护义务，人的道德行为并不会从根本上影

响上帝对他的祝福与保护。

3. 的书(Book of Covenant) 

接下来的 20 : 22-23 : 23 IlP "约书"是一个习惯法的杂集。关于这
个部分的律法，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这部约书显然是后来

以色列人定居、农业、稳定的群体生活中的习惯法的合集，其编篡成

现在的样子，一定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它不太可能是一群在旷野

流浪的人们的法律合集。第二、这部约书中的律法条文与西亚其他文

明的习惯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例如:公元前 2060 年的 Ur-Namma

法典、公元前 2(阳0 年 Eshnunna 法典，公元前 19 世纪的Lipit Ish阳法

典、公元前 17∞的汉漠拉比(H缸nmurabi)法典，以及公元前 12 世纪的

亚述王 Tiglath-piles自 I 法典等，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第三、它的

基本精神是对等的正义，例如"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

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21 : 23-25) 

注意不要将此理解为"报复"恰恰相反，在古代社会里，它可能是

一种"适度"即对犯错者的惩罚不要超过其所犯错的限度。第四、

"约书"的法律条文有一定的人道主义因素，例如"不可亏负寄居

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

和孤儿。" (22 : 21-22)以及"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

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

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 23 : 4-5)但是，不要将其夸大。它只是古代社

会的习惯法而己，不比西亚其他文化的法律体系更为"人道"例如

它也允许奴隶制，即使他们也曾在埃及做过奴隶。在某些方面，这套

习惯法更为严厉，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21 : 17)后来的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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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甚至以以色列律法的严厉来说明它要比外

邦人的法律要高明。总而言之，约书的这些习惯法内容，表明以色列

文化与普遍的西亚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关系。

四、第二个十诫?

在《出埃及记》中，还有另一个单元是以西奈为背景所立的约，

而且认为它是摩西摔碎十诫石版之后，耶和华第二次书写的"十诫石

版"就是以 34: 17-26 为核心的又一个"十诚"。由于这些律法的

主题是围绕祭祀或崇拜，因此它又被称为"祭祀十诫" (阳阳a1

Deca1ogue)。需要注意，虽然圣经称它为"十条诫" (34: 28). 但仔细

看来，它的结构远非如 20 章之十诫整齐，甚至很难算出它到底是几条

诫命。在一些方面，它是对 20 章之十诫的重复，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很

有很大差异。但它最起码表明，在五经成典之时，人们试图将以色列

人的多元律法传统整合到一个正典文本之中。

1. 金牛镇叙事(Sω町 ofGolden CalÒ 

这第二个十诫也是由一个叙事，即金牛镇故事(出 32 章}开始的。

当然，这个故事同样经过了不同传统的改编与重述，因此，人们对于

它的分析和诠释也是多样化的。

一种解释是，人们叙述这个故事是对分裂出去的以色列北国的宗

教传统的谴责。①按《列王纪上>> 12: 28-29. 当耶罗被安带领北国支

派分裂出来时，他"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楼，对众民说E ‘以色

列人哪，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他就把牛镇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因此<<出埃及记)} 32 章

的叙事者通过讲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途中，铸造金牛棋亵渎耶和华上

帝的故事，来反对或讥讽耶罗波安王的宗教分裂行为。自此而言，它

应当出自南国犹大传统。

①关于以色列人在王朝附期的分裂，参本书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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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则将其看作是对耶路撒冷的"亚伦祭司衔"(Aaronide

阳es也∞d)的反对。在这篇叙事中，金牛模的制造被认为是与亚伦密切

相关的，虽然在到底是亚伦本人造出了这只牛楼，还是他只是领导人

们奉献金银来造牛模的问题上仍然有争议。因此，人们猜想，可能是

由于申命改革将祭祀都集中到耶路撒冷，从而使原先散布在民间的利

未祭司们(Levi伽)都要服从于亚伦支系的祭司。在这个故事中，亚伦被

叙述为造恶者，利未则被叙述为耶和华最坚定的追随者。因此，这个

故事的讲述，有着意识形态的动机，即民间祭司对耶路撒冷的亚伦支

系垄断祭祀的反抗。

当然，在金牛锥叙事中，还有另一个有趣但复杂的问题，即金牛

旗在这里代表什么呢?通常的解释也有两个z 第一、这里的金牛镇代

表的是耶和华之外的某个迦南神，如巴力等，那么，在这里所违反的

就是十诫中的第一诚，即"你不可有别的神

来代表耶和华上帝，因此，在这里所违反的就是十诫中的第二诚，即

"不可为耶和华雕刻任何偶像"。①

2. 第二个十诫

接下来的所谓"十条诫"与《出埃及记)} 20 章中的十诚相比，

它有这样一些特点 1、没有宗主国一附庸国之约的形式 2、没有一

个历史性序言，不是建立在过去历史事件的阐述了，而是将重点放在

未来的应许之上，即将迦南地的其他民族赶出去 3、它不是严格的十

条诫命，其伦理意义与 20 章的"十诫"差异巨大 4、它有浓重的礼

仪色彩，如节日的规定 5、它接纳了许多迦南地区的习俗，有强烈的

农业定居社会痕迹。

另外值得注意的两点，是它对于上帝慈爱本性的强调，以及它突

出摩西为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代求的角色。在 20 章的第一个十诫中，

强调的是上帝"忌邪的" Gealous)一面，而在 34 章却强调他的"怜

悯、恩典、慈爱和诚实"一面，并以之为第二个"十诚"的神学基

也其他的可能解释还有，把金牛核理解为耶和华的坐骑@创cs凶)或显圣之所，如基路伯那样的

圣物:或者把它当作是摩西，因为按上下文，人们很久不见摩西下来，而且声称这牛楼就是"将他

们领出埃及的那位" (32: 份。详细论述，参 ABD之Golden臼lf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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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而突出摩西为以色列人的过犯所做的代求，也发展为先知在神人

之间的中介角色，即不仅"自上而下地"传递上帝的意旨，而且"自

下而上地"将人的析求转达给上帝。

五、摩西信仰及其意义

我们分别按二章讨论了希伯来宗教的二个渊源性事件一一出埃及

与西奈立约。也许就源头来讲，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两个传统，直到相

对晚期才融合在一起。但就我伯当下的讨论来说，它们被组合进一个

正典之中，并且因为共处于正典处境(canonical context)之中而使彼此的

内涵得到丰富。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耶和华崇拜的二个根本点，同时，

又因为它们都属于正典的摩西叙事，因此，也可以将它们统称为"摩

西信仰" (Mosaic Fai剧。下面我们可以试图对摩西信仰及其意义做一

简要分析。

摩西信仰最重要的一点，是耶和华崇拜从此进入到希伯来宗教之

中，并通过出埃及与西奈立约这两个事件，形成了耶和华之为拯救者

(Savior)和立法者(Lawgiver)的两大形像。按照圣经叙事，当耶和华从

焚而不毁的荆棘中呼唤摩西时，摩西提出了一个以色列人必然要问的

问题z 上帝他叫什么名字?这里，耶和华的形像是完全隐藏在历史黑

暗之中的，甚至是无名的。当然，即使到最终，摩西信仰始终认为上

帝是超越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洞见神圣。《出埃及记》以叙事语言表

达了这样的神学信念，即"人不能看见耶和华的面，因为人见耶和华

的面不能存活" 03 : 20)。这里所谓的"不能见耶和华的面飞就是
用隐喻语言表明人即使能够经验到上帝的存在，但仍不能完全地了解

他，耶和华是一个"自隐的神" (借用《以赛亚书)) 45 : 15 的用

语〉。但是，通过出埃及事件与西奈立约，耶和华在历史中显现自己

的本性，成为一个与他的圣民一一以色列群体立约的上帝。这种圣约

关系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就是上帝在历史中的共在，即神学上

所谓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表现在二个层面，一是历史中特殊的

历史事件，其范式就是出埃及拯救:二是普遍性的宗教和道德法则，

其范式就是西奈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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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是我们理解先知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就前者而言，出埃及

成为先知们述说理想的神人关系的起点。先知们以之为标准来判断以

色列人当下的信仰状态，对未来的盼望乃是以出埃及的旷野经验作为

基础。就后者而言，西奈律法成为先知们的公正、公义概念的具体内

容，否则他们的社会批判就是空洞的、没有根基的。同时，这两个层

面之间的相互结合也愈加紧密。例如，先知们在解释以色列人的历史

处境时，历史灾难即人与上帝的理想圣约关系的断裂，其原因就在于

人们不断地偏离西奈诫命，也就是希伯来宗教所说的"罪";而要恢复

神人之间的圣约关系，实现以色列人的历史拯救，就需要回到西奈诫

命，所谓"转回" (:1咽，而tum 或 repent)成为每个时代的先知的呼唤。

总之，摩西信仰是耶和华崇拜的一个主要传统，它本身也是一个

多元传统融合的产物。当王朝建立之后，大卫传统又加入到耶和华崇

拜之中。摩西与大卫、西奈与锡安之间的相摩激荡在更大更深的意义

上推动着希伯来宗教的发展。

串在此，应该将历史写作也理解为先知运动的成果，在希伯来圣经中，历史书就是所谓的"前

先知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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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之地:信仰叙事与历史实景

无疑，征服迦南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

容。①在旧约的历史叙事(Histrography)中，它是将五经中的民族产生的

叙事与王朝历史(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悲剧经验)连接起来的中间桥梁。同

时，在神学意义上，它又直接追溯到上帝对先祖的应许，从而构成一

个"应许一实现" (Promise-Fulfillment)的神学架构。所以，在一些仪式

性的经文中，都可以看到征服迦南这一主题在旧约信仰与历史意识中

的突出地位。②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

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

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

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

们。" (申 6 : 21-23，类似经文亦可见中 26 : 5-9) 

@在此，用词的选择很是微妙征服"一词意味着以色列人迅速地、压倒性地占领迦商，是

《约书亚记》的信仰叙事，但这一看法受到历史评断学的挑战，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以色列人慢慢地

渗透进入迦南地区.因此，人们普遍采用"定居" (Sett1emen1。这个较为中性的词.细致说明参

A1brecht A1t, &says on Old Testament History and Religion, trans. by R. A. Wi1son (0缸den Ci飞机 N.Y.: 

Doub1"，坷， 1967), 133-169 页.

②奇怪的是，在《约书亚记》之外的圣经文本中，迦南征服的主题很少出现，例如，在先知文

献中，何西阿、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等都以出埃及来作为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的范式，却从未以

征服迦商的历史经验作为他们回归的盼望.因此，有人认为，也许在先知的经验中，从流浪避入肥

美的迦南恰恰被先知们理解为对耶和华信仰的威胁.参 ABD 之 Senlement i醇条.先知文献缺少征

服迦甫的主题，也是人们怀疑其历史真实性的文本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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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我们就来分析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历史实景及其叙事的神学

意味。

在正典的圣经文本中，构成这一"旷野流浪、征战迦南"主题的

文本包括<<民数记)) 10 章 11 节之后的部分、《申命记》和《约书亚

记趴在这一大单元中， <<申命记》属于"申命改革" (Deu倒四10皿c

Reform)的作品，第十四章再详述。《民数记》的后半部分、《约书亚

记)} 13-23 则通常被认为属于 P 典传统，第十六章再详述。所以，这一

章所要处理的经文主要包括<<民数记》中的古史传说(Old Epic)，即

11-14; 16; 20-24; 32 章:①以及《约书亚记>> 1-12章的征服叙事。

一、古史的流浪叙事

简单来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的活动区域有两个z 加低斯

(10 : 11-21 :的与摩押平原。1 : 10--36 : 13)。②加低斯是西奈半岛北

部的一个绿洲，按五经传统，由于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而

不得不在加低斯流浪 40 年(民 13-14); @之后，便来到约旦向流域

σm司ordan)，准备从东边进入应许之地。可以将这一部分统称为"流

浪叙事" (wand町ing) 。

无论在以色列人的信仰还是历史传统中，这一主题都不如出埃

及、西奈立约突出。但是，它在五经(或六经)的整体框架中仍有其独特

意义。它以 12 支派为组织基础，将耶和华在西奈之约中的命令在一定

程度上付诸实施:确定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的支派框架:而它

围绕着摩押平原的叙事，也为五经的第五部-一《申命记》提供了基

本背景:以色列人围绕着迦南地进行的活动，也为下一个部分的历史

书(或前先知书)中的征服主题设好了伏笔。@而且，由于旷野的 40 年流

(0) <民数记》希伯来文题目不是"数点民众"。咱umbe时，而是，:l咽2 即"在旷野" (in the 

wildemess). 

a在具体分法上，不同学者有些细微差异.参 G. Wenham, Nwnben (Sheffield: A臼demic， 1997), 

16 页.

'~40 既可能是一个实际数字，也可能是一个象征数字，如先知以利亚"走了四十昼夜" ( (列

王纪上>> 19: 8); 耶稣在旷野受了"四十天的试探" ( (马可福音>> I : 13). 

4; 关于流浪叙事在希伯来圣经中的意义，请参Martin No曲， Nwnben: A CommellÚlry 

(phiIadelphia: wi臼bninster 阶回民 196阶，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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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的内容有相当的特殊性，如:先知米利暗与亚伦的去世(20 : 1); 摩

西对耶和华的悖逆(20 : 2-13); 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怨言:以色列民众对

摩西的抗争(16 章的可拉叛乱)等，所以它构成了以色列人历史记忆中

的一个独特部分。当后来的先知传统重释历史时， 40 年的旷野流浪，

乃成为先知们阐述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另类关系的历史原型。①

我们先从文本整体上对《民数记》做一分析。它可分成三大部分，

即 1-10 章的西奈立约 11-21 章的加低斯流浪 22-36 章的摩押平原的绕

行(也阳刚。它们所刻画的神人关系，从基调上来说，第一、三部分是积

极的、乐观的，而第二部分则是悲观的、黑暗的。从用词即可看出，

"恶"或"苦"一词在第二部分多次出现。②它以"不满与绝望"为主

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记忆中关于旷野仰ildemess)的另类经验。

对《民数记)) 11-21 章的加低斯流浪叙事进行仔细的文本分析，甚

至可以将它归结为一个围绕着"怨言"为主题的叙事循环链。它们共

分为六个怨言单元，遵循着一定的叙事结构，即 A、向摩西发怨言，

抱怨人们在旷野中的艰辛和缺食少水 B、这些怨言被上帝昕见，或上

帝向人们显现 c、上帝的惩罚降临:火、瘟疫、毒蛇等 D、人们向

摩西请求 E、摩西就向上帝代求 F、惩罚停止。图表如下z

结 主题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构 故事 故事 故事 故事 故事 故事

A 发怨言 11 : la 12: 1-2a 14: 14 16: 1-3 16: 41 21: 5 

B 耶和华听见 11 : lb 12: 2b-8 14: 10 16: 19 16: 42 

C 耶和华发怒 11 : lc 12: 9-10 14: 11-12 16: 31-35 16 :4445 21 : 6 

并降罚

D 人1fJl{)，幡西 11 : 2a 12 : 11-12 16: 46 21: 7a 

E 摩西祈求耶 11: 2b 12: 13 14: ]3.θ 16: 22 16: 47 21:íb 

和华

F 惩罚停止 11: 2c 12: 14-15 14: 20 16: 48-~ 21: 89 

由《申命记》、《以西结书》、《诗篇》乃至《死海古卷》和《新约》对旷野流浪主题的神学阐

释，详细分析见 Wenham， Numbers, 103-120 页.

②参民 11 : 1. 10. 11 , 15. 希伯来文用>>，一词，和合本做了灵活翻译，或译"恶或译

"苦或译"不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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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怨言"建立的旷野叙事，可能是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

旷野流浪的实际经验的记载。它的意义是多层面的z 一、在历史一社会

学的意义上，它表明，以色列人在形成一个以耶和华崇拜为核心、以对

约的忠诚为基础的群体(community)过程中，所面临的来自于古老的松散

的支派传统的反抗。摩西所领导的宗教改革，以及将宗教制度化和阶层

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与平等主义的、离散性的民间宗教传统形成了紧

张关系。①二、在神学意义上，这些怨言叙事所强调的不仅是以色列人

对于摩西领袖地位的挑战，而且将其深化为人对上帝本身的不信任(14:

3; 27 等)，为后人将其本体化，当作人性之中不断背离上帝的罪性，提

供了权威的圣经文本。②三、在这些怨言叙事中，耶和华上帝的"慈

爱、赦罪"本性不断地被强调，并成为摩西不断为以色列人祈求上帝赦

罪的神性出发点，同时，它也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了摩西在以色列人与上

帝之间的中介角色，是后来人们将"先知"理解为神人中介的原型。

总之， <<民数记》的这一段流浪叙事，表明以色列人对于出埃及之

后的旷野经验有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在正典形式的圣经的深层隐藏着

多元的传统。尤为重要的是，在后世希伯来宗教的发展中，这些多元

传统中的历史形像被先知们加以不同的阐释，并进一步形成不同的思

想倾向。例如，前流放时代的何西阿先知，在呼唤以色列人回归摩西

信仰时，旷野经验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蜜月，他说"自从你出埃及

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

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 (何13 : 4-5)这里所用

的"认识"一词在希伯来文也有性爱的意思，强调以色列人在旷野流

浪时，上帝之为夫以色列人之为妇的亲密关系.但是，在流放时期的

以西结先知那里，以色列人旷野流浪时对耶和华的反叛与怨言却被强

调出来"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

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 (结20: 13)。这样，在以色列历史上，就没

有一个理想时期，人的历史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悖逆、厌弃、干犯上帝

@可拉党人在叛乱时说你们(指摩西)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

间，你们为甚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 (民 16: 3)也许说明摩西的宗教改革，在以色列宗

教的制度化和阶层化方面，与中国宗教史上的"绝地天通"具有类似的意义.相关论述参牟钟鉴、

张践著， <中国宗教通史>> (北京=社科文献， 2剧3).

曲可参《新约》之《哥林多前书>>10:5-11; (希伯来书>> 3: 17; (犹太书> 11; (启示录) 2: 

14 等.



1ω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的历史。这与以色列人的流放现实处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以色列

人的流放命运被解释为他们本性不断悖逆上帝的罪的必然结局。可以

说，以西结所借助的思想资源就是在《民数记}} 11-21章关于旷野经验

的历史记忆。

二、《约书亚记》与申命历史

在对征服迦南的叙事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先整体地对它在正典

圣经中的文本处境做一考察，因为自此之后，我们所依赖的圣经文本

进入到一个新单元，基督教称之为"历史书"而犹太教则称它为"前

先知书"。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应该将历史书看作一个有机整

体呢，或只是松散的集合?如果它是一个整体，它是如何编篡而成的

呢?如果希伯来圣经并非一部客观的历史文献，而是加以神学想象的

历史书，那么，它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呢?

1. 什么是申命历史(Deuteronomistic His阳町)1

按希伯来圣经的传统分法"前先知书"包括四本书z 约书亚记、

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纪。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圣经评断学兴

起后，人们或者倾向于用 JEDP 的理论去寻找历史书中的不同来源;或

者将它们归因于南国或北国的不同传统。当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是

所谓的申命历史理论(Deuteronomistic His~。可，常简写为 DH. 其作者称

为Deuteronomist. 简称为 Dtr. 本书将其译为"申命史家" )，①即它

们由不同的历史材料编修组成，但其整体编修乃受《申命记》神学的

深刻影响，故统称其"申命历史"。

20 世纪 40 年代. Martin Noth 提出它著名的"申命历史"理论。

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z 从《申命记》到《列王纪》的圣经文本，是

以色列人的第一部系统的、整体性的历史书，编写者前后一贯地以

①在此需注意Deut嗣，nomistic 与阳lteronolDÍc 区别，前者指那些编写《申命记》或"申命历

史"之人:后者指与《申命记》这部书相关，它们既有区别，某些时候又较为一孩.近来，为了避

免人们将"申命史家"理解为一人即阳跚跚回国st. 也将申命历史的作者称为"申命学派"

(Deuteronomic Sc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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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的神学观点来处理以色列人从摩西到列玉的历史，因此，

可以整体性地称其为"申命历史"。它所覆盖的历史时期分成四段z 摩

西时代、约书亚的征服迦南时期、士师时期、王朝时期。

"申命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证据就是z 在正典的圣经叙事中，

在历史阶段的重要转折点，申命史家都会用演讲或历史提要(his阳，rica1

summar妙的方式对某一段历史做出申命神学的总结。演讲如<<约书亚

记)} 1 章的演讲是征服迦南的开始，而 23 章的演讲则是结尾<<撤母耳

记上>> 12 章的撒母耳讲演是进入王朝时期的开始; <<撒母耳记下}} 7 章

的拿单之谕是在神学上赋予大卫王朝以合法性<<列王纪上}} 8 章的所

罗门献殿演讲开启了希伯来宗教的圣殿崇拜。历史提要如<<士师记》

2: 11-22 对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历史命运的概述<<列王纪下)) 17 : 7-

18, 20-23 对北国首都撒玛利亚沦陷的神学解释。进而言之，整篇《申

命记)}，也可说是以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发表演讲的文体形

式，对以色列历史进行的总结。

Noth 的申命历史提出之后，得到人们广泛的赞成，今天儿乎已经

成为旧约研究的基本假设。但在更深的一些问题上，如编写申命历史

的神学目的是什么，他的观点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在 Noth 看来，申

命历史的编修目的是要向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表明:他们所遭受的亡

国之痛，完全是他们不忠实于与耶和华所立之圣约的后果。由于他们

未遵循申命法典，所以被敌国所灭，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他们的审判。

所以，它的神学观点完全是消极的，其两个支点就是z 人的罪、神的

惩罚。但是，如果说申命历史编修于流放时期的话，那么，这样一个

全然消极的解释，与以色列人在流放中的伤痛处境是很不相合的。

因此， von Rad 对申命历史的神学目的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根据

《撒母耳记下)) 7 章的"拿单之谕" (Na曲回's 臼acle)，以及这一神谕

在历史书中的不断回响，①认为申命历史之神学目的，除了宣示上帝的

审判之外，还是对处于流放处境的以色列人的安慰，即上帝对大卫的

永恒应许并未落空，以色列人的历史将从大卫的后裔重新开始。编修

者通过对"申命历史"的讲述，来激发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盼望飞@

曲详jJ<列王纪上>> 8 : 20, 25, 9 : 5, 11 : 5, \3, 32, 36; 15 : 4和 4列王纪下>> 2 : 4, 8 : 19, 19 : 

.34, 20: 6. 

②关于申命历史的神学目的. H. W. Wolff 还提出它是要呼召以色入"归回~ (retum); 而 RM.

G晒J!q提出著名的两次编修(Double Red酬。时的假说，认为第一次的编修是为了支持约西亚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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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无法对"申命历史"进行详述，但有几点需要记住.

一、与五经相似，这些历史书之编修，不是为了一个纯粹客观的历史

写作，而是为了向它的当代听众回忆历史事件，以阐明某些神学原

则，因此它是历史叙述、神学想像与道德判断的综合体。二、它的写

作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 7 世纪，而它最后成型的时间不会早于流放时

期，因此，在研究这些历史书时，一方面要将其理解为多个编修传统

。回nds)的层叠，另一方面又要从流放社群的处境来理解它的总体神学

框架。三、申命历史的总体编修，并未消弥多元传统的共存.不管是

它所借用的历史基本材料，还是后来人们编修时的层叠的神学传统，

都是非常多元化的，有时它们甚至处于强烈的紧张之中。①

2. 征服叙事E 申命框架与前申命来源

因此，在《约书亚记》关于征服迦南的叙事中，我们要注意它的

两个因素z 申命史家的框架性提要(programmatic texts)、前申命来源

(pre-Deuteronomistic sources)即它所依赖的最初史料.当然，由于申命

史家的细致编写，甚至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编写(multiple-redaction) • 

要将它们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

关于征服迦南的叙事，申命史家的框架性提要主要在《约书亚

记》之 1 章与 23 章，及 8 : 30-35. 11: 15-23. 13: 1-7. 21 : 43-22 : 
6 等解释性经文之中，②

革，因此在历史叙述上围绕着大卫之拣选，对王朝持肯定态度:而第二次的编修是流放时期，将亡

国归结到历代王朝所犯之罪.另外. Gottingen 学派更将其编修过程分解为三层重叠，即DtrG(原韧

的历史部分.G 代表原初的)、 D刷刷七的先知传统部分. P 代表先刷、阳刚加上的律法部分.N

代表律法).详参ABD之h翩翩翩咀c His町群条.

@我们甚至可以将"申命史家"看作是圣经最早的解释者，他们是第一批对以色列历史做出神

学解释的人.在正典化之后，神学解释与历史叙述融合在一起，又成为被解馨的"经文人们主

张还原正典圣经本身中存在的文本豆释的过程，用所谓的"跨文本诠籍法" (inter-textual 

henneneuti叫来研究圣经.参 A.K.M. Adam. Ili剧dbook 01 Postmodem Biblical Jnurp/Ytaω'11 (Sl Louis: 
Chali田.2刷刷中 h阳旬，xtuality 一节的介绍分析.

@为使大家对申命史家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在此并不仅仅限定对《约书亚记) 1-11 章的征服迦

南叙事.此表之制作参照了Gottwald.241-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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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 文体 主要思想

1 : 1-9 耶和华对约书亚之讲演 约书亚是所有以色列入的首领z

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则顺利亨通.

1 : 10-18 约书亚之吩附，引出整 全体以色列人昕从约书亚的命令:

个的征服故事 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承受耶和华

向先祖应许之地为业.

8: 30-35 解释性叙事(阳能rpretive 约书亚在示剑筑坛，并宣示耶和华

arrative) 的律法

11 : 15-23 解释性叙事 以色列得到直达"黑门山"的全地

(远非如申 1 : 7所言"又达幼发拉底

间" );以色列入通过争战得来z 杀

思"迦南人飞

13 : 1-7 耶和华对约书亚之讲演 耶和华将约书亚所未攻取之地应许

给以色列人.

21: 43-22: 6 解释性叙事 耶和华的应许实现，以色列人征服

了所有的迦商敌人.

23 章 约书亚的总结陈辞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争战:耶和华应|

许将遗留下来的迦商人赶走，条件 l

是以色列人必须顺服耶和华的律

法，不要与迦商人搀杂:如果他们

与迦南人搀杂，他们也必被赶出应

许之地。

总体来说，这些框架性提要所围绕的基本思想包括z 一、以色列人能

否征服迦南，并在此长久居住，取决于他们是否信实于耶和华的律

法:二、全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一同作战:三、以色列人

在迦南地取得了迅捷的胜利，井常常将周围的迦南人灭绝杀尽。

但是，仔细地阅读《约书亚记)) 1-12 章，可以发现，在以色列人

所谓的"征服"迦南的叙事后面，隐含着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一、与申命史家们所声称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席卷性"胜利相

反，这些故事实际上告诉人们，以色列人在迦南的胜利是很零碎的、

很有限的。实际上，按这些传奇故事，以色列人的胜利主要局限在后

来成为便雅悯支派的地区，并且似乎以在吉甲(Gilgal)的神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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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甲神庙不仅是征服便雅悯领地的起点，而且似乎是以色列人出征南

部地区的出发地。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约书亚记)) 1-12 章中的征服

叙事，最初只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传统，吉甲神庙是其号召、统领族

人的宗教中心。①因此，事实可能是=以色列人以吉甲神庙为巾心的叙

事为模式，来对其他的以色列进入迦南的传统进行改编，最后才使之

成为一个以吉甲神庙为核心的叙事整体。@二、与所号称的以色列人

"席卷"式征服迦南不同，实际上，很多地方仍然由迦南人控制。按

《士师记》第 1 章，以色列人并未完全征服迦南，有许多地方仍然处

于迦南当地居民的控制之下。③申命史家用神学上的"顺服/不顺服"

来对它进行解释，实际上，这里的问题不是"顺服/不顺服气而是"能

/不能"。或者说，不是迦南人生活在以色列人中间，而是以色列人不得

不生活在迦南人中间。三、按正典的《约书亚记》叙事，似乎约书亚

率领的是"全体以色列人"但是，按《士师记>>，直到士师时代，以

色列人尚未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与迦南人的战争常常只是部分支派参

加而己，并不存在着所谓的"全部十二支派"共同参战，一起行动的

例子。因此，约书亚的征服迦南叙事中所说的"全体以色列人"可能

不过是后来申命史家将晚期观念投射对早期历史的叙述之中的表现之

因此，一方面考虑到《约书亚记》是申命史家按其神学观点进行

编修的产物，另一方面基于上述这些可能更为真实的历史材料，并且

在对巴勒斯坦不断进行的考古研究的帮助之下，人们在正典的圣经叙

事之外，对以色列人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可能方式提出了多种理论

猜想。

三、以色列人如何出现在迦南?

近年来，对于以色列人之出现在迦南的方式，除了从约旦拥进入

<D J. A. Soggin. Josh嗣: A Commentary (1.ondoo: SCM).9 页.

②同上. 10页.这也是 MartinN叫E 的观点.

@ <<约书亚记>> 11 章所说的约书亚征服夏琐，但直到《士师记>> 4-5. 夏琐王仍然与以色列人

争战.甚至在对耶路撒F争的征服叙事上，前后不一致处也甚多. <<士师记>> 1: 8 节说犹大人攻取了

耶路撒冷，但接下来的 1 : 21 说便雅悯人并未能攻下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真正被攻下来，是在大

卫的时代，参《撒母耳记下>>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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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征服迦南的传统看法， RP征服模式(Model of Conquest)之外，一些新

的猜想包括 z 和平海透(Model of Peaceful Infiltration)以及革命模式

(Model of Revolt)。和平渗透的猜想认为z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既非大规

模的，亦非整个支派联合进入的，而是逐渐地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

并且通过与邻国订立条约的方式，逐步地从中部的山区进入平原，从

而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主要人群。革命模式的猜想更提出一个惊

人看法z 以色列人本来只是迦南的本地人，他们是在对城邦国家的地

主或上层阶级的革命暴动之后，才建立起一个有着独特宗教身份的社

会政治联合体，并从迦南人当中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下

面分别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

1.征服模式(Model of CODI明白。

这一模式以正典的圣经叙事为根据，并且以一定的考古发现为佐

证，来说明以色列人出现在迦南的方式。一般来说，保守的宗教团体

倾向于这一模式。它的基本观点包括z

• 有一群人，刚从埃及的为奴之地逃出来，经过约旦河地区后，
从东往西的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战胜、摧毁并杀尽了当地的迦

南人。

• 在约书亚的领导下，他们取了三个大的捷战井攻占当地的城邦

小国 z 在中部山地的耶利哥一艾城一基遍战役:在南部犹大地

区的胜利:北部加利利地区对夏琐王的胜利。从而在迦南地区

建立领地。

• 在以色列人与当地迦南人之间界限分明，他们是"天然的政人"

因为争夺对领土的控制而生死搏杀。

以F. Albright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致力于通过对巴勒斯坦的考古发

现来证明"征服模式"的可信性。确实，当地的考古发掘，证明了

它在一定意义上的可能性，包括z 一、在通常所认为的以色列人进

入迦南的那个时期即公元前 1230 到 1175 年，迦南地区的城市被广

泛摧毁，如耶利哥等:二、通过对迦南地的某些丘城(Tell)的发掘，①

面巴勒斯坦地区有很多的"丘城"，即平顶圆丘.它们是古代城市的遗址，由于古代战争不断

地摧毁城市，又在那些遗址上建立新编，如此循环，于是这些圆丘也不断长高.考古学通过对这些



106 希由来圣经的支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在对考古层级的鉴定中，发现某些被摧毁的城邦后来被一种较不发

达的建筑文明所取代，这似乎与游牧的以色列人攻占城邦文明的迦

南有一定的相似.

但是，对于这一假说来说，除了要说明圣经文本尤其是《约书亚

记>> 1-12 章与《士师记)) 1 章之间的差异之外，在考古与文本之间的一

些本质性鸿沟亦很难跨越，这些鸿沟包括z

• 即使在公元前 13 世纪晚期和 12 世纪早期，迦南地区的城邦广泛

被毁，我们又怎能知道那些城邦就是被以色列人所摧毁的呢?剔

的可能，如火灾、内部的叛乱同样可能毁灭这些城邦。

• 即使这些城邦是被以色列人毁灭的，我们又怎能知道当时的以色

列人就是如圣经所述的一个联合起来的支派，而不是一群散漫的

源民呢?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以考古发现的物的文化为基础而复现的"以色

列人气与以圣经文本为基础而建构出来的"以色列人"之间，存在着

一个相当的差距。即使有考古材料的部分佐证"征服模式"仍然不能

赢得广泛的信服。

2. 捧透模式(Model of Infiltration) 

这一模式又可称为"移民模式"σhe Immigration Mod哟，以德国

的 Albrecht Alt 与 Martin Noth 为代表人物。他们首先以《士师记>> 1 章

为出发点，然后将《约书亚记)) 1-12 章的征服叙事，分解成不同的、

直到晚期才融合为整体的不同单元，从而认为:以色列人可能最初占

领了中部山区，后来经过长期的和平渗透，才逐渐移居到平原地带，

并与当地人混合在一起，直到大卫时代才取得了对迦南人的最后胜

利。因此， <<约书亚记》中的征服叙事，是将王朝时期的胜利占领迦南

的经验，投射到远古约书亚时期的征战，从而将其理想化为一个统一

的以色列人(united Israel)完全占领迦南(total conquest)的叙事。

这一模式更为注重从圣经的文本叙事中去寻找证据，而不太认可

考古发现对于圣经研究的可能价值。大致来说，支持它的证据包括z

一、在关于先祖的圣经叙事中，先祖们大都和他们的邻近居民关系良

圃丘的考古地层的研究，就可以分析不同年代的文明之间的可能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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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异族通婚也是一件较为平常和中性的事情(创 38)。因此，以色

列人与迦南异族之间的水火分明的关系，可能只是经过漫长而复杂的

政治一宗教演变之后的结果，而不是他们与迦南人最初相处时的情

形。二、如果仔细阅读《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就会发现以色列人

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方向，分散而非整齐地(unc∞，rdinated)进

入迦南。这与掺透模式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方式的理解也较为吻

合。三、按照这一理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宗教和政治联盟是王朝

时期(而非约书亚时代)才形成的组织框架。对《约书亚记》和《士

师记》的分散文学单元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不同支派生活在不同

区域，甚至很难看到它们之间有甚么紧密联系。这也表明以色列人可

能是逐渐地渗透到迦南地区，直到后来，才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宗

教一政治共同体。①

3. 暴动模式(Model of Revolt) 

上述两种模式虽然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方式做出相反的猜测，

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z 以色列人是从外面来到迦南。但是，近来的

考古研究却指向一个有趣的事实 z 本质而言，以色列人定居地的那些

文化是迦南式的。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而言，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以色列

文化起源于巴勒斯坦之外的地区，它不会起源于约旦地区，更不会起

源于埃及地区。从考古发现的器物文化来看，他们是熟练的农民，对

于迦南的农业生产非常熟悉，很难说有一个游牧民进入定居生活的过

程。@也就是说，考古的器物发现更倾向于承认z 以色列人不是从迦南

之外来的，他们更像是迦南的本地人。

同时，一些阿卡德文化(A尬adian)古代文献也表明，在当时的迦南

地区，有一群所谓的"流浪人"他们被称为"希伯努人"

(Habiru/Hapiru 或‘apiru/‘abiru)o @这些人既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

宗教团体，而更像是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身份有时是游商，有

时是奴隶，有时只是流民。这群人行走在西亚地区的社会边缘，给当

@对于这一理论及其证据的详细分析，参见G啤wald， 269-272 页.

@参 ABD之 Settlement.

@由于无法证实这些就是圣经上的"希伯来人但他们又与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词源相

同，因此，此处音译其为"希伯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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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既成的社会制度造成麻烦。从词源学上来说，希伯来人(Hebrew)与

"希伯努人" (Habiru)词源相同。而圣经的先祖故事对于以色列先祖生

活的描写，也与这类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类似。

因此，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运动的影响之下，以

George Mendenhall 与 Nonnan Gottwald 为代表的学者以"暴动模式"

来解释以色列人的起源。它的基本观点是z 以色列人最初并非一个族

群的概念，而是一群对于迦南的城邦统治者、地主不满的下层民众，

他们发动起义，团结在解放之神"耶和华" (曰阳町的旗帜之下，逃离

压迫，建立自由平等、拒绝王权的社会。他们联合在一起，后来就演

变成为"以色列人"这个新群体。

暴动模式虽然得到考古发现的一些支持，但它的问题也十分明

显z 一、与圣经文本有很大冲突，甚至将圣经内在的传统如出埃及、

西奈立约等完全约化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全盘颠覆了圣经文本的

权威性:二、以泛政治的角度解释耶和华崇拜的起源，忽视了以色列

信仰传统自身的实在性:三、其研究动机深受西方六七十年代的社会

运动理论的影响，本身即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在流行一阵之

后，亦未赢得学者们的广泛支持。

总而言之，对于以色列人如何在迦南定居的问题，属于复杂的以

色列史中的一个部分，要对其进行解答，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希伯

来圣约其他复杂问题的看法，诸如z 以色列作为一个种族实体(e也皿c

entity)是否直到流放时期才开始形成?先祖、出埃及与西奈立约等叙

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传统?是早期以色列人的真实信仰经验，还是

晚期人们的意识形态创造?对于考古材料本身的解释，应该在什么意

义上将圣经传统考虑进去?等等。对于"以色列人如何出现在迦南"

的问题，都建立在诸如此类的更深层假说的基础之上，因此，上述三

种模式都只是理论猜想。同时，有二点是必须意识到的。一、以色列

人在迦南定居是一个漫长的、因地而异的过程，它不可能是在一连串

的战斗胜利之后就完成的征服。在以色列人与迦南原住民之间，也不

可能是一种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深入的接

触、交流与互动。这一过程的复杂及多样性本身，也说明上述几种模

式可能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它们之间也是可以相容的。二、对"耶和

华"的崇拜，是使得以色列人最终从迦南人中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独



审可章应许2姐:僵倪瞰事与历史实景 109 

特族群的关键性因素。对于作为信仰形态的耶和华崇拜，除了圣经文

本之外，我们并没有多少考古学的证据，这也反过来说明，在研究以

色列人的起源，圣经文本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材料。

四、圣经的征服叙事

如上所述， <<约书亚记》关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叙事，是申命史

家对古史材料进行编修之后的结果，因此，它也不是对历史事实的记

载，而是有着一定的神学或意识形态立场的信仰叙事。那么，我们接

下来就对这一段圣经叙事的两个代表性神学主题进行分析。

1.仪式主义(ritualistic)叙事

《约书亚记》关于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叙事，明显地带有后来的

祭祀传统的仪式主义特征。

首先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叙事，使人很容易地想到它似乎是摩

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演。在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让以色列人

先"自沽飞然后以色列人经过干地:此后用十二块石头来象征以色列

的十二个支派 (4 章)，也使人想到《出埃及记}) 24:4 摩西立约时按

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的仪式操作。接下来《约书亚记}) 5 章说到，以

色列人在进攻耶利哥之前，先施行了割礼。将此与《创世记}) 34 章对

照阅读，可知这实际上在人的生理上不太可能。因此，与其说是历史

记载，不如说是为了以历史叙事来彰显仪式行为的重要性。因为，紧

接其后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耶利哥的平原"过逾越节。如果他们不在

此前行割礼，那么就与《出埃及记)) 12: 48 要求"守逾越节之前，所

有的男子必须守割礼"的规定相违背。①此外， <<约书亚记}) 5 : 13-15 

叙述约书亚在观看耶利哥时，有一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他显

现，要他把"鞋脱下来，因为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也使人想起出埃及

叙事中，耶和华在西奈山与摩西对话时，也要他把鞋子脱下，因为

①因为《出埃及记) 12 与 13 章的礼仪特点，人们常将其视为 P 典传统，即晚期祭祀传统对出

埃及的理解与解释，并将后来的仪式生活投射到出埃及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叙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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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站的地是圣的"这一典故(出 3 :匀。

最神学化的、仪式化的是《约书亚记》第 6 章以色列人攻占耶利

哥的叙事。一方面，它是对约柜之为战事圣物的歌颂z 另一方面，这

一叙事极其重视"七"这个神圣数字，诸如"七"个祭司拿着"七"

个羊角，到第"七"日绕城"七"次，然后在众人的呼喊声中即塌陷

了，也与希伯来宗教以"七"为神圣数字从而尊崇安息日制度有密切

关系。后来，祭祀传统甚至发展出上帝七日创世的本体论，来支持这

一制度。

最后，在征服叙事中，祭司有着突出的地位。在过约旦坷时，首

先是抬约柜的祭司站立词中，洞即现出干地，以色列人就跨过约旦

河:在对攻占耶利哥的叙事中，抬着约柜的祭司乃是整个事件的中

心。因此，很可能申命史家所编写的这些材料受到祭司传统的影响，

或者他们对于以色列当时的仪式操作非常熟悉，因此，在对征服叙事

进行编修时，乃突出这些仪式性因素。

2. 暴力叙事(narrative of Violence) 

《约书亚记》的征服叙事，除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外，还存在着

一个严重的神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即如何看待《约书亚记》中对于暴

力的渲染，诸如以色列人拿刀杀尽当地迦南居民，甚至是不分老幼、

人畜的种族灭绝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行为或者是由约书亚所发出

的，或者是奉耶和华之名而行的，甚至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由此乃

引出圣经中的"圣战"观念，即耶和华上帝与暴力、战争或仇杀

(revenge)之间关系的讨论，并进一步成为讨论整合新旧约的圣经神学

能否成立的关键问题之一。①

近代的圣经研究者们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主要试图从两个方面

对其做出解释。一是将这些暴力叙事纳入到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处境

。但阳 Leben)之中，将它与"耶和华之战"、"圣战"等观念联系起

来，并进而讨论耶和华的"战士" (Warrior)形象:二是将这些暴力叙事

@新旧约关系问题，是圣经神学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早在基督教初期，在关于圣经正典的讨论

中，由于1日约之中包含的血腥暴力叙事和犹太种族色彩过于浓厚，一些早期教父如马西昂(Marcion)

要将旧约剔除出去，就反映了圣经神学中的旧约上帝与新约耶稣基督的上帝之间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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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申命历史"的编写背景一一约西亚(Josi血)时代结合起来，并利用

当今的社会理论如"身份建构"或"社会权力"理论，①来阐述这样的

暴力叙事对于约西亚之宗教一政治改革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历史一文学"圣经评断法伽isωlrical li阳ary

criticism).，即从古代以色列人的"圣战" (divine warfare)习俗来考究

《约书亚记》中的暴力叙事。 von Rad 将《约书亚记》对几次战事的叙

述分成几个单元，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古代"圣战"大概

分为这么几个要素 1、吹响羊角，将支派召聚起来 2、男人都要自

洁 3、献祭井求神谕 4、耶和华在前头带领军队 5、敌人丧胆逃

散 6、以色列人杀尽敌人 7、以色列人各回己家。因此，在《约书

亚记》关于战争的叙事中，包含着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与他们之间关

系的理解， llP: 耶和华进入到他们的历史之中，为他们争战:耶和华

是一个"战士飞战争之胜利应归于耶和华。将部落战争理解为所信仰

的神灵所参与的战事，因而将其视为"圣战"，这并非以色列人所独

有，而是西亚文明的一个普遍现象。②对希伯来宗教而言，耶和华参与

在以色列人的战争之中，是对"历史中的上帝"这一主要原则的坚决

贯彻。它也直接说明 z 以色列人首先不是从自然之中得到关于上帝的

知识，而是从人类历史中的上帝作为中去理解上帝。@

再来看第二种用现代社会理论来分析《约书亚记》中的暴力叙事

的方法。按这一方法，人们首先要看到， <<约书亚记》是约西亚王的宗

教一政治改革的产物。因此，它的暴力叙事首先是为了加强约西亚王

的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改革。在此意义上， <<约书亚记》中的约书亚

Ooshua the Judge) 只不过是隐藏着的约西亚王(Josiah the King)而已。

其次，它的暴力叙事是为了在西亚的多元族群背景，尤其是在亚述帝

国的压迫之下，建构以色列人的族群身份。这包含着两个相反相成的

向度，一是通过不断地与族外群体划清边界，即"向外看"的向度，

@参Lori L. RowleU, Josh嗣 and the Rhetoric of Violence: A New Historicist Analysis (Sheffield: 

A但demic， 1996)对这些理论的运用.

面关于西亚文献在这一方面的丰富资料，参Lori L. Rowlett, Joshwl and加翩翩ricof蜘抽回J

A New Historicist Anolysis, 71-120 页.更不用说在当代国际政泊背景之下，对于同属闪族宗教的伊

斯兰教的"圣战"观念的讨论.

@ T. C. Vriezen, An Outline of Old Tesωment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87 

页.从"历史中的上帝"观念来理解圣经的暴力叙事，亦为 Mowinckel， Noth 等人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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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是不断地制造"他者飞另一则是不断地强化族群内部的团

结，即"向内看"的向度，是对"自我"的言说。在这一意图的支配

之下，申命史家借助于约书亚的征服历史，在对过去的想像性

(imagin町)叙述中建构现在的身份。就此而言，虽然《约书亚记》的暴

力叙事所讲述的是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的杀戮，但它的实质并不是要挑

起对某一特定种族的仇恨，而是要求以色列人自愿地顺服于某一套内

部的法则与规范之下。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通过种族战争的历史叙

事，来将以色列人从迦南人中分别开来:另一方面则是配合约西亚的

纯洁宗教(religious purification)、回归严格的耶和华崇拜的改革运动，

警告那些胆敢偏离耶和华崇拜的以色列人，那些被约书亚杀尽的迦南

人就是他们的命运。

总而言之， <<约书亚记》中的暴力叙事很难在传统的神学(无论是

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框架内得到解释，但它却与很多现代话题如宗教

与暴力、宗教与政治、宗教与种族等紧密相关，因此，在后现代的圣

经诠释和宗教研究中常受到特别的注意。①

五、宗教与族群认同: <<约书亚记)) 24 章

就整部《约书亚记》而言，带有明显申命史家痕迹的-23 章的约书

亚临终讲演构成了恰当的总结性结尾。这样， <<约书亚记)) 24 章的示剑

立约似乎是一个多余的独立文本。但是，这一章可谓整部希伯来圣经

中最重要的章节之一，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学结构、历史一社会意义

与神学内涵。

1.谁、在哪里、做什么? (Who, Where 与What?)

对《约书亚记)) 24 章这一文本，人们普遍认为 z 一、它既有较明

显的申命史家改编的痕迹。例如，它以示剑立约的方式来结束迦南征

@关于圣经叙事与暴力的问题，参Lori L. Rowl侃， Josh嗣 and t加 Rhetoric 01 蜘，Ie，配'e: A New 

Historicist Analys;s 一书，亦可参Paul HaJ固。n， 'War and P，回回 in 由.e Hebrew 8ible", IlIIerpretot，臼ft 38 

。984)， 341-3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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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叙事，强调圣约的仪式行为的重要性:它强调以色列人能否在迦

南之地居住，乃依赖于他们是否能信实于所立之约，都具有鲜明的申

命神学的特点，与《约书亚记》在整体编修框架上的申命神学痕迹相

一致。二、它又包含了诸多较为古老的传统文本。例如，它包含了一

些古老的叙事传统，如 2 与 14-15 节所述的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

及"崇拜别神，以及 12 节所谓的"黄蜂战"等:其 25-27 节对立约仪

式的叙事显然属于古代传统，带有前申命运动的(pre-Deuteronomic)特

点，它把立约的圣地选在示剑，这与申命运动将宗教活动集中到耶路

撒冷是相违背的:立约时"立一块石头冉为见证，在《申命记}) 16 : 

21-22 中也被禁止:他们将一块石头立在(示剑的)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

旁边 (24: 26)，在《申命记}} 12: 2 也被禁止:其 11-12 节的内容也

与西奈之约中的古老文本一一"约书"如《出埃及记}) 23 : 20-31 密切

相关。①总之， 24 章是一个包容了诸多古老传统，却又带有申命编修痕

迹的重要文本。

从字面来看， 24: 1-28 讲述是约书亚召集以色列人在示剑的一个

立约仪式。但是，具体而言，谁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与约书亚是什

么关系呢?约书亚在 24: 15 发出了一句修辞式反问:

若是你们以事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事奉

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事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

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可见，约书亚支派和聚会的以色列人乃分属不同群体。因此，人们普

遍认为，参加示剑立约之仪的人一方是约书亚和他所属的约瑟家族，②

另一方则可能是所谓的利亚部族(如《创}} 34 章所指的西缅与利未等)

和那些同情以色列人的迦南人。③这一观点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首

先， <<约书亚记}} 8 : 30-35 表明参加立约之仪的有"他们中间寄居的外

人"即迦南本地人:其次，关于"示剑"这个地方，因为在征服迦南

的叙事中，从未提到以色列人侵入或征服示剑，表明外来的以色列人

副参Wil1iamT. K.∞'pmans， Joshua 24 As Poetic Narrati1le (Sheffield: A，ω曲配， 199。一书的详细

论证及对学者们对《约书亚记>>24 章的研究所傲的综合回顾.

②《民数记>> 13 : 8, 16. 

@对以色列人前王朝时期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见本书第七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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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剑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未经战争就进入示剑。①而这些当地人也应

该参加了约书亚在示剑的立约之仪，并成为约书亚邀请加入到耶和华

崇拜中来的对象。

关于这次立约之仪的地点， <<约书亚记》将它定位在示剑(口;:，Uf，

Sb四bem)。据考古发现，示剑曾是一座迦南城市。但在圣经叙事中，

它有着重要的宗教意义，尤其与希伯来宗教的重要仪式一一圣约更新

之仪 (Covenantal Renewal) 密切相关，因此也是希伯来核心观念一一

"圣约"的象征之一，即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关系，人们在

对圣约的信守之中体现对耶和华的忠诚之爱。@

那么，他们在示剑做什么呢?从经文 25-27 节可知这是一次立约

之仪，但这里的立约不是开始一个新约，而是对以色列人的西奈之约

的更新之仪。③它是以色列人通过仪式行为，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一一

迦甫定居的关键时刻，更新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圣约。这也是

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个圣约更新之仪。一方面，它通过对

"拯救历史" (salvation hisω'ry)的叙述，要求以色列人再次确立对耶和

华的信仰和对摩西之约的信守:另一方面，官通过圣约更新的仪式行

为，接纳那些认同耶和华信仰和摩西之约的人，使之成为一个有着共

同宗教信仰、身份意识的新群体。

而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信仰表达和确认的过程中，更可以看到一

个多元传统相融合的过程，如亚伯拉罕故事、出埃及事件、征服迦南

等多元的神学主题都被共同地整合到耶和华信仰之中，这也是为什么

《约书亚记>> 24 章常被用来支持"六经说" (Hexateucb) 的原因。与

此同时，在圣约更新仪式上的历史叙述与信仰抉择、宗教认同与族群

认同之间的重合关系，都使得《约书亚记>> 24 章成为一个内涵非常丰

富的文本。

(j) (士师记>> 8与 9章也表明以色列人与示剑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另参K∞'pmans， Josh阳 24As

PMtic Narrative (Sheffield: A国demic， 1到刚一书.

@圣经经文参创 35 : 2-4; 申 27 : 4-26; 书 8 : 30-35; 士 8 : 33; 9: 4; 9: 46等.关于圣约更

新仪式在以色列宗教史上的意义，参 Mowincke1，加 PsaJms 切 Israel智胁rship， 刷刷. by D. Ap

咀\01D8S (New yi创1t: Abingdon, 1962) 

⑧按《约书亚记>> 24: 28 , ..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表明这次立约活动不

是立新约，而是对已有之约的更新活动.另可参《申命记》刃与 31 章的类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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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叙述、信仰抉择与族群身份

正如人们在比较 23 章与 24 章时所注意到的， 23 章所针对的主要

问题是z 如何(How)敬拜耶和华?而 24 章所针对的乃是z 谁仰ho)应该

被敬拜?或者说，怎样的耶和华应该被敬拜?为什么仰hy)要敬拜耶和

华?正如以色列人认为应该通过历史来知道耶和华，因此"耶和华是

谁"这个问题就被转化为对以色列人历史的叙述。

在对古老的历史信条(historical credo)的叙述中，约书亚采用了先

知文体(prophetic s.严ech)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的文体格式。

耶和华成为"我"即叙述的主体，而以色列人则成为耶和华拣选的对

象，以色列历史是耶和华的产物。这样的叙述方式，一方面突出耶和

华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表明在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

关系中，耶和华一直是主动者(initiator)，而以色列人只是自身历史的

被动参与者。在接下来的 24: 2-13 中，则将先祖传统、出埃及传统、

旷野流浪传统以及征服迦南统-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耶和华主导的

以色列人的救赎历史。

从 2 到 14 节，约书亚一直是用实然叙述(indicative)、复述以色列

人历史的方式来讲述"谁是耶和华"但在 14 节后，实然的叙事转换

成为应然的命令(imperative)，从"谁是耶和华"转换而为"你们应该

怎么做飞@并通过 15 节的修辞式反问将信仰抉择(either/or)摆在以色列

人的面前。

这在深层次上体现出圣约宗教的特点，即如果以色列人的身份在

于他们的独特历史经验的话，那么，这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他们的宗

教经验之中，而其核心就是进入到与耶和华上帝的圣约关系之中。正

如在西奈之约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圣约关系也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不二

选择。在宗教上选择对耶和华的信仰，也是在族群上成为以色列人的

核心。这种圣约关系乃是一种排他性的关系，它与"列祖在大洞那边

的神"、"所住之地的亚摩利人的神"不可兼容。所以，在接下来14-24

的约书亚与以色列人的对话之中"事奉"付出， serve)成为不断回旋

的关键语词，如18 、 21与24的"我们必要事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

@参L. Daniel Hawk. Joshua: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Coll唔evi11e， Minnestota: 
Liturgical pr回纱.261-278 页之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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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 ('l"n与汉 N，n呵:l h'rt"-n然气:1l1l 'lnlN-白， therefore will we a1so 

回归e 由eYHWH 岛r his is our God)就是圣约更新仪式中的以色列人不

断发出的回应呼声。

14-15 约书亚的第一次呼问

18 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强调性回答"我们必事奉耶和华"

19-20 约书亚的第二次呼问

21 以色列人的第二次强调性回答"我们定要事辛耶和华"

22-纽约书亚的第三次呼问

24 以色列人的第三次强调性回答"我们必事奉耶和华"。

因此..事奉"耶和华即遵守律例典章，乃是"选择"耶和华即进入到

上帝的圣约关系之中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对 24:25 节所述的律例典章

和立约之间的相互涵摄关系的呼应，也是希伯来宗教的一贯精神即信

仰与律法之间的相互包含。

所以， <<约书亚记>> 24 章是一篇神学意义非常深刻的文献。它表

明上帝不只是参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而且要求以色列人主动地

对其做出回应，进入到圣约关系之中，选择耶和华并且事奉耶和华。

成为以色列人不只是意味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保守，而且意味着人有

责任事奉耶和华、遵守律例典章。而约书亚在 24 : 19-20 节所强调的
"圣洁的、忌邪的"、既"降福"也"降祸"的耶和华，也是强调圣约

的条件性，并且将进入圣约关系的以色列人带入到一种难测的、不确

定的历史境遇之中。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作为"立约之民"、"耶和华

的圣民"不仅要承受耶和华在历史之中不断施展的救赎行为，而且因

立约的关系而被卷入到耶和华的圣洁与忌邪的旋涡之中，从而要承受

因没有独一(alone)事奉耶和华而被上帝击打、被不确定的历史力量摆

布，甚至灭亡的命运。在此意义上，选择进入与上帝立约的关系之

中，成为耶和华的圣民乃是一种深度的冒险行为。@在这一点上， <<约

书亚记)) 24章与申命历史的主旨也是较为一致的。

如前所述，无论在《约书亚记》的具体故事还是在整体结构中，

:{)参 D. Nelson Richard, Joslu皿: A .Commentar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阶回S，

1997), 269-273 页的精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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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或"民族"都是它的叙事中心之一，而且它总是通过"以

色列人"与"迦南异族"的对立来建构以色列人的群体身份。①在 24

章，这种"我"与"他"的身份对立更与非此即彼的(either/or)信仰

抉择纠缠在一起。如果我们把上述对以色列历史的神学叙述看做是

对"自费"的言说的话，那么，在对"他者"的叙事中， <<约书亚

记》则将那些本来分散与以色列人争战的民族统一地标识为一个

"他者飞②正因为他们侍奉耶和华之外的"外邦神" ('~)罚响与汉，

the foreign gods) ，所以这些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之外的外邦人仍~)罚，

the foreigner)。在此意义上，耶和华与"所住之地的亚摩利人的神"

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显然强化了以色列人与异族人之间的族群

分别。③

《约书亚记》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胜利，实

际情况可能是他们零散地居住在迦南人中间(in-betwee时，或最多是

共同居住在这一片地区。对于迦南人的信仰与文化，实际情形也不像

《约书亚记)} 24 章所叙述的那样断然地拒绝，而是在深层次上存在

着互动乃至学习迦南文化。因此，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后，丰富

而多彩的迦南宗教与文化对他们的挑战或诱惑，乃是潜在于士师时

代、王朝时期以及先知运动之中虽然暗昧但势头强劲的潮流。这也是

我们在理解后来希伯来宗教的种种思想主张时，应该注意的基本社会

文化前提。

附录=四经(Tetrateuch) ...五经(Pentateuc时与六经{Hexateuc盼

无论在犹太教的传统，还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希伯来圣经(或旧

约)的前五部经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

《申命记》都被视为一个整体，被认为同属摩西所写，其主体部分也

主要讲述了摩西之出生、先知事业与他的死亡，被视为是圣经其他经

(i)参 Gordon Mitchel1, Together in the Land: A Reading 01 the Book 01 Josluω(Sheffield: Academic, 

1993)， 183-190 页.

也见《约书亚记>> 24: 11 ，这些不同的族群如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商人、赫

人、革迦撒入、希未人、耶布斯，但约书亚统称他们为"外邦人

@在回归社群的叙事，在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重合再次被强化.参本书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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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规范性文本。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经"或"摩西五经飞也被称

为"托拉"σbrah)或"律法书" (Book of La呐。

但是，在近代圣经评断学的推动之下，对于传统的五经范畴提出

了新的看法。先是有"四经"的提法，也就是说，由于《申命记》与

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的历史书常被称为"申命学派"的作

品，构成一个独立的整体。这样，余下来的《创世记》到《民数记》

就成为所谓的"四经"。

此外，人们还提出了所谓"六经"的提法，也就是从《创世记》

到《约书亚记》的前六部经典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即"六经飞这一观

点杳它的圣经和神学根据。在形式评断学(Fonn Criticism)的帮助下，

人们发现，在早期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中，对历史的叙述(如申 26 : 5-

11 与书 24: 1-28)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都有一个仪式化的公共背景，

因此也常被称为"历史教义" (historicalαedo)。它们的主要内容覆盖

着从先祖故事到征服迦南这一段历史，也就是从《创世记》到《约书

亚记》的内容，因此，这六卷经书构成了一个文本整体即"六经"。同

时，在神学上， <<约书亚记》的主要内容即征服迦南，乃构成《创世

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和完成，构成一个神学整体。在

神学上把六经视为一个整体，几乎融贯了所有的希伯来圣经〈或旧

约〉的神学主题，如创造与拯救、出埃及与西奈、圣约与律法、应许

与实现等。①

①详细论述，参Gerh副 von Rad, The Problem 01 仇e HQDte田h and α'her EsSl.啊，圆ns. by 

Trueman Dick陋， (New Yotk: M<而回，w-Hi1I， l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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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希伯来圣经的正典顺序以及以色列人的历史发展，约书亚去世

后，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井进入"士师时代" (period of 也e Judg，剧，但

是，出埃及之后的主要问题仍然贯穿下来，即耶和华上帝己将他的意

志启示在西奈圣约之中，以色列人将如何在生活中践履与耶和华的圣

约呢?因此，对《士师记》的圣经文本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

最基本的问题 1、在上帝给予的应许之地上，以色列人将过一种什么

样的生活，以印证他们的"耶和华之民"身份呢? 2、在没有摩西和约

书亚这样的领袖之后，以色列人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社会呢?

一、士师与《士师记》

所谓的"士师时代"常被人称为以色列历史的"阑限时期"

(liminal stage)。这里借用的人类学术语，指的是它处在两个重要时期

的中间转变阶段。①这两个重要时期就是此前的摩西一约书亚时期，此

后的王朝时期。通常人们将其界定在约公元前 12∞至l(削年的二、

三百年，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后建立王朝之前的这个时段，相当于中

国历史的商朝末到西周初。②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分析"士师"的宗

由对这一名词的解释，可参J. McCann Clinton, Judges (Louisville, Ky.: WJK Press，组1(2)， 7 页.
面如前所述，希伯来圣经中的历史书并非信史，而是经过神学编写之后的历史叙事g 而关于这

一时期的圣经之外的资料又极其缺乏，因此，对于圣经历史的时段，人们只能大致推测.而《士师

记》叙事的不确定，更为这一推测增加了难度.可详参曾样新(士师记) (香港z 天道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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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社会角色以及《士师记》这一部书的编写情况。

1.士师z 宗教一社会角色

对以色列历史的士师时代的研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z 谁是士

师?或者说，士师是什么?这-词在英文中常被译为 Judges，似乎与

法律紧密相连。它的希伯来文是由ElW，乃来自于动词词根巳ElW 即审

判。在英文与希伯来文中，这个词兼有名词与动词的含义，但是中文

译为"士师"后，就只能做名词理解，其审判的动词含义就失去了。

有趣的是，在《士师记》一书中，甚至没有一处直接用名词的巳E回来

表示任何一个人，而都只是用动词来表示这些人对以色列各支派的管

理。①士师作为一个名称或头衔，或者出现在《士师记》中的一些晚期

编修经文(redaction passages)，或者出现在别的书卷之中。可见"士

师"这一称号并非当时的制度，而只是后人对那一时段的称呼而己。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士师记》以及《路得记》和《撒母耳

记》中的叙述来分析士师的宗教一社会角色。

首先，如"士师" (巳ElW ， Judge)一词所示，他们具有某种裁判、审

判者身份。其裁判或审判角色并非只是司法意义上，而且具有一定的

宗教、政治意义的综合含义，正如古代社会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教

分离和清晰社会分层一样。在希伯来文中，巳ElW 一词的含义也是丰富

而广泛的，它既包括依据成文法或习惯法对日常事务进行裁判，也包

括广义的在社会中建立公义和秩序，还包括在宗教上担任以色列人与

耶和华之间的中介，维护他们之间所立的圣约。士师的这一身份在底

波拉和撒母耳身上得到了体现，底波拉"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

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昕判断。" (士

4: 4)而撒母耳则有时"巡行"在各地，有时又"回到家里"审判以色
列人(撒上 7 : 15-17) 。

但是"士师"更多地是军事领袖的角色。他们常常具有出众的

军事才能，将以色列人从异族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在《士师记》

1998) , 5-16 页。

①因此，和合本所译的"某某做以色列的士师多少年" (3 : 10 , 4: 4 , 10: 2. 10: 3. 12: 

7. 12: 8-9 , 12: ll. 12: 13-14. 15: 20. 16: 31). 其确切意义乃指"某某审判(管理)以色列人

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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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士师们联系在一起使用最多的动词是"解救"。盼)。①他们通常

是在以色列人军事失利，受人欺压时涌现出来，并带领以色列人打败

敌人，甚至有时被直接称为"拯救者" (deliverer)。因此，士师身份的

确认通常来自于军事胜利，但是，在战事结束后，他们又开始扮演司

法裁判和宗教领袖的角色。这在撒母耳的经历中得到了印证，即他先

是率领以色列人在军事上打败了非利士人(撒上 7 : 5-14)，之后即在各

地巡行审判以色列人.

也许我们很难用今天的社会范畴去界定古代社会里"士师"的角

色，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z 士师并非一个既成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

或制度化的社会职务(office)，而是一个随机出现的、带有个人色彩的

魅力领袖。我们看不到士师的有序接替，在老士师死后，并没有一个

固定的程序来产生新士师，甚至有没有士师都无所谓。确切的讲，士

师不属于制度化的社会，他们更多地属于前国家的、英雄时代的史前

社会。②另外重要的一点是z 并不存在一个"全体以色列人的"士师，

每一个士师所管理的只是一个或几个以色列人的支派。因此，对士师

的宗教一社会角色的探讨，乃与另一个重要问题紧密相关，即 z 前国

家时期的以色列人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下一节讨论的主要

内容，在此之前，先来看一下我们所依据的主要圣经文本一一《士师

记》的成书问题。

2. (士师记》之成书

毫无疑问，与《约书亚记》一样<<士师记》属于大的申命历史

的范畴，它经受了不断的整理、编写和编修，才形成今天的正典样

式。但是，申命史家总是在旧有传统的基础之上来整理以色列人的历

史，因此<<士师记》也包含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如上一章所述，与

《约书亚记》所叙述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大获全胜的叙述相比<<士师

也就此而言，如果将中文译法"士师"中的"士"做"勇士" (Wairior)理解，则甚贴切-

a此处所指"史前社会"，乃是狭义上的，即国家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对于前田家文明的探

讨，比较研究也许是一个有益的方向.参看甜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杭州 z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并参看游斌<<希伯来国家的起源及其模式). (民族哲学与宗教) (北京=民族出版社.2∞1

年).近年来人们以酋邦联盟(A困翩翩。-D of Chiefdoms)来理解以色列士师时代的社会结构，士师是

担负"酋邦首领.. (Chiefdom)角色的人，参ABD之 Ampbictyony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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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1 章的以色列人在平原未能将迦南人赶出去的叙事很可能更为准

确，属于更古老的传统。此外，诸如 5 章的"底被拉之歌" (Song of 

E胁。，rah)常被认为是圣经保存的最古老文献之-z 而 17-21 中的支派故

事也带有更真实的古老传统的因素。

同时<<士师记》也呈现出显著的编辑痕迹。首先，士师恰好就

是"十二个"而里面的一些小士师并没有明确的事迹，①将他们列为

士师，似乎更多是为了凑足" 12 "这个支派数字。其次，在《士师

记》的前后二大部分，即 1 : 1-2 : 5 与 19-21 章，前者着力突出犹

太(大卫王的支派)的地位，而后者则着力对便雅悯(扫罗王的支派)和基

比亚进行诋毁，这也似乎与大卫王朝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也就是

说，是为了突出南部支派对北部支派的优先地位，强调大卫王朝要高

于扫罗王朝。最后，在后面五章( 17-21 章〉的叙事中，多次出现"那

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行事"说这样的话时显然以色列人

已经处于王朝的管理之下了，其叙述意图是在王朝时期对士师时代进

行反思，反思因为没有王而给社会带来的动乱。因此，当这四章被纳

入到整体的《士师记》之中时，便使它有了一个对主师时代的整体判

断z 士师时代是一个在道德上、神学上不断螺旋堕落的时代，这也是

为王权进行正当性证明(legitimacy)。②

最重要的是<<士师记》的整体被纳入到申命神学的框架之中，

关于士师们的叙事被用来彰显以色列宗教对神人关系(Divine-Human)之

基本理解，即神人之间的张力关系，进一步，这种神人张力又转化为

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士师记)) 2 : 6-3 : 6 节是这一神学观点的集中体

现，同时，它也是支撑整体的士师叙事的神学框架。

@通常将那些以"拯救者"形象出现的士师为"大士师"例ajor ]11甸回)，而那些只以"审判

者"形象出现，只以"某某审判以色列多少年.. (和合本译为"某某作以色列的士师多少年.. )这样

的文学格式表示的，则常被称为"小士师" (MinorJudges)，如 10 : 1-5, 12: 7-15. 

@ <士师记>> 17 : 6, 18: 1, 21 : 25. 这个螺旋堕落的图式，可参 Cath回ne KroeJ町 &M町

Evans, The JVP Woman旨 Bible Commentary 但owners Grove, Ill, InterVi四ty， 2创助， 130页.申命历史

对于王权的双重态度， ep (士师记》对王权的赞赏与《撒母耳记上》对于王权的批判，也是人们认
为申命历史乃经过两次编羁(Double Red缸咀on)的证据所在。参F. M. Cross, CM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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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论的神学观点 在士师叙事中的框架性是文

A 以色列人行恶，离弃耶和华，侍奉 3 : 7. 12; 4: 1; 6: 1; 10: 6; 

巴力，叩拜别神 2 : 11-13 13 : 1 

B 耶和华发怒，把他们交给四周仇敌 3 : 8. 12-14; 4: 2; 6: 1-5; 

的手中 2: 14-15 10 : 7-10; 13: 1 

C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表白他们 3 : 9. 15; 4: 3-10; 6: 6-18; 

的罪(confession of sin). 耶和华为 10: 10-16 

他们兴起士师z 士师为他们带来平

安 2: 18 

D 士师死后，以色列人又转去行恶: 同 A 即 3:7.12; 4:1; 6:1; 

耶和华的怒气再次发作。 2: 19 10 : 6; 13: 1 

可用图将这一历史循环论表达出来:

士师死后，再次
离弃耶和华，又
行恶事

。它 以色列人行恶，离弃
耶和华，叩拜别神。

c 
战胜异族，
国内太平

c 
耶和华兴起
士师

~ 

3 
遭受异族欺压

J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
呼求，或者表白他
们的罪

总之，在《士师记》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纷繁复杂的、古老真实的前

王朝时期的以色列社会，又可以看到一个整齐的、程式化的神学概

述。在它的叙事过程中，神学与历史的双重层面的交叉和混合，再一

次体现了以色列宗教之为"历史宗教" (hisωrical religion)的真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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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王朝时期的以色列社会结构

正如以色列史的讨论常常陷于不确定之中一样，对于以色列人在

王朝之前以一种什么方式来组织其群体的讨论，也常处于迷雾之中。

主要的困难有二z 第一、在圣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字材料来对以色

列人的组织形态做出说明，而我们所能借助的主要材料一一圣经文本

又经过重重编写，对古代社会的叙述常常反映的是编修者理想中的社

会形态。例如， <<民数记}} 1章对于以色列人以 12支派为基本的组织方

式，人们就认为它属于晚期的祭司传统仍iest1y Tradition)。这样，在文

本分析与社会研究之间常常陆入循环论证之中，换句话说，文本的断

代往往取决于对以色列人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反过来，社会结构的断

定又取决于对文本的断代。第二、古代社会与人们的现代社会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差距，一些表示社会生活的基本词语在用于古代以色列社

会时，经常会引起误解。比如说"城市"仍咽， city)在以色列人的生活

中，就更多地与乡村文明而不是与所谓的城邦文明联系在一起。其他

如农业生活、游牧生活、定居生活、部落、支派等术语，都只能在一

定意义上谨慎地使用。①因此，以下几种对以色列社会结构的说明都是

带有假说性的，只在一定意义上、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

1. 部藩社会(Tribalism)

按《约书亚记}} 7章14节z

到了早晨，你们要接着支派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主派，要

接着宗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接着家室近前来;耶和

华所取的家室，要接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

人们通常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群体，它有12个支派(巳2田，因be) ， @这12

φ详细的说明，可参见 A.D.H. 胁，ys， Judges (Sh而eld: ISOT, 198坷， 51品页.

@和合本将回国英文通常译为(ttibe)译为支派，汉语学术界惯称其为"部藩并延伸出"部

落社会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好将"支派"与"部落"互换使用，所谓"部落社会"也就是指以

支派为基本单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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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支派与雅各的12个儿子同名:而在这些支派下面，就是所谓的"宗

族"阴阳回归. clan); 宗族下面又有若干的"家室" (n'哩. fau副妙:家室

下面才是以男性为基本单位的个体成员一一"人丁"仍~. man)o 基于

这样的组织特点，人们亦将以色列社会称为"部落社会"。到balism) 。

但是，在部分地接受这种看法之前，必须先要看看"部落社会"到底

是什么意思?在以色列人这里，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仔细阅读其他一些经文，就会发现对于这种层序分明的组织框架

需要谨慎对待。首先"宗族"和"家室"常常可以互换使用。如《创

世记>> 24 : 40. 亚伯拉罕说"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

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

干"这里，将"家室"与"宗族"作为重名来读似乎更好一些。而在

《撒母耳记上}} 10: 20-21处，扫罗就是直接从他的"宗族"而不是从

"家室"中挑选出来的:在《约书亚记》中 J 2: 12中喇合为她的"父

家"求情，但到6 : 23中，则是她的"宗族 JJ (i'TnÐ~ J 和合本译为

"一切的亲誉" )都被救出，而到25节又成了她的"父家":在《撤母

耳记上}) 9 : 20-21的扫罗与撒母耳的对话中，扫罗的父家、他的"宗

族"甚至便雅悯"支派"也是交互使用的。①

当然，分析这些经文，并不能得出说支派、宗族与家室的组织结

构就不存在，而是说E 第一、这个组织结构不是严格的，而是模糊

的、变动的:第二、家室与宗族是两个相互依赖的范畴，家室是以色

列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而宗族则是家室的延伸，并构成以色列人

的主要经济、社会交往乃至通婚的网络。第三、支派并不是以色列社

会里单个人的最重要身份归属，它主要是一个区域身份，并且由于不

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还易于变更，不容易确定下来。《希伯来圣

经》就记载了许多关于支派变更的例子。@

因此，如果说以色列此时处于"部落社会"之中的话，那么，这

也是一种松散的部落社会，与通常所认为的以支派作为最重要的身份

标志的部落社会是有差异的。因为，在以色列古代社会，支派本来就

也关于以色列人的家室、宗族和支派的特定内涵，乃其对社会的组织功能，可详参Roland De 

V剧x， A町'ient Israel: 119 L伪 and Institutions， 甜甜甜. by JoOO McHugh (London: Banon, Lo叫pnan 但d

Todd, 1961)，对以色列的社会生活和制度的全面介绍.中译本见罗兰德富(亩经之风俗及典章制

度>>，杨世雄译(台北z 光启出版社， 1980 年)

⑨参 A. D. H. Mays, Judges (Sheffield: JSOT防部s， 198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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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较弱的社会单位。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支派间的接触频

繁而紧密，并且借助于对共同的"耶和华神"的崇拜，它们之间的结

合程度会进一步加强。但是，家室和宗族仍然是以色列人的基本单

位，这使得以色列人的社会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非如迦南的城邦国

家(city-state)是自上而下的。①在此基础上组成的"部落社会"是松散

的、不稳定的，这也是《士师记)) 17-21章和撒母耳时代以色列人的内

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

2. 近邻同盟制(amphictyony)

即使把前王朝时期的以色列社会理解为一个松散的支派(部落〉

社会，支派在其中扮演着一定的但不重要的角色，我们仍然需要对支

派与支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进行考察。从《士师记》对士师们的活

动的叙述来看，这些士师们的活动是局部性，而非所有支派都参与其

中;在他们召集人们的讲演或行动中，甚至看不到他们头脑有一个整

体的以色列人的观念。例如，在第4章与夏琐王耶宾的战事中，底被拉

只提到了"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参与战争 (4 : 6 , 10); 在第5章的底

波拉之歌中，这个圈子才扩大到"以法莲、便雅悯、玛吉、以萨迦"

等北部支派，而它对于其他北部支派如"吕便、基列、但、亚设"应

该参与但实际未参与战事的谴责 (5 : 14-18)，表明支派之间远未达到

整齐划一的程度1 而它对于那些南部支派如犹大、西缅则连提都不

提，表明底被拉时期的人们甚至不存在一个所谓"十二支派"的概

念。@

因此，人们依据对其他古代社会的了解，以及圣经文本对以色列

十二支派，或者被传说化的十二先祖故事，推测当时以色列人乃依赖

于一种所谓的"近邻同盟制" (amphictyony)来组织他们的群体。③

串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随了宗教原因外，这种社会制度上的本质性差异亦是一

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松散的、内部平等的部落社会与对"解放者"耶和华(YHWH the liberator)的

崇拜之间乃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综合性的宗教社会学现象，宗教因素与社会因素是互为影响的.可

参 A. D. H. Mays. 46-51 页.

(j) Rendtorff. 26 页.

@西方学者主要以古代希腊社会作为他们的参照对象，虽然古代东方社会可能有更多的例子.

Amphictyony 得名于公元前四世纪希腊政治家德摩斯梯尼(Demωthen叫，指希腊人围绕着德尔斐

(De1p峭的阿波罗神庙所组成的一个带有宗教意义的联盟.它既可能是一个部落的专有名称，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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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同盟制有二个基本要点:一是要有十二个单元部落，因为它

通常意味着每个部落每个月轮流在中心神庙看护:二是整个同盟以一

个神庙为中心组织起来。按照这一学说的首创者M缸tin Noth对五经传

统的分析，尤其是《创世记)) 49章与《民数记)) 26章，以色列人一直

在努力维护一个十二支派的结构。

以色列十二支派

创 49章 民 26 章①

吕便 吕便
利亚所生(利

亚部落联盟)
西缅 西缅

利未 迦得

犹大 犹大

西布伦 以萨迦

以萨迦 西布伦

两妾所生 但 玛拿西

迦得 以法莲

亚设 便雅悯

拿弗他利 但

拉结所生(拉 约瑟 亚设

结部落联盟)J但雅饵 , 钳制

通过语言学的分析，可知创 49 章要早于民 26 章。在这两个表的些微

差别之间，可以看到，当利未部落被移去了，约瑟部落会分成二个，

以凑足 12 之数。 Noth 甚至从但部落被移到利亚北部部落联盟的叙事，

进一步推测认为 z 最早的部落联盟是利亚联盟，它们共由 6 个支派组

成。当后来以约瑟支派为主的进入中部山地后( <<约书亚记)) 1-11 章即

以此为主)，才逐渐地扩大为 12 个支派的联盟。在此过程中，约瑟支

能按其词义，指"围绕着什么"组成的群体. Martin N。也在他著名的《以色列史》一书引入这样

的名词来分析以色列的前王朝社会组织后，曾广泛地被人们接受.

(j) <<民数记>> 26: 57-62 讲到利未人仍与罚， Levi田)，但要注意，前面十二支派均以"某某的众

子" ("l:l，也.e sons 0。这一格式用语引出的，而利未却被统称为利未人，因此，很难将其称为一个支

派和j未人"可能只是一种社会身份，是在以色列人中的宗教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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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所带来的耶和华信仰也被整个联盟所接受，井以示剑(后来则依次

为 z 吉甲、伯特利与示罗)的中心神庙形成了制度化的圣约更新崇拜(即

《约书亚记)) 24 章的内容)，并逐渐地加固内部的团结，成为一个相对

稳定的族群。

总而言之，按这一假说，在前王朝时期，以色列众支派之间互不

侵犯，但是，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政治实体，其联盟也主要是在宗教意

义上，即派遣代表到中心神庙供奉共同的神一一耶和华。它在政治一

军事上仍然是松散的，所以，士师们的活动也主要局限于支派内部，

或部分支派之间的联合行动。

关于这一假说，现在已被很多学者所反对。①但是，在以色列的众

支派存在着一定的联盟关系，却也可以在《士师记)) 5 章的"底波拉之

歌" (Song of Deborah)中得到验证。@这是一场以色列众支派与迦南王

的战事之后的颂歌，其中"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即 14 节中的玛

吉)、西布伦、以萨迦、拿弗他利"都参加了战事，而未参予的"吕

便、但、亚设"则因没来帮忙而受到谴责。这表明这些支派之间的联

盟不仅在宗教上共同尊崇耶和华，而且有着共同的政治一军事责任。

因此，虽然人们大多拒绝了 Martin Noth 特定的"近邻联盟"假

说，但是对于以色列支派之间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却是肯定的，而

且一些新的假说在很多方面也是与这一假说相容的。

3. 重新部落化的宗教社会学假说(The Socioreligio即 Retribali

zation ModeI) 

近来，以 Nonnan Gottwa1d 为代表的对圣经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

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一个新的假说，即所谓的以色列人"重新部落化"

。~e创ba1泣ation)。③这一假说与前一章他们针对以色列人如何出现在迦

co 对于这一假说的优点和弱点所在，可参见 ABD 之 Amphictyony 辞条.撒去具体的文本和历

史问题不说，它的致命弱点就是循环论证， IlP: 有着共同的民族意识即"以色列民"。回ple of 

Isn自1)是形成近邻联盟的前提，在 No由的假说中，这是他需要证明的结论，但他却将其当作前提来

接受.详参 Mays， Judges, 56-62 页-

串"底被拉之歌"中相当数量的词仍然无法译解，因此，这次诗歌的确切含义和场景仍然在讨

论之中，以它为基础得到的很多观点也是不确定的.

e 对这一假说的详细说明，参Gottwald，而e Hebrew Bible: A Soc，ω-Uteraη Inlrod刷刷， 284-

286 页.这一假说，也是他对希伯来圣经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支点和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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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的问题所提出的"暴动模式"是紧密相联的。

按照这一假说，以色列人实际上起源于迦南社会的下层或边缘民

众，他们对于迦南城邦社会的等级制度、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不满而进

行暴动。耶和华的解放者形象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动员。此后，他们

就运用部落社会的组织方式将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其基本形式包括z

以家室为基本单位，并将家室的一套行为规范扩充开来，形成宗族单

位，并在此基础上再形成支派以及跨支派的联盟。它的基本原则是与

迦南城邦社会的等级制相对立的，乃是以平等制为核心。所有的部落

成员都可以在这些扩大化的"家室"中平等地获得生活资料，并享有

宗族的保护。

整个以色列民，既被"纵向地"按地域分在不同的居住和生产地

区，又被"横向地"按家族血缘关系、共同的宗教崇拜、相应的祭司阶

层(利未人)以及战时的战争动员联系在一起。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总体

而言，权力被分散在支派、宗族等层面，但又以一种"角色分配" (role 

assignment)而非制度化的方式赋予某些特定的人，如z 长老按习惯法来

处理纠纷，祭司教导人们崇拜的仪规，而军事首领则在战时动员并指挥

一个支派或多个支派的成员参战。这些人都可能是《士师记》所说的

"士师"，所以其身份也难以用现代的社会学术语来加以界定。

因此，以色列人在生产方式上与迦南人是一样的，但是在社会结

构上则恰恰相反，它是以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建立起来的部落社

会e 耶和华崇拜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形态，乃是这种平等主义的意识形

态的宗教反映。并且，这些本来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以色列人又将他们

的不同传统，围绕着耶和华这一主神来进行整舍，从而强化一个共同

的以色列人的意识。而耶和华崇拜与平等主义的紧密联系，也是为什

么后来以色列人要求像"列国"一样建立一个等级制的王权社会时，

以撒母耳为代表的传统耶和华崇拜会强烈抵制的原因所在。

三、迦南z 族群、宗教与文化

众多的历史学家将定居迦南才视为以色列人的真正开始，因为从

此之后，以色列人才可以称得是具有共同生活区域、共同语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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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共同生活方式的族群，但是，他们所进入的迦南之地，并

不是一个尚未垦殖的区域，而是多种族聚居，甚至文明发展水平要高

于入侵的以色列人的宗教文化盛地。一方面，以色列人大量地学习了

迦南的宗教与文化:另一方面，又因其独特的信仰方式而与迦南文化

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正如文明发展的经验常常预示的那样z 一种文

明只有在遇到真正的对手之后，才能发现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变得成

熟起来。在此意义上，定居迦南以及由此引发的与迦南文化的张力关

系，也可说是以色列宗教的真正开始。

1.迦南z 其地其人

简而言之，迦南之地指的沿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区域，包括现代的

黎巴嫩、叙利亚南部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历史上，它曾经

作为古埃及在叙利亚一巴勒斯坦地区的三个行省中的一个。在地理

上，它的西边是地中海东岸，而东边则是约旦河谷。在它的中部是一

片中央山地(海拔约 3∞英只);从山地往西，则沿地中海东岸形成一片

沿海平原:往南则是一片较平坦的丘陵。因此，如果把约旦河东岸的

山地也加上的话，迦南乃自西而东地由 4 个地理区域组成z 沿海平

原、中部山地、约旦阿谷和约旦河东岸。

居住在这一片区域的人，圣经称他们为迦南人。按《创世记》

10 : 15-19 ，迦南人不仅包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肺尼基人

(Phonician) ，而且包括: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革迦撒人、希未

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洗玛利人、哈马人等。但在《创世

记>> 15 : 19 节谈到亚伯拉罕子孙将要获得的应许之地时，却又说居住

其上的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

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撤人、耶布斯人飞而且在不同时代的圣

经叙事中，所谓"迦南人"的内涵不断变化。所以，迦南人更多地是

一个集合名词，而非单一族群。它们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只

是在圣经叙事中，作为与以色列人相对应的一个统一名词。①而考古学

的发现更加证明迦南人是一个语言、宗教和族群都多元化的群体。

@也许，就像"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称呼一样外国人"并非一个国家，也非一个族

群，他们{如阿富汗与泰国)之间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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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迦南宗教与文化

从各个方面来说，迦南宗教都是多神教，这是它与以色列宗教的

最本质差别所在。迦南宗教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万神殿。其中，最高神

是"伊勒" (日)，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也是生养众神的父亲。别

的神灵都可称呼为"伊勒的众子"即"神的儿子" (sons of ED。①在宗

教塑像中，他通常被刻画得较为苍老，头发花白。他被认为是深具智

慧、慈善而友好。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众河之源，两海之泉的中间"

(at the source of the rivers, amid the springs of the two ωeans) 0 @伊勒

神有女神伴侣，名为"亚舍拉" ( Ashe础，在乌加列文中为

Athirat) ，其正式头衔是"大海之女神亚舍拉"。她是众神之母。

巴力神 (Baal )就曾托她为中介，去伊勒神那里求一个建神庙的地

方。她和伊勒神交嬉后，乃生下两神:晨 (Shaar) 与昏 CShalem) 。

她常被人们以某种方式雕刻成木像加以崇拜，乃是以色列先知运动集

中谴责的对象，即"亚舍拉的像" @ 

在迦南众神中，伊勒是最高神，但巴力却是最活跃的神。他是雷

雨之神，给土地带来丰饶。在乌加列神话中，他居住在至高的山上，

又被称是"驾云的神"当他来临时便有雷和电这些下雨的前兆。伊

勒神与巴力神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巳力由伊勒加冕为王，在巴

力被"莫特死神"战死时伊勒神悲痛，在巴力被伴侣亚娜塔(Anath)

女神复活时则欢喜: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紧张关系，而且巴力与伊勒

的其他众子之间则常有冲突，巴力后来甚至成为众神之新王。除这几

个主要神抵之外，迦南宗教还有其他的众神，如太阳被当作女神来崇

拜，即 Shapash，名号为"众神之光" Cluminary ofthe gods) 。

同时，迦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他们的宗教带有自然崇拜

的鲜明特点。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们的主神一一巴力是"大地之神"

①"神的众子.. (口响与民罚、J~， sons of God) 这一语言也遗留在圣经文本之中，如《约伯记》

1 : 6 , 2: 1. 38 汀， <<诗篇)) 29 : 1. 82: 6 , 89: 6 等，对"神的众子"的研究，可参 Iames S. 

Ackennan, An Exegetical S阳今 ofPsa伽 82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町.196衍。

②这被认为也是圣经的伊甸园故事的原型之一，见《创世记>> 2: 10-14. 

③《列王纪下)) 23: 4 将巴力与亚舍拉并列崇拜，即罚「回快与1 与11~与口叫~11i1口、与2厅与!l(a11 世le

vessels made for Baa1, for Asher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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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雨水和大地的丰收:而且表现在对于大地之生产所做的性的理

解。在他们看来，土地之生产能力乃取决于巴力之神与他的伴侣女神

之间的性活动。在他们的神话中，巴力神曾被死神战胜，下到阴间，

是他的女伴亚娜塔在性爱的激动之下，下到阴间，将莫特战败，井将

巴力复活。在此，巴力的死而复生是自然之季节循环的象征，神的力

量与自然现象是合一的，而性爱在自然之循环往复起着关键角色，也

因而决定着土地之生机和农作物之生长。

因此，迦南宗教还发展出一套特定的仪式活动，在神庙中通过对

巴力与亚娜塔之间的性爱以及他们与死神争战的仪式化表演，来促进

土地的生产力和来年的丰收。甚至发展出所谓的"神妓n (部缸ed

prostitution )和"神娼"。①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普通人与这些"神

妓"和"神娼"的性活动，激发男女神之间的性爱，使土地有更多的

产出。在宗教学上，这通常被认为是"感应巫术"或"模仿巫术"。

此外，从考古发现以及圣经文本的叙事之中，我们还可看到迦南

人的宗教中还有献祭(甚至人祭或童祭〉的习俗、崇拜死人的习俗以

及占卡，观看动物脏腑来预测吉凶等。②

筒表z 迦南宗教与以色列宗教之对比@

迦南宗教 以色列宗辙

多神论的。主神伊勒或巴力等都有女 一神论的。主神耶和华没有伴侣

性伴侣

自然宗教。巴力神被认为体现在循环 历史宗教。耶和华主要体现在以色列

往复的农业生活之中 人的历史之中，是单向度的，不是循

环式的。

@分别参《申命记>> 23: 18 与《何西阿书>> 4: 14: 与《列王纪上>> 15: 12 与《列王纪下》

23: 7. 

@参 ABD 的 Canaanite Religion, Cultic Pros阳tion 之辞条，并参 Jon Levenson, The Deω'h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Beloved Son: 7加 ηw吨formation of Child Sacrifice in JI剧也ism and Chris归niiη(N:w

Haven and London: Ya1e, 1993)对童祭的宗教思想史研究.

⑤必须指出，这里的区别是主题性的( thematic ) ，是相对的，实际的情况远比此复杂，而且

往往是彼此包含的.详细分析及更谨慎的界定，可参 w. F. A1bright, Yahweh and the G呻 ofCQIIQQ1I: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Two Contr四'ting Faiths (London: 四eA:由lone 勤部队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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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过仪式的方式实现人与神之间的|耶和华是与人立约的神灵，人通过遵

掏通，并有巫术的特点，试图通过人|守所立之约来事奉耶和华

的仪式活动来控制神灵

四、圣经中的迦南形像

以上依据历史和考古材料，对迦南地、迦南人与迦南文化做了一

个大致的描述，但在圣经叙事中，迦南不是一个客观的、中立的叙述

对象，而是一个带有深刻的政治和神学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术语。以

下简要地分析圣经对迦南地、迦南人与迦南宗教的叙述( Biblical 

narrative of Canaan) 及其意识形态内涵。

1.迦甫z 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 

在圣经叙事中，迦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神学概

念，它是耶和华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居住之地即"应许之地"也

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关系在空间中展开的场所。围绕着迦南这块土

地，一些重要的神学概念，如应许一实现、拣选、以色列人的特权

(无条件之约〉、以色列人的责任(有条件之约)、重建与盼望等，都

可以建立起来。

正是由于迦南在圣经中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因此，这块土地的具

体疆界，在圣经的不同传统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界定。①在一些较为古老

的传统中，以色列人得到的应许之地仅限于"从但到别是巴气或许再

把基列地也包括在内。②但从《民数记)) 34 : 3-12 的描述来看，以色列

人在迦南地的疆域要广阔一些。

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盐海东头起，绕

@参《创世记>> 10: 19. 以及《民数记>> 34 : 3-12. 并对比《约书亚记>> 15: 2-4.以及 f以西

结书>> 47: 15-17. 详细分析见M。由 Weinfeld， The Promise of the L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Land 

ofG翩翩nbyt加 Israeli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1993), 52罚.

@ <士师记>> 20: 1. <<撒母耳记上>> 3: 20 , <<撒母耳记下>> 3 : 10, 17: 11. 24: 2. 15. <<列

王纪上>> 5: 5. <<阿摩司书>>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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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亚克拉旗坡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逼到加低斯巴尼亚的南边，

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到押们，从押们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

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

起，划到何耳山;从何耳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遇到西

斐仑，直到哈萨以难。这要作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难划

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延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

基尼烈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逼到盐海为止。

可以看到，它以约旦河作为它的自然边界，但约旦河东岸仍不在它的

范围之内。可是，在《创世记)) 15 : 19 及《出埃及记)> 23 : 31 之中，
耶和华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疆域则"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

或"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从旷野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洞〉飞这样，

比巴勒斯坦更为广阔的西亚地区都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了。

根据圣经对于迦南叙事的不同叙事传统，人们推测，以色列人对

迦南的征服实际是从跨越约旦坷开始，在征服了约旦河西岸(以吉甲

为中心〉之后，于公元前 12 世纪左右从西向东殖民，才逐渐将约旦何

东岸占领下来。约旦河东岸的领地，不包括在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在

示罗聚集在耶和华面前求签所分之地里面(书 14-19); 而且约书亚称

那地为"不洁净之地" (书 22 : 19)，在《约书亚记>> 22 : 11-20 中，约
旦河西岸的以色列人甚至邀请住在东岸的人放弃约旦河东岸之地，到

西岸与他们同住。需要注意:这块不包括约旦河东岸的"迦南地"正

与埃及帝国行政区划中的"迦南行省"基本相当。所以，在《民数

记>> 34 章的这个传统看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也从埃

及帝国中将迦南行省分给以色列人作他们的应许之地飞①这样，耶和

华的应许、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以色列人的迦南定居就成为一个有机

的、连续的整体。

直到以色列进入王朝时期之后，大卫的军事才能扩充了以色列人

的版图，并在耶路撒冷建立宗教和政治中心，此后，以色列人的视野

变得更为开阔，约旦河东岸才被纳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的版图中来，

上帝将"十个迦南民族" (创 15 : 19-21) 的土地给亚伯拉罕的子孙，
其中也就包括了以色列以南，以及居住在约旦河东岸的那些迦南人。

由Moshe Weinfeld,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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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应许之地，实际上是所罗门统治鼎盛时期的版图，即"从大河

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上 4: 21) 
当申命史家开始对以色列历史进行编修时，其总体编修框架是将

所罗门时代的版图投射在历史最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上。但

是，他们编修所采用的原始材料，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以色列人最

早的生活现实。这样，在神学叙事时所引用的"应许之地"一一迦南

的边界，就很不确定。它也进一步说明，在希伯来圣经的叙事中，迦

南不是一个空间的地理范畴，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学或政治范畴。

2. 迦南人与迦南宗教

同样，在圣经叙事中，迦南人( Can幽nites) 与迦南神抵

(Canaa皿te deities) 也不是一个中立指称，而是在对自我身份的言说

中所建构起来的"他者" (也e other)，或确定耶和华之为以色列人的排

他性的立约上帝而建构起来的"他神"

除了用暴力叙事的方式来建立迦南人的"他者"身份之外(参上

一章的论述)λ，跨族婚姻(Int怡enn缸世由ag伊e) 禁忌亦是以色列人将自己与

迦南异族分别开来的方式。

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

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

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机槛、肋上的

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

((约书亚记> 23 : 12-13) 

这里"从这地上灭亡"是典型的申命风格的用语，这间接地证明申命

史家具有流放期的背景。但是，按《士师记》所包含的较古老传统对

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生活的叙述，在以色列与当地迦南人之间，在很

大程度上，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z 在底被拉故事中，帮以色

列入杀死西西拉的雅亿是基尼人:以比赞士师娶外乡女子为妻 02 : 

9); 而士师参孙则娶非利士女子为妻。毫无疑问，当申命历史的编修

者在国亡流放之时，才把流放命运与以色列人和异族的联姻联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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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在"我族"与"他族"之间划出明确的边界。

与此相应的，则是禁忌他神崇拜，将耶和华上帝与迦南神抵完全

对立起来，并将以色列人对他神的崇拜解释为他们"从这地上灭亡"

的原因。

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事奉别神，

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士 23 : 16) 

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事奉.敬拜

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

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中

11 : 16-17) 

虽然，实际上以色列的耶和华崇拜大量地吸收了迦南宗教的内容，诸

如:以伊勒 (EI)这一至高神作为耶和华的称号，甚至将迦南宗教的

"神的众子之会"的象征直接引入到圣经文本之中。甚至耶和华的名

字本身就来自于迦南的宗教文化背景，如前章所述。并从迦南宗教的

巴力崇拜处借用了不少的象征，如z 像巴力一样，耶和华是农业丰产

之神(何 2: 8. 6: 3; 包括如上述所引申 11 : 16-17); 用乌加列神话

中的巴力死而复生的象征，来表示以色列的流放与重建(何 5 : 14-6 : 

3; 13: 1-14 : 7); 耶和华所居的锡安山，也常用巴力所居住的至高圣

山一一"在北方的极处" q'El~响2甲. the sides of the north) 暗喻，如

诗 48: 3. 赛 14: 13 等。但是，经过改编的申命历史叙事，却似乎把

耶和华崇拜叙述为一个完全横空出世、与其所处的迦南宗教文化背景

毫无关联的纯粹宗教。在此意义上，其社会学动机亦是要强调"耶和

华"与"迦南神瓶"之间"吾神"与"他神"之间的身份对立。

因此，对于以色列与迦南之间的关系，应该把握它们在两个层面

上的关系。一方面，经过先知运动与申命神学的编修之后<<希伯来

圣经》的叙事将迦南人、迦南文化构建为一个纯粹的"他者"这是

"分"的潮流: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历史一文化研究，可以看到在

具体的生活层面，实际上存在的以色列人与迦南人、耶和华崇拜和巴

力崇拜之间的彼此融合和相互借鉴的关系，这是"合"的潮流。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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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宗教的发展而言，这两种潮流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士师记》与女性主义释经

《士师记》有一个显著特征z 女性在其叙事中有着中心地位。在

经文中共谈到 19 位妇女，其中=押撒c1章);底被拉与雅亿 (4

章);西西拉的母亲和宫女 (5 章);打死亚比米勒的妇人 (9 章);耶

弗他的女儿 (11 章);参孙母亲玛挪亚 03 章);参孙的非利士人妻子

04-15 章);迦萨的妓女 06 章);参孙喜爱的妇人大利他(16 章);

米迦母亲<17 章);利未人的妾<19-20章);基列雅比的女子与示罗的

女子 (21 章)。此外，隐约提到的包括有z 基甸之妾，亚比米勒之母

(8 : 31);耶弗他之母 (11 : 1-2); 招待利未人的主人的女儿 09 : 

23); 士师以比赞的女儿和媳妇 02: 9)。其中不乏著名人物，如底被

拉、大利拉等。因此，在当代的圣经诠释中， <<士师记》成为女性主义

释经方法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此我们对其简单介绍。

女性主义释经 (Peminist/Womanist Hermeneutics) 认为，圣经文本

无论在叙述方式还是在叙述内容上，都带有父权社会( patriarchism ) 

的影响，在叙述语言上带有男性主义(扭曲。centrism) 的特点，而女性

则处于受压迫或被边缘化的处境之中。因此，激进的女性主义释经的

目的就是要揭露并批判圣经文本中存在的这种男性沙文主义，彰显女

性的角色:而温和的女性主义释经则强调男性与女性在经验世界与表

述经验方面的不同，并主张用女性的独特经验和视角去解释圣经，并

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应该发展出互补融合的关系。通常而言，女性主

义释经强调圣经叙事中的以下主题: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男

性运用各种社会资源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隐性"在场飞回归女性

的主体性等。①

所以，在女性主义释经家看来，虽然在《士师记》中女性数量众

多，但它恰恰更显著地彰显了女性的边缘性。因为在 19 个女性角色

中，只有 4 个是有名字的，即押撤、雅亿、底波拉、大利拉，而其他

也参 Luise Schottroff, Silvia Schroer & Marie-'币lcres 'wi缸kcr， Fem切ist lnterpretøtiOll: the Bib/e 归

"也_:S Persp甜，tive (Minn国polis: Fortr国队 1998)，回回. Martin ar时 Barbara R‘lß1Scheidt, 36-82页s 黄

慧贞， c性jJlJ意识与圣经诠释)) (香港g 基督徒学会出版社， 2仪町， 29-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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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是由与男性所处的不同关系而定位的。可以将她们分为这么几

类=一类是由她们与另一男性的血缘关系而定位的，如父女关系z 耶

弗他的女儿、以比赞的女儿和媳妇、招待利未人的主人之女:或母子

关系z 西西拉的母亲、耶弗他的母亲、参孙的母亲、米迦的母亲:夫

妻关系z 基甸的妾、参孙的妻、利未人的妾。共 10 位。再一类有着独

立的身份，如西西拉母亲的宫女、打死亚比米勒的妇人。共 2 位。再

一类则以地名来命名的，如z 迦萨的妓女、基列雅比与示罗的女子。

共 3 位。

这样看来，整个《士师记》中有 213 的女性是由她们与男性的关

系来定位的，换而言之，她们只不过是男性权力或男性叙事的标签，

她们在圣经叙事中的在场只是为了彰显那些不在场的男性。在为这些

女性的命名行为中，深刻地透露出以色列古代社会的父权结构，以及

圣经叙事的男性主义立场。①

此外， <<士师记》关于女性与暴力的叙述也成为女性主义释经学者

们批评的对象。正如在所有文化中一样，女性在这里也成为结构性

的、制度化的、直接的暴力的受害者。更为突出的是，女性之被暴力

侵蚀或伤害被纳入到具有战争形象 (warlike) 的耶和华叙事之中，从

而被赋予相当的正当性。例如， <<士师记)) 19-21 章常被女性主义称为

"恐怖文本" (texts of teπ'Or)，在此"那人"将他的妾交出去，以免

自己遭匪徒毒手:留宿他的主人也要将女儿交给匪徒，以成全客人。

那人的妾被轮奸致死后，她的尸体又被分成 12 块，以招聚以色列人。

女性在父权主义的社会里，似乎就像毫无价值的物一样，遭受着制度

化的暴力的加害。而在耶弗他女儿的故事中，耶弗他为了保守他在耶

和华面前许的愿，而牺牲他的女儿。因此，女性主义强调在对经文的

阅读和解释时，要对圣经的暴力叙事中的女性处境保持足够的敏感，

挖掘它对女性的压迫，并对其批判。@

当然，另一些温和的女性主义者则着力于发掘圣经叙事对于女性

地位的颂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底波拉，她既是军事领袖，又是律法

由参 Athalya Brenner ed,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Judges (She，伊'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11 6-230页.另可参Gale A. yi白， Poor Banished Children 01 Eve: 蜘m翩翩 Evil in the Hebrew 

Bible例inneapolis: Fortr田s， 2∞13)一书对这段"恐怖文本"的解读.

@关于圣经叙事中女性与暴力之间的关系，可参Lu且且i缸 Scb唰咀Eκ~ S创ilvi跑a Sc恤回r&M缸ie

w缸ke吼f民， 15妇3-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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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仲裁者，维护着以色列社会的正义秩序。她还被称为"先知"以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的先知神谕格式来说话，表明这是耶

和华的话临到她的身上。雅亿则是一个能够将暴力反过来运用到男人

身上的女英雄。甚至在耶弗他女儿的故事中，按《士师记》的叙事风

格，她也不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而是一个被颂扬的女英雄，以色列

人甚至设立一个制度化的节日来纪念她 01 : 40)。①

女性主义释经提醒人们，在圣经文本中可能蕴含对女性的压制，

从而形成对经文的性别敏感，在传统的圣经研究方法之外打开一个新

视角。但是，女性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阵营，而且仍然处

在发展之中，当前任何对它的界定与评价都只能是尝试性的.

附录z 拉撒姆拉史诗 (R幽 Shamra Epic) 

1926 年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现在的Ras Shamra 地区，发现了一批青

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155守一12∞年的古代乌加列文 (Ugaritic) 泥版.

由于乌加列文是古代西北闪族语的一个支系，与古代希伯来语与其他

迦南语言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对于人们破解希伯来圣经上的

诸多难解与难懂之词语，皆提供了直接的材料。而且，这些泥版所记

载的乌加列文明的神话、宗教与崇拜仪规，对于理解希伯来圣经和整

个西亚文化都有极大的帮助。

首先要说明的是，乌加列宗教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复杂的系统，

远非过去人们所认为的迦南宗教只是一些低级的、简单的、浅陋的生

殖或丰产崇拜。

在它所讲述的神话世界中，有一个最高的神灵"伊勒" (固) , 

其头衔是"王，永生之父" (由e King, Father of Years) ，他有一个女
神伴侣"亚舍拉" (A也让at) 。次于他的，或常被称为他的儿子的是

雷雨之神"巴力" (Baa1)，他是众神之主，是人类的创造神。他也

是相关的宗教仪式表演时的主角，在被人崇拜时，常用"公牛楼"

(BulD 的形象来表示，象征着他的力量和丰产。他也有一个女神伴侣

"亚娜塔" (Anath) ，与通常的女性温柔形象相反，她有着狂躁的性

①参 Ca曲目ine Kr国ger & Mary Evans, The lVP M也mon旨 Bible Commen;钮ry (Downers Grove. I1l.: 

InterVasity, 2∞2) ， 129-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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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和残酷的暴力。

Ras Shamra 还讲述一组神剧。一开始，巴力与泪沌的海怪(阳.nce

of Sea) 作战，并战胜混沌，成为众神欢呼的对象，成为众神之王。然

后，巴力在亚娜塔的帮助之下，准备建一座神庙。这时，死神"莫

特" (Mot，希伯来文"死亡"与其词根相同〉来到，它是夏季干旱的

象征，杀死了巴力，并带它到阴间。诸神昕说"大地之神"死去，于

是尽皆悲伤，宇审一片萧瑟。这时，亚娜培在性爱的激动之下，寻找

巴力，并与莫特死神进行大战。最后杀死莫特，巴力得以死而复活，

再次成为大地之神，于是万物重又复苏。

Ras Shamra 的乌加列文史诗，虽然常被人认为是自然崇拜，巴力

之生生死死，是用来象征四季的轮转，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其主题

不外乎是:春夏、丰饶与干旱、农作物之生与死。但是，它的一些象

征 (metaphor) 对于希伯来圣经的理解却有很大启示作用，例如z 巴

力与混沌海怪之战，并从中创造世界，有助于理解《创世记)) 1 : 2 

的"空虚混油，渊面黑暗"在创世故事中的意义:海是"混沌"的形

象，是对上帝创造之破坏，对于理解《出埃及记)) 15 章的"大海之

歌"后面所要进述的"锡安神学"、一些所谓的登基诗篇

(Enthronement Psalms) 乃至圣经传统中对"海"在创造论中的负面

意义(如《启示录)) 21 : 1) ，都有启发:①史诗中提到的众神在天庭

的聚会，对于理解圣经中的"神的众子"、 "天庭之会"等也有很大

帮助。

@参 ABD 之R画 Shamra辞条，及 B. W. And贺son， Urukrs，ωnding the Old Testament, 1 86-193 页.

更详细的阐述，见 John Gray, The Legacy 01 CQI皿an: The Ras S.加unra Texts and Their Re，如唱nce ω the

OldTesU酣睡，nt (Leiden: Brill,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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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时期:国家及其政治神学

在世界文明史上，王朝即国家的出现对于文明史的进程都产生了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希伯来文化而言亦同样如此。随着王朝

(Monarchy)的出现，以色列人的社会组织、宗教崇拜、神学理解都发生

了急剧的变化。甚至希伯来圣经的叙事文体和风格，也有了明显的转

变。在这一章，我们就围绕着王朝的建立来看希伯来宗教的变化，其

圣经文本内容集中在《撒母耳记》。

一、撒母耳先知及《撒母耳记》

虽然撒母耳<'捎回， Samuel)本人并非以色列王朝的第一个王，但
他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国家制度的总设计师，因此，虽然《撒耳母记》

上下主要讲述扫罗、大卫为王的故事，但仍以撤母耳记作为这部书的

名称。撒母耳正处在以色列人从前国家的部落联盟制向王朝制度过糠

的门槛上，因此，撤母耳本人的身份是混合性的，集军事领袖、士

师、先见、先知与祭司于一体。而且，他的生平覆盖了以色列历史上

这一最为重要的制度革命，对他的分析也便于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来

分析希伯来宗教对于国家正当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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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撒母耳其人

撒母耳的故事是从他的出生开始的。它与参孙的出生故事相像，

说明圣经叙事主要将他理解为一个"士师"但ÐW， Judge)。圣经所叙述

的撤母耳行状也表明了他的士师身份z 一方面，他是以色列人的"拯

救者" (deliverer). 在耶和华的护佑下，将以色列人从异族非利士人的

压迫下解救出来。《撒母耳记上)) 7章对他的战士形像的叙述，与《士

师记》对那些具有"拯救者"身份的"大士师"的叙述具有同样风

格。另一方面，他是"审判者"维持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公义(7 : 15-

17). <<士师记》对"小士师"的叙事格式语言一一"某某审判以色列
人"也同样用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有了一个新头衔即"先知" (件::ll ， Prophet). 撒上3: 20清

楚地称说z 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圣经叙事将

"先知"这样的权威身份加在撒母耳的身上，其寓意深远，它一方面

表明以色列人的历史将要翻开新的重大一页:另一方面则表明先知与

王朝的内在联系，即宗教意义上的先知要先于政治意义上的君王。因

此，圣经文本用某种特定的文体来表示撤母耳的讲话，以与撒母耳的

这一重大的新身份相称。例如，当撒母耳在传达耶和华的话语时，所

用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N'~ 、阿以 jm"T' ，岱N-i"'T;:). Thus 

says YHWH 由e. God of Israel)是格式化的先知用语。①他关于耶和华将

要降临在以利身上的审判的传言(prophecy).也带有鲜明的先知风格，

与后来阿摩斯先知对列国所做的预言(oracle)所用的语言风格十分接

近。②此外，在7: 8-9与 12: 23中，他还扮演着先知在以色列民与耶和

华上帝之间的代求角色(intercession)。③另外，圣经叙事中撤母耳膏立

扫罗王、大卫王，以及他与以色列王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申命历史

材料中王朝时期的先知与君王之间的关系的原型。

有趣的是. <<撒母耳记上)) 3 章中关于撒母耳听到耶和华的呼唤的

一段叙事，对于我们了解希伯来宗教如何理解先知与耶和华的关系具

@还可见于《撒母耳记上>> 8 : 10-18, 10 : 17-19 与 15 : 1-2 等。关于先知文体，参 R

Rendtorff对于先知文体的细致分析， ll2-124 页.下二章将集中分析先知传统与先知文学.

串参《撒母耳记上>> 3: 11-14, <<阿摩司书>> 7 : 4-11. 

@在此，可以将他与耶利米先知进行比较，见《耶利米书>> 7: 16 与 27: 18，和合本将其译为

"祈求飞但它更指先知代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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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按照学者们对古代西亚地区的神在梦中显现及其蕴含的

宗教意义的分析，关于神在梦中的显现，一般来说，有四种方式 1 、

以听到话语的方式所做的梦(auditory message 由eaII时 2、以看见形像

的方式所做的梦(symbolic message dreams); 3 、预言之梦(mantic

dreams). 这是由众多图像或形像组成的复杂神启经验，通过对它们的

解释来预知将来; 4、心理之梦(psychological status dreams)o (j)在希伯

来圣经的叙事中，以赛亚与以西结先知主要是以见异象即第 2 种方式

来得到神启，而耶利米则以听话语的第 1 种方式接受神启。②进一步

说，撤母耳在梦中昕到耶和华的话语，并不是像摩西、以赛亚等受呼

召为先知(prophetic call). 而是一个以昕到耶和华话语的方式(audiωry)

来接受上帝对未来事件的启示。@这样的叙事方式，乃内在地取决于希

伯来宗教对自己之为"话语宗教" (Religioo of the Word)的理解。

除了士师与先知身份之外，撒母耳还有另外两重模糊的身份，即

所谓的"先见"仍然「罚. seer)与"祭司" (1l":;'罚， priest)o "先见"一词，

圣经说它是"先知"的古称。:町，其词根是"看见"可能表示那些

有远见的人。但是，按撒上9 : 17. 撤母耳是在昕到"耶和华的话"

后，才真正地看见了扫罗。因此，它似乎说明希伯来宗教的变迁发

展，后来以色列人将"先见"改称为"先知" (上帝的传言人)， @从

"看"转到"昕和说"上，从而将神学重心转到"耶和华的话"上。

或者从叙事学 (0缸rative) 的角度来分析撒母耳的"先见"身份，人们

推测. <<撒母耳记上)) 9章关于扫罗与先见撒母耳的相遇，本来只是一

个扫罗与民间地方"先见"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被纳入到申命历史

叙事之中，这个无名的民间先见也就被置换成撒母耳，从而连接这一

段关于撤母耳膏扫罗为王的叙事。而19: 20所叙述的撤母耳在一班先

知当中，并且"监管"这些先知的形象，更令人对他与民间先知之间

(iJ Robert Karl Gnuse, The D阿'am Theoplumy of SQRUII!I: Its Structure 凯 Re，阳~ion to Anc~nt Near 

EastemDre，刷刷 and Its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份， 247-

248 页.

@参《以赛亚书>> 6章， <<以西结书>> 1 章z 与《耶利米书>> 1 章.

@ Robert Kar1 Gnuse, 249 页，对撒母耳之梦的叙事中的因素做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并在吁召
先知之梦与耶和华神谕之梦之间做出很有意义的区分。

@即使在西方文化的处撞中，人们也觉得Prophet 一词并非恰当地表达了希伯来文 W汩的含

义，它的原意是强调这些人的代上帝传言的角色。因此，吕振中将其译为"神言人飞来强调 M':!l

一词对"话语"的强调，关于Prophet 一词的神学含义，参 TDOT中的草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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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产生怀疑。

对撒母耳的祭司身份的猜测，则更多来自于《撒母耳记上>> 1-3章

对幼时撒母耳的叙述。他本来要被培养成一个祭司，后来他也做一些

由祭司来做的祭祀。①所以，整体地来分析撒母耳的职业叙事，它要强

调的是z 耶和华的话(i"nn'l-，~气The Word of YHWH)是使撒母耳身份转

变的关键，使他从一个祭司转变为一个先知。后来的先知叙事亦有相

似的内容和文学结构，乃是为突出"先知"之代上帝传言('剖，也e

Word)的本质规定。

因此，对于撒母耳的身份，我们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撒母耳常

被称为是先知传统的第一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存在清晰界定的

先知、祭司或士师的身份，可以说，这些身份在他身上是棍合存在

的。第二、在他的身份中，最重要的两个身份即士师与先知，前者将

他与过去的士师时代联结起来，代表着过去的传统:后者则将他与即

将到来的王朝时代联结起来，他的先知身份使他能够膏立君王，将以

色列人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他是以色列历史上又一个关键性的人

物，集以色列多种传统于一身。对他的分析，使我们既可以看到君王

制给希伯来宗教带来的新变化，亦可以看出在深处存在的老传统。

2. 历史叙述。ßsωrical N町rative)文体

正如形式批判学所指出的，不同的文体也enre)反映出不同的生活

处境(Sitz im Lebe.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期望，当以色列历史进入一

个崭新阶段一一王朝时期后，圣经文体也会有较大的变化， <<撒母耳

记》的叙事风格就反映了这种变化。

首先，可以看到原来那些用来记录部落的名单(list)文体，被用来

记录担任王朝官员的名称(撒下 8 : 16-18; 20: 23-26)，或者那些跟随

国王的勇士(撒下 23 : 8-39)，或者分别的行政区划(王上 4 : 2-6)。这表

明那些原来以支派为单位的部落联盟社会，已经被一种以君王权力为

核心的行政区域体制所取代，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彼此关系都发生了深

刻变化，原先那个以支派或宗族为基本单位的以色列人，被重新整合

在由家族王朝及从属于它的官员们组成的官僚体系之中。

①参《撒母耳记上>> 7: 9; 9: 13; 10: 8;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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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一一史录(Annals)。也就是说，随着王

朝的出现，一些被认为对整个王朝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被有意识的记录

下来。这些史录通常是与君王相联系的，如z 撒下 8 : 1-14 中所记录

的大卫战胜列国:王上 11 : 41 所提到的"所罗门记飞王上 14: 19 提

到的"以色列诸王记";王上 14: 29 提到的"犹大列王记"。这些史录

构成了今天的正典圣经的原始材料。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作为新型社会制度的王朝的出现，以

色列人的叙事方式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除了将主要兴趣放在个人经

历的传奇(saga)文体之外，我们在圣经文本中还发现了以跨越个人与单

个事件的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叙事(narrative)文体。换句话说，它不是以

个人为主角，而是讲述一个制度(即王朝)的产生及其命运。例如，大卫

故事就分成两个文体z 前面，关于大卫出场的叙事还是个人英雄主义

的传奇文体，如他与歌利亚的战斗(撒上 17); 此后他与扫罗争夺王位

的斗争，则被纳入到关乎一个王朝的历史叙事之中(撒下 2-4)。在更大

的范围内，我们可把"撤母耳一扫罗"的故事(撒上 1-15)与"扫罗一大

.:E"的故事(撒上 16-撒下 5)做一对比，前者将撤母耳与扫罗之间的关系

表述为两个魅力型领袖之间的冲突z 但在大卫故事中，整个叙事却被

一个王朝神学但ynasty Theology)的主题串连起来，即 z 耶和华与大卫

同在，耶和华将整个王朝交给了大卫。①也就是说，关于大卫的叙事与

其说是以个人英雄的大卫，勿宁说是以大卫王朝('" n~:l，即大卫家)

为叙事中心。②

最后，在《撒母耳记下)) 9 章到《列王纪上)) 2 章是另一种更为特

殊的文体，即通常称为"继位叙事" (Succession Narrative)或"宫廷档

案" (Court Document)。它讲述在大卫死后，谁继位为王的故事。它的

特殊之处在于z 它的连贯性非常强，从头到尾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由

分散的单元拼凑组成。这种文体又称为"历史小说" (Historical 

Novella)，与《创世记》约瑟故事的文体最为接近，是以色列历史叙事

文学的最高成就。

①具体经文可参撒上 16 : 13, 18; 17: 37; 18: 5, 12, 14, 28; 撇下 5 : 10, 12. 

②参 Rendωrff.l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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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传膏" (5aga)与"历史叙述" (narrative of hisωry)文体之间的
对比①

传奇 历史叙述

不会对枯燥的名单感兴趣，在传奇文体 名单是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也是它

中很少见到名单. 的基本材料之一.

一般来说，传奇文体早于历史叙述，而 它不是一种大众作品，只属于那些受

且，即使它成为文字，也带有口头传播 过教育的人，它要求读和写的基本能

的特点。 力。

它不是个人创作的产品，那些群体的吟 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作品。

唱者才是它的作者。

重复与矛盾是它的显著特点，一方面是 重复与矛盾并不显著。即使有重复或

由于它的口头性1 另一方面，它从口头 矛盾，多是它主动设计的一个文学技

到文字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多种传统对 巧。

它改编，并挤身于其中。

它的主人公多是那些遥远过去的先祖、 以刚刚过去或仍在位的君主或王子为

先母或英雄人物:多讲述发生在小圈子 主人公，主要讲述政治的、公共的事

的故事，政治场景只是陪衬. 件，私人故事是在与政治事件相连时

才被记录。

讲述的多是一些信念。elief)或类似于信 记录的是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是

念的东西，常包括一些神迹。 一些与特定时空相关的，不会重复发

生的事件。

在讲到上帝的参与时，上帝会打破自然 上帝的意义就在历史之中，历史按自

法则，干预历史。 身的逻辑发展，历史自身就是上帝的

作为。带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和冷静的

历史主义。

①参 Hugo Cressmann，国ns. D. Orton, Narrative and Novella in Samuel: Studies by Hugo Gressmann 

and Other Scholars 1 9t.施-1923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1)， 9-58 页.当然，以上比较也

只是主题性的，为了突出各自的特点.实际上，在圣经文本中传奇" (传说)与"历史叙述"的

界限也是模糊而流动的，当想象的因素增加时历史叙述"成为"传奇"也是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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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修与成书(R础.ction and Compositio时

简而言之， <<撤母耳记》的一个基本主题是:王朝如何出现?它用

三个基本的叙事环一一撒母耳故事、扫罗故事、大卫故事，来构建关

于"王朝"的叙事。其中，它要处理的几个基本问题如z 一、撒母耳

如何成为先知?二、扫罗如何成为第一个王?三、王朝又如何从扫罗

之家转到了大卫之家?四、所罗门又如何为王?所以，我们可以把

《撒母耳记》分成以下单元。需要注意，按历史评断学的研究，文本

的成型与历史顺序可能恰恰相反，也就是说，扫罗与大卫应该是史家

编史时的第一叙事主人公，而关于撒母耳的历史叙事则属于第二步编

修时加上的材料(second町 source)。①

一、关于所罗门如何继位为玉的"继位叙事"。撇下 9-20; 王上

1-2; 

二、大卫与扫罗相争，并最终为王的叙事。撒上 16-撇下 5;

三、扫罗如何被拣选为王，又如何被废弃的叙事。撒上 8-15; 其

中，明显地，有两个传统，即支持王权的传统，撒上 9 : 1-

10 : 16; 11 : 1 一11;13:1一14 : 46; 以及反王权的传统，撒

上 8; 10: 17-27; 12; 15; 

四、一些与撒母耳先知相关的零散单元包括:

1. 关于撒母耳之出生与听到耶和华的话的叙事;撒上 1-3;

2. 约柜被掳的叙事，与撇下 6 幸之大卫将约柜运回耶路撒

冷，以及撒下 7 幸之拿单之永约之谕结合起来，以说明在

耶路撒冷进行耶和华崇拜的正当性;

3. 撒母耳作最后一个士师，拯教并审判以色列人的叙事。撒

上 7 : 3-17; 

五、一些零散的传统，如插入"继位叙事"之间的撒下 21-24 大

卫传统，以及其他一些小单元。

因此，通常认为，它所运用的基本材料就包括 1、关于撒母耳、扫

罗、大卫和所罗门的一些独立传统 2、关于王朝行政体制的档案:

∞参Gottwald. 312 页.亦见 Ro悦目 H. Pfeiffer, Int，。伽Z阴阳，加 Old Testament, 359-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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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些先知文献，及一些从耶路撒冷的圣殿传统中节选的资料。@

除了这些基本材料外<<撤母耳记》也有一个大的叙事框架，即

前章所述之"申命历史"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中不断出现的那些

解释性"历史概述"通常人们称之为"申命学派的框架文本"

(Deuteronomistic programmatic texts)。与《约书亚记》与《士师记》不

同之处则在于:由于前二部书的原始材料多以传奇(saga)为主，其连贯

性并不强，因此申命编修与原始材料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而王朝出

现后，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成为新的文体，它自身己较为连贯

并畅达，因此，申命史家的编修痕迹在整个《撤母耳记》中并不显

著，它较为平滑地融入到整体叙事之中。

在《撤母耳记》中，申命学派的框架文本主要有两个，即撒上 12

与撒下 7 章，②它们的主题分别是:

• 撒上12章，其文学形式是"撒母耳的讲演"内容包括:重述

士师时代的"受压迫、呼求耶和华、得解教"的循环模式;以

色列人求玉是大罪;如果以色列人和君王听从"耶和华的话"

(i"!，rt' 切p或mrt' 哩， the voice of YHWH)，则仍旧为耶和华的
子民;如呆"仍然作恶

• 撒下7章，其文学形式是"先知拿单所传的神谕"内容包

括:以色列人在大卫的治理之下，得到和平安宁;耶和华为大

卫家永立国位;耶和华为君王之父，君王为耶和华之子;大卫

王朝将永远坚立。

仔细看来，这两个框架文本中对于王朝的态度恰恰相反，前者是"反

王权的"后者则是"支持王权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存

在申命史家的双重编修(Double Redactions): 一次是在约西亚王的晚

期，在宗教改革之时，约西亚为了加强王权而对大卫王室的神学正当

性进行论证，这就是撒下 7 章的"大卫永约"另一次则是在流放时

期，人们为寻求国家灭亡的神学解释，乃将建立王朝约化为人性背离

也参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η Introduction. 295 页.

旬在贯穿《撒母耳记》与 4列王纪》的整个王朝叙事中，则还有2 所罗门的献殿祷文(王上 8 : 
14-61); 北国灭亡的解释(王下 17 : 7-23); 南国灭亡的解释和先知神谕(王下 21 : 2-16)。在以下几

章的讲解中，它们是主要的分析对象.



第八章王朝时期:国靠及翼政浩神学 149 

耶和华之罪的重要表现，因此国家之灭亡也是耶和华对于罪的惩罚，

然后将流放时期人们的神学解释投射到国家成立之韧的撒母耳的警训

之中，也就是撒上 12 章的内容。①

无论如何，在申命史家对王朝历史的编修之中，可以看到，他们

试图将历史叙述与神学解释融合在一起，认为 z 王朝的出现及其命

运，不仅只是人的历史，其本质仍是一种神人关系，而以色列人对与

耶和华所立之圣约的忠诚又是其中的核心，人们对于耶和华、所立之

圣约是决定以色列人的历史福祸的根本困素。以色列王朝的历史，是

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关系展开的历史。

二、王朝及其神学正当性问题

关于以色列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圣经叙事将诸多各异的传统整

合在一起，关于君王的拣选、君王制度的性质、对它的神学评价等都

较为扑朔迷离，对它做一个完全的历史重构近乎不可能。以下只是对

它做一个简要析述。

1.以色列王朝的出现

到底国家是在哪些因素的推动下产生出来，古代文明史家做出各

种推想。古代生产方式如大型水利建设、古代部落战争、古代大型宗

教活动或者阶级斗争，都有可能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因素。@就圣经文本

由当然，对于这二个文本到底谁先谁后，也奋争论.另一种看法是g 撒上 12 章要早一些，它

是对犹大王国即将到来的灭亡命运的预测3 而撒下 7 章要晚一些，写成于流放时期，是对处于流放

时期的犹大人重归耶路撒冷和弥赛亚盼望的激励，因为把撒上 12 章置于流放的犹大社群之中，对

处于苦难的人还大加责备，似乎过于残酷，与常理不合.但是，在此存在着双重编修，却为多数人

公认.参 F. M. Cross, CtJllQQllÏte Myth and Hebrew E忡， 274-289 页.0唰waId， 298 页.关于申命史家

编修的各种看法，可参Gary N. Knop严n， Two Nations Under Gt.加rl: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01 

Solomon and The Dual Monarr:hies (Atlanta: Scholars pr酶， 199.劲， 17品页.

@关于国家这一概念以及它与古代社会研究之间的关系，可参 Chri血Schafer-Ligh阳邮电;er，

"SociologicaI and BiblicaI Views of 由e Early S凶e"，见Volkmar Fritz 副Id Phi1ip 民 Davies ed., The 

Orig阳。if the Ancient lsraelite States (Sheffield, JSOT, 1996)， 78-\05 页.有趣的是，可以将以色列国

家的产生与中国早期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参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 (杭州 z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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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身叙述而言，以色列国家的产生有着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推动以色列国家产生的外部因素是非利士人(c'n的画. Philistine)对
以色列人的威胁。考古发现表明，从公元前 1150 年到 1050 年，非利

士人开始在地中海东岸立足，并因其严密的寡头统治、铁制兵器以及

灵活突击方式，使得生活在中央山地的以色列人遭受着比原先的迦南

城邦国家要严峻得多的冲击。撒上 4-6 章的约柜叙事在此被引入进

来，也是为了说明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威胁大大超过了以前的迦南

人。这要求以色列人组建更为严整的军队来对付非利士人。从内部因

素来说<<士师记》刻画了一个以色列族群内部分裂、互相攻击的例

子，那些势力较大的支派如玛拿西、以玛莲、便雅悯和犹大之间争执

加剧，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可能出现不平衡，大卫在与扫罗斗争时，轻

易地组织起儿百"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 (撒上 22: 1-2) 

就是这样一些流民，他们的存在表明当时部落社会的秩序已几近危

殆。在面对这些内忧外患时，旧的魅力型个人领袖一一士师的统治己

没有什么效力，于是以色列人乃呼唤王权，以解决这些危机。

按圣经叙述，这并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要求建立一个国家，在士

师时代的亚比米勒时期，他们就有一次流产的建立国家的实验(士别。

但这一次在更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松散的部落联盟终于接受了新型的

社会制度一一国家，并以便雅悯部落的扫罗为第一个君王。

严格地讲，扫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君王。在《撒母耳记》的一

些更为古老的文本单元中，他被称为"领袖" (甲l~. leader). 而不是用

正式的君王称号(币。， Mng)。同时，他似乎也没膏常备军，只有自己便
悯雅支派一些人跟随他，与异族进行战争时，别的部落才参加进来:

他的王朝到底控制了多广的区域，也不清楚(j)他也没有正式的首都;

也没有正式的国家赋税制度:他甚至不是制度化的军事领袖，只是由

于非利士人的不断侵扰，才迫使他长期担任这一角色:他最初似乎并

没有要立儿子接替王位的打算，只是到了王朝晚期，才安排儿子来继

承王位。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个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君王更像是酋

邦的酋长，而不像是王朝的君王。从《撤母耳记》的叙事风格来看，

扫罗王朝并非它的叙述兴趣所在z 在前半部分，扫罗代表的更像是旧

由按 R. Rend恤霄，我们无法建构出一个扫罗的国家形态，而他管辖的范围也只包括2 约旦柯东

岸，以法莲、便雅悯，却未提到犹大地• Inlro伽ction，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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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师传统，而且处于与撒母耳的持续冲突之中:而后半部分，他还

未退出历史就被大卫的光芒所笼罩。因此，在整个的王朝叙事中，扫

罗是第一个君王，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但是，无论扫罗是多么地与旧时代的"士师"相似，是多么的不

显著，人们也都意识到，他带来的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z 国家。君

王是为人民争战的领袖，也是人民的"治理者、统领者"撒母耳先

知向以色列人预示了国家将彻底地改变旧的平等的组织方式，而代之

以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金宇塔式的社会结构z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Jl马、

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

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

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

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

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掉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

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撒上

8: 11-17} 

虽然如此，以色列人仍然以立约的仪式方式自愿地接受了君王及王朝

制度(Kingshi抖，自此以色列历史进入到王朝时代。①

2. 王权(Kingshi目的神学正当性问题

在第一次以色列人试图建立王朝的实验中，士师基甸就曾以"只

有耶和华为以色列之王"的神权主义(也即racy)来拒绝建立国家。@因

此，当扫罗成为制度化的以色列王朝的第一个王时，我们可以来分析

希伯来圣经对于扫罗及王权制度的神学评价。有趣的是，在对王权的

神学正当性的判断上， <<撤母耳记》中的扫罗叙事就有两条不同的路

线或传统。一条对王权的正面神学评价，主要体现在如何拣选扫罗的

ω关于以色列进入国家的方式，参游斌， (希伯来国家的起源及其模式>>， (民族哲学与宗教》

(北京z 民族出版社， 2∞1 年); <<希伯来传统的国家合法性问题>>， (哲学研究>>， 2002年 3 月.

@ (士师记>> 8 : 22-23. 以色列入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

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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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叙述中 (9 : 1-10 : 16; 11 章) ;另一条则给出了相当负面的判断，

主要以撒母耳的公开讲演的形式表达出来(8 与 12 章). (j) 

在关于拣选扫罗为王的正面叙述中，还可以看到两个故事。一个

是作为先知的撒母耳秘密地膏选了扫罗，称他为"耶和华所膏的为他

产业的君王" (10: 1);另一个则是通过斟签的公开方式选出扫罗，并
且在他的杰出军事能力得到表现之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公开地，并在

宗教上对其加以认可，即所谓"在耶和华面前" (11 : 15) 立扫罗为
王。②

而对于王权的负面神学判断，则以 8 和 12 章中的撒母耳讲演为

主，而 10 : 17-27 更以先知神谕的句式将以色列人立王谴责为对上帝

的悖逆。通过对这些单元的考察，可以看到， 8 章并非出自于后来的申

命史家的编修，而是在事实上(de facto)代表了早期以色列人对于王权

的深刻谴责。③这其中既有社会学的原因，即人们对于王室的十分之一

赋税的经济担忧:但更重要的是神学原因，因为在前面对耶和华与以

色列人的立约的"宗主一附庸"形式的分析中，耶和华为视为是以色

列人的"王"。这一神学原则一方面表明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宗教上的

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则将人间的王权制度视为对耶和华为王的神学王

权的亵渎。因此，建立国家的叙事被纳入到神人关系的整个历史框架

中，被视为人悖逆耶和华之罪的新表现。

在《撒母耳记》的正典形式中，有上述两个相互矛盾的传统。在

以色列王朝产生的历史实景中，到底哪个传统是主流，我们难以弄

清，但是，却可将《撤母耳记》的正典形式(Canonica1 fonn)视为希伯

①一些新努力试图用"综合的" (syn由甜。方法来解读《撒母耳上>> 9-15章，并认为它们总体上

是一致的，因为在此需要分清圣经叙事反对的对象是什么，它们分别可能是、一般性的王朝$

2、扫罗的王权 3、以色列入对王权的要求(叫U国.t). 并认为在《撒母耳记》中，对第一种模糊，

隐含着第二种，明确的只是第三种.参 V. Phiti严Lo鸣， The Reign and Rejection 01 King SauI: A αlSe 

lor Literaη and Theological Cohere时e， (Atlanta: Scholars pr田s， 1989)，尤见其 235-242 页.此处依通

常看法，仍然将其解读为不同的二个传统。

晤。. Eissfeldt 甚至认为在 10 : 17-27 中可能还有另一个传统，即撤母耳传达了一个神渝，要以

色列入拣选最高的人来做君王，并在最后挑出了扫罗.转引 R. Rendtor霄~ t7l页.新近研究认为，

可以把扫罗之拣选王的叙事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来理解，见Philips Long, "How Did Saul Be刷E帽

King? Literary Reading and Hisωrical RJ田:ons缸uc匾。n"，在 A. R. Mil1ard et. al, Faith, Tradition, and 

History: Old TestQl阳It Historiog呻'hy in Jts Near Eastem Co刚刚(Winona Lake, 10.: Eisenbrauns, ]到屿，
271-284 页。

@R. Rendtor霄~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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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宗教对国家的神学评价。总体而言，在《撒母耳记》中，那个对王

朝持正面评价的传统。: 1-10 : 16; 11 章)，乃被那些持负面评价的传

统(8 章， 10: 17-27; 12 章)所笼罩，后者是正典叙事的主流。这一负

面评价也是接下来的扫罗叙事的主旋律，扫罗和他建立的王朝被叙述

为对耶和华的悖逆:他与非利士人和亚玛力人的战争，完全被他对耶

和华的悖逆以及耶和华对他的厌弃所笼罩。在此，神学上对扫罗的负

面价值判断，也是《撒母耳记》将叙述重点转移的思想基础，此后，

大卫取代扫罗成为王朝叙事的主角。

总之，与世界所有文明的进程一样，在进入国家(或王朝)状态时，

宗教都要对其正当性做出说明，并且随着王权与神权之间此消彼长的

发展，不断对国家的神学正当性进行新的解释，在后面我们再对进行

详析。但可以说的是，在进入国家状态之初，也许一方面由于以色列

仍然处在传统耶和华崇拜的强大影响之下，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政治

力量仍然非常弱小，总体而言，希伯来宗教对于国家的价值判断是以

负面为主的。

三、大卫王朝及其新气象

扫罗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他在王位上只有 2 年的时间。此后，

就由深远地影响了以色列历史和神学的大卫(King David)所取代。这是

从《撒母耳记上)) 16 章到《列王纪上>> 2章的主要内容。

1.大卫故事的编修与文体

可以将圣经中的大卫故事分成几个大单元z 从撒上 16 章到撒下 5

章，通常称为"大卫出场" (Rise of David); 从撒下 9 章到王上 2 章则

被称为"继位叙述" (Succession N町ative); 中间的撒下 6 章到 8 章则

是一些零散的单元①。"大卫出场"部分是大卫为王的序幕，其中扫罗

由《撒母耳记下>> 6-8 章中的零散单元可以分为 6章的约柜叙事，从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新的

神庙(sanctuary)所在地 7 章的拿单之谕(Nat恤'8 Proph町).这显然是申命史家的作品 z 而关于大

卫对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他的官员的名单，则可能来自于所谓的"王朝档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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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卫的冲突占据大部分内容:而后面的"继位叙事" (Suc臼ssion

Narrative)即讲述了他的儿子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大卫如何出场，进入对王位的争夺之中，我们同样面对着一

个由多样的传统组成，但又由某种高超的叙事技巧将它们整合为一个

整体结构的文本。在撒上 16 : 1-13 中，大卫被撤母耳秘密膏选为以色

列的新王:但是，在接下来的 16 : 14-23 中，大卫是因为他的出色音

乐才能(或音乐治疗术)才被扫罗传召进宫的:而在 17 章关于他与哥利

亚的战斗中，他是被他父亲吩咐去做战事后勤工作，而扫罗甚至不认

识他(17 : 55)。但是，接下来扫罗对他的嫉妒，以及对他的追杀却构成

了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那些分散的故事显然被一个非常熟练的文学

编者整齐地、富于叙事技巧地组织进来。①其中更穿插着一些解释性的

经文，而且通常是由扫罗或他的儿子约拿单说出来，不断地暗示这场

争斗将是大卫获胜。②这些都表明正典的《撒母耳记》乃是经过娴熟的

编修之后的结果。

而第二个大部分的"继位叙事"则与上面这个部分不同，它是一

个较为完整的文学单元。只是在 10 : 6-11 : 1 与 12 : 26-31 部分插入了

二个王朝档案(officia1 documents)。只在很少的地方，可以见到明显后

来插入的对历史的神学解释。@虽然撒下 21-24 章通常被称为附录

(appendice纱，被认为是为了在篇幅上凑成一卷以大卫为主人公的书

卷，从而使下一卷从他的儿子所罗门开始，但它显然也经过了精心的

文学处理，例如z 它的一头一尾都是关于大卫的故事，而在这两个故

事中，都出现了"瘟疫"这个主题。1 : 1-14; 24); 在中间又都是"大

卫的英雄们的故事" (21 : 15-22; 23: 8-39); 而两个故事的中心，又

都是由两首诗歌组成(22; 23: 1-7) 。

《撒母耳记》将大卫的故事组合成一个整齐的整体，其中撒下 7

章是一个中间的桥梁，而在这桥梁两头，则分别是一个"对大E的祝

福" (撒下 2-5)和"对大E的咒诅" (撒下 9-24)。在前者，大卫是"以

色列的牧者"耶和华将他从万民中拣选出来，做以色列的君王:而后

者，在拔示巴事件之后，耶和华"从(大.=E)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他，此

由详参 R.Rendωr筒'， 172 页.

⑧可分别参撇下 18:8.20:31.24:21.26:25，约拿单之口则见 20 : 13-16. 23: 16-18. 

25 : 28, 30. 撇下 3 : 9. 18. S: 2. 12. 

@如撇下 11 : 27b. 12: 24b. 17: 1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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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内乱不断。这样的整体结构表明它经过了非常细致的编修ι

如果把从撒上 16 到王上 2 看成是一个以大卫为主角的文学整体，

那么，我们也要来探讨这个整体的文本以及它的写作目的的问题.在

这里，用现代的一些术语来界定古代以色列人的作品又将遇到重重问

题。首先，人们常常把它看成一个为大卫进行美化的政治宣传(poli岳阳l

propaganda)或辩护(Apology)的作品。①确实，在前半部关于大卫取代扫

罗的叙事中，作者尽量避免将大卫刻画成一个篡位者的形像:而在后

半部分，大卫对扫罗的后裔又宽容恩待，而在宫廷的内乱中，他也似

乎只是一个受害者，而且他对叛乱诸子都十分仁慈@而且，他取代扫

罗成为以色列君王也被叙述为耶和华上帝的拣选。但是，它与通常的

政治宣传与辩护又有本质的差异，它没有将大卫神化为"上帝之子"

而且它真实地记载了不利于大卫的诸多劣迹。例如，在逃避扫罗的追

杀而四处流浪时，他像是一个黑帮头目:在取得王位之后，得意忘形

地跳舞，如同一个得势的无赖:而他强抢拔示巴的行为，更被严厉谴

责，被称为是干犯耶和华的罪，是宫廷内乱的道德起因。其次，它又

不是通常的所谓的历史作品侃侃:oriography)，他的基本材料甚至不像

《列王纪》所用的是"史志" (chronicles)，而情节的起伏跌窑更像是所

谓的"历史小说" (Historica1 Novel1a). 最后，在正典形式的《撒母耳

记》中，又按申命神学的基本原则在叙事中插进来不少的神学解释，

并在撒下 7 章的拿单之谕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因此，恰当地说，它

是历史、小说、意识形态和神学叙事交织而成的一个混合体。

2. 大卫王朝的新气象

大卫登上王位后，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在巴勒斯坦

叙利亚地区，以色列王国甚至逐渐具有一个小帝国的形态，并在其后

的所罗门治下达到了以色列历史的鼎盛时期。

大卫巩固王权的第一步是将南部的犹大国与北部的以色列国统一

起来。如前所述，扫罗统治的疆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对于诸支

①参 Collios， 225-241 页.

②对于"继位叙事"及其意旨的出色分析，可参 R. N. Whybray, TIU! Succession Narrative: A 

S阳码10/11 Sm阳eI9-20; 1 Kings 1 & 2 (1-00由'0: SCM, 1968)，尤见其第一单元， 10-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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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他死后，大卫的第一步是先在

希伯仑受膏成为犹大的君王(撒下 2 : 1-衔。而此时，虽然扫罗己死，但

他的元帅仍然立他的儿子伊施波设 (Eshbaal，希伯来文字面意思是"巴

力之子" )为以色列部族的君王。此后即开始了长时期的南北较量，直

到撒下第 5 章，伊施波设被杀"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仓与大卫

王立约，也承认他是北部以色列众支派的君王。自此，大卫就被称为

"以色列和犹大王"撒下 5:5 将这个称号与他原来的"犹大王"特

意区分开来，乃是强调他统一整个民族的意义。

接着，大卫夺取耶路撒冷，作为新的都城。耶路撒冷正好处于北

部支派与南部支派之间，大卫将之变为一个独立之城即"大卫之

城"既不属于北部支派也不属于南部支派。他废弃北部的玛晗念都

域和南部的希伯仑，以耶路撒冷为国家的新中心。与这样的政治举动

相配合的，则是他的宗教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将约柜搬到耶路撒

冷，使之亦成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中心。他还对相关的祭司制度进行了

改革。①他还可能改革了与祭祀相关的礼乐，包括《诗篇》中的部分

"崇拜诗篇" (Cultic Psa1ms)。总之，这是新王朝在政治和宗教上采取

"集权制" (Centralization)的重要开始。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大卫是如何进行王朝行政制度的改革，但是，

从撒下 8 : 16-18 与 20 : 23-26 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效法埃及王

朝，设立官职，分定他们之间的权力与功能。官僚体系成为管理社会

的重要机构。从这些官职的头衔就可看出，它们是以功能或事务来划

分，这已经与原来建立在地域或血缘基础之上，以支派或宗族长老为

领袖的组织体系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大卫王建立较为成型的国家制度之后，与异族他国的关系也发生

了变化。<<撤母耳记)) 8 : 1-14 叙述了大卫在对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

功，包括:战胜非利士人，使摩押、亚扪和亚兰人归服，使它们成为

附庸国。后来，大卫王朝覆盖了"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的广大区

域，这时才与《创世记)) 15 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相合，也是以

色列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时期。

①大卫所进行的祭司制度改革、将分散在各地的神庙祭祀都集中到耶路撒冷的问题，由于希伯

来圣经多重文本如原始史料、申命传统、祭祀传统的累积，十分复杂，详参 ABD 中的Levites and 

阳回臼辞条。但毫无疑问，耶路撒冷自此之后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神庙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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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卫神学z 转向与革命

相对来说，以色列国在古代西亚的政治版图并非举足轻重，因此

大卫王朝的政治意义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大卫或

者说以大卫为代表的君王的出现，却大大地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宗教理

解，并在神学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一直延伸到犹

太一基督教的传统之中，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我们研

究希伯来圣经的重点所在。

1.拿单之谕例a也an's Propb缸"与大卫之约(Davidicωv棚画。

如前所述，撒下7章的拿单之谕是申命史家编修大卫历史的一个环

节，其中反映了申命神学的某些重要思想，如 13节中的"为我(耶和

华)的名" ('喻的. for my name)就是一个典型的申命神学术语:而14节
中"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也反映

了申命神学对人的责任的强调。而且，从文学结构来说，这一段经文

在整个申命历史叙事中处于桥梁地位。但是，这不影响这段经文的古

老来源，尤其是它在神学内容〈特别是对圣约的理解〉上代表着与申

命神学相异的另一条传统。

在《撤母耳记》中，先知拿单第一次出现就在撒下7章。在此，将

具有如此重要神学内涵的片段，通过一个前面毫无交代的人的口说出

来，很可能就表明这段经文实际上别有来源。此外，拿单对大卫的回

答实际上前后矛盾。节与5节)，前者在文体上只是一个对话:而后面的

重要部分(5至 16节)却用"耶和华如此说" (;n;," ，自然罚~， thus says 

YHW凹的先知神谕格式句来讲述，表明它可能来自某个古老渊源。总

体而言，它代表了比申命史家们更早的以色列人对于大卫王室的自我

理解。①

这篇神谕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家"仰、:1， hou回)来展开的。

"家"的含义十分丰富，对耶和华来讲，这就是"耶和华的殿"对

Ij) GottwaId, 334页Collins，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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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来讲，则是"大卫王朝"回整篇神谕的内容是z 不必要由大卫来

为耶和华建立圣殿，但反过来，耶和华却要为大卫建立一个永远的王

室。所以，这是在神学上赋予大卫王朝以永远的正当性的一段神谕。

拿单之谕通常被称为是"大卫之约n 其实，在这篇神谕中并未

出现"约"仰、唱， covenant)这个词，但是它充满了"你一我"立约的

思想，而且耶和华所用的"慈爱" ~on， love)一词也常被认为是与

"约"的思想相伴相随的。如果说它是耶和华与大卫王室所立之约的

话，那它也与西奈的摩西之约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与其说这是一个

"约"匆宁说它是耶和华对大卫的永恒应许。在这个约中，只看到

耶和华这一边需要为大卫王室所负的责任，在大卫这一边却没有看到

任何的责任。因此，它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之约(pro皿ssory

covenant) ，而不同于摩西之约是一个有条件的责任之约(obligato可

covenant)。就此而言，它与西亚文化中的"允诺" (Graot)之约相近，

在希伯来圣经中，则与亚伯拉罕之约更为接近。①这是一个不可取消

(irrevocable)之约，虽然上帝会惩诫大卫王室的不当行为，但永远不会

中止大卫的世系。-因此，它不是建立人的可能性之上，而是建立在耶

和华上帝的永恒现实性之上的圣约。

其次，这是一个"永约"。虽然在这一段神谕中并未出现"约"

这个词，也未出现"永约" (1口"'37 n叫::l， everl臼ting covenant)这个概
念，但是，它不断地出现"直到永远" ~口"'37-.，37， forever)一词，显示它
是耶和华与大卫王朝所立的永约，一个永不废弃之约。当后来王朝覆

灭之后，这一观念乃成为人们的弥赛亚盼望的思想基础。

最后，它在耶和华与大卫谱系的君王之间确立了"父一子"的关

系，即"我(耶和华)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σ: 14)。换句话

说，大卫谱系的君王就是耶和华所收养的儿子，君王以一种肉体之身

却在宗教上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儿子。这样的思想对于以色列宗教而言

也是开天辟地的。

因此，通过对撒下7章的先知拿单之谕的考察，我们发现了一种迥

异于扫罗时代的君王观，使得希伯来宗教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向期。在

希伯来圣经的其他文本中，可以看到这并非是单个的现象，而是一个

由故此，常有人将《创世记》中的亚伯拉罕之约看成是大卫之约在远古时代的投射.参

E沁脚a1d.335 页，并ABD之臼，venant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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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在的神学潮流。我们可以通过对《诗篇》中的"君王诗篇"

(Royal Psalms)的分析，来分析这一潮流。

2. 君王神学与锡安传统(Royal Theology & Zion Traditio时

在《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对君王(尤其是南国君王或耶

路撒冷传统)的理解上，在神学旨趣上与撒下 7 章非常接近的诗篇群

体。人们将其称为"君王诗篇"(Royal Psalms) , 通常包括 2、 45 、 72、

89 、 110、 132。①

对这些诗篇进行形式评断学(Fonn Criticism)研究，指出一个有力

的事实， ep它们都带有一定的仪式氛围(cultic sphere)，尤其是那些与君

王有关的仪式活动，故可以肯定这些诗篇成于流放时期之前。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这些诗篇的仪式氛围，以及它们所用诗歌的庄严文体，

所以，它们对君王神圣性的歌颂，远超上述拿单以先知神谕的形式(如

立约、应许的概念等)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程度，甚至开始具有宇宙论的

本体含义了。@

例如，通常认为，诗 2 与 110 的仪式场景是君王的登基仪式

(enthronement ceremony)。在诗 2 中，以色列的君王被称为是世界的

统治者，列邦都被耶和华所击打:君权直接来自于耶和华上帝:甚

至他向列国宣告"我今日生你"君王被直接称为上帝之子。而在

110 篇中，君王以通常用来表述上帝的"主"这一头衔所称呼:也同

样被称为上帝所生之子:坐在耶和华的右边。而且，君王被认为是

接续麦基洗德这样一个远古人物的统绪为王，麦基洗德是一个迦南

文化中的君王，集君王与祭司于一身。因此，这样的仪式场景以及

它所用的术语象征，都表明以色列的王权在此借用了迦南文化中的

君王神圣的观念。

诗 45 的仪式背景则可能来自君王的婚礼，在一段夸耀之后，诗人

直接称呼君王为"神" (1口『悄然， God, 6 节). @当然，作者也显然将这里

由在先知传统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单元，如《以赛亚书>> 9: 6-7; 11: 1-5; <<弥迦书>> 5: 2-5. 

@因此. 1. Collins 甚至说撒下 7 章的大卫永约是温和的，或者说，是一个解神话了的、降调了

的君王神学. 237 页。

⑧当然，如何理解这样的称呼，也有各种观点.可见于不同译本的译法，通常随英王本 KJV.

用称呼法咱God"t 但是，新美语版 NAB 则将God小写为例g 而新耶路撒冷版 NN则将译为.'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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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君王的"神"与后面的"神，就是你的神" (7 节)区别开来。但

是，用这个在摩西传统中近乎渎神的称呼来称君王，也将君王的角色

拔高到神圣的层面。

诗 72 除了宣布君王是世界的统治者之外，还认为君王是公平和公

义的执掌者。这里的公平与公义不只是社会性的，而且是宇窗性的，

如"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与 5 节)。这与难解的 89 篇有一定的相同之

处。而诗 132 则与撒下 7 的永约应许较为接近。但它可能还有一个仪

式化的场景，即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此，它还为"大E永

约"加入了另一个因素，即锡安是耶和华的永久居所，是他"所愿意

的" 0 (14 节)

因此，大卫为王、定都耶路撒冷乃至后来的圣殿修建的经验，完

全改变了以色列人对于君王、王权的理解，并形成希伯来宗教中的君

王神学，其中儿个基本要点是 1、君王与耶和华上帝之间有某种父子

关系 2、君王是耶和华和人之间的中介者:在他们看来，耶和华与人

民立约，而耶和华又与君王立永约，所以，君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

表 3、君王是虔敬和顺服耶和华的典范 4、君王代表耶和华在以色

列和列邦中执掌公义 5、君王还是帮助耶和华维持创造的秩序，免受

混沌侵害的代表 6、锡安是耶和华永居之地，是神界与人界交汇之

地，或者说，是天与地之间的"肚脐眼"。由于这些观念又是与锡安

(亦指耶路撒冷)这个空间象征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也可称为"锡安传

统" (Zion Tradition) 。

因此，大卫永约或王朝神学给希伯来宗教对神人关系理解带来了

革命性的新元素。它是希伯来宗教中的祭祀传统的思想基础之一:它

对于耶和华与自然、世界关系的深厚理解，使出埃及、西奈传统的创

造元素得以深化，从而使得希伯来宗教在历史的拯救传统之外，还形

成了深厚的创造传统(creation tradition); 它也是后来以色列人在王朝灭

亡后，仍然盼望重建(restoration)、弥赛亚的神学基础。锡安传统也是

食h咀，m God"飞$修订标准版 R邸sv则译为形容词"yt白。UISdi忖ivi叫ine 由rone"

咱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以色列宗教对迦南宗教和文化吸收的较为深刻的地方之一.迦南(如乌

加列文化)对于神的圣山、神在圣山上维持着创造的秩序、战败的列邦前来朝拜神的圣山等神话或

字窗论传统，在君王神学中可以看到相当的影子.参臼忧W剧， 335; Rend阳霄" 108 等.关于锡安的

神圣地位，我们在后面对《诗篇》中的"锡安诗歌.. (46; 48; 76; 84; 87; 122; 137)中再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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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理解众多先知们，尤其如以赛亚、以西结的所传圣言的基

础。总而言之，以锡安传统、圣殿神学、无条件的圣约、耶和华的宇

窗之王等思想因素为内容的大卫神学传统，与前面所说的以出埃及的

历史拯救、西奈之约中心的摩西传统，处于相互冲突却又彼此补充的

张力关系之中，是我们理解希伯来宗教发展的一个主要线索。

五、所罗门时代z 繁荣与衰败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说，以色列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旋涡

中份量不重，其繁荣也十分短暂。大卫统一南北之后，以色列的国力

在他的继位人所罗门那里达到鼎盛，但随即国家分裂，陆于内乱，成

为相继而至的世界帝国的附庸。算起来，以色列的繁荣只有不到二代

人的光阴。在这一节，我们来考察以色列的繁荣时期一一所罗门王。

1. (列王纪上》的所罗门叙事例町rative of Solomon) 

圣经对于所罗门的叙述，主要是在《列王纪上)) 1-11 章之中。与

《撤母耳记》的历史叙述风格相比，这又是一个相当不同的单元。如

前所述， ((撒母耳记》是一个流畅、平滑的历史叙述，申命史家的编

修痕迹并不显著。但是，关于所罗门王的叙事却可清晰地看到申命编

修的痕迹(Deuteronomistic s阳np)。显示它是编成于较长时期之后的、

反观性的(retros严ctive)作品。

在"所罗门叙事"中，可以看到来源很复杂的原始材料，它们包

括z 王朝档案(official documents)，即 4: 2-6 与 7-19 中的两个名单:历

史笔记(historical notes)，如 3 : 1, 5: 6-8 , 9: 15-28 , 10: 28 等:圣

殿档案(temple archives)，如 6:2-7:51; 民间故事或传说，如 3 : 16-

28 的"两女争子"而 10 : 1-13 中的示巴女王的访问，既可能是史录

(annals)，也可能是传奇(saga)。最后，人们可能很早就把这些原始材料

编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所罗门记" (Acts of Solomon)，成为申命史家

进一步编修的原始材料。①

①关于"所罗门记"到底包括哪些原始材料，很难确定.可参 lohn Gra弘 1 &: 11 King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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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命史家对于所罗门王的编修，不仅表现在大段插入的申命解

释，如王上 8 : 14-61 所罗门所做的献殿祭词之中，而且体现在所罗门

叙事的整体结构安排上。例如，在仍属于"继位叙事"的王上 2 章中

所展现的所罗门王，是一个毫不留情的、残酷的将他的政治对手斩尽

杀绝的新君王。但是，从第 3 章开始，所罗门就突然变成一个富足

的、和平的、智慧的君王。这一转变的关键，按《列王纪上》的叙

事，是在第 3 章，即所罗门在梦中与耶和华的相遇。在历史的关键时

刻插入一段解释性叙事是申命编修风格的体现，而且这一故事的内容

也深具申命神学的思想。①

我们简要地对这一段故事进行分析，以揭示其申命编修的性质。

王上 3 : 4-15 这一段经文非常高超地运用了希伯来文学的一个特殊技

巧一一"内括结构" (inclusio)。简单来说，就是将某个开篇的主题，

在结尾时再重复一遍，既在文学上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单元，又强化

了那些被内括起来的思想内涵。

A. 所罗门在基遍就祭， 4 

B. 所罗门做梦， 5a 

c.所罗门祈求， 6-9 

C'. 神回应所罗门， 10-14 

B'. 所罗门梦醒， 15a 

A'.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献'导， 15b 

因此，这里有一个外层的"内括结构"通过这个结构，将重心落在

中间二段，即所罗门的析求与神的回应之上。但是，在这个外层的内

括结构之内，还有一个内括结构。

A.大卫用诚实、公义、正义的心行门与罚， wal均在你面前，你向

CommentQry (l.ondon: 8CM, 1970)， 23-25 页.

①所罗门与耶和华在梦中的另一次相遇，即王上 9: 1-9. 被称为是以 3 : 4- 15 为模型的编写.

同样，它也一方面在内容上体现了申命神学，另一方面在编修风格上也是插入在一个关键时刻，即

所罗门王建成了圣段和他的王宫.参 10M Gray, 235-236 页z 另可参Victor Hurowitz, I Have BIIUt 

YOII An &uúted Ho田'e: Temple Bllilding in 加 Bible in Ught of Mesop。但刷刷 and Northwest Semitic 

阳伽，gs (Sheffield: 180τ: 1992), 301-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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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旋，恩典， 6a 

B. 所罗门接续王位， 6b 与 7

c.所罗门在耶和华所拣选的民中， 8 
C'. 所罗门求赐聪明智能， 9 

B'. 神应九所罗门所求，列王中元人能比，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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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罗门若效法大卫，遵行、谨守内与n， wa1k}耶和华的道，必

长寿， 14 

在这个内层的内括结构中，可以看到二点:第一、所罗门为智慧之王

是中心所在，通过这一叙事的承转，将耶和华与大卫之间的关系，转

移到所罗门合法地继承大卫之王位，所罗门成为与耶和华立约的君

王:第二、在对应的 6a 与 14 中，耶和华的道、律例、诫命的遵守谨

行，是君王富足和平的条件。①

从思想上来看，它也有着丰富的申命神学的特点，包括z 耶和华

与以色列君王之间的立约关系:以色列民是耶和华"拣选的民"耶

和华的祝福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遵行我的

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以之为神学模型编修的所罗门另一梦

。: 1-9)，则发展出这一原则的否定式，即如果"不跟从我(耶和华)，

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事奉敬拜别神" (9 : 6)，那么一切灾祸

就会降临。这些都是申命学派的关键神学术语。

2. 所罗门的君王形象

《列王纪》将所罗门叙述为一个和平的、富足的、智慧的君王。

3-11 章虽然借助于诸多的原始资料，但里面没有提到战争，而是大量

地讲到他与列邦的贸易活动。同时，从王上 4 章对于官吏的记载来

看，他也可能强化并扩充了他的王朝行政体制。有意思的是，他将国

家分成 12 个行政区划，按月份轮流供养王室。这个行政系统与 12 支

派的范围有所区别，也许说明王朝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其此前有着

面对于这个内括结构的详细说明，参 Hellen A. Kenik, Design for Kingship: The De脚'ronomistic

Narrative Techn句ue in 1 Kings 3 : 4-15 (Chico, CA.: Scholars pr回s， 1983) ， 41-173 页.李保罗(列王

纪>> (香港g 天道书楼， 2∞1) ， 292-293 页。内括结构的文学技巧，常以《诗篇>> 8作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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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

简单地说. <<列王纪》主要刻画了所罗门三个方面的形像。第

一、所罗门的智慧。从那个导引性的梦的叙述开始，耶和华就将智慧

赐给了他。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对他的审判能力的彰显，先是二女争子

的故事:然后. 5 章借推罗王的口来赞赏他的智能，这与 10 章的示巴

女王来朝的叙事一起，说明所罗门的智慧得到了国际公认。最后，

11 : 41 又再次用"所罗门记"来强调他的智能。①第二、所罗门的豪华

与富足。三个较长的叙事都是为了衬托这一点 4 : 1-5. 8. 9: 10-

28. 10: 14-29。示巴来访的叙事也是为了同样目的。第三、所罗门的

大兴土木。这也占据着很大的篇幅，从 5 : 15-8 : 66。他既要兴(改)建

圣殿，又为自己兴修王宫。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所罗门似乎被叙述

为圣殿崇拜的设计师、奠基人和保护人，他在宗教上的虔诚形象也得

到了突现，如 3 : 4-15 中"对耶和华的道的遵守" 8: 14-21. 22-53 

在奉献圣殿时的虔诚祷告:在 8: 54-66 的献祭仪式中也有突出地位。

所罗门的光辉形象自 11 章开始走向下坡。按申命史家的解释，这

是由于他被外邦女子引诱，去事奉别神，包括z 事奉西顿人的女神亚

斯她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扪人可憎

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邱坛等等(11 : 5-助。虽然，耶

和华不会惩罚所罗门本人，却暗示了所罗门死后王国即将分裂。

但是，这却为所罗门王国之衰败的叙事提供了铺垫。在 11 章之后

的叙事中，先是原来的附庸小国先后独立出去，如北部的大马士革(23-

25 节)、南部的以东小国(14-22 节)。接着，在国内，由于连年的大兴土

木，征民服役，原来本不牢固的南部与北部支派的关系也出现紧张，

因此，为后面南北两国分裂的叙事打下了伏笔。

有必要提的是，在以色列史上，所罗门之死是第一件可以较肯定

地确定下来的历史事件。因为此后的南北王朝的叙事是史志性的，总

体而言，其年代推算是可靠的。而且，此后的事件也多多少少可以和

圣经外史料相互推敲，进行映证。一般人们接受的所罗王之死的时间

是公元前 931 年。②

'"所罗门的智慧形像，其象征意义非常重要.一方面，这与后面考察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 )有很深关系: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在宫廷这样一个"社会处境 " (Sitz im Leben)之下，

在传统的史志文体、先知文体等之外又出现了"智慧文体如《箴言》等.

@当然，学者们的细致讨论和推算仍然使得这个时间或迟或早几年.如Rend阳ff 将之定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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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圣殿的宗教史意义z 所罗门献殿祷文分析

总体而言，所罗门王本人在以色列宗教中的象征意义并不强烈，

他似乎更像一个世俗或人文主义的君王。①但在他所做事情之中，有一

件却深刻而永远地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宗教理解，这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为耶和华所建的圣殿(Holy Temple)o <<列王纪上>> 8 章所记的在圣殿修

建完成，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祭献圣殿之时，所罗门所做的长篇献殿祷

文是希伯来圣经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1. 文学结构及其意义

人们常将《列王纪上)) 5 : 2-9 : 9 视为一个整体，即关于所罗门王

为耶和华建圣殿的叙事。通过与西亚文学传统进行比较，对某个君王

为神抵建造圣殿进行记述，在西亚文化中较为流行，其叙述甚至有一

定的模式可循。②这一模式亦反映在所罗门圣殿的叙事之中，包括:修

建圣殿的决定(5 : 1-5 :句:准备工作(5 : 10-5 : 18); 对圣殿的描述

(6 : 1-7 : 51); 献殿仪式(8 : 1-11; 62-66); 献殿祷告(8 : 12-61); 上帝

对祷告的回应。: 1-9)等。但是，以色列人的建殿叙事的高潮及重点是

所罗门所做的祷文，代表了希伯来宗教在这一时刻对于圣殿建成之后

的神人关系的理解。

人们普遍认为 z 除了祭祀传统(P 典)对献殿仪式 (dedication

ceremo町， 8: 1-11 , 62-66)的一些轻微的编修之外，这篇文献主要是

一个申命学派的作品，其所用的基本术语都是申命神学式的，例如z

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的罪:拣选:遵行律例典章:集中崇拜(cultic

centralization)等。当然，说它是一个申命编修的产物，并不否定它里面

包含着原始的材料，例如z

元前 926年.37 页.

由有学者把所罗门时代称为"希伯来人文主义"兴起的时代.参本书第二十章的研究.

@Hurowi钮.32-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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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把日头立在天上，

但是耶和华曾经说过他要居于暗雾之中。

所以我坚决为你建造了巍峨之殿，

一个定所让你永远居住。 (8 : 12-13)① 

就显然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单元，不属于用散文形式所写成的所罗门祷

文。虽然今天我们己不可能将它的新旧层级分离开，但是，它的一些

材料可能比较古老、真实，也许就是所罗门在圣殿前的实际椿文。@其

中包含的当时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历史、神学和身份的自我意识，是我

们分析的要点。

要对正典的圣经文本进行思想分析，有时候，文学结构(literary fonn) 

本身比包含的神学内容(白白，logical content)还要重要。仔细看来，这篇祷

文有着非常精巧的文学结构。首先，从大的结构来说，它是由 2 个祝福

(blessing)和 1 个祷告(prayer)组成。这三个单元都是由所罗门的不同动作

来引出的z 所罗门转脸(14); 所罗门向天举手(22); 所罗门屈膝跪着，向

天举手，完毕就站起来(54-55)。而且，这三个部分在文学形式上也不一

样， 2 个祝福的引导语都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M'M' ."，~， Blessed 

be Yl阳西，而祷告的开始和结束都只是呼求"耶和华" (m~ 咽喉， 0

Lord God)。此外，在"视福"单元中"以色列人"是第二人称(你

们)， "耶和华"是第三人称(他) ;但在"祷告"单元中"耶和华"

是第二人称(你)， "以色列人"是第三人称(他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有一个NBIA' 的总体结构。

@这里用的是吕振中的译法，只是将通用神名"耶和华"取代目译本的"永恒主气和合本的

译法是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或已经建造股字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都没

有很好地表达出希伯来的诗歌文体，可参修订标准版(RSV) 英译本的钱好处理g

τbe Lordh凶 caused his sun to 

shine in the heavens, 

but he has said he would dwell in 

thick darkness. 

1 have built you a lofty house, 

a dwel1ing-place for you to occupy 

forever. 

②参 Hurowi钮，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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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21 ，第一次祝福

B.22-53 ， 祷告

A'. 54-61 ，第二次祝福

接下来，在"祷告"单元中，还有一个交叉结构(chiastic structure) 0 

A. 耶和华对大卫的愚爱， 23-24; 

B. 为大卫君王(Davidic Kings)所傲的祈求， 25-30; 

B'. 为所有以色列人所傲的七个祈求， 30-50 

A' 耶和华对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拣选与看顾， 51-53 

167 

这样，如果我们注意到第一个祝福中主要以"大卫王室"为谈论对

象:而第二个祝福主要以"以色列民"为谈论对象。然后，又可将

"祷告"部分分成二个，即前半部分乃围绕大卫，王室，而后半部分

乃围绕以色列民。这样，整个的所罗门祷文总体上又是一个交叉结
构。①

A.以大卫君王为中心的第一个祝福， 14-21; 

B.耶和华对大卫的单爱， 23-24; 

c. 为大卫君王的祈求， 25-30; 

c' 为所有以色列人所傲的祈求， 30-50 

B' 耶和华对所有以色列人的拣选与看顾， 51-53 

A' 以全体以色列人为中心的第二个祝福， 54-61 

在这整个结构的中间部分，就是 30 节所提到的"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

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昕，垂昕而赦免。"这也

正是圣殿崇拜的思想核心:大卫王室与全体以色列人，在"此处" (即

圣殿)所做的祈祷，能直达天上的耶和华，实现神人之间的沟通。

由对这一结构的说明，可参看 Hurowi钮. 287-289 页。



168 嚣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2. 所罗门圣殿梅文的神学内涵

除了上述文学上的精巧结构及其深刻意涵之外，所罗门祷文的内

容本身也是一篇重要的神学文献。简而言之，它界定了圣殿(;";''' n"~， 

Temple)的神学含义，即圣殿在神人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澄清了以色

列人集中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进行崇拜(cultic centralization)的意义，说明

了圣殿的出现在以色列宗教史上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它又涉及到新

的圣殿传统与旧的宗教传统(如约柜崇拜、律法精神等)之间的关系问

题，极有意义。①

首先，它指出圣殿并不是耶和华上帝居住的地方。这与西亚其他

文化的修建圣殿有着本质性差异。它的神学含义在于z 以色列君王为

耶和华修建圣殿，并不表明上帝从君王那里得到什么，从而君王有权

向上帝要求回报。所罗门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

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 (8 : 27)耶和华并

未从君王所修建的圣殿中得到什么好处，君王也不要指望以此要求耶

和华的回报。在他与耶和华的关系中，所依靠的不是他所修建的圣

殿，而是耶和华在历史中的应许，以及在圣约基础上对上帝诫命的顺

服，并最终依赖于上帝自由的良好意愿(God's good will)o @ 

接着，圣殿又为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关系开启新纪元，因为圣殿

是"耶和华的名"居住的地方，是在地上唯一可以通达天上耶和华居

所的圣地。在所罗门的祷文中，不断地提到"在此殿" (;,r;, n'~~， in 

由is House)或"向此处" (;,r;, C'i'O;'-切， to this PI则祷告。它表明，
一方面，不管在以色列的哪个地方，所有的祷告都要在或指向耶路撒

冷的圣殿，圣殿是人的祷告能够上行至天的唯一中介:另一方面，上

帝又始终看顾着圣殿，能够昕到并眷顾人们的祈求。就此而言，圣殿

是人所居住的地界与耶和华所居住的天界之间的唯一通道，是天地之

接汇的"肚脐"。

最后，它还为圣殿修建之后的集中崇拜(Cult Centralization)提供了

@对这样的文献进行神学研究，一个大问题就是难以分清纠缠在这段文本中的多元传统，如原

始文献的圣殿传统与后来的申命编修的申命神学传统等，在此，我们只能以正典文本为基础来分析

它的神学内涵。对类似问题的阐述，参 Hurowitz， 285-287 页.

@希伯来文在 8: 23 用了两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即吁。n;" n"'::l罚(ωvenant 皿d love. 约与葱

爱)，来表示以色列君王所真正依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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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前提。从可能性方面来讲，以色列人所有的祷告，无论他身处何

处，都将归结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这里:从必要性方面来讲，圣殿是耶

和华的名唯一居住之地，也是上帝始终关注的唯一地方，只有在此处

向他的祈求、悔罪才能被他所昕见，通过圣殿从而被他所接受。这

样，在以色列各地存在的地方圣所既无必要，实际也无用处。没有对

圣殿这样的神学理解，申命改革要求集中崇拜、摧毁地方圣所的做法

就难以想像了。①

所以，这段祷文的编修者有意识地突出圣殿崇拜在以色列历史中

的地位，将其置于神人关系的两个重要阶段之间的继往开来的关键点

上。如前所述，在整个祷文的前半部分，即他的第一个"视福" (15-21) 
与接下来的"祷告"的前半部分(22-27)，讲述的是上帝过去对大E的

应许中的两个主要内容的实现，即建圣殿、坚立大卫谱系的王朝(撒下

7); 而整个祷文的后半部分，即"祷告"的后半部分(28-53)与第二个

"祝福"则讲述上帝如何实现他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即将他们从埃及

领出来，又使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得平安。通过对这些历史的回顾，他

又指出"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

例、典章" (58)仍是将来神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基础和条件。

总而言之，圣殿建成之后，有形的圣殿以及围绕着圣殿而衍生的

崇拜仪礼成为以色列的宗教和国家生活中的中心，那么，它与此前的

传统尤其与西奈所代表的"诫命传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 8: 56 

节，所罗门说"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

人，凡藉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似乎就是要

回应"锡安"的圣殿传统与"西奈"的诫命传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

言，所罗门褥文的叙事似乎在于说明 z 圣殿的修建是摩西应许的实

现。@但是，悖论性的地方在于z 强调圣殿是摩西传统的延续、补足、

实现，也就隐含着前者是对后者的改造(transfonnation)和替代。换句话

说，虽然圣殿崇拜接纳了旧的摩西传统，但实际上圣殿传统占据的是

主导位置。这一特点常被人们用来对"约柜"在圣殿崇拜之中的形象

的分析。按《列王纪)) 8 : 3-7 节，所罗门将约柜运到圣殿之中。需要

串参 Hurowi钮.2佣页.关于"耶和华的名"与申命改革之关系，可参 S皿dre Rich饰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η andtheM田ne Theolog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2) 

@详细分析见 G缸y N. Knoppers. 112-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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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这里不断强调约柜里放着"两块石版，就是以色列人出埃

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

外，并无别物。"但: 7)也就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约柜的仪式象征一一

上帝的脚凳，转移到约柜的诫命(commanding)象征上来e 在约柜搬进

圣殿后，圣殿就成为约柜的永久居所。按此叙事方式，圣殿确实接纳

了圣约的传统，但反过来，圣约却成为次于圣殿的一个象征。所以，

自此之后，作为耶和华之名在地上的永恒居所一一-圣殿就成为以色列

宗教的核心，过去的旧传统也是围绕着它来得到恰当的表达。

概括地说，圣殿的建成，以及围绕着它的一套崇拜仪式和神学观

念的成型，是以色列宗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标志着大卫传统

的最终形成。圣殿、崇拜(Cult)、锡安、大卫等构成了一个新的象征系

统(symbolic system)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套与"西奈传统" (Sinai 

Tradition)相对应的"锡安传统" (Zion Traditio时。①

曲此处借用Leveson 对希伯来宗教中不同传统的称昭.它们分别以两座圣山即西奈与锡安为核

心，各自形成一套象征系统，如:南国一北国:无条件的约一有条件的约2 大卫一摩西g 锡安一西

奈s 圣搬一律法等等.实际上，这两个传统也是相互融合的.虽然主题式的对立有些简单，但是却

有助于把握希伯来宗教的大线索.参 Jon Leveson, Sinai &: Zion: An En的， Into 伽 Jewish Bible (San 

Franci阻。:H缸per and Row, 1987)。



Jf!;在重

史前史的构建: (创世记) 2-11 章

以大卫和所罗门为标志的王朝时代，首次将一个真正意义的统一

的以色列国带入历史，在西亚的国际政治中也赢得了相当的地位。大

卫王朝在神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锡安神学(Zion Theology) 

成为希伯来宗教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时期的重要神学成就，还在

于它对希伯来宗教的既有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异文化的口头或书

面传统，进行整理、书写或编修，使之成为以色列人生活中的重要典

籍。它们既有助于以色列的族群身份和意识的形成，同时，由于这些

传统在宇宙论、人类史等方面所独具的维度，也加深或拓宽了希伯来

宗教的神学视野。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宗教的历史神学的一个显

著特点:历史越往后发展，它就越往前来追溯历史的起源。因此，他。

世记}} 2-11 章作为以色列人的史前史，到王朝时期才接纳到希伯来宗

教的历史叙事之中，并初步成型。

对于《创世记)) 2-11 章进行历史评断学的研究，十分困难，因为

它可能经过了故事产生、口头流传、成书时间、成典时间等不同的文

本史阶段，儿乎无法为其断代。我们在这里，将它当作大卫王朝时代

的文本成就，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①而且，讨论它们的神学成就，本

@人们对于希伯来传统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口头传统，并且这些口头传统构成了希伯来圣经的

重要来源，看法广泛一致.但是，对于这些口头传统大体上在什么时候用文字记载下来，则争论激

烈.除了把它界寇在大卫一所罗门的繁荣时期的看法之外，还有一种认为是到了流放和后流放时

期，即以色列国家消亡之后.这-看法的理论基础是2 书写最初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如公文、书

信、铭刻等，文化主要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口头传统以书写的形式固定下来，是由于受到政治环榻

的变迁而导致的记忆(即口头传统所依赖的载体)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消失，从而把它们书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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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这些文献很难说是某一个时期的原

创。但它成为某种正典形式的文本，在其书写、编修、重写的过程中

却又确实有某种深刻的神学。①因此，本章对《创世记)) 2-11 章的分

析，主要是对其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对它们后面所蕴含的复杂的文本

(正典)史的讨论还有待更细致的研究。

一、传统:口头与书写

人们常对圣经研究所应关注的文本对象进行争论，并形成两个主

要取向，一个主张关注文本的原初形式(origina1 fonn)，另一个则主张

关注文本的最后形式(fina1 fonn)o 前者着重于将圣经文本拆成不同的单

元，并考察这些原初的文本单元的历史、文学或神学的内涵:后者则

着重于当前读者所拥有的正典形式，并考察整体文本的历史、文学或

神学的内涵。②

就文本的最后形式而言，它的对象是较为固定的。但是，对于文

本的原初形式是什么，则又可形成不同层次的回答。如果加入口传与

书写这一对因素的考虑，那从原初形式到最后的正典形式的发展就更

为复杂。也就是说，它还可以分成z 口头之最初创作、口头之流传、

口头传统之被书写、书写的口头单元被整理为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

又被不同的传统整理或解释、最后成为正典的文本。这样，对于文本

的原初形式的研究可以提出如下问题z 某个文本的口头形式，是何时

被创作出来的?又在何时被写下来的?又在何时被编入到正典圣经文

本之中的?可以说，某个文本虽然内容始终是某个内容，但是由于它

采取的不同流传形式，以及所处的不同上下文，在正典处境(canonica1

来，成为保存和流传传统的重要手段.这一看法的代表著作剧.uard Nielsen. Oral Tradit时 A

Modem Problem 切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London: SCM. 1958)，对这种理论的学术史考察，参

Do.uglas Knight, R，自由iscovering 仇eTT田lit，ω'ns ollsrael (MiSSOlJIa: Scholars pr回s.1975) ，

@关于古代以色列的书写技术及材料，以及它们对圣经传统形成的影响，参 ABD 之 Writing

and Writing Materials 辞条.

@正典评断学的经典著作，参 Brevar咀 S. Childs. Introduction ω the Old TestlllMnt as Scrip，邸，曹

阴曲曲I庐ia: Fortress Press. 1979). 一般的导论性著作，可参 J. A. Sander亩• Canon and Community: A 

G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Philadelphia: Fonre回.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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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中的不同位置，都将给它们的内涵带来极大的变化。①

书写作为一种技术，在西亚文化及以色列历史中都有很古老的渊

源。公元前 3 千多年前，西亚的模形文字就产生并流传开来。与以色

列较为接近的乌加列文化的长篇史诗R嗣 Shamra是公元前 14世纪的文

献。考古发现还表明，书写传统在以色列地区也较早存在。在圣经经

文自身的引述中，就谈到人们的书写行为，如<<出埃及记)) 17 : 14, 

24 : 4 , ((约书亚记}}24:25o 以色列人可能很早就把传统整理成书，

如《民数记)} 21 : 14 提到的"耶和华的战记"; <<约书亚记>>10:13 上

提到的"雅煞理书飞《撒母耳记下}} 1 : 18 提到的"大卫哀扫罗的弓

歌，并写在雅煞理书"等。.

但是，从总体而言，前王朝时期的以色列人仍主要依靠口传来承

续他们的传统，书写主要是用于书信、商业、铭刻等实用目的。从圣

经某些文本单元的特殊文体可以部分地推导出这一点。例如，在希伯

来圣经的总体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诗歌文体，如《民数记)) 21 : 17-18 

中的"水井之歌飞《士师记)) 5 章的"底波拉之歌"; <<出埃及记>> 15 : 

21 中的"米利暗之歌飞《撒母耳记下}} 1 : 19-27 的"大卫哀悼扫罗与

约拿单的歌"等。另外，还有很多的诗体谚语，如《民数记)) 10 : 35-

36 中的摩西所唱"约柜之歌"; <<创世记}} 9 : 6 的"流人血之歌飞《创

世记}} 4: 23-24 的拉麦的"血仇之歌"; <<撒母耳记上}} 10 : 12 的"扫

罗列于先知之中"的俗语<<士师记}} 14: 14, 18 的"参孙谜语"等。

同时，还有很多以传奇(saga)或传说(legend)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的关于世

界的来源、人类远古的历史、对一个地方、一个人物或一种习惯的来

源进行解说的推元学(etiology)故事②、一些娱乐故事等等。除了以色列

电这也给圣经文本的断代或日期确定带来了极大的问题，因为某一传统的产生、书写{文字化)

与编入正典常重叠在一个文本之上，无法分开，也就难以给某一个特定的文本确定一个具体的写作

时间.反过来，这也为以色列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带来难题，既然无法给某一文本确定一个时

间，也就无法确定某一阶段的以色列思想.就此而言，对希伯来圣经的思想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假

说性的(hypo由创吟，本书对于以色列思想史的讨论同样如此.这一特点在五经研究中尤为如此，可

参R. Rendtorff对于五经研究的综述• Introduct归'n， 157-163 页。这也是人们近年来放弃对五经的历

史评断学(Historica1 Criticism)研究，转而采用正典评断学的原因，因为前者是相当不确定的，而后

者以正典形式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则是相对确定的.

咀所谓"推元学.. (etiology). 是指圣经对某一事物的最初起源的解释.最直接的例证是希伯来

圣经关于一些地名来历的故事叙述，如《创世记>> 28 章关于"伯特利"地名的由来，乃是由于

"耶和华真在这里.. (28: 16). 故为与民-rr~(神之家).音译即为"伯特和U" .另一种的推元故事，
可以是关于节日的，如《出埃及记>>13 章关于逾越节的来历g 可以是关于自然现象的，如《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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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原创的诗歌或传说之外，他们在进入迦南地后，还吸纳了迦南文化

中的诗歌或传说，如《创世记)) 22 章中的亚伯拉罕献祭以撒 28 章的

雅各在伯特利的梦等。这些诗歌、传奇与传说单元，在内容上，或者

为了解答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些困惑如宇宙和人类的起源，或者与一些

古代人物或事件紧密相关如战事胜利或失败等，肯定有其古老渊源:

在形式上，则具有口头文学易于颂唱、易于记忆等特点。总之，这些

圣经文学单元最初都是以口头形式在部落或地方社区中流传。

如上所述，在这些口头文学单元最初形成之后，仍然有一个口头

流传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深受接受这一传统的群体的历史一社会处

境、神学理解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此，在文字将这些传统书写下来

之前，这些文学单元并非分散的、随意堆放在一起的，而是有其特定

的主题、组织与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以"耶和华"这一以

色列专有之上帝、以及他与以色列人之关系，来整合这些来自不同背

景的口头传统。那些本来只在民间层面流行的谚歌、传说、推元故

事，被用来表达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乃至人类)之间的深刻神学关系。即

便是那些本来取自于迦南文化的口头传统，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

事，可能只需细微的改变，如将"耶和华" (in:-r, Lord)这一专用神名

取代或夹杂在普遍神名(口、悄然， God)的叙事之中，就使其产生完全不同
的意义。

所以，对于这些口头传统进入圣经文本的过程，一方面要看到

在文本化的过程中，分散的口头传统被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文本空间

之中，从而获得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大卫一所罗门王朝时期的编

写者们(composers)也不是从一个空白之中发展出整个传统，在他们

的努力之前，无数代的传诵者们(narrators) 已经提供了一个丰富的

多元传统世界。

记>> 3: 14 中的"蛇要用肚子行走"。还有更深一层的，就包括宇宙与人类的来历等，如《创世

记>> 1-3 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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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世记)) 2-11 章与 J 典史诗①

按照正典的希伯来圣经，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在讲述民族历史

之前，还加上了一段史前史的叙事，这样，圣经历史就包括z 起始耶

和华之创造世界和人类(创 2: 4b)，并经过远古历史(Primeva1 history) 、

先祖时期(Pa回缸chs)、出埃及(Exodus)、西奈立约(Covenant at Sinai) 、

旷野流浪(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征服迦南(Conquest)、士师及王

朝时期等。②我们将此称为希伯来宗教的"大历史飞可以想像"大历

史"的形成，人们以如此宽广的视野来整合圣经的以色列历史，必定

出现于较晚的时期，通常而言被人们认为是在大E所罗门时代。圣经

将这一"大历史"从本质上理解为耶和华(l't，忡， YHWH)与以色列人关

系的展开，也就是说，在希伯来圣经的叙事中，耶和华是整合大历史

的终极力量。

但是，以色列人并非古来即有这样的大历史观念。参看一些更老

的历史信条(historica1 cred时，③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另一幅历史图景。先

来看《申命记)) 26 : 5-9 所记载的一个古老历史信条: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

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

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

CDJ 典名称来自于底本学说(D∞umentary Hyp。由esis)对以l"m，'(耶和华)为神名的传统的称呼，

人们最初将希伯来文 il'il' 转写为英文 Jehov础，故称 1 典.后来学者们又普遍承认， il'il"的正确转

写法应该 Yahweh，故称那些用il1il' 来称呼上帝的人为"耶和华主义者" (Yahwi叫.有学者将

il1il' 中译为"雅威"或"亚卫"等.本书仍译之为"耶和华只在特殊地方，需要对此进行学

术讨论时，才用"雅威"之译法。关于如何称呼 J，也极富争论。就真是圣经历史的一部分而言，

可称其为 J 典历史:但它并非真实历史，因此又应称其为 J 典史诗:而将它称为"典"又过于强调

它的文本边界，因此人们更倾向于用 J传统、 J 文献(Y油wistic S佣rce)，或者干脆泛称为 J. 本书也

多以 J传统来称呼之，但有时为保持前后连贯意义，也用 J典.其他的 E典、 D 典与 P典亦如此.

@也就是六经(五经与《约书亚记>> )减去申命运动的产物一一《申命记>>，以及后来的 P 典(祭

祀传统，阳回t1y Tradition)作品之后的传统. B. w. Anderson 的理解是恰当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
先将古老 1 典(包括 E 典)作品确定下来，但是，可以通过"减"的方式，即将可以确定为晚期的 D

作品与 P 作品去掉后，剩下的就是 J 典，以及很难与它分开的 E 典了.在相当的意义上， JE 典是

合在一起的，常被称为口传史诗(臼al Epic). 

@关于"历史信条"这一概念历史"是指以色列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对自己历史的重述:

"信条"是指由于这些历史叙述的仪式场景，它们通常借用最精炼的语言来表述历史中的一些最重

大事件.参 von Rad, Problem 01 the n翩翩町handOther Essay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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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

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

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

给我们。

显然，这是属于以色列人更早时期对于自身历史的看法。在这一信条

中，以色列人的历史起于雅各下到埃及，经过出埃及，就来到了迦南

的应许之地。再到后期，当约书亚在迦南之地将以色列人聚集在示剑

更新圣约之时，他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又有另一番的叙述。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又把雅各和以扫

赐给以撒……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

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

你们列祖出埃及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

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革迦撒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都与你们争战，我把他们支在你们手里。……我赐给你们地土，

非你们所修洁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 (书 24 : 2-13) 

与前者相比，它有二个突出特点:第一、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了更

详细的叙述:第二、将以色列人的历史追溯的更远至亚伯拉罕、以撒

与雅各。

这两段经文以信条般的简练语言重述了以色列的历史，而且考虑

到它们之被运用的礼仪场景的公众性，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

的历史信条就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视野，他们乃依据这样的信条纲

领，用叙事方式来讲述他们的历史，从而构成圣经中从出埃及或亚伯

拉罕到征服迦南的历史叙事文本。

但是，与所谓的以色列"大历史"相比，这些历史叙述缺少一些

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西奈立约的传统:第二、亚伯拉罕等列祖的

故事，在约书亚的历史信条中主要是一个负面意义，即列祖在大河(和

埃及)那边信的是别神，五经中列祖与耶和华的立约以及宗教上的正面

意义都未提及。它隐含的后果是:亚伯拉罕等先祖故事无法成为正统

的以色列历史的源头:第三、以色列的民族史前史(prologue)即"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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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Primeval History)根本未有提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
论，即 J 传统的部分内容，包括z 西奈传统、围绕着亚伯拉罕的应许

(创 12 : 1-坷的先祖故事、远古历史，属于更晚时期的某人(或某群人)

的加编(insertion)。这些加编，既有可能是对某些已有的文字化单元的

接纳，也有可能是将口头传统文字化而加入进来。或者， J 传统的这些

加编，以比那些历史信条更为广阔的"大历史"视野来叙述以色列历

史，是晚期的文学和神学成就。①

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看到一个有趣的现

象z 以色列历史越是发展到晚期，它对历史的追溯就越往前。@可以

说，这是一个历史视野不断扩充、深化的过程，如果用一个简图来看

的话=
......, 

H'" 、创世、伊
H"、亚伯拉罕、

町、《出埃及记》到《约书甸、洪水故事等。
以撤、雅各、约

亚记>>，从出埃及到征服迦远古历史
瑟的故事。先祖

南。摩西传统( Mosaic (阳meval His阳町)
叙事(Patriarchs 

Tradition) Period)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z 如果有这样一个 J 作者的话，那它是属

于哪一个时代呢?对此，人们通常认为: J 作者应当是在所罗门时期，

即公元前 10 世纪内， von Rad 甚至将其确定在公元前 930 年左右的所

谓"所罗门启蒙时期" (Solomonic Enlightenment)。这样的一个时代断
定，大致有这样的理由 1 ， J 传统具有一个"全以色列人" (pan-

司这样判断 J 传统的成典，是建立在古典的传统史σ'raditio-Hi蜘ricaI)研究的基础之上，尤其以

von Rad和 Martin N。由为代表，如 von Rad, Problem 0/ 伽 Hexateuch and αher Essays 及 Gene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1); M. No由， A History 01 Pe脚印町.h Traditions 0 在此，本书主要引述传

统的公认看法，近年来对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不应把 1 典定在所罗门时期，而应是流放甚至

后流放时期 2、到底是存在一个统一的、连贯的 J 典编修，还是只存在一个零散的、松散的 J 传

统.可参 Van Seters, Abraham 切 Histoη and Tradit归n 例ew Haven: Yale 1975)及 lohn van Seters, 

Prologue 阳 History: The 扭动wist 耐 Historian in Genesis (Louisvil1e, Ky.: Wl民 1992)， 37-55 页 o R. 

Rendωr筐 ηle 'YaI1wist' as Th四logi皿?而e Dilemma of Pentateuchal Criticism", JSOT 3(1977), 2-32 

页; R. Whybray, 7现e Making 01 the Pentate皿h:AMet1u.对ological Stu今 (Sheffield: ISOT, 1987) 0 

②可参看以斯拉在《尼希米记>> 9章中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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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ite)的历史观，因此它不会晚于所罗门死后的南北王朝分裂 2、

先祖叙事的中心←一亚伯拉罕之约，并非仅仅指向于征服迦南，而是

以大卫一所罗门王朝为指向，因此，按 J 传统，大卫王朝是亚伯拉罕

应许的实现 3、 J 史诗中看不到从公元前 9 世纪开始的从北部而来的

亚兰人和亚述人的威胁，因此，它也应该早于公元前 9 世纪 4. ]史

诗中的一些预言或祝福也是对大卫一所罗门时代的西亚国际政治的反

映，例如《创世记}}9:26 ， 15:18 ， 25:23 ， 27:37 ， 40，<<民数

记}} 24 : 15-19 等。①

三、远古历史z 意义与主题

对于 J 传统大历史中的先祖叙事、出埃及、西奈旷野等传统，在

前面我们已经做了讨论，因此，本章将集中于《创世记}} 2-11 章中的

"远古历史"叙事的分析。对"远古历史" (或称以色列史前史)的研

究，大体而言，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分的取向，即将它们分成不同的

故事和主题，并提炼出它们各自的神学意义:另一种就是合的取向，

即整体地来看《希伯来圣经》构建的人类远古史，以及那些不同故事

或主题串连起来的方式与结构，并将它与 J 史诗乃至其他传统放在一

起比较，分析它的神学意义。②以下主要从这两方面来进行探讨。

1.何为史前史?

在进行具体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远古历史"包括哪

些内容。通常，人们这样划分《创世记}) 2-11 中的 J传统。③

@人们通常按上述时代为 J 典(包括《创世记>> 2-11)断代，如Albert De Pury 为 ABD 写的

Y油咧st S∞m静条 R.H 盹iffer， lntroduction ω ihe Old TuúJnlent, 356-359 页， Gottwald, 325-334 

页.但在近年的批评之下，人们拒绝为它断代，如 1. Rogerson, Genesis 1-11 (Sheffield. ISOT pr脯，

1991)， 76-77 页3 或者将它更宽泛地定位在"前申命运动" (pre-Den回'Oßomic)时期， Col1ins, 74 页.
@上述两种取向的区分只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效的，前者的代表人物如 Gunkel，后者则如 B.

αli1ds. 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常常是两种方法混合的，即使上述两位代表人物亦如此.

③参 G侃wald， 325页Anderson， 159 页.至于具体经文属于 1典的分析与证明，请参 von Rad,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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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故事 2: 4b-3 : 24 

该隐与亚伯 4: 1-16 

该隐的家谱 4: 17-26 

挪亚的家谱(残片) 5: 29 

神的众子与地上众女子交合 6: 1-4 

拱水故事

引子z 耶和华决定除灭活物 6: 5-8 

故事正文z 洪水在地上泛滥 7 : 1-5, 7-10, 12, 16b-17, 

22-23. 8: 2b-38o 6-780 8-

12, 13b 

结语:耶和华定意不再毁灭地上

万物 8: 20--22 

挪亚咒诅迦商，祝福间与雅弗 9: 18-27 

挪亚的家谱(万国谱) 10: 8-19, 21,24-30 

巴别塔 11 : 1-9 

他拉的家谱 11 : 28-30 

对上述远古历史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z 第一、它们不是一

个整体连贯的叙事，而是以一个又一个的传说(saga)为环节构成的故事

链。第二、这些传说中的故事主角，与其说是具体的个人，不如说是

一个个"理想形态的人物" (ideal-typical 阳刚。换句话说， 2 章的伊

甸园叙事与其说是关于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不如说是丈夫与妻子关系

的故事 4 章与其说是该隐与亚伯的故事，不如说是兄弟为敌的故事:

6-8 章与其说是讲挪亚，不如说它是要讲一个典范的义人是什么样:

11 : 1-9 章与其说是讲巳别塔，不如说它是对人类现实处境的讲述。在

此意义上，远古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抽象地对一般的人际关系和

人神关系的论述，它对后面的具体历史叙事起着一个宪章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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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纵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远古历史。在《创世记}} 2-11 章

的叙事中，有二个关键点:一个是 11 : 1-9 节的巴别塔故事:一个是

6: 5-8 : 19 节的大洪水故事(Great Flood)。通过巴别培故事的讲述，一

个统一的全人类分裂为各说各话的万国，它的重要意义在于z 将一个

理想形态的普遍人类史的叙事转移到现实的万国万邦的人类史，并在

经过"他拉家谱"的切换之后即将叙事的焦点转到了亚伯拉罕开启的

以色列民族史身上。再往上推，以大洪水故事为中点，又分出了两个

时代。按学者们对西亚文化中大洪水故事的分析，大洪水的意义在

于z 它代表将一切都冲洗掉的力量，大洪水之后的人们无法知道一切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①因此，大洪水事件就将两个世界分开z 大洪水之

后是事实(factua1)世界:大洪水之前则是想像(speculative)世界。因此，

通过这二个关键故事， J 作者不断地将以色列的历史(或广义地称为时

间)往前推进，直到创造的最初状态。@

通过对创造的最初状态的叙事， J 作者讲述了最为和谐的、未经分

离的神人关系:耶和华以面对面的方式显现出来、耶和华在人所居住

的园中行走等等，这是在希伯来圣经的其他传说中再未出现过的神人

沟通和相处的方式。@但是，在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远古历

史中，耶和华与人沟通的方式就与圣经的其他单元是一样的了。这表

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但在此之前的神

人共融(communion)才是最理想的境界。

综合上述对远古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 J 作者将远古历史当作以

色列史(包括先祖故事)的序言，一方面，它似乎是历史性的

(historical) ，即将以色列史拉入到一个"深度时间"付出:p time)之中，

耶和华参与在以色列人之中的历史被置入到一个更深的耶和华参与人

类历史的背景之下;另一方面，它更是神学性的，它要表达的是神人

之间的理想关系，耶和华为人类历史设定的目的，以及他将以何种方

式参与到人类历史之中等根本性的神学主题。换句话说，它要讲述的

是z 人类历史的一幕幕戏剧，是如何植根于耶和华上帝的意旨与行为

之中。

t 参ABD对阳meval History 的分析.

在 1 传统高超的叙事技巧还在于它在 4: 26 插入的"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样，耶和华又成

为将想象世界与事实世界连接起来的关键因素.

也参 Rendωrff，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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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世记)) 2-11 中的主题

按《创世记>> 2-11 中的不同主题，一般将其分成几个大的故事单

7G:伊甸园故事(亚当与夏娃)、兄弟故事(该隐与亚伯)、洪水故事、

万国谱与巴别塔故事(人类分散， Dispersion)。①以下逐一进行分析。

A、伊甸园故事(S切町 of Paradise) 

人们通常将《创世记>) 1 : 1-2 : 4a 称为后来 P 典的插加，或将其

称为"第一个创造故事"而将 2 : 4b-3 : 24 中的男人与女人之创造

及伊甸园叙事称为"第二个创造故事"是 J史诗的开始。

当然，与五经的其他文本一样，这个创造故事包含了丰富而多元

的传统。例如，它实际上有两个分别的主题即创造(Creation)与伊甸园

(Garden of Eden)。它具有多样的文体，包括叙事、诗歌(如 2: 23 的亚

当歌颂夏娃之歌，以及 3 : 14-19 的上帝审判之歌)、推元学故事(如 3 : 
20 的夏娃名字之来历， 3: 14-19 中的男人之辛劳、女人怀胎之痛苦、
蛇之爬行等)。甚至，伊甸园叙事似乎来自于两阿文明的渊源。整个的

叙事内部还有一些矛盾，如按 3 : 17 节，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

日子就必定死，但最后结果他们并没有死等等。但是，我们很难就此

得出结论说，这个故事是由几个底本构成的。最多只能说 J 作者在创

作这个故事时，采取了不同的传统和文本资源。②

就内容而言，这个创造故事试图以神话的方式为一些最基本的神

学问题提供解释。这些问题包括:人类是怎么起源的，人类为何要经

历怀胎的痛苦、劳作的艰辛，这些人们日常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它

的整体叙事则似乎针对一个更抽象的问题，即试图解释:一方面，人

们此处分为四个故事，乃按 ABD 中阶imeval History 的故事分类，减去后面第十六章将论述的

P 典第一创造故事.学者们依据各自的研究兴趣或神学立场对这些故事进行分类，可参 John van 

Se阳"8， Prologue 10 History; Ellen van Wolde, Stories ofthe Beginning: Genesis I-ll and Other Creation 

Stories (London: SCM, 1996); 以及 ABD之 Primeval Hi舶ry 辞条;并参 Gottwald， 324-333 页 John

ColIins, 65-80 页.

â' John van Se忧t"S， Prologue to History: The Yahwist皿 Historian in Genesi.f , \07-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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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通过获得智慧而像神一样;另一方面，人要达到这一目标，又要

失去与神和谐相处的原初状态。

毫无疑问，第二创造故事乃吸收了一定的西亚文化的资源，但

是，它是以色列人最早的创造传统，而且， J 作者对里面可能包含的外

来文化做了独特的历史和神学处理。例如，夏娃的"众生之母"称呼

(3 : 20)可能来自于古代女神，但是，通过将她代入到女人形象之中，

并与第一人亚当组合为一对配偶，就为后来的亚当谱系提供了一个起

点，更进而为后来的人类历史、以色列历史做好了铺垫。就此而言，

西亚神话就被圣经传统加以"历史化" (historicized)了。此外，在整个

的伊甸园叙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约" (covenant)的思想框架，

其基本原则包括z 耶和华上帝是世界的掌控者，人的生存与幸福乃依

赖于他的意志与慈爱:他又以诫命的形式为人制定了基本准则，人如

果遵从其诫命，则生活在福地，如果悖逆，则被驱逐出福地:人又有

选择道从或悖逆上帝诫命的自由:人往往偏离圣约，因而承受被逐的

命运。但在伊甸园叙事中"亚当"的真正含义乃是普遍的人，超越

了仅仅是以色列人的范围。因此，远古历史与后面的以色列史之间的

关系是复杂而深刻的z 它一方面"预示" (foreshadow)着后面的以色列

信仰，另一方面又为它设置了一个更抽象、更普遍的维度。

另外，关于人的创造，在希伯来圣经其实有两个故事，即《创世

记)) 1 章的第一故事与 2-3 章中的第二故事。我们可以在它们之间做一

比较，从中更能看到 J作者的显著特点。

1 : 1-2 : 4a 2: 4b-3 : 24 

主要关注的是天地的创造，人

的创造隐投在整个世界的创造 主要关注人的创造和人周围的生活环撞.

之中。

人是挂上帝的形象造的。 人是上帝从泥土中造出来的。

人的形体与灵魂一次完成，是上 先用泥土(罚口气拭罚，也.e dust)造形，再吹生气

帝用"话"造出来的，显示了更 (口响nn自由. the breath of life) ，才成为有灵

为成熟、抽象的神学。 的人(l"I'n ~剖， a living soul)，①更像古代的

推元学口传故事。

@这里的词跑回E制ay并且有意思人" (C.，鼠， A血叫一词即来自于"尘土"σm咽，ò.剧，而上帝的

"生气"。啊，世lelife)与人的"灵"们响，Iife)也是同一个词，所以吕译本为"有生命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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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创造一次完成。 先造男人，再造女人。人之创造按两步完成

。: 7, 21-22)，意味着直到男女之伙伴关系

确立，人的创造才最终完成(j)

上帝同时造男造女，男女平等. 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

上帝是绝对的、威严的命令者。 人神之间的关系更为生动，人是上帝的对话

者(1-四OU)o Iãl 

B、该隐与亚伯的故事

关于《创世记)) 4 章的该隐与亚伯的故事，同样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叙事(Narrative)、家谱与诗歌文体的混杂，表明它来自于多元的传

统:二、它以神话的方式，来叙述西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实，即兄弟

部族之间的争端。@同时，接着前面的亚当夏娃故事，它表明罪恶进一

步地被引入到世界之中。而且，它还再一次重复了在始祖故事中的

"作恶一受惩"之间的神学逻辑。它们之间的结构相似可见于下表@

相似主题 亚当夏娃故事 该隐亚伯故事

耶和华的命令和警谕 2: 17 4: 6-7 

2 人的作恶 3: 6-7 4:8 

3 耶和华的质问 3: 8-13 4: 9-10 

4 耶和华宣告惩罚 3 : 14-19 4: 11-12 

5 减轻惩罚 3 : 14-19 4: 13-15 

6 驱逐 3 : 23-24 4: 16 

由这是女性释经学所带来的启示之一，参 Phyllis Trib1e, "A Love Story Gone Awry," God and the 

Rhetoric 01 Sexuality (Philade1phia: FOr1I回s， 1978)之第四章.

面此处借用ManinBuber之术语，参 land Thou倒inb咀嚼:T.&T. Cl盹 1937).

@这里，可以把该隐与亚伯的故事(4: 1-8)和以扫与雅各的故事(25 : 21-34)进行比较，它们有

着类似的叙事程序和结构，参 van Setets, 137 页.

@ van Seters,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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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洪水故事

洪水故事在人类文化中是一个普遍主题。在西亚文化中，人们也找

到很多与挪亚的洪水故事类似的传说，如两河流域的 Atrahasis 史诗与著

名的《吉迦美什史诗)) (Gilgamesh Epic)等。在这些故事中，上天的神被

人间的噪音(或过多的人口)所烦扰，于是要发大水淹没世界。他先警告

某个英雄，并告诉他先建造大船躲避洪水。暴风雨下了 7 天 7 夜。他们

的船停在某座山上，如挪亚一般，也先放出一些飞鸟去探试水势。出船

后，他也给神献祭。这些情节同样出现在圣经的洪水叙事中。

但是，学者们经过仔细比较，发现在圣经传统与西亚文化的洪水

故事之间，差异要远远大于相似。尤其是包含在挪亚故事中的神学与

伦理问题，在西亚传统中是缺失的。首先，洪水故事在耶和华的作为

中，不是针对一个戏剧性的神话因素，如人口过多(overpopulation)，而

是对人的不义或罪恶的惩罚。在洪水故事中，不义受惩、义人得恕的

主题将义与不义截然分开(6 : 5-助。同时，在 8 : 20-22 中耶和华关于
不再毁灭世界的声明，也指向一个将来上帝与人、世界之间关系的基

本原则，从而开辟了洪水之后的叙事。另外的一个本质差别是，在

《吉迦美什史诗》中，那些经过洪水的英雄都成了不朽的神，从而与

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分离开来。而挪亚则依然是人，并未成为神。这一

方面表明以色列宗教的一神论与西亚文化的多神论之间的区别，另一

方面，使得挪亚的叙事被综合到耶和华与整体的人类之间关系的展开

之中，整个历史被理解为神与人，而不是多神之间的关系。①

同样，在整体的叙事结构上， J 传统的洪水故事也与上述伊甸园、

该隐与亚伯故事类似，包括:人的继续作恶、上帝的惩罚以及后来又

降轻惩罚等。而且，在 6: 5-7 节的上帝的独自显然也对应着 2-3 章的

创造主题:对恶与强暴的叙事，也与 4 章的该隐犯罪、拉麦之歌有内

在关联。一方面，它引入了所谓远古英雄时代的暴力形像(6 : 1-4)，从

而使历史发展似乎进入到另一个时代:另一方面，洪水故事的起首

(6 : 5-7)与末尾(8 : 20-22)都表明，它仍然是在讲述耶和华上帝与人的
普遍关系。并且，通过 8 : 20-22 中所隐含的创造主题，意味着洪水事
件只是一个简短的中断，人们在大洪水之后还又回到了创造的秩序之

也参ABD之R∞d及 Gilgamesh Epic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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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J 典这样的高超叙事技巧，似乎意味着不管人类历史上发生什么样

的事件，它围绕的始终是耶和华与普遍人类的关系这样一条轴心线。

D、万国谱与巴别培故事(Tower of Babel) 

对于 10 章中出现的万国谱。-32 ， Table of Nations)，一般认为
它包含了从挪亚而出的三技谱系，属于所谓的 P 典谱系编修

(toledot)。①在这里，它的文学桥梁作用是明显的，即一方面它是对

洪水传统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列出一个万国图，从而为后面的巴别

塔叙事提供起点。

对于接下来的巳别塔叙事，它的整体结构是较为清楚的z

A. 天上人口音相同 11 : 1 

B. 人们相互商量要建通天的域和塔 11 : 2-4 
B'.作为回应，耶和华也商量着要去变乱人们的口音 11 : 5-8 

A'. 天下人的言语变乱。 11 : 9 

但它却包含多个主题z 人们分散在各地、天下人口音不同、建造一座

塔、建造一座城，因此，人们对这篇故事的意图提出多个假说。或者

认为它是对于天下人们语言不同的现实所做的推元学解释:或者认为

它是对巴比伦的嘲讽，因为巴比伦的名字就是巴别。~~)，与动词"变
乱" (与与~， confound)乃词根相同:更深一层的解释则认为，它从神学
上嘲讽了人类意图建立"自己的名"的冲动，意味着宗教对文化的批

判，它与伊甸园的人因知识而被耶和华逐出伊甸园有着同样的意义。②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巴别塔故事亦承载着与J叙事所共同的神学主

题z 作恶一受惩。因此<<创世记))11:6中耶和华的独白，与洪水故

事开始的独自(6 : 8)一样，以耶和华的口说出J作者对于人类动机与本

性的一般性观察，并为他所降的惩罚提供说明。它延续了远古历史的

(ij GeOI四logy 即所谓的 "toledot"在远古历史中的不断回旋，和合本译法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灵活

处理，有时译为"来历有时译为"后代气所以看不到它们在《创世记>> 2-11 章所扮演的结构性

作用。具体分析，参本书第十六章。

@参 B. W. Anderson 用"文化的诱惑"σbe Temptations of Cultures)来整理这条线索， 164-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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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主题，但另一方面，在叙事的发展中，因变乱口音带出的人类分

散的现实，却成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历史背景。从此，上帝与人的

关系也被转换到另一个时空场景之中。

四、 J传统的神学

虽然 J 作者在对原有的传统进行整理时，忠实地将它们接纳进

来，从而在某些地方构成了相当的文学与神学紧张，最典型的例子如

6: 1-4 中的神子故事显然无法令晚期的耶和华信仰接受，但是，几乎

没有人会认为远古历史是由 J 作者对原有传统进行简单编修而成o J 传

统具有深刻的神学理解， von Rad 甚至称其为"第一个神学家n <D。这

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 J传统的总体神学特点的问题。

首先，可以注意到， J 作者有一套独特而丰富的叙事词语，例如z

以"知道"。甲， know)一词来做"同房"的委婉说法:以"求告耶和

华的名.. (7ni1、口归l'C'p ， call upon the name of YHWH)来表示敬拜上

帝;以"祝福" (可咽， bless)来表示耶和华施福于人的动词:喜欢通过

词戏(wordplay)的方式来做推元学解释，如泥土(i1C，则与人(口气盼、巴

别。:l:l)与变乱。与均等。
其次，围绕着神人关系的展开，整个的远古历史叙事发展出一个

基本的神学原则z 人不断地犯罪，偏离上帝:②上帝惩罚人所犯的罪，

却又不断地减轻惩罚，不断地为神人和谐状态的复归开出新的可能。⑥

《创世记)) 2-11 中的故事单元一个接一个地重叠，又一个接一个地推

进，形成一个故事链条，来讲述从亚当夏娃开始，经过该隐与亚伯、

大洪水，直到巴别塔，人的知识与能力不断前进，但所带来的不是祝

福而是暴力与失序。因此，耶和华不断地介入到人的历史之中，惩罚

①参G创twa1d， 333 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希伯来传统中用罪来界定人的存在状态，但是原罪" ~町igina1 s峭的

观念却是基督教传统的保罗乃至奥古斯丁的神学诠释.此处所讲的"犯罪"，并非"原罪"之意.

@人们也常以此来说明"远古历史"中这样的神学即"罪一罚"之间的因果关素，受到先知运

动或申命运动的影响，并进而将 J 典的形成确定在流放或后流放时期.参 v皿 S阳宫. 188-193; 

ColIins,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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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将人逐出伊甸园、使第一个杀人犯"流离飘荡在地上"、用大洪

水毁弃生物、最后是将人分散在全地以避免他们一起作恶。同时，伴

随着它的另外一条神学钱索是，耶和华在每一个故事中，又都展现官

"慈爱" (或恩典)的一面，在每一次对人罪的惩罚中，都留下继续前

行，开启新的可能和机会的余地。这就是远古叙事中:耶和华将亚当

和他妻子逐出伊甸园时，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 21); 为杀人犯该隐

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就杀他(4 : 15); 允诺不再毁灭生物(8 : 20-

22); 亚伯拉罕的呼召(12 : 1-3)这些故事的神学意义所在。

再次，远古历史中的 J 传统叙事以人格化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

是后世人们将上帝理解为人格化存在的圣经基础。 J 传统从形体与心理

方面，都用与人相关的词语来叙述耶和华的作为。①例如"耶和华在

园中行走" (3 : 8); 他为亚当与他妻子"做衣服" (3 : 21); 他把挪亚

方舟的门关上(7 : 16)等。②耶和华也好像不是像后来神学所说的那么全

知，而是应因人的变化而调整并设计新的方法。当然，这些故事可能

是对古老的传说的接蝴，而且不应将此视为所谓宗教发展史上的雏型

阶段的遗留，因为在 J 传统的叙事中，耶和华始终是一个最高的、决

定历史和世界进程的、有目的的神抵。这些词语更多是为了叙述耶和

华参与到人的事件之中所采取的叙事方式。但是，无论怎样， J 传统对

耶和华这样的理解，对后世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将上帝理解为兼

具超越性和人格性的存在有着极大的影响，塑造了这些宗教传统对于

终极实在的言说方式。也就是说，耶和华是人格化的存在，但又不属

创造物:是一切创造物之父(或母)，但自身又不是创造物:容留人的自

由意志，却又不是无所作为:是道德的，却又不为道德所限制:对人

和万物的安排是有目的的，却人和万物又非他的木偶。西方宗教传统

对于上帝的悖论性理解，其深根乃在于圣经的这些叙事传统。

有必要记住，我们不能用今天己经被模式化、教义化的思想出

发，对远古历史叙事中的人或神进行质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 J 传统的叙事不是今天所理解的"宗教"文本，它展示了对人类生

活各个层面的深刻理解，把神人关系的叙事置入到一个广阔的社会、

串英文常用两个词来表示这种理解. an伽吨IOmorphisms. 指用人形相关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的

动作 an也ropopatl由ms. 指用与人的心理相关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的动机与目的.

@五经其他部分对耶和华的人化叙事，如他与亚伯拉罕在一起吃饭，创 18: 1-22: 下去探看所

多玛与峨摩拉. itll8: 21: 使埃及军兵的车轮脱落，出 14: 2S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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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政治的背景之中，因此，它不是用教义的方式来界定上帝的性

质，而是通过耶和华与人打交道的故事叙事来展现神人之间的复杂关

系。例如. ((创世记)) 2-11 远古历史中，耶和华似乎对人的文明成就，

如人有智慧、人能建造通天塔等忧心忡忡，并且预先对其防备有加，

都难以从教义的角度对其进行解答。①第二、它用现实主义和戏剧化的

手法来描绘耶和华或其他配角的形象，因此，故事的真正意义常常是

难以把握的。例如，在伊甸园叙事中，耶和华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

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2 : 17)但是，蛇说"你

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3 : 4-5)而按故事的最后发展，恰恰是蛇对了:他们眼

睛明亮，知道善恶，而且并没有死，在神的历史之外发展出自由的(在

一定意义上)人的历史。在伊甸园故事中的舵的形象，与其说是后来犹

太一基督教传统所说的"撒旦"不如说是用戏剧手法来表现的潜藏

人心中的被诱惑的自我的形像。

总而言之，由于远古历史的叙事特点，对于其中 J 传统中的神

学，我们至多只能说它含有什么样的神学原则，而不能用后来的宗教

传统将它固化，甚至不能从它那里得出某个神学结论。也许正是因为

它在神学上的稀薄和模糊，所以希伯来圣经的其他部分(如先知书和杂

卷)很少运用远古叙事中的象征来阐发神学，直到两约时期(包括使徒保

罗)才对其进行丰富的神学解释。②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整体性地来分析《创世记)) 2-11 与后面的

先祖传统、出埃及、以色列民传统之间关系的话，那它的意义还是较

为显著的。也就是说，它为以色列人的历史设置了一个普世的场景，

从而使得亚伯拉罕的呼召、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进入迦南呈现为普世

性的神人关系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如果把出埃及称为对以色列民

的起源所做的推元学的话，那么，亚伯拉罕及先祖故事则将以色列民

族的推元学向前再推进了一步，而远古历史则是"一切推元学的推元

学"。它表现了以色列人对历史终极问题的探寻，而这正是构建史前

史的根本意义所在。

部 Gottwald， 328 页。

由参《次经》之《艾斯德拉传下》及《罗马书》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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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以包列:历史与神学

如前所述. <<列王纪》是通常所谓的申命历史的后率部分，主要讲
述所罗门之后的以色列社会、宗教与文化，属于广义的王朝叙事的一

部分。但是，无论是以色列人内部的政治形态，还是整个小亚细亚的

外部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一步而言，由于叙述对象的

变化，在文学上. <<列王纪》的文体风格、神学用语也形成了自身的特

点。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就来分析与所罗门死后的南北两国所对应

的圣经叙事、历史情境、神学思想。

一、《列王纪》的文学结构

所罗门死后. <<希伯来圣经》的叙事方式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

变。从《列王纪上)) 12 章到《列王纪下)) 25 章，乃按着历史年代，对

所罗门死后分裂的南北两国诸王将近 400 年历史的记载。其中，王上

12 : 1-王下 17 : 41 是讲述公元前 722 年北国灭亡之前的两国历史，而

王下 18 章到 25 章则是公元前 586 年南国灭亡，随后流放到巴比伦之

前的历史。①这一段的历史叙事乃以年代为主轴进行，但在正典的圣经

文本中，显然存在一个交错对称的(cbiastic)文学结构。

由本书不以历史考察为主，因此，除关键性年代外，一般不标出列王统治的年代，有兴趣者，

B. w. Anderson, 645-652 页的圣经年表.另外，关于列王统治年代的推算方法及其问题，参李保罗，

《列王纪>> (香港2 天道书楼. 2∞l 年)， 40-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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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所罗门治下的统一王朝;王上 1 : 1-11 : 25 
B. 耶罗波安将北国从罗波安手中分裂出去;王上 11 : 26-

14 : 31 
C. 北国和南国的诸王;王上 15 : 1-16 : 22 
D. 暗利王朝，尤其是以色列与犹大的巳力崇拜的浮沉;王

上 16 : 23-王下 12

C' 北国和南国的诸王;王下 13-16

B'. 北国之灭亡;王下 17

A'. 南国犹大的历史，直至灭亡。王下 18-25

~j.":号

在这个叙事结构中， A 对比的是大E王朝在所罗门时的鼎盛与约雅斤

时的衰败，其中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修建圣殿与圣殿被巴比伦王所毁形

成在宗教上的对比 B 对比的是北国的出现与北国的灭亡 C对比地讲

述了南北两国的敌对状态:而 D 则是一个中枢点，其所占篇幅达到了

《列王纪》的 113，它主要讲述南北两国那些忠于耶和华崇拜的人，北

国是以以利亚和以利沙为代表的先知，而南国则是圣殿祭司，如何坚

持耶和华信仰，并击败异邦巴力崇拜的故事。在这个中枢单元中"以

利亚一以利沙"的先知承继的叙事(prophetic succession)在希伯来圣经

中是独一无二的，它突出地表现了 z 在一个走马灯似的王位更叠中，

那些以传"耶和华的话"为使命的先知运动对于以色列人和宗教的关

键意义。①

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之下，则是一些格式化的对单个的以色列或犹

大王的记述和评价，这些单元有着类似的模式，即 z

以色列诸王 犹大诸王

犹大王某某的某某年，某某登基做 在以色列王某某的某某年，某某登基

以色列王 做犹大人的王

2 某某在某地在位多少年 他登基的时候多大，做王多少年，他

的母亲是谁

[1) 参 ABD之 Books of Kings 辞条，并参 G. Savran, "1 and 2 Kings"，见R. A1ler and F. Kern剧院

ed. The Uleraη Guide 10 lhe Bible(Cambridge, MA.: BeIknap, 1987), 14&-164 页.



第十章北国以色列:历史与神学 191 

3 评价模式"某某行耶和华眼中看 与"他祖大卫所行的"相比，评价他

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 做的怎么样

使以色列民陷在罪里"

4 某某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 某某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

在以色列诸王纪上. 犹大诸王纪上。

5 某某与他列祖同睡，另一人接续他 某某与他列祖同睡，另一人接续他为

作王。 作王。

从这样的共同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一、《列王纪》作者的本意

并不是要为诸王写历史，而是要讲述人们在一个新的阶段对过去历史

的理解，所以，他不断地说z 如果要了解更多地关于诸王的事情，请

去看"犹大(或以色列)诸王纪飞二、所罗门死后，以色列与犹大分

裂，但是， <<列王纪》作者还是认为它们密切相关，所以，以彼此作为

时间的参照:三、《列王纪》是一个对历史进行神学评价的著作，因

此，对诸王的宗教评价就不断地出现:四、对诸王进行评价是以南

国、耶路撒冷和耶和华崇拜为标准，带有显著的申命神学的特点。

所以，在关于正典的《列王纪》的传统来源上，史录(Annals)肯定

是其主要材料之一。除此之外，一些短篇的历史叙事(皿storical

Narrative)如王上 12 : 1-19; 王下 11 章等也是一个主要材料。在历史叙

事中，又夹杂着丰富的先知叙事(Prophetic Narrative)，如王上 17 至王

下 13 章的"以利亚一以利沙"故事、王下 18 : 13-20 : 19 的"以赛亚

叙事" (Isai由 N缸ratives)等，从而构成更大的"先知预言一历史应验"

(prophecy-fulfi.llment)的叙事单元，甚至难以分清历史叙事与先知叙事

谁为主导。最后，一些先知的谕言、民间故事、神迹故事或口头传说

的原始材料也可能被加入进来，加强了对先知形象的塑造，也是我们

了解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观念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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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列王纪》中的先知叙事伊rophetic Narrativ四)①

先知名 君王名 经文

示罗的亚希雅 耶罗波安一世 王上 11 : 26-40; 14: 1-17 

哈尼拿的儿子耶户。ehu) 巴沙 王上 16 : 1-4 

以利沙 亚哈 王上 17-王下 2: 12 

米该雅(Micaiah) 亚哈 王上 22: 1-36 

以利刻，、 耶户等 王上 19-21 ;王下 2-10;

13 : 14-21 

亚米太的儿子先知约拿 耶罗波安二世 王下 14: 25-27 

二、《列王纪》与申命神学

通常， <<列王纪》被认为是申命学派(Deuteronomic School)对以色

列历虫的解释与编修的结果，有很强的申命神学的包彰。除申命虫家

在叙事过程中插A的?些先卸顶言或者叙事诠计(harrative devises)之

外，王下 17 : 7-23 以叙事主体对以色列覆亡的大段解释，以及王下

21 : 2-16 以"耶和华的话"格式文体对犹大覆亡的解释，即是"申命

史家"对历史所做的"概括经文" (programmatic text)。总体而言，这

两段经文也是围绕着申命神学的两大原则z 纯洁耶和华信仰、在独一

的圣地(当指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来展开的。前者突出宗教纯洁

(purity). 后者突出宗教统一(unity)。但是，由于《列王纪》运用了新历

史材料，因此申命史家在评述与解释历史时，又以一些新的主题来阐

述这些根本的神学原则。这些主题包括:敬拜耶和华的恰当方式是什

么(这主要通过在"正确的"和"错误的"敬拜之间进行对比而得出);

耶路撒冷圣殿在敬拜耶和华中的地位:先知的预言及其应验:耶和华

对大卫的应许如何继续杳效等。这些主题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即耶和

华与以色列人所立之摩西圣约(Mos阻al比c Co例venant)，是如何在所罗门之后

ω此处所举先知皆是北国背景。他们与君王的关系较为复杂，有时支持，有时反对。而这些先

知们活动的历史年代也较为混乱，一方面是因为先知叙事很多并不提及君王的名字，另一方面，它

们被大段地插入到历史叙事之中，很可能是申命史家编修的结果。有时，先知叙事与南北王朝的历

史叙述就像是两条独立的叙事线索。参 GottwaId， 341 页。并详参十一章论先知与王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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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朝历史中体现出来。

对"敬拜耶和华的恰当方式是什么"的主题， <<列王纪》是通过

"正确的" (right cult)与"错误的" (wrong cult)崇拜之间的对比来阐释

的。在它对以色列诸王的神学评价中，一个不断回响的主题是z 他们

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不在耶路撒冷，而是

在伯特利或但的神庙敬拜，另一方面，又将迦南的巴力(包括亚舍拉女

神)崇拜接纳到以色列宗教之中。①前者违反了耶路撒冷崇拜的集中

性，后者违反了独一耶和华崇拜的纯洁性，所以，全体以色列人都陷

在罪中。错误的崇拜在南国犹大的代表人物则是玛拿西(Man掘se胁，他

甚至将异邦偶像引入到耶和华的圣殿之中。在《列王纪》作者看来，

这种"错误的"崇拜是北国与南国皆遭覆灭的历史命运的原因所在。

而与之相反，在申命史家眼中较为完美的形象一一约西亚，则是"正

确的"敬拜耶和华的典范。他发动的宗教改革独敬耶和华，拆毁耶路

撒冷之外的邱坛，守逾越节等。似乎给南国带来短暂的复兴，但是由

于玛拿西之罪过于严重，所以耶和华的怒气"仍不止息" (23 : 26)，最

后为巴比伦所毁。所以，在《列王纪》对北国与南国的历史叙述中，

能不能恰当地(独一地、在耶路撒冷集中地)敬拜耶和华是政治国家的命

运所系，对南北诸王的评价也都是以此为依归。

《列王纪》用以阐述申命神学的另一主题是先知的预言及其应验

(prophecy and fulfillment)。这是王朝分裂后的圣经历史叙事的一个显著

特征。②它表明 z 一方面，在以色列人的政治和宗教上出现了一批显著

的人物一一先知，另一方面， ((列王纪》叙事在先知预言与历史实景之

间建立关联，强调先知所传圣言的历史现实性，回应希伯来宗教的根

本神学原则z 历史是上帝意志的显现。在《列王纪》中，申命史家设

计了几个这样的"预言一应验"的链条、王上 11 : 29-39 中先知亚

希雅的预言与耶罗波安将北国分裂出去的应验 2、王上 14 : 15-16 中

亚希雅对耶罗被安之罪的谴责，与后来以色列覆亡的应验 3、王下

20 : 17-18 中以赛亚对犹大王所做的预言，与犹大为巴比伦所灭的应

ψ关于以色列人"错误的"崇拜之具体所指，王下 17: 7-12 有详细所指，包括=得罪耶和华，

去敬畏别神: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建筑邱坛:在各高冈土、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邱坛上烧

香:行恶事:事奉偶像等等。

@在王下 17 : 7-23 对以色列覆亡的神学解释中，把以色列人拒绝先知视为不敬耶和华，乃至亡

国的原因之一，见王下 17: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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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4、王上 13 : 1-10 某先知对约西亚改革的预言及其应验z 以及先

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对北国君王所做的预言及其应验等。①因为先知即是

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摩西传统的代言人，是"耶和华的话"的传递

者，②所以，以先知的预言及其在历史中的应验为主题，申命史家同样

是要说明:以色列人的历史命运，乃在于他们是否能够回到上述"恰

当的、正确的"对耶和华的敬拜。

也许由于《列王纪》在流放时期经过再一次的编修，因此，它对

于南国犹大的历史叙事还体现出另一个特别的神学主题=耶和华对大

卫王朝的应许。③与对北国由于"耶罗波安"的罪而彻底地惩罚不同，

在对南国犹大的叙事中，则不断地出现"由于我(耶和华)仆人大卫的缘

故"而没有毁弃犹大国的主题，甚至耶路撒冷也因为"大卫的缘故"

而受到保护拯救。⑥这一主题在对约西亚王的描述上再次升华，申命史

家称他为"行他先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22 : 2)，这样，整

个的《列王纪》叙事又似乎与前面《撒母耳记》中的大卫叙事联结成

一个整体，其中心即在于1 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体现在这样一条从

大卫直到约西亚的未曾断裂的主线之中。⑤

总而言之， <<列王纪》是经过神学编修之后的历史叙事，它试图通

过对王朝分裂之后历史的叙述，来阐述他特定的神学观点。但是，它

较忠实地接纳了以色列人的多元传统，是我们建构王朝分裂之后的以

色列宗教与社会的唯一资料。如圣经文本一样，我们也先从北国以色

列开始。

由在北国叙事中，王朝更替被视为是先知预言的实现:在南国叙事中，大卫王朝的重大改革也

被先知的预言所预示:而两国的覆亡也都被视为是先知预言的应验. R. Rendtorff 将这些先知的

"预言一应验"故事详细列举出来， 181 页.

@先知的丰富含义请看十一章专论.

@关于申命历史的多重编修，参第六、十四章的专门论述.另外，可参 R. Rendωr霄~ 183-187 

页， 0由wa1d， 295-3∞页.

@王上 11 : 12; 王上 15: 4; 王下 8 : 19; 19: 34; 20: 6. 

@学者们把《列王纪下>> 25 : 27-30 关于约雅斤王被巴比伦王所宽恕也称为是耶和华对大卫应

许的体现之处，从而将第二次的申命编修定在流放时期。参 F. M. Cross, C.翩翩niie Myth and Hebrew 

Epic: &says in the History 01 the Religion 01 J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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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国以色列的历史

从大卫王室分裂出去的北国，又回到了北部支派的旧有称呼z 以色

列。从纯粹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它与南国的大卫王朝(又称犹大国〉

之间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北国历史并非由一个世袭王朝主宰，而是不

断改朝换代。大致来说，可以将它们分为耶罗波安王朝、暗利王朝、

耶户王朝和最后的混乱时期。①

1.耶罗被安王朝

所罗门死后，按《列王纪》的叙事，他的儿子"罗被安往示剑

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作王。" (12 : 1)这样的事件，使

我们对大卫一所罗门时期所谓"统一王国"的性质要进行反思，也就

是说"统一王国"并不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王朝，而更可能是一个

建立在"立约"基础上的联邦国家。《撒母耳记下)) 5 : 1-3 即谈到北部

以色列支派联盟到南部希伯仑以"立约"形式奉大卫为王，但这一次

是新王要到北部支派的重镇一一示剑受立为王。@这表明，一方面，南

北支派之间的统一本来就是不稳固的，另一方面，所罗门死后，这种

不稳固马上浮出水面，并导致后来南北两国的分裂。

在一个惯常出现的政治叙事之后，即北部以色列人要求放松劳

役，而新王罗波安却为了树立权威反而要加紧劳役，于是北部众支派

在耶罗被安的带领下分裂出来。

我们与大卫有甚么份儿呢?

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

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王上 12 : 16) 

在这里，与其说是以色列支派从大卫王国中分裂出去，匆宁说是罗披

安的大卫王朝未能更新(renew)与北部支派的联邦立约，北部以色列支

由关于以色列国的年代表，学者仍有一些争论.通常的分法是2 耶罗波安(931-884); 晴利王朝

(880-841); 耶户王朝(841-752); 米拿现及其后(752-722)。参G。配wald， 342-348 页.

@示剑无疑是北部支派的一个重要中心，参《也;IJ世记>> 33 : 1 8-20 中对雅各与示剑关系的叙

事，而雅各乃属北部支派的传统先祖.另可参《约书亚记)24 章众支派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在示剑

的立约活动，约书亚的以法莲人身份也表明示剑与北部支派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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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又回到了自己从前的自治状态。当然，他们也采取了国家的新组织

形式，在北部建立了以色列国。此后，以色列历史就由两个王朝的线

索组成北部的以色列国(Israel)和南部的犹大国(Judah)0 ①

《列王纪》叙事似乎并没有对北国之君耶罗被安的政治分裂表现

出强烈批判。第一、耶罗波安被示罗的先知亚希雅拣选为王(11 : 29-

39)，这里的叙事与《撤母耳记》对扫罗和大卫被先知撒母耳膏选为王

具有相同的情节，它们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创:第二、耶罗被安

为躲避所罗门之害，而逃到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回到以色列，从叙事

学上来说，这似乎是对出埃及事件的回应，从而使耶罗被安的行动具

有正面的含义:②第三、北国以色列君王的即位，从未被认为是对耶和

华意志的干犯，恰恰相反，他们的即位常常被置入为"耶和华(这样)

说"的先知神谕之中，得到宗教的认可。③

耶罗被安成为北国之君后，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加强他的统治，脱

离南国犹大的影响。首先，他着力经营示剑，并"住在那里飞也就是

说，以示剑作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其次，也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事

件，就是在宗教上脱离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他在伯特利与但这两个

地方建立圣所，并设立一套与之相应的祭司、节期制度(12 : 32-33) 。

伯特利与但分别处于北国的南部和北端，他们成为北国的祭祀中心，

这才是申命史家严厉谴责的地方，即"使以色列民陷在罪里飞@

但是，至于耶罗波安在圣所设立的金牛棋是什么含义，则难以断

定。⑤似乎，耶罗波安不大可能就把牛棋像当做是耶和华，也不可能通

过敬拜牛棋像，把迦南的巴力崇拜引入进来，因为这与以色列人的信

仰冲突太大。在这里，他似乎是回归以色列的古老宗教传统，即把耶

①北国通常被认为是由 10 个支派组成，南国似乎由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组成.但是，便雅

悯支派的归属较难定位.王上 12: 20说只有犹大支派追随罗被安z 而 12 : 21 , 23 中便雅悯支派与

犹大支派联合起来与北部争战.在先知亚希雅的神谕中，他把他的新衣(新衣的形像表示统一王国

的短暂历史}撕成 12 块， 10 块给了耶罗波安，给罗被安留了 1 个犹大支派，但还有 1 块〈便雅悯}什

么下落，并没交代清楚.参 Rendtor筐'， 39 页.

@有趣的是，在《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也有一次出埃及、回巴勒斯坦的经历， 2: 13-23. 

@参王上 11 : 29-39 中耶罗波安的即位，王下 10: 30 耶户的即位.

曲伯特利在以色列宗教中有较长历史，参创 28 : 10 : 22; 35: 1-7; 在阿摩司时代，是北国的

"王的圣所如同耶路撒冷在南国一样，是官方祭祀中心.而《士师记>> 18 章则对但的圣所起源

有一个推元学解释。

@ <出埃及记>> 32 章常被认为是后来人们通过对旷野历史的叙述，来对北国的宗教崇拜的谴

责，参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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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当作与迦南之神"伊勒" (El)一样，以牛棋为坐骑的神袱，所以，

在这里，牛镇之偶像的宗教意义在于它是耶和华的脚凳，正如耶路撒

冷圣殿里的基路伯是他的脚凳一样。在F. Cross 与 N. Fr四dman 看来，

耶和华(YHWH)与伊勒(El)之间本来就有着词源学上的相关性，因此，

耶罗波安借用西亚文化的伊勒之神的形像，来设计与南国不同的耶和

华崇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更易于接受。①

总之，耶罗波安利用西亚文化中流行的宗教形像来强调"以出埃

及为中心的摩西传统"表现出与南国锡安传统的不同神学侧重点。②

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牛棋形象会鼓励以色列人将耶和华信仰与迦南其

他民族的宗教混合在一起，因为在西亚文化中，牛艘不仅是宇宙之神

伊勒的脚凳，也与巴力神紧密相联。他所立的牛镇形像，在北国内部

受到先知传统的代表人物何西阿的严厉谴责(8 : 5-6; 10: 5-6)。其总
体的宗教改革，包括引入牛镇形像、在耶路撒冷之外另立圣所的行

为，使他成为"使以色列民陷在罪里的人"自此之后"耶罗波安的

罪"一直笼罩着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在整个列王纪中，北国形像是以

负面为主的。

2. 晴利王朝(Omri Dynasty) 

接着， <<列王纪》就对南北王朝进行交叉叙述，并简短地站在申命

神学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评价。此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是z 埃及帝国试

图重新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南北两国都受此影响。而且，

北部亚兰人(叙利亚人)也在大马士革建立起国家。整个公元前 9 世纪，

南北两国都受亚兰人的威胁。同时，南北两国之间也彼此争战。

在北国，经过耶罗波安、巴沙王朝之后，暗利又篡位为王。暗利

为王之后，在撤玛利亚(Samaria)建立首都，并与雕尼基、大马士革和

犹大国开展贸易。这时北国的国力较为强大，以致于在亚述国的史录

中，北国不是被称为以色列，而是被称为"暗利王室" (the House of 

Omri)。在经济上也处于较为繁荣的时期，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富有

φ参 F. M. Cross, CMHE; Freedman 为 TDOT所写的与民与 mi"T'二个辞条.
骨历史叙述与神学判断后面，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请参 Yairah Amit, History and Ideology: 

Introduction ω Hisωrio8nψ.hy in the Hebrew Bible， 国ns. by Yael Lotan (Sheffield: She简eld Academic 

R四s， I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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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贫穷者的欺压也表现突出，这是先知阿摩司先知传言的历史背

景。但是，暗利王朝的政治辉煌并未受到《列王纪》的赞扬。反而，

在宗教层面上，他们被认为"作恶更甚"。尤其是暗利的儿子亚晗及其

肺尼基王后耶洗别的统治时期，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叙事插入进

来，表明耶和华崇拜与巴力崇拜之间的深刻斗争。也说明迦南宗教这

时已经很深地侵入到以色列宗教之中，巴力与耶和华一起受到王室的

崇拜。

在暗利和亚晗作王之时，叙利亚、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之间实

力相当，形成类似于中国"三国演义"的局面，彼此独立却又时常结

盟，相互争夺领土。但是，西亚地区出现的亚述帝国却使这些巴勒斯

坦小国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公元前 853 年，以色列、叙利

亚及其他小国联合起来，抵抗亚述王撒缰以色三世(Shalmaneser III)对

巴勒斯坦的入侵。虽然亚述史料吹嘘自己大胜，但实际情况更像彼此

相当。然而，这一次战役却预示着，此后以色列和犹大的命运将被卷

入到亚述以及后来帝国(Empire)政治的被涡之中。

南北两国此后就没有独立的历史。它们的历史命运取决于西亚不

同强国的崛起。简要地说，公元前 9 世纪，南北两国与叙利亚之间的

冲突与联合最为密切。公元前 8 世纪，则受亚述帝国影响最源。公元

前 7、 6 世纪，则为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所左右。同时，要注意到，

不同性质的列强，决定着南北两国与它们打交道的方式。简而言之，

叙利亚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国(Kingdom)，南北两国分别与它或联合或

冲突:但是，亚述与巴比伦则是世界帝国(Empire)，南北两国只有或者

臣服，或者灭亡。

3. 耶户王朝(Jehu时nasty)

耶户是由先知以利沙所膏选的新王(王下列，但是，关于他如何血

洗暗利王室及其支持者的历史叙事，却似乎被以色列人如何清洗巴力

崇拜的先知叙事所主导。也就是说，难以将这里的历史叙事与先知叙

事分开，耶户造反为王的历史似乎只是为了衬托先知代表的耶和华运

动对于以色列人的巴力崇拜的胜利。所以，耶户叙事的高潮是《列王

纪下)) 10: 18-28 将"拜巴力的人"全部杀死，将所有的巴力庙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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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知叙述的主角一一耶和华这时也插入了历史叙事之中，宣称耶户

王朝可以持续4代(10: 30) 。

与耶户王朝相对应，南国犹大这时也发生了一场政变。亚她利雅

仙也aliah)试图夺权，起来剿灭大卫王室，但有一个王子约阿施被奇迹

般地救出，并在祭司和"国民"的帮助下恢复了大卫世系的王位.①这

是南国历史上大卫王朝被唯一中断的一次。

公元前 9 世纪的后半叶，由于叙利亚与亚述国的相对衰弱，南北

两国也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北国的耶罗被安二世与南国的亚撒利

亚都统治了较长时间，前者为 41 年，后者为 52 年。先知阿摩司也在

这一时期出场，从他的神谕和当代的考古发现都表明，这时以色列历

史上政治平静、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是难得的黄金时期。②

4. 北国覆亡

好景不长。耶罗波安二世之后，北国又陆入频繁的篡位与内乱之

中。米拿现(Menaham)作北国之王的时候，公元前 738 年，亚述王提革

拉昆列色(Tiglath-pile回r 皿，即 15 : 19 之普勒)攻打叙利亚，为免遭击
打，米拿现只好进贡纳赋(15 : 20)。这时的亚述在整个西亚地区营建起

一个大帝国，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

之前，它们按各自的政治需要在西亚小国之间纵横连合，但此后，它

们的政治命运就共同地受制于西亚地区的超级帝国们了。

这些巴勒斯坦地区的小国试图联合起来，抵挡亚述帝国的入侵。

先是叙利亚的利泪，王和北国以色列的比加王(16 : 5)联合起来，并攻打

耶路撒冷，试图使不愿加入联盟的南国犹大的亚晗斯(Ahaz)退位，以一

个愿意联合抗击亚述的新王取代之。③但是，亚晗斯转而向亚述求援，

@所谓"国中的众民"或"国民"是什么意思，却不甚清楚.其希伯来文是l'"跳:1 Clr与!)(all
the people of由e land). 有二点可以特别注意，第一、他们在犹大王朝的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如

王下 11 : 14. 18-20. 14: 21 等.并且始终支持大卫世系的君王，如 15 : 5; 21 : 24奉约西亚立为

王等.第二、这样的名称只在南国历史中出现，在北国叙事中，从未见此名词.因此国民"具体

指称什么，他们是如何组织和形成的，仍是个谜.但他们对于南国大卫王朝的稳固有着特殊意义.

参Rendtorff. 45-46页.

@可参《阿摩司书) 3: 15 提及的"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高大的房屋以及

6: 1 "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等等.

@现代学者用"叙利亚一以法莲之战" (Syro-Ephr回inúte War)来指称这个事件.叙利亚即圣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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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臣纳贡，于是亚述提革拉昆列色王于公元前 733 年攻打叙利亚和以

色列。大马士革和撒玛利亚先后陷落。何细亚(Hoshea)杀了比加，成为

以色列新王，并割让了大片领土，大批居民被流放到亚述，才保住以

色列国(15 : 29-30)。自此之后，以色列与犹大部成为亚述国的附庸。

此后，何细亚又试图加入反亚述联盟，并从埃及王那里求助，不

纳贡赋予亚述。于是，亚述王撒缰以色五世(Shalmaneser V)乃发兵再次

攻打撒玛利亚，于公元前 722 年攻占撒玛利亚，并将它的人口流放到

亚述，使撤玛利亚成为亚述的一个行省(17 : 1-6)。北国以色列的历史

就此结束。

s. 总结z 北国历史的特点

虽然只依赖圣经对列王的零星记载和充满神学判断的历史叙事，

我们对北国以色列历史来进行概括是危险的，但是，本书之主要目的

不在于呈现一个完整而客观的历史图景，而是分析希伯来圣经的社

会、思想和文化内涵，因此，为使读者对以色列史有一个总体印象，

仍尽可能地在此对以色列历史的特点做几点概括。

首先，与南国犹大的历史相比，北国以色列的历史是混乱而无序

的。在相同的时间段里，以色列经历了 5 个朝代(耶罗波安、巴沙、暗

利、耶户、米拿现)19 个君王，而南国犹大始终是大卫子孙为君王(除

了中间亚她利雅篡位的小插曲)，共 12 个君王。其中的原因常被认为

是制度性的，即南国是"世袭王朝制" (dynastic principle)，而北国是

"个人魅力型" (charismatic principle)。①前者必须由大卫血统的子孙为

王，从而大大减少了军事领袖篡位的机会;而后者主要依靠于领袖的

个人魅力，以及先知及大众在形式上的认可，因此在君王去世之时，

的亚兰，而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另一名词.对这一战事，参王下 16 章.此外，圣经外的文献

和考古也有较丰富的记载，参 ABD之 S严。-EphraimiωWar辞条.

①这一理论是由Albrecht Alt在 1951 年提出，其根据在于亚希雅与耶罗波安、以利沙与耶户等

北国君王都以先知认可作为合法性的依据，与撒母耳与扫罗的故事类似，表明北国君主之立位多依

赖于自己具备的个人魅力.但是，近来人们纷纷反对这一看法，因为核照北国叙事，很多君王并没

有得到先知的认可.批评及反对，请参Rendtor霄'. 39-40 页，以及 Gio晤。 Buccel1ati. C胁'.s ønd 

Nations 01 Ancient 每ria: An Essay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th Special R，价阳配eω 加 Israelile

Kingdom.s (Rome: Instituωdi Studi del Vicino伽icn钮.1967)和 Baruch Halpem. The Con.st侃Iion ofthe 

Monarchy in Isroel (Chico. Calif.: Scholars pr回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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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继承的变数大增。此外，围绕着大E王室所形成的锡安神学传

统，在意识形态上(犹大国是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大卫子孙永继王位

等)和组织机构上(如圣殿的祭司制)也有助于大卫王室的稳定性。

其次，南北两国不同的地理处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历史的

差异。犹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对整个地区的管理相对容易:它

没有关键的商道，外部势力无心去控制它。而北国以色列则相反，它

所辖区域地形复杂，平原、峡谷和山地交错:而且支派众多，难以控

制:它还处于亚非交通的关键位置，与外界交往频繁，受外部文化影

响深刻:而且农业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故而怀璧其罪，易于被外部

势力所窥视。因而，北国的内部分化严重，在国际上与其他邻国的关

系频繁而复杂。总体而言，南国历史表现就较为单一而平静，北国则

受制于不同支派之间的争斗和外国势力的插手，其历史混乱而复杂。

最重要的是，与南国犹大相比，北国以色列以不同的方式亡于不

同的世界帝国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历史差异。北国于公元前 722 年

覆亡后，亚述帝国的统治方式是z 一方面将以色列人中的一部分(尤其

是社会上层或能工巧匠)流放到帝国的其他部分，从而导致他们消失在

异族人群中:另一方面又从别处把异族人口迁入，使撤玛利亚北国成

为一个杂居之国，甚至由于这些迁入之人往往成为社会上层，从而也

使得非以色列的传统在北国成为主流。而南国虽然也亡于巴比伦，但

是，一方面由于巴比伦是将犹大人整体地流放到一个地区，从而使得

他们可以保存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巴比伦也没有像亚述人一样，

将一些新的社会上层迁入犹大。所以，虽然南北两国都被大帝国所

灭，但是传统延续下来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北国自此之后，国家消失

了，宗教、文化和历史也就都消失了。国家的终结，就是一切的终

结。而南国则不同，他们保存了自己的传统，一方面，流放时期是他

们对传统的保存、整理与重新解释的重要时期;另一方面，波斯帝国

兴起之后，他们从巴比伦流放之地回归耶路撒冷，较为容易地重拾起

中断的传统，开创出新的"第二圣殿时期飞对南国而言，国家虽然消

失了，但是宗教和文化传统仍强有力地发扬起来。①

@参 Rendtor霄'， 48 页.南北两国的这一区别意义重大，是我们理解后来的先知传统的形成、圣

典的编写、圣经中反映的不同传统之间的关系、乃至回归之后的社群关系等等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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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传统及其神学

由于北国与南国在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分立，尤其考虑到即使在统

一王国时期，南北之间仍然差异巨大的事实，那么，北国是否有自己

的精神形态呢?换句话说，如果南北之间存在复杂的分合关系，它们

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精神资源、历史记忆的话，在对这些共同传统的阐

释和理解上，北国是否有某种自己的倾向呢?如果有，他们的精神形

态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由什么样的人来保存和编修呢?在具体的圣

经文本中，哪些地方是北国传统的遗留呢?当然，试图在圣经文本中

寻找与北国相关的宗教传统，有两点是尤其要注意的:一、不管南北

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资源，任何强调

南北传统之间的差异性的努力，都要注意它们都只是耶和华崇拜的不

同形态:二、到正典形态的圣经文本形成之时，所谓的南北传统都已

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经历了长期的共通、融合过程，成为活的信仰机

体。将之剥离成各异的单独传统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加深人们对圣

经整体的理解。

1. E传统假说

首先，人们注意到先祖叙事存在着较多的"故事重叙" (double 

narratives)现象，如<<创世记>) 12: 10 与 20 : 1-18. 关于亚伯拉罕称

撒拉为妹子的故事 16: 4-14 与 21 : 8-21 关于撒拉苦待夏甲的故事:

26: 26-33 与 21 : 22-34 关于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争吵与立约的故事。

人们认为，这些重复的叙述可能来自于北国关于先祖的传说。同时，

在五经叙事之中，人们用不同的名称指称同一事物，如 z 用耶和华

(Yahweh)或神但lohim)来指称上帝:和西奈(Sinai)或何烈指称立约之

山:用流离(Reuel)或叶成罗来指称摩西岳父:交替用以色列与雅各的

名字:用迦南人或亚摩利人来指称巴勒斯坦原住民。再有，在一些叙

事用语上，有很多特殊的用词，如用"我主" (切::l)来指代男人或丈
夫:用重复呼喊来表示神对人的呼唤，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 

(创 22 : 11). "摩西!摩西" (出 3: 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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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认为，五经(以及其他经卷)除 J 典之外，还有一个所谓

的 E 典，或称 E 传统，并把 E 典的写作者或编修者统称为 E 典作者

(Elohist)。①它在对人的道德描述、崇拜的礼仪、神人关系等神学取向

上，都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没有像 J 传统那样的"远古历史"。

E 传统不是从人的创造开始，而是从亚伯拉罕的呼召(创 15 : 1-6)开

始，所以，相对而言，它是一个关于以色列民族的传统，在神学视野

上没有 J传统那么长阔高深.其次，在对先祖叙事中，他不像 J传统那

样无所顾忌地道出先祖的道德缺陷，而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先祖

的道德问题。如给亚伯拉罕的谎言加上一条"撒拉实在是他同父异母

的妹子" (20 : 12)，雅各从拉班那里偷羊也被补注为"神的赐福"

。1 : 9)等等。再次，与 J 传统专注于故事叙述，将神学或道德真理隐

而不发不同， E 传统有较强的神学或道德宣讲的风格。例如，通过约

瑟之口，将神对人间事务的安排道出来(创 45 汀， 50: 20); 在摩西与

神对话之中，清楚地讲解"耶和华"这一新神名的含义(出 3 : 13-15)0 

再次，在神人沟通的方式上，与 J 传统所叙述的一个"人格化的"、

与人亲切交谈的终极实在不同， E 典中的神倾向于在异象或人的梦中

出现，它所讲述的上帝似乎是一个更遥远的或更超越的实在。最后， E

传统比 J 传统的仪式色彩更为强烈，例如，在先祖叙事中 ， 1 传统的那

由通常，人们认为五经中的 E典是指以下部分g

亚伯拉罕叙事 创 15 : l-ti, 13-16,20 : 1-17,21 :ι21， 21 : 22-34,22 : 1-14, 19. 

雅各叙事 创 28 : 11-12, 17-18,20-22, 31 : 4-16, 17-24,25-42,45,49,50,53-54,31 : 5-

11,35: 1-8. 

约瑟叙事 创 37 : 20-24, 28.. 29-30, 36, 40-41, 42 : 180 2-3, 6-7, llb, 13-26, 28b-38, 
45 : 2-3; 5-15, 46 : 1-4, 48 : 1-2,7-14, 17-22,50 : 1弘扬.

摩西叙事 出 1 : 15-21 , 3 汀，物， 6，弘13， 15, 4 : 17, 18, 2Ob, 13 : 17-19, 14 : 5.. 198, 

15 : 2~21 ， 17 : 4-7，也16， 18 : 1-27. 

立约叙事 出配2b-38o叫阳， 19, 20 :阳， μ: 1-2，弘川

32: l-ti, 15-20,33 : 3b-毡， 7-1 1.

旷野流浪之叙事 民 II : 1-3, 16-17,24-30,22: 2-21 ,36-40, 22 : 41-23 : 26. 

摩西之辞世模说 申 31 : 14-15,23,34 : 1-12. 

@对于在五经中存在着一条连贯的 E 传统的集中论述，可参AIan W.l，阻ks， The Elohist and 

North Israelite Traditio毗 (Mis酬180 Mont.: Scholars, 1977)之 1 与 2章，以及他为 ABD所写的目.ohist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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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坛或圣所没有与先祖具体的崇拜行为联系起来，但是，在 E 传统的

叙事中，先祖们常在这些坛或圣所处实施某种崇拜行为，如创 22: 1-2 

亚伯拉罕献以撒为孀祭:创 28 : 18 雅各在伯特利所枕的石头上浇油:

创 28 : 20-22 雅各所许的十分之一献祭的愿:在出埃及叙事中，对摩

西立约之时的一些仪式行为的强调(出 19 : 10-1 1, 14-15. 24: 6. 8) 

等。在圣经评断学初兴之际，将 J 与 E 相分是圣经研究的一个基本

点。但近年来，人们意识到，要将 E 典与 J 典之间截然分开，难以做

到。因此，普遍倾向于认为且在很早期间即己合流，成为以色列口头

传统的主要内容。而众多学者甚至认为 E 典不是一个完整的传统，它

只是在某些方面对 J 典进行补充。与其说有一个 "E 典传统"但lohistic

Tradition) .不如说只有一些 "E典片断" (Elohistic Fragmen盼。@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是这些所谓的 "E 典作者"呢?人们只能大

致地推测出几个大的群体。首先，先知及追随他们的人，肯定是传承

这些宗教传统的主要力量。对于先知运动以及他们的神学成就，下一

章再进行细致分析。除此之外，人们还认为，以约书亚在示剑组织的

更新盟约(covenant renewa1)仪式为源头的集体活动，后来可能转移到示

罗或其他圣所，应该也是所谓 E 传统的一个重要传承渠道。最后，在

以色列广大乡村地区还可能活动着一群利未人(Levites)o cí)按照学者们

的研究，这些人在王朝出现之前，是在以色列人的圣所从事宗教活

动，包括z 第一、通过某种特定的宗教方法来裁定民间事务:第二、

解释摩西律法:第三、在约柜面前事奉:第四、收受或代理人们的祭

祀。③但是，中央圣所示罗被毁，王朝建立之后约桓又移至耶路撒冷，

以及伴随着王朝建立和祭祀集中化和制度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政治变

面还有人认为. J 和 E实际上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基本传统，即所谓 G 典.参 R创d伽霄. 138-

139 页.本书将正典圣经分成几个传统的努力，乃始终秉承这样的原则g 我们只是在原则上接受这

样的分典假设(hypoth国is). 而对于怎样分、分儿个传统、哪一段经文属于哪一个传统，则始终应持

开放的、随时修正的态度.

@这群人是最早的以色列祭司，而且可能与雅各的儿子"利未"没有血缘关系. We1lh翩跑回甚

至认为，可能利未作为一个支源，在很早时期消失了.利未人包S巩固)作为以色列人的最早祭司阶

层，只是一个职业称呼，而非血缘群体.后来他们成为专职祭司群体后，才将祭司制度投射到以色

列人的早期历史之中，并与雅各之子利未联系起来。详细的学术讨论，见 ABD 之Levi国制

阳回U辞条.

@普遍认为. <<申命记》中保存了对这些传统的记载，分别见g 第一、 17: 9, 12; 19: 17, 20: 2, 

21 巧， 24: 8: 第二、 17 : 18,27 :弘10.31 :弘11 ，24-26: 第三、 10 : 8, 31 : 9.25: 第四、 18 汀， 3，

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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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些利未人便流落到以色列的乡间，成为一群"教习律法的祭

司" (teaching priests)，在以色列的民间传扬并解释以色列人的宗教传

统。他们既是先知运动的社会基础，也是 E传统的传承者。

2. E传统的神学

如果对 E 传统的神学要点进行概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虽与

前述大卫南国传统差异很大，但对希伯来宗教的发展却至关重要的一

些神学原则，其中包括:强调先知的角色，强调敬畏上帝，强调西奈

(何烈)立约，对历史的特殊理解等等。

A、先知角色的强调

E 传统的总体叙事是以四位以色列人的先祖为支点建构起来的z

亚伯拉罕、雅各、约瑟与摩西。在 E 传统叙事中，他们都或多或少是

按照先知的模式来叙述的，亚伯拉罕被直接称为"先知" (创 20: 7); 
摩西的呼召经历和他与圣约的关系，表明了他的先知形象(出 3); 而雅

各与约瑟或在梦中或通过对梦的解释来得到神启，也表明他们"有神

的灵在里头" (创 28 : 11-12; 31 : 4- 16; 创 41 : 38-41)，而这正是先知
的本质所在。在对他们与君王关系的叙述中，与《列王纪》所描述的

先知既帮助又批判君王的复杂关系相契合，如亚伯拉罕祷告神，使亚

比米勒妻子得生育:约瑟帮助法老度过难关等，但是，他们更多地展

现了 E 传统对于王权的批判态度，亚伯拉罕与摩西部与君王作对。摩

西叙事类似于《列王纪》中以利亚的先知叙事。因此，在 E 传统看

来，君王不能被神化，更不是"神的儿子"王权从本质是一个危险

的事物。在以色列社会中，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应该由他来扮演

领袖的地位，或至少由他来监督王权。

B、强调对神的敬畏

"敬畏神" (C~H与民跳甲， f阳 G创)也是贯穿在E传统叙事中的主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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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E典叙述的起头，要表明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时，说"你不要惧

怕(即敬畏)" ;亚伯拉罕在解释为何称撒拉为妹子时，因为他以为"这地

方的人不惧怕神"会因撤拉的缘故杀他:在著名的祭献以撒的故事

中，作者巧妙地在"敬畏神" (C'i'1与民跳甲，也ar God)和"耶和华必预备"
阴阳、i'TI~， YHWH pro圳臼)之间做一个词戏(创22 : 12, 14)，即表明在

"敬畏"与"神预备"之间的关系。在雅各的故事中，当他意识到伯特

利就是神之家时，他说"这地方是何等可畏"(28:1切约瑟也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42: 18)。在出埃及叙事中，那两个接生婆不杀希伯来男

婴，也是因为她们"敬畏神" (出 1 : 17, 21); 摩西在民中选出审判官，

也要他们"敬畏神" (出 18 : 21);最后，在西奈的神显叙事中，摩西再

说"你们时常敬畏神，不至犯罪" (出20: 20)。

因此， E传统中关于"敬畏"的主题，是一个综合式的概念。它既

包括人对于神圣的经验，从而表明世界的终极实在是超越性的、令人

畏惧的存在:还指神人关系的逻辑，在人的"敬畏"与神的"预备"

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同时，也包括了人对于神启律法(西奈之约)以及

神的圣所(如伯特利)应有的敬畏:还指人对于与人际相处的道德规范的

敬畏(亚伯拉罕与约瑟)。总而言之"敬畏"综合地体现了人对于上帝

和他的圣约的顺服与忠诚，要人们以恰当的敬拜与信仰方式来回应上

帝，深刻地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宗教形态。①

c、强调西奈(何烈)之约@

E传统强调以色列群体对以摩西为中介所立的圣约的遵守，并以此

作为以色列社群的本质所在。通过历史一社会学的研究，人们认为

"约书" (B∞，k of Covenant)即《出埃及记)) 20 : 22-23 : 19乃来自于北

国的传统。这一约书的精神，体现了北国传统对于王室的另一重看

@参GottwaJd. 349 页，他将之称为一种改变公共生活的"崇拜神学"也叫"也回I嗨冽的核心.

对于"敬畏"的神学意义，请参 H. W. Wo1佼咽e E10histic Fragments in the Pentateuch". 

lnterpretation. 1972 (26): 158-173 页，重印于 W. Brueggemann and H. W. Wolff. The Vitalily of Old 

Telftament TrøJitio，时.2'回创.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2) 

②由于"圣约"思想在希伯来宗教中核心地位，不同传统皆以圣约叙述作为关键，从而导致了

在西奈立约的叙述中，要分出 1 传统或 E 传统尤为困难.通常认为.JE 合流是在北国灭亡之后，

因此，在编修四经肘，代表北国的 E传统被南国的 1传统大量置换或改写.尤其是在西奈立约的叙

述上.E传统是相当模糊的.参ABD之 E10hist辞条Gottwald.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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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井非以君王而是以摩西之约为集中体现的生活方式才代表以色

列社会和历史的实质。

同时，围绕着西奈之约所形成的历史叙述，也反映了北国传统对于

神人之约的深刻理解. ep "立约一人的悖逆一神的慈爱一重新立约"的
循环。所以，在E传统对于神人之约的叙述中，就深刻地体现了北国传统

的宗教现实，即以色列人对于牛辖的偶像崇拜(idoIatry)破坏了圣约:但

是，通过先知(以摩西为原型)的代求，神以慈爱与恩典再次立约。

D、对历史的理解

人们通常认为，对E传统而言，历史是民族主义的，是从亚伯拉罕

开始的。因此，对神人关系的理解，它主要是通过对以色列史的展开

来实现的。首先.E传统似乎设置了两条历史的发展线索，即一条以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为代表:另一条则以亚伦和悖逆的以色列

人为代表。前者是一条敬畏神，信守圣约的历史:后者则是一条敬拜

别神和悖逆圣约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它在历史叙述中，设置了一

些关键点，来试验以色列人是否敬畏神，例如《创世记)) 22 : 1与《出

埃及记))20:20都讲到神的"试验"虽然在前者试验的只是作为家

族首领的亚伯拉罕，而在后者则是对整个以色列人的测试。在这里.E

传统将历史理解为以色列人在两条道路之间的选择，这与源于北国传

统的申命运动也是非常接近的。

同时，在E传统对历史的叙述中，喜欢用一些带有显著宗教意味的

事件来表示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如《创世记))20:3在梦中对亚比米勒

的启示 20: 17中亚伯拉罕的祷告 28: 17中雅各在伯特利立石柱:

32 : 1-6中亚伦带领以色列人铸牛棋像等。尤其是，它彰显先知在历史

中的角色。它安排了一些先知人物的讲话，由此赋予历史或过去的事

件以意义，如《创世记)} 45 : 7-14与50 : 15-纽约瑟的讲话，揭示了他

流落埃及的意义:而《出埃及记}} 20 : 18-20则以摩西的讲演揭示西奈

立约的意义等。它表明，在E传统看来，某个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人

间层面，而在于它的宗教内涵:而且，只有那些受神言启示的先知，

才能领受并传讲历史的真正意义。

总之，如果我们认为在五经叙事中有一个E传统，不管它是一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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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清晰的，还是→个模糊、片断性的传统，那么，它很可能是以北

国以色列作为它的生活处境。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对那些北国圣所传统

的承续，如伯特利传统(创28 : 11-12. 17-18. 2~22. 35: 1-8);另一

方面是由于在人物叙述、神学倾向等一些更深层的主题上，它与《列

王纪》中所叙述的北国传统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如摩西与以利亚形

像之间的相似性、对圣约的强调、对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警告、先知

对王权的制约作用等等。虽然我们无法断定E传统的成型时间，①但

是，毫无疑问，它与先知传统一起，使我们得以窥见以色列人的信仰

图景，而在其中包含的众多理念如敬畏、对圣约的忠诚等，甚至是后

来申命运动的神学基础之一。

附录z 南北两国与西亚列强之关系

埃及 叙利亚 亚述 巴比伦

公 前m年，示撒

Y前E 收留耶罗波去，- 王上 11 : 40 o 
世
纪 前归5 年，示 便哈达一世之

撒攻打亚撤， 父与耶罗披安

王上 14: 25-27 立约，王上

15 : 19 

公 前 894 年，便

Y前E 哈达一世与南
\c 

国亚撒立约，世
纪 攻北国巳沙，

上 15: 18-20 

①人们或者认为它成型于公元前 10世纪晚期，理由是它可能比南国的 J传统更早，即 J传统的

出 32 章的金牛镇叙事是对耶罗波安的影射s 或者认为它成型于公元前 8 世纪，理由是耶户王朝的

晚期可能是以色列人悖逆圣约的高峰时期s 或者认为它成型于公元前 9世纪，因为 E传统中的摩西

形像与 9世纪的以利亚先知形像接近.但这些都是猜测，人们没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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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856 年，便

哈达二世攻打

北国亚哈，上 , 

20: 1-34 

前 853 年，与 前 853 年，

北国一起与亚 Qar可红之战

述撒缀以色三

世在 Qarqar

交战。

前 853年，亚晗 前 841 年，耶户

联合约沙法攻 向撒缰以色三世

打便哈达二 进贡

世，上22: 1-36 

前 848 年，以 前 803 年，叙利

利抄医好叙利 亚王向亚达尼拉

亚元帅乃缰， 利三世进贡，使

王下 5 : 1-19 北国兔受进攻，

王下 13 : 5 

前 846 年，便

哈达二世捉拿

以利沙，王下

6: 8-23 

前 844 年，便

哈达二世攻打

约法，围困撒

玛利亚，王下

6: 24-7 : 20 

前 843 年，以

利沙预言晗薛

篡位，王下

8: 7-14 



210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叙利亚王晗薛

攻打耶户 (841-

814 年)，王下

10: 32-33 

晗薛攻打以色

列王约晗斯

(813-8ω 年)，

王下 13 : 3-7 

哈薛攻打犹太

王约阿施(841-

802 年)，王下

12: 17 

公 以色列王约阿 前 753 年，米拿

y前u 施 (802-790) 打 现向亚述进贡，
。。

败便晗达三 王下 15: 19-20 世
纪 世，王下 13:

14-19 

前 733 年，联 前 751 年，提革

合北国攻打南 拉臣列色三世攻

国，史称"叙 打比加，王下

利亚一以法莲 15: 29 

战争"

前四年，撒缰

以色三世灭北

国，王下 17: 3-6 

前 701 年，西拿|

基立攻打希西;

家，王下 18 : 

13-19 : 36 
」 一」 一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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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前 698 年，比罗

Y前E 达巴拉但探望希
、4

西家，王下 20:
世纪

12-13 

前 609 年，尼 前例年，约西

哥杀死犹大王 亚阻法老尼哥，

约西亚，王下 助亚述，王下

23 : 29-30 23 : 29-30 

前 ω8 年，尼 前 ω5 年，尼布

哥废约晗斯， 甲尼撒攻打犹大

改立约雅敬， 王约雅敬，王下

王下 23: 33-34 24: 2-4 

公 前 y11 年，尼布甲

y前巳 厄撒攻打的雅斤，
。、

第一次流鼠，王下世
纪 1A: 10-16 

前 597 年，立西

底家为犹大王，

王下 24: 17 

前 586 年，尼布

甲厄撤攻打西底

家，犹大第二次

流放，王下 25:

1-21 

前 586 年，立基

大利为犹大省

长，王下 25: 22 

前 5ω 年，以未

米罗达王使厚待

约雅斤，王下

25: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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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运动总论

按希伯来圣经的分类法，五经之后就是先知书，即《约书亚记》

到《十二小先知书》这→大单元都被称为"先知书"但

们命名的书卷自不必言，即便是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的历史

书也被视为是先知传言在历史中的应验，放在先知书的范围之内。它

们都属于广义的先知运动(Prophetic Movement)的产物。虽然就"先

知" (K"~， Prophet)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乃伴随王权(kingship)而出

现的现象，如 Albright 所云"撒母耳是先知运动的开创者"。①但是，

晚期希伯来宗教在正典化的过程中，以先知作为权威经卷的作者，从

而将亚伯拉罕到所罗门的以色列英雄人物都称为"先知"使这一名号

的内涵泛化，难以界定。近代比较宗教学对于先知的分析，更使得人

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带上英雄主义的色彩。例如，雅斯贝尔斯(K.

Jaspers)认为先知们是希伯来宗教进入"轴心时期"的关键，是闪族宗

教理性化、伦理化的代表，是犹太一基督教传统的奠基人物:韦伯(M.

Weber)认为先知是"带有灵力的纯粹个人，以其浓重的使命感来宣讲

某种宗教教义或神的诫命" @这些定义以说传说，将希伯来先知幻化

为一个学术想像的现代神话。不可否定先知对于希伯来宗教的巨大意

义，但要从圣经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先知运动，有必要将笼罩在以色列

(V W. F. Albright, "Samuel and 由e Beginnings of 由e Proph创c Movement"，在 Interpret问加

Prophetic 7ì咀dit.归In， ed. by Har可Or\insky (Cincinnati: H由rew Union College, 1969) 

~ "a purely individua1 bearer of charisma, who by vi阳eof恤 mi由ion proclaims a religious d回trine

or divine commandment",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 &叫1 and C. Wittich (Berkeley: Univ. 

。.fCalifomia pr田s， 1978), vol. 1 :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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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们身上的这些学术神话先放在一边。

英文将"先知"译为Prophet ，他们的活动即先知传言称为

prophecy，均来自希腊文叩呻均τ咐，意为"宣告者"指代表神灵的

宣讲，是神人之间的中介。当然，正在这样的关键概念上，反映出某

种宗教的深层特质，因此不同宗教之间差异巨大。在希伯来圣经中，

指称先知最常用的词是 W缸，普遍认为，它的词根是指"呼召、呼

唤"指先知们多数具有的被上帝呼召的宗教经验，其含义指"被呼

召的人"与中文译法"先知"一词所强调的"预先知道"有较大区

别。故吕振中译其为"神言人"亦有人主张用古代汉语中的"舌

人"来译之，均注意到"传神言"是先知的主要活动、希伯来宗教之

为"话语宗教"的特质，更为准确。但考虑到约定俗成，本书仍多用

先知一词。在圣经中"先见"阴阳气 S臼:r)与"神人" ~口响加i1-四、快，
manofGod)是另外两个用来指称先知的希伯来词。①

-、 "先知"与古代西亚文化

毫无疑问"先知"现象在希伯来宗教中有着独特的性质，甚至对

人们理解整体的希伯来宗教有着决定性意义。②但是，先看一看古代西

亚文化对于类似的"先知"角色的界定，对于我们理解以色列先知也

许有所帮助。

近年来，在西亚地区的考古表明公元前 18 世纪的马里(M缸。文化

和公元前 7世纪的亚述文化中都有较丰富的占卡(divination)文件。从马

里出土的这些文件表明，他们的先知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

他们的头衔则被称为"答疑者" (answerer) ，或者"灵附者"

(民static)，甚至被称为"神唤者" (nabû ， 与希伯来文 K'::ll 同根)。在亚

述文献中，这些人的名号或者称为"灵附者" (ecstatic)，或者称为"宣

讲者" (P~∞laimer)。有时在梦中，有时则在圣所里，他们受神启而传

讲神言。他们所宣讲的内容，有时与崇拜(cult)有关，提醒人们不要忽

@有趣的是，希伯来圣经只有 "Man of EI口Ihim"，却从来没有出现 "Man of YHWH". 也许这

也表明，前者来自于西亚文化，而耶和华崇拜与西亚宗教在理解神入关系上有着本质区别.

@Rendtor筒~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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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神的崇拜，有时则也会提醒君王在社会中实行公义。在这两种文

化中，这些"扣人" (或称先知)都与王室关系密切，在君王身边活动。

通常，他们在君王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告诉君王不要惧怕。在亚述

文体上，他们的宣讲也常被加以"亚比拉的以示塔神如此说" (Ishtar of 

Arbela has said)或"这是亚比拉的以示塔神说的" (也e word of Ishtar of 

Arbela)，与希伯来先知的"耶和华如此说"和"这是耶和华说的"具

有类似的语言结构。另一个更有趣的相同之处在于z 亚述文化的巫卡

材料，同样被小心地保存下来，并由文士加以抄录，也许意味他们与

以色列人一样认为，这些神灵的启示不只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超越

其最初的历史处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或者他们认为这些神灵启示

可以有助于使后人相信，其王朝的统治具有宗教的正当性。@

当然，对于希伯来先知与古代西亚文化的关系，需要更多更确定

的材料才能加以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希伯来宗教后来在"先知

传言"与"占卡"之间做出了明确区分，以和西亚文化区别开来。按

《申命记}} 18 : 1Q-1 I. "你们(以色列人)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

也不可有占卡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

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里所禁止的可能就是西亚文化的巫卡习

俗。②根据大卫王朝的叙事来看，从大卫王开始，以色列君王乃通过先

知而非巫卡来了解耶和华的意旨。

所以，如果将西亚文化中的这些巫卡文件与我们现在正典化了的

(canonized)以色列先知传言相比的话，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极其明显的，

可概括为 z 西亚文化的巫卡缺乏道德维度，只是一种技术，它更多地

只关心某一事件，不关心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神也不是一

个道德存在，不具有圣洁、公义和公平等道德素质:他们的预言主要

服务于宫廷，与广大人民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预言没有

内化为神人关系，所以，也很难具有普遍的适用性。③

(i) Collins, 284 页.

②当然，在对以色列人的一些古代宗教习俗进行叙述的古代文献中，仍谈到这样-些巫卡习

俗，如《民数记>> 27: 21 和《申命记》中所记的祭司要依"土明与乌陵"实行判断.至于乌陵

(Urim)、土明(币lumim) 以及另一个名词"以弗得" (Ephod)是什么东西，是否具有巫术性，学者们

仍然没有定论.关于一些巫卡活动的历史叙述，则见于《撒母耳记上>> 14: 18-19; 23: 9-12. 

@强调希伯来宗教的独特性的学者多强调这两种宗教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可参 M副D Buber, 

The Proplu!tic Faith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19ω)，但当代的考古学、文献学者，更倾向于认

为希伯来的先知现象，实际上与西亚文化大体相同.可参 Mark S. Smith, TIu! Early His问 of G.对:



第~章先知运动总论 215 

二、先知=耶和华的传盲人

先知传言通常都是由"耶和华如此说" (mM~ 咽民内~， thus says 

YHWH)的格式用语来引入的。在希伯来文化处境中，这是一个"传言

人"的语言格式。例如，在雅各将要见到他哥哥以扫之时z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耳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

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

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蝉，现在打发

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息。， " (仓:~32 : 3-5) 

这里"雅各这样说" (:::lp17~ 节出 'OK M~ ， thus 踊ys your servant Jacob] 

结构便与"耶和华如此说"是一样的，表明先知是代耶和华传言的

人。在圣经的君王叙事中，代君王传言的人也采用同样的格式。如=

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希西家说: ‘亚述大玉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有甚么可仗赖的呢? " (王下18 : 19) 

这里的亚述大王如此说("固执节口圳市罚节口罚「以-M~，也us says 由e
Great Asshur king)表明拉伯沙基是一个传言人。因此，在表示先知的

"传言人"角色时，常用"被差遣" (州国， sent) 来表明先知与耶和华

之间的关系。其最经典的是以赛亚先知被差遣的对话(赛6: 助。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 、3咽与中-nK 170以1

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n与四以市-n拭「白鼠

谁肯为我们去呢? " 'l与-，切、m
我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才与四、)J罚「口附

这里以对话的语言将"差遣"一词强调出来，强调先知是被耶和华呼

召井差遣的人，例如"差遣"一词亦见于耶利米先知与以西结先知的

Yahweh and lhe α'her Deities in Ancient Israel, 2nd ed., (GTand Rapids: Eerdmans, 2α>2)一书的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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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召经历中(耶1 : 7; 结2 : 3. 4; 3: 5. 6) 。

明白先知 (N'~J) 一词的"代耶和华传言，奉耶和华差遣的人"含

义，对于我们理解先知的真实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其基本含

义不是指一些预先知道什么事情的人，或预告人们在将来会发生什么

事件，虽然由于在他们看来耶和华是历史的掌控者，所以也常对历史

事件进行预测。其基本含义是z 代耶和华传言，也就是说，耶和华是

一个能言的上帝，他通过先知之口宣示他的神圣意志。而且，先知们

所传圣言的目的，不在于纯粹地讲述未来事件，而是要使昕众在当下

有所反应。换句话说，先知传言首先针对的不是未来(fpture). 而是当

下(present)处境，要求昕众现在(now)就做出回应。①其次，先知所传讲

的信息之关键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耶和华的话n 是普遍的

历史意义本身。换而言之，先知传讲的不是预言，而是伦理学、神学

或者说历史哲学。最后，先知的"传言人"身份将他与耶和华区别开

来，他们的先知传言的权威在于耶和华，而不在于他们。先知与耶和

华之间类似于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希伯来文之先知 (N"~)的

最初含义，即"听候呼召的、随时昕命的人"。当然，由于在圣经希

伯来文中，先知也常被理解为从天而来的信使，即天使(币切，扭.gel) 。
人们猜测其思想史起因是z 在先知运动的早期，由于受西亚文化民间

信仰的影响，可能会将先知理解为灵界的天使:在先知运动的晚期，

先知的地位被加以尊崇，人们也用"天使"一词来表示先知(赛44:

26; 晗1 : 13; 玛 1 : 1; 代36 : 15-16)。②但是，在古典先知的理解中，

先知只是一个"传言的人"而不是天使。

认识到先知的这种"传言人"身份后，就使得我们对先知文本进

行分析时，需要注意到那些先知在说话时，他是以耶和华的名义说

话?是自己说话?还是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名义说话?在此，我们可以

分析一个经典的个案即《阿摩司书}} 3 : 9-11 。

要在亚实突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

集在撒马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域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

( B. w. Anderson, 249-253 页.

②先知身份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可参 Alexander Ro旬， Intro缸.tion to The P1"Ophø优 Literature

(She伍eld:A四demic， 1997)， 6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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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

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

微，抢掠你的家宅。"

在这个小小单元中，说话者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着的。第9节是先知所

讲，是他对撤玛利亚的扰乱与欺压之事的谴责。接下来的"这是耶和

华说的"与"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是代神传言，是对将来的预测，

即撤玛利亚充满了扰乱与抢夺之事，因此它将来也要被别人抢掠。

这种将神言和先知之言交错安排，也许表明z 在最初阶段，先知

代神所传之言只是一些对历史的简洁预言(prediction. 第 11节).但在后

来的流传发展中，人们又将先知对某些具体事情的谴责加在这些预言

之前(上述第10节).从而使之成为解释那些预言的原因(motivation)0 换

句话说，最初那些代神所传的预言只是对于未来的宣告，但是，先知

运动又对这些预言进行道德解释，前者是历史事件，后者则是道德解

释:前者是结果，后者则是原因。将它们整合在先知的宣讲之中，使

历史与道德融合在一起。所以，在先知的宣讲中，有两重因素z 对于

未来的预测:以及在对人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中寻找这些未来事件之所

以发生的正当性解释，从而在道德解释中形成了"罪一罚" (sin

punishment)的因果关联。①类似模式，亦可见于《以赛亚书}} 7 : 4-9; 

《弥迦书}} 2 : 1-3; <<耶利米书}} 22 : 13-19; 28: 15-16等。在这一意

义上，先知的代神传言意味着，耶和华上帝不仅是历史的主宰，而且

是历史与人类的审判者(Judge). 即依据人的道德行为而在历史中对他

们进行审判。@

面先知预言中的两部分说法(阳。-part 蚓ng)亦常被称为"控告" (眠usation)与"宣判"

(announcement).也就是说，在前半部分对以色列人所行恶事之列举，后半部分即宣告耶和华将实

行的惩罚.参 Rendtorff， 117-119 页.

@这大概是为什么人们说先知运动将希伯来宗教进行理性化和伦理化的部分原因所在.另可.

C. w4臼阳rnann， B田ic Forms 01 Prophetic Speech (London, Lu阳wor曲， 1991)， 129-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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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s 古典先知们活动年表@

年代 北 固 商 回

阿摩司(前 750 年)

公元前 8世纪
何西阿(前 745 年)

以赛亚(前 742-71∞年)

弥迦(前 722-701 年)

西番雅(前 628-622 年}

公元前 7世纪
耶利米(前 626-586 年)

那鸿(前 612 年)

哈巴谷(前 ω5 年)

以西结(前 593-573 年}

公元前 6世纪 俄巴底亚倒到~515铜

第二以赛亚(前 540 年)

晗该(前 520-515 年)

撒迦利亚俑5~515句号
重建时期(Resωration)

约耳(前 5协350 年)

玛拉基(前 5协450 年)

三、古典先知及其旱期渊源

近代圣经评断学兴起之后，人们从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的角
度来解析希伯来宗教中的先知现象。从威尔豪森以来，人们认为先知

运动是希伯来宗教中的一个"挑战权威的、抗议社会不公的、伦理道

德性的"运动，其文本成就主要是那些以先知命名的那些先知书。雅

斯贝尔斯所划定的"轴心时代"也认为由阿摩司先知开始的公元前8

到6世纪的古典先知运动是希伯来宗教的轴心时期，是将原始的、神秘

的、部派性的耶和华信仰理性化、道德化的时期。所以，那些以其人

名为书名的、公元前8至6世纪的先知们，常被人们称为"古典先知"

@参 B. W. And町son， 287 页.第一、此表只以先知的活动时间为排序，后入加入的先知预言所

造成的断代问题不计在内 z 第二、此表所列时间只是大概，不同学者对其计划方法有所出入，实际

上，由于先知文本中不同传统的层累，众多学者拒绝为古典先知们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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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成文先知"而将之前的称为"前古典先知飞@

毫无疑问，古典先知们的活动，对于希伯来宗教的成型有着重要

意义。但是，他们的活动，也不是在宗教传统的真空中产生出来的。

在以阿摩司起首的古典先知成为一股重要运动之前，以色列宗教中即

杳相当程度的先知现象存在，这些早期先知是古典先知运动的早期渊

源。后来的古典先知既从这些古代先知中吸收基本要素，又对它们进

行了驳斥和改变。因此，对于这些前古典或早期先知的活动及其方

式，我们只能从圣经的历史叙述看到一些残余。

需要注意，对先知的早期渊源进行研究，我们主要依据的是"前

先知书" (Fonner Prophets)中对撤母耳及其后的先知活动的叙事，因为

五经叙事中将先祖称为先知，乃是后期人们观念的投射(re叫ectio时，

是一种年代错置(anachronism). @例如:亚伯拉罕虽然也被称为先知(创

20: 7)，但那多是 E 传统改编的结果，因为亚伯拉罕并无任何先知的

行为，从未以先知传言的方式说话。亚伦在《出埃及记)) 7 : 1 中也被

称为"摩西的先知" @但在此只是借用"先知"一词的传言人之意，

亚伦从未以"耶和华如此说"的先知句式说话。米利暗被称为"女先

知"但从她所作所为来看，更像一个祭司而非先知。@ <<申命记》

18 : 15-19 与 34: 10 将摩西称为"最大的先知"也是将后期的先知理

想投射在古代英雄的身上。

可以看到，前古典先知与古典先知在宣讲神启时在如下几个方面

有着根本区别z ⑤

第一、他们将所宣讲的话当作是自己所讲，并不是以耶和华的名

@所谓"古典先知"以及相关的"前古典先知气乃是一个现代学术用语.也有人更强调流放

时期对于先知运动的影响，将先知们分为"前流放时期的先知" (preexilic prophecy)与"后流放时

期的先知"协stexilic proph町).对于前古典先知、古典先知、后流放先知的说明，可参 1000

Barton, Oracles 01 God: Perr:eptions 01 Ancient Prophecy ill Israel After the Exile (Lon甸回Danon，

Longman and T<剧Ltd.， 1986), 266-273 页.剔的分法还有"不成文先知" (诅li回晦萨"ophe时与"成

文先知" Oiterate proph剧，前者指没有以其名成书名的先知，如以利亚、以利沙等g 后者就是通

常所指的"后先知书即以其名为书名的先知.

@参ABD 中的Prophecy 辞条.

@希伯来文是可恨、:ll. 即亚伦是"你的先知和合本直接取意译替你说话的吕译本

是"亚伦要替你做发言人

E 参《出埃及记>> 15 : 20; (民数记>> 12: 1-15. 

@关于以色列文化中的早期先知的类型与角色，可参 R. E. C1emen饵， Old Tes.细ment Prop加'cy:

如'mO，..配les to Canoll (Louisvi11e. Ky.: W胀，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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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宣讲，少有"这是耶和华说的" (:'m，~-口则，Yl栅H says this)这样的

句式。例如， <<民数记》中讲述的巴兰在讲神谕时，就只是说"比理

的儿子巴兰说" (24 : 3 , 15 , '17~ ml 口的2 口则， Balaam said); <<撒
母耳记下)) 23中的大卫的诗歌，也只是说"这是耶西的大卫说的"

(~1l1、-l~ 气" c则， David said)。虽然都是代神传言，但显然前古典时期

之前的先知并未在 u传言人"一一先知与圣言的真正权威一一耶和华

之间清楚分开。这样的情况，在较早的古典先知何西阿那里同样有所

体现。在他的传言中，没有出现"耶和华如此说" (;":'1~ ，自然:'1~， thus 

says YHWH)的先知句式。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耶和华上帝，与何西

阿先知自称的"第一人称"常常混合在一起，典型例子如《何西阿

书)) 9 : 16-17 。

第二、早期先知在"神的灵" (1口吨悄然 m" 也.e spirit of God)感动之
下，常常进入到某种迷狂状态，然后受感说话:而古典先知则多是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悄然:'1':'1'-'~' :'1':'1, The Word of YHWH carne 
to him)，强调的是"耶和华的话" <D在《撒母耳记上)) 10: 5-6 , 10-

12; 19: 20-24即讲述了一帮先知受感说话的情形，这些人"前面有鼓

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神的灵感动而说话。这

种情形与《列王纪上)) 18 : 26-28所讲述的与以利亚先知作对的巴力先

知的行为有相似之处，都有某种迷狂的举动，甚至自残身体。它甚至

表明早期的以色列先知可能受到所处的西亚文化的影响，以先知进入

迷狂状态并受感说话作为神人沟通的渠道。但是，到了以色列的古典

先知时期，受"神的灵"感动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我们可以看到2 从

阿摩司先知到以西结先知，再也没有先知声称他们所宣讲的话语的权

威来自于"受神的灵的感动"而且，他们对于那些受"污秽的灵"

感动而说话的人十分警惕( <<撒迦利亚书)} 13 : 2-6)，在对先知米该雅

的叙事中，也谈到"作谎言的灵" ( <<列王纪上)) 22 : 22)。这些都表

明，在进入古典先知时期之后，人们已不再看重"受神的灵感动而说

先知预言"了。②

①在此，要对《希伯来圣经》中"神(或耶和华)的灵"与"耶和华的话"之间的区别有恰当的

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文化背景之中，并且摆脱后世的犹太一去督教传统对

这两个核心概念形成的神学解释.详细论述可参 s. Mowinckel，叮be 'Spirit' and the 'Word' in the 

Pre-Exilic Reforming Proph曲"， JBL 59 (1 934)， 199吕7 页.

②当然，在第二圣殿时期，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 <<约E耳书>> 3: 1-2. "以后，我要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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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早期先知还以异能(magical ac叫作为先知话语的权威来源，

但古典先知并未表现出特别的超人异能。前者如《约书亚记))10章所

述的约书亚以话语使"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如摩西之用杖击打磐

石，流出清水( <<民数记>> 20 : 1-13); 再如以利沙先知的叙事中，特别

地讲到他实行的众多神迹故事。在这一意义上，也许将他们称为"先

知"的前身 z 先见(itK" ，. Seer)或神人(口响与战罚咀嚼， Godly man)更为合
适。他们能够看见远处的(既在空间又在时间的意义上)东西，自身又带

有神奇的能力等。但是，在古典先知的叙事中，着重点却更多地放到

先知们所说的话是如何在历史中应验这一事实上来，从而突出"耶和

华的话"而非先知本人的权威。

匆庸置疑，古典先知们对早期传统也有相当的继承，并将它们置

换到他们的新精神之中。例如，在对前古典先知以利沙的叙事中，他

的"神人"身份使他可以预先看到将要发生在叙利亚王哈薛身上的

事，即老王便哈达将死，新王将统治叙利亚并攻打以色列。这其中即

隐含着"先见"与"神人"透过异象(vision)看到历史真实的异能。而

在古典先知中，先知们通过异象来得知即将发生的事，也是一个经常

的主题。简而言之，在古典先知中，通过异象来预知未来的历史真

实，有三种情况z 一、先知直接看到某个将要在历史中成真的事件，

然后将它告诉他的昕众，如《耶利米书>> 4 : 23-26与《以西结书>> 8 : 

1-11; 二、先知直接在异象中看到上帝，如《阿摩司书)) 9 : 1-3; <<以

赛亚书>> 6 : 1-5; <<以西结书>> 1章:三、先知与常人一样，见到一些

平常事物，但是从中预告未来的历史景象，如耶利米看见的杏树枝(耶

1 : 11); 两筐无花果(耶24: 1); 阿摩司先知看到的一筐夏天的果子(摩

8: 1)等。

这些古典先知通过某种象征性的异象(symbolic vision)来看到历史

真实的叙事，显然是对古代的"先见"含义的阐扬。但是，在古典先

知的文献中，这些异象的出现还伴随着耶和华与先知的对话。通常是

由耶和华发问道"你看见甚么? "然后，先知回答说那个看见的异

象，但接着的句式就是"耶和华说"从而将神启的历史真实带出

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像.在那些日

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和合本译文为 2: 28-29)对于"神的灵"又极重视，可

谓是"反古典先知的运动"



222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来。①换句话说，在古典的先知传言中，对异象的"看"让位于对耶和

华的话的"说"象征性的异象只是一个引子，真正的核心乃是先知

与耶和华的对话。

古典先知对于早期的先见传统的转换，还表现为另一种方式，即

先叙述先知见异象，然后引出先知听到耶和华的呼召，再然后先知被

赋予向以色列人宣讲耶和华的话的使命。@著名例子是以赛亚、以西结

和耶利米三位先知的呼召经历。按《以赛亚书)) 6 : 7-9，以赛亚的见

异象(被天使洁净而获得传讲圣言之资格)一奉差遣一传讲圣言一气呵

成;在《以西结书)) 1-3章对以西结先知圣殿异象的叙述中，也包含着

这样的三个关键因素t 被耶和华差遣(2 : 3 , 3: 4); 昕耶和华的圣言

。: 4 , 7 , 3 汀， 11); 向全体的以色列人宣讲圣言(2 : 3 , 3: 4-8) 。

《耶利米书)) 1 : 4-10关于耶利米先知被呼召的经历同样有着异象的叙

述，即1 : 9 "耶和华伸手按我(耶利米)的口"。

可以看出，虽然通过见象征性异象而得知未来的历史真实是一个

古老的传统，但是，古典先知转换了它的含义。一方面使之成为先知

呼召的叙事，使先知传讲的"耶和华的话"具有宗教正当性:另一方

面，先知所传讲之言乃是针对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与前古典时期的先

知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前古典时期，先知预言主要是针对个别人(尤其

是君王)的，它们的形式与内容都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但是，在

古典先知的呼召经历中，耶和华要求他们去向众民宣告

(p~∞lamation)，向全体以色列人甚至列国列邦代神传言。

总而言之，先知传统是希伯来宗教中的一个核心因素，今天为

我们所熟知的、给西方宗教传统带来重要影响的"古典先知"

(Classical Prophecy)是这一传统的成熟阶段，在一些象征用语、神学

特征上，与前期的先知传统之间有着相同之处:但是，古典先知也

是希伯来宗教的一个革命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希伯来宗教

①可参 S. Niditch. The Symbolic Vision in Biblical Tradition (Chico, CA: Scho1ars Press. 1980). 具

体经文可见《阿摩司书>> 7 : 8: 8:2: <<耶利米书>> 1 : 11. 13: 24: 3: <<撒迦利亚书>>4: 2 等.

@当然，这里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即"先知见异象"与"先知宣讲"是一个整体事件呢?还是

不阔的先知传统在流传过程中被整合到一起呢?按后者的观点见异象"是先知宣讲恫-ophetic

proclamation)传统的流传过程中被接纳进来的一个因素.参 Rendωr筐.116 页.

⑥具体例子可参撒母耳先知膏选扫罗<<<撒母耳记上>> 10: 1): 拿单先知对大卫的神谕( (撒母

耳记下>> 9: 1)以及其他的君王叙事等((列王纪上>> 11 : 31: (列王纪下>>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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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式。它围绕着"向所有人传讲耶和华的话"这一核心，展开以

色列人信仰的新境界。

四、先知的社会处境

尽管先知的本质是"代耶和华传言"似乎是一个宗教角色:但

是，在宗教与世俗并不分开的古代以色列社会里，先知活动必然有一

个与之相应的社会网络。对先知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成为今天圣

经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它所针对的问题包括:这些先知是谁?他们

与哪些人有关系?他们的言论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被人接受?又如何

产生作用的?所以，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分析先知的社会处境，包

括:先知与君王、百姓的关系:先知与崇拜(cult)的关系:在南北两国

不同背景中的先知传统;先知及其弟子或先知群体(prophetic

community)等。

1.先知与君王(Prophet and Kiog) 

关于先知与君王的关系，有二点是较为确定的。第一、先知在以

色列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与王朝的出现关系密切，几乎每一个君王

的身边都有一个或一些先知:第二、正典的圣经传统倾向于把先知放

在君王(乃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以色列人)的对立面，站在耶和华信仰的

立场上批判君王和以色列人的作为。

但是，仔细地对历史叙述中透露出来的先知形象进行分析，可见

先知与君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君王经常

咨询先知。例如，大卫在建圣殿之前对拿单的咨询(撒下7 : 1-7. 24: 

18-19); 先知迦得告诉大卫进行军事行动(撒上22 :匀。在战前咨询先

知们的看法，似乎还成为一个仪式，如《撒母耳记上)) 28 : 6节，扫罗

不从先知那里得到耶和华的指示的叙事便不开战，表明战前求问先知

以得知耶和华的意图是一个必要步骤。在以利沙先知的故事中"耶

和华的先知"是君王咨询战事的谋士(王下3 : 11)。即使在古典先知

中，国王希西家在战前也请教先知以赛亚(王下19 : 17); 西底家王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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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耶利米(耶21 汀-7; 37: 3-10; 38: 14-23) 。

由于在先知与君王之间似乎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而且，在古典先

知传言中还以非常负面的形象描述一些在君王身边的"先知们" (复数

形式)。①例如 z

"人于(指先知以西结)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

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

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

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象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

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

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卡。他们说:是耶

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

然立定。( (以西结书> 13 : 2-6) 

所以，人们还进一步猜测，可能存在一种制度化的先知官职(offic功。

甚至，通过对古典先知文本中广泛存在的"审判列国的神谕" (oracles 

against nations)的分析，可见先知的主要职份之一就是对战争的情况进

行预测，或者在战争中以预言来鼓舞士气，或者如同古代圣战(holy

w创一样，将以色列人的神一一耶和华接引到他们与敌人的战斗之

中。②或者他们可能是某一种在圣殿中服务的"崇拜先知" (cultic 

prophets)，这也就是下面所要讲的先知与崇拜的关系。

2. 崇拜先知(Cu1岱c Prophets): 先知与崇拜(Cult)

同样，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先知这样一种反制度化、非职业化

的"纯粹个人的" (如韦伯语)神启现象，对于仪式的、外在的、等级的

崇拜应当也会采取一种反对的态度。这→理解也从先知的神谕中得到

由还可参《弥迦书>> 3 : 5 , <<耶利米书>> 2: 8, 5: 31 等.

②参 Alexander Rofe, 75-76 的分析.典型的经文如《阿摩司书>> 1 章<<耶利米书>> 49: 7-22 论

以东 23-27 章论大马士革等<<以赛亚书)) 15-16 章论摩押<<俄巴底亚书》等. Rend阳ff 认为这

些"审判列国的神谕"被置入到正典的先知书中之后，产生了新的意义即"对以色列的拯救"， 122 

页.并参 D. L. α由伽lSCn， Transformntions o[ the 陆rO町'le in Old Testament Prophecy (Missoula, 
MT: Scho1邵阳邸， 1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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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验证。①

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

献蟠带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富献的平安罄。要

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 (阿摩

司书> 5 : 21-23) 

可见，阿摩司先知等对崇拜的几个必要因素z 节期、聚会、祭祀、朝

拜、析祷、赞美等都做出严厉的批评，并要求人们将重心转到"公

义、公平、洁净"等内在的伦理要求上面来。

而另有一些先知则对崇拜的组织代表一一祭司也做出了批判，如

何西阿先知z

你这替司必日间跌倒;……接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

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楞，满心愿意我

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

们，照他们所傲的报应他们。( (何西阿书> 4 : 5-10) 

此外<<以西结书》也有对祭司的批判z

其中的替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

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眠不顾我的安息日，

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 (22 : 26) 

但是，人们注意到，在古典先知对与崇拜相关的制度化宗教进行批判

时，制度化的"先知们"与祭司一样是被批判的对象。例如，耶利米

与以西结都对"先知们"进行批判。②此外，在《耶利米记)) 26章关于

耶利米的圣殿讲演的叙事中"先知们"就与祭司一起要处死耶利

米。有四次将"祭司与先知"相提并论，似乎他们是在圣殿里制度化

的一类宗教职业者。而在《耶利米记)) 27 : 16-22与28 : 1-4的叙事中，

@另可参《以赛亚书>> 1 : 12-15. 

②参《耶利米书>> 18: 18. <<以西结书>> 22 :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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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先知们"还是与"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密切相关的一群人。这

说明，先知作为希伯来宗教的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与祭司群体完全对

立，与制度化的耶和华崇拜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里，存在着一群与祭司非常类似的、与以色列人的崇拜生活密切相关

的崇拜先知(cultic prophets) 。

简而言之，在涉及到先知与以色列人的崇拜生活之间的关系时，

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z 第一、先知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现象，而是有

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背景，否则，古典先知们的所言所行不可能被以色

列人所接受，更不能产生相当的影响。第二、对于那些制度化的耶和

华崇拜中的先知群体，在正典圣经中的形像是较为简单的、负面的、

消极的，但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第三、古典先知个人如耶利

米、以西结等的所言所行，与制度化的先知之间既有张力，也有较多

的相通之处。①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那些制度化的先知就是"坏先

知"而那些个人主义的先知才是"真先知"。以下，我们可以简要

对崇拜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一分析。

首先，这些崇拜先知在人们对耶和华的祈求中扮演中介的

(intercessory )角色，人们请求他们将自己的析求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反

过来，他们又将耶和华的意旨传达给祈求者，告诉人们他们的祈求是

否为耶和华所接受。②所以，人们在对亚伯拉罕的先知角色进行理解

时，便说"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 (创20: 7)，表

明人们对先知的中介代求功能的期望。从耶利米的对话中，也可看出

当时人们对于先知的理解是=如果他们是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们，那么，他们就能向耶和华析求(耶27 : 18)。同时，他们又将耶和华

对人们祈求的回复或意自带来人们。如约理先知所示z 在将以色列人

的祈求传达给耶和华之后(南2 : 1-17)，又将耶和华的回复告诉人们

(2 : 18-27)。先知将人的祈求带给神、神的回应带给人的中介的制度化

角色，也是古典先知们界定自身职份的思想基础。

其次，在制度化的宗教崇拜中，先知还在一些重大节日如圣约更

新(covenant renewal)仪式上，在以色列人的圣所(包括伯特利和耶路撒

@参 John F. Sa叼町.， Prophecy and 加 Prophets 01 r.加 Old Te，刷刷刷 (Oxf创业 oxford U皿versity

岛四s， 1987), 1 6-23 页.

@ Alexander Ro旬， Introduct，归n 阳 The Prophetic Literature, 7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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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圣殿)，扮演着宣告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之圣约的角色。①所

以，一方面，在今天的先知传言中，可以看到浓厚的仪式(liturgical)色

彩，例如《以赛亚书)) 38章、 《约拿书)) 2章、 《哈巴谷书)} 3章、

《耶利米书)) 11-20章的哀歌等;另一方面，在源于崇拜仪式场景的

《诗篇》中，又可以看到许多带有先知传统的诗歌，例如<<诗篇》

60: 6以"神说" (,:1, c~n蚀， God h部 spoke)这样先知神谕格式导引:
50 : 5; 81 : 6; 91 : 14; 95: 8等也都带有相似的先知传言格式。它们

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先知传统与以色列人的崇拜传统之间乃不可分

割。在制度化的耶和华崇拜中，先知们也有相当地位。@

最后，在先知们对于以色列人的理想形态的信仰生活的设想中，

崇拜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以赛亚先知的传言中，地上的公平与

公义与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居住是分不开的，在未来的永世和平

中，万国对圣殿的朝拜是其核心要素。: 1-4)，这样的先知传言与当时

以色列人的朝拜圣殿的礼仪行为是分不开的:同时，在耶利米先知的

传言中，同样展示了一个以耶路撒冷的圣山(锡安)为中心的以色列群体

(31 : 23)。因此，对先知来说，一个没有制度化的崇拜、没有圣所的世

界也是不可想象的。

确实，古典先知们强调以色列信仰的灵性和伦理维度，如阿摩

司、弥迦与以赛亚对公义:何西阿对慈爱、忠实、顺服诫命:耶利米

将顺服耶和华视为圣约的核心部分的强调等等。但是，将先知与祭

司、信仰与崇拜、伦理与仪式之间二元对立起来，并不是真实的以色

列宗教图景。在当时的处境之中，崇拜与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一体性

的，先知也是内在于一个活跃的、整体的以色列宗教系统中活动，他

们与以色列人的崇拜生活是不可分割的。要理解先知们的所言所行，

需要将他们置于以色列人的总体崇拜生活之中来考察。

φ 可参 A. R. Johnson, The Cultic Prophet in Ancient Isrtll!l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回Press，

1962). 

( Alexander Rofe 甚至认为，利未人(Levites)甚至可能是传承先知传统，并将它转化到以色列人

的崇拜生活中的社会群体。而这些和j未人能够跻身于圣贩崇拜，成为第二圣殿时期的诗篇颂者

(p且lmists). 也表明先知传统与崇拜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 78-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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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先知传统z 南与北

先知不是"纯粹的个人"不仅因为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制度

化的身份，而且他们总是处身于传统之中，他们的先知传言所使用的

象征、术语、对历史的记忆、对未来的盼望，乃至总体结构，都与他

们所属的以色列宗教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离开这些传统，他们的先知

传言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z 不同的先知，也是运用了不

同传统中所包含的意义结构来发出他们的先知传言。大体来说，以赛

亚先知即代表了南国的传统，而何西阿则代表了北国的传统。

如前所述，南国传统是围绕着耶路撒冷(锡安)与大卫王朝建立起来

的。因此，在以赛亚先知传言中，他对于历史的理解是以大卫为中心

的。例如，在对过去的记忆中，对于大卫在毗拉心山的胜利有清楚的

记忆{赛28: 21; 撒下5 : 20-21);对以法莲(北国)从犹大分裂出去非常

痛苦(7 : 17); 而在对未来的盼望中，大卫的统治也是-个核心因素z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乎公义使国坚定稳

圃，从今直到永远。 (9 : 7) 

必有宝座国总爱坚立，必有一位诫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

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16 : 5) 

他还传言，在亚述王被"伐倒"之后"从耶西的本(大卫)必发一

条"以正直与公义治理世界，并带来宇宙的和平。

在以赛亚先知的传言中，另一个中心是耶路撒冷和圣殿。耶路撒

冷是耶和华的居所，由耶和华亲手建立的(14 : 32); 耶和华的火在锡

安，炉在耶路撒冷(31 : 9); 所以，耶和华将亲自守护耶路撒冷:

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争战。在鸟怎样

捕翅覆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

救，要越门保守。 (31 : 4-5) 

虽然，以赛亚先知将这一信念做了相当的伦理化处理，表现在他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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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问答的方式指出:只有那些公义和正直的人才能在耶路撒冷与耶和

华同住。

(问): "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指圣殿的圣洁之火)同住?

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 " 

(答):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利，摆手不受贿

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 (赛23 : 14-15)① 

但是，南国传统中将锡安视为天地之交界、耶和华之永远居所的神话

学信念始终贯穿在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之中，是其神学信念的基础。

在以赛亚先知的传言中，他未提到先祖故事，也未提到出埃及的

传统，虽然在他的那个时代，出埃及的传统应该己广为人知。对于他

来说，上帝的诫命不是来自西奈，而是出自锡安。正如他说z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l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2 : 3) 

在他这样的先知传言的后面，乃隐藏着当时犹大人朝拜耶路撒冷的具

体生活处境(pilgrimage)。也就是说，人们在宗教节日时，聚集到圣殿

之上，然后宣示耶和华对他们的训诲。因此，在南国传统中，锡安与

耶路撒冷乃成为公义与公平的象征(1 : 27)。②它们不仅是犹大人所应

遵循的生活方式，即训诲和耶和华的言语(m仲-，::1响罚呐罚，由e

Teaching and the W ord of YHWH) 的出处，而且还是人们得到救赎的

根据，即"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

赎。" (1 : 27) 

与以赛亚不同，何西阿的先知传言则植根于以出埃及、圣约与律

ω 人们甚至认为，这里吸收了《诗篇)) 15 与 24 篇的"进入圣殿的仪式" (由.e \ilurgy of 

admiωnce 10 由e Temple)0 即一人问谁能进圣殷呢?谁能上前来呢? "另一人即依次答出伦理要

求。参 Rofe， 85 页.

@在此，不能仅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公平与公义" (巳ElUl口， faimess; i"茧， justice)，它们还

具有本体论的含义，表示神、世界与人之间在本体意义上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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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罚"n与n叫:l)为核心的北国传统。在他的传言中，以色列人从雅各

先祖、出埃及到扫罗为王的历史被广泛地使用，与以赛亚所代表的南

国传统以空间上的一座圣城(锡安或耶路撒冷)为出发点来讲述耶和华与

以色列人的关系不同，它是以时间中的以色列历史作为基本出发点

的。例如:他细致地谈到雅各故事(12 : 4-5)、在埃及为奴(8 : 13)、出
埃及以及先知的带领(12 : 13)、耶和华的诫命(4 : 2; 13: 4)、旷野流
浪的经历(13 : 5)、进入迦南(2: 10中所提的亚割谷指望的门)、请求立

王(13 : 10)等历史事件。

何西阿先知对于王朝的看法与南国对于大卫王朝的理解完全不

同。他批评以色列人在撒母耳时代立王的请求(8 : 4; 13: 9-11)，对君
王做出相当消极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在耶和华之外，以色列人没

有别的"救主"没有什么别的"王"能够救以色列人。

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教主。 (13 : 4) 
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玉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

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域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

将王踢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13 : 10-11) 

所以，虽然他还未像《撤母耳记》传统那样发展出一种"反王朝"

(anti-monarchy)的神学，但何西阿却可称得上是第一个站在神学的高度

来反对王权的先知，并在北国开启了持续几百年的反王朝的神学传

统。①如果我们将《撒母耳记》中的反王权传统理解为申命神学的编

修，而申命传统又源于北国的话，那么，何西阿先知与北国传统之间

的深刻联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前所述，以赛亚先知运用南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在想像耶和华

与以色列人的理想关系时，一是借用了空间中的锡安圣殿，二是将大

卫王朝视为黄金时代，因此，未来的救赎也以这二点为基础。那么，

何西阿先知在想像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关系的黄金年代，并以之作为未

来救赎的历史基础时，借用什么样的传统资源呢?在他的先知传言

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wildemess)的经验成为他神

学演绎的历史资源。

由 Rofe，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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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必劝导她，领她，到旷野，对她说安慰的话。她从那里

出来，我必踢她葡萄园，又踢她，亚割谷作为指望的门。.她必在那

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

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我末不再称呼我‘我主， " (2 : 

14-16)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

帐棚，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如增默示，

藉先知设立比喻。(12 : 9-10) 

看来，何西阿这里所资利用的北国传统对于"旷野"的经验在神学上

有着丰富的理解z 一、它似乎是对五经传统中的耶和华在旷野的保守

(providence )的回应:二、它是一个由先知带领的理想时代:三、这里

所说的"住帐棚"不是指具体的生活形式，而是指与当时北国的富

足而败坏潮流相对立的"谦卑" (humility); ①四、最重要的是，旷野指

的是以色列人进入到与耶和华的立约关系之中的开始。在上述引文

中"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伸向以 m仲、!:)l跳. 1 arn YHWH your Gω) 

是典型的表示立约关系(covenanta1 relationship)的格式用语:此外，何

西阿还独特地以"婚姻"隐喻，来表达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在旷野时期

建立的立约关系。可见，与以赛亚诉诸于南国锡安传统中的圣殿隐喻

相比，何西阿则依赖于北国出埃及传统中的"旷野"主题来展开他的

先知传言。

对旷野经验的历史回忆，不可避免地会在神学上带出北国传统的

另一个核，岛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的圣约。在何西阿那里，甚至可

以看到他对圣约精神的高度概括2 认识神(口响加 n17'. know God)与对
神的坚贞("1on. steadfast love)。②在此"坚贞"是通常用来表示神与

面同上. 93 页.

@何西阿先知对于这一精神的正面概括见于 6: 6. "我喜爱良善(或怜恤.)，不喜爱祭祀g 喜爱

认识神，胜于婚祭!"反面概括则见于 4 : 1. "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由于此处涉

及到的都是希伯来宗教的核心概念 C'M与民 rw，与气町，对它们的表述和翻译十分困难. Rofe 将
前者译为 devotionω 由e Lord.后者译为 loya1ty. 可参日报中将其译为因为我喜悦坚贞，不喜

悦祭祀g 我喜悦人认识上帝，胜于人献全婚祭这地没有诚信，没有忠爱，没有认识上帝的那

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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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立约关系的概念;而"认识神"或者"对神的认识"则指神

颁示给以色列人的律令，具体来说，也就是以十诫但ecalo伊e)为核心

的西奈诫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何西阿时代的西奈诫命有哪些具体内

容，但是，从他的先知传言来看，他熟练地引用了十诚的原则和精

神。例如z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12: 9)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

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13 : 4) 

但起假誓、不践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

血，接连不断。 (4: 2) 

前面二节对应十诫中的第一诚，后面一节则与后面六条诫命相呼应。

可以说，何西阿先知乃站在北国传统之内，在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令的

基础上来发出他的先知呼告和对以色列人的伦理要求。

在北国传统的先知叙事(尤其体现在《列王纪》的以利亚和以利沙

故事}中，对偶像崇拜(idola町)的批判是一个突出主题。以利亚和以利

沙两位北国先知的主要事迹就是与巴力崇拜(B础lism)的斗争，特别是

对北国人所奉的牛棋像(Calf lmage)的谴责。同样，在何西阿先知的先

知呼告中，对以色列人以偶像来敬拜耶和华，或者对别神的敬拜的强

烈批判也是其重要内容。这也是建立在上述他对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的排他性的立约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

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至生被剪除。撒马利亚啊!耶

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辑:我的怒气向拜牛辖的人发作，他们到几

时方能无罪呢?这牛辑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

撒马利亚的牛辑必被打碎。 (8 : 4-6)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

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替的人可以向牛辑

亲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

的糠位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13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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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何西阿的先知呼告中，可以见到众多北国传统的形像在

其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象征作用，他的神学思想也反映了北国传统对于

神人关系的基本理解。北国传统的这些基本原则也在那些带有鲜明北

国背景的先知文本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例如z 在历史叙述中

的反王权(anti-monarchy)传统即与他密切相关。而耶利米的呼告同样受

到他的影响，从以下两段经文的比较就可看出他们在话语系统、神学

主题上的相似之处z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也气向他们

转消。(何14 : 4)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看

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国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3 : 22) 

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

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记念他们的罪草，追讨他们的罪

恶。" (何8 : 13)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

现在必记念他们的罪草，追讨他们的罪恶。(耶14 : 10) 

进而言之，这样的传统延续在《申命记>> ，乃至受申命运动影响的

"申命历史"之中，从而深远地影响到希伯来宗教的历史观。可以

说，以这些北国传统的形像、话语与主题为内容的先知传言，在希伯

来宗教中构成了一条鲜明的信仰传统。

综上所述，先知们总是在他们所处的传统之中来发出他们的呼告

的，而不同的南国与北国传统是我们理解他们的先知呼告的前提要

素。但是，需要说明的是z 无论南北两条传统之间的差异是多么巨

大，他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以色列宗教的不同侧面，而不是两条不相干

的、截然对立的传统。就此而言，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的、历史的、

象征的资源，而且在发展过程之中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借鉴的。它们

之间的相摩相荡，是以色列宗教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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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先知到先知书

如前所述，先知是传讲神言的人，因此，他们所说的话应该是带

有神圣权威的。照此而言，先知们的话应该是马上就被记下来，并且

被原样不动地传承下来的。但是，按照今天的圣经正典，只有《以赛

亚书》、 《耶利米书》、 《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才被称为

"先知文献"其他如撤母耳、拿单、以利亚、以利沙等先知的言行

只是在历史书中夹带叙述。那么，原因何在呢?这里面就要涉及到从

先知的口头传言，并经口头承传，最后成为先知文本的复杂过程了。

这一现象实际上缘于一个具体的技术原因，即书写技术(writings)

的发展。早在王朝时期，书写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或者属于宫延上

的史官或者圣殿中的祭司。目前，最早的证据(如铭文和印戒)是在公元

前9世纪末期。最初，书写是为给王室记录历史，或者用之编写故事，

为宫廷教育君王和他的继承人。在宗教领域，则主要用于祭司把与祭

祀相关的规程、祭司的教导和崇拜颂诗的记录。直到公元前8世纪，书

写才进入更广的社会范围。①也许这时，先知的弟子们(相较于上述几

个阶层，他们社会层次更低)才将先知的言行记录下来。所以，圣经文

本所记载的以利沙先知活跃于公元前9世纪，但直到公元前8世纪，他

的言行才被记录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阿摩司与何西

阿的先知呼告得以记录下来，成为第一批以其人名为先知文献命名的

先知的原因之一。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的正典圣经中以某个先知为名的

"先知书"它们确实包含了多少那个先知所传的圣言呢?或者，一

个更普遍的问题就是:从这些先知在历史中传讲圣言，到今天的正典

形式的先知书，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过什么样的传承和编修

过程呢? @首先，我们可将这个过程分成几个方面 1、将不同先知所

传讲的圣言放进一部书里， ltP编录(co即ilation); 2、某一先知的弟子

对先知圣言(prophetic speec峭的重组(reworking); 3、对先知圣言的二次

扩充 (secondary expansion); 4 、对先知书 (prophetic books) 的编修

(re也ction)。当然，由于上述几个方面通常是混合在先知书的传承过程

① Rofe.ll 页.

曲 Rendtorff.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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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很难清楚分开。同时，在这一传承过程中编修者的神学理解，

即先知书的形式意义(fonnal， struc阳ra1 implication)甚至与先知呼告的内

容本身有着同样的研究价值。

先来看不同的先知圣言被编录到一本先知书里面的情况。在一本

先知书中，经常可看到历史背景、体裁与神学截然分别的文本，它们

显然是由不同先知所写。例如(撒迦利亚书》第一部分即1-8章，其

历史背景是以波斯王大流士(公元前520年)上台，以色列人回归，以耶

路撒冷为地点所传的圣言:而第二部分。-14章)则以亚兰、亚述、北国

以色列为背景，它很可能属于公元前8世纪的北国先知所传的圣言。而

且，在神学上，第一部分以"夜梦中的异象"为耶和华启示之中介

(1 : 8; 4: 1); 而第二部分则完全推翻了"梦之作为神启之中介"的可

能(10 : 2)。其他的例子还可见于《以赛亚书}} 1-39与40-66之间的巨大

差异。那么，为何这些本来由不同先知所传的圣言被编录、整合到一

本先知书中呢?原因可能包括:一、一些没有归属的先知文献被附加

在那些有名的先知书之后:二、这些先知传言具有类似的思想倾向，

或者后来者就是前者的直接弟子，或者属于某一个共同的学派或传

统。

接着，某位先知的言论在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会被他的弟子加

以重组或阐发。在此，不能说是弟子们对先知传统的篡改或托借，但

是他们会加入一些自己的阐发，以使其在新时代具有意义。例如，在

《耶利米书》之21 : 1-7与37 : 3-10所述的两个故事，实际上是讲→个

事件。后者是一个写成于较早的、具有较高历史可信度的叙事，而前

者则成于较晚，是历史可信性稍差的叙事。后者的叙事重心落在犹大

国的将来命运之上:前者则将重心落在是谁使犹大国遭遇这样的命

运。所以，后者更为忠实地描述一个事件，强调巴比伦人将做的事:

而前者则解释耶和华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中的意义，强调的是在历史之

中上帝的作为(Lord's 配tion)。它不是要准确地讲述一个事件的发生，

而是解释这个事件后面的意义所在。

再次，在今天的正典先知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先知言论

的重组，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扩充。所谓"扩充" (expansion)，它与重组

的区别在于z 它直接地将后人的阐发或解释插入到先知言论之中，而

不是像重组那样，隐蔽地将后人的阐释以先知言论的形式说出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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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先知文献中，可以较常见地发现这些"扩充"。以《耶利米

书}} 22 : 6-9为例:

耶和华论到犹太玉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辙

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元人居住的城邑。我要预备行

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

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域，各人对邻舍说: ‘耶和华为何向

这大城如此行呢? '他们必回答说: ‘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

的约，事奉敬拜别神。， " (22 : 6-9) 

乍一看来，这一段经文似乎都是耶利米论犹大国之末日的言论，但

是，它实际上乃由两段组成，即6-7节与8-9节，前者是原初的耶利米先

知所传的圣言，后者则是后人的阐释。之所以把它们分成两段，原因

包括 1、它们的文体差异显著。经过翻译之后，我们已看不出它们的

区别。但是，在希伯来文中，前者是对仗工整的诗体，后者则是散文

体，所以，严格地说，应该将其排列成z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

"我看你如基列，

如黎巴嫩顶，

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

为元人居住的城邑。

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

各拿器械攻击你，

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

扔在火中。

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域，各人对邻舍说: ‘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

如此行呢? '他们必回答说: ‘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

事奉敬拜别神。， " (22 : 6-9) 

前者是希伯来诗体中典型的"悼歌体" (dirge)，而后者则是常见的散文

体。前者以诸如"黎巴嫩顶"、 "香柏树"等为它的象征语言，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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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诗歌写作，而后者则是显白的散文对话 2、它们所谈论的其实是

两个分别的主题:前者所论的是犹大王室，而后者所谓的"大城"则

讲的是耶路撒冷或引伸为全体犹大人 3、后者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来阐

释某个神学道理，与《申命记》十分相似，因此，它很可能是申命学

派⑦euteronomic Sch∞1)对耶利米先知呼告的阐发和扩充:①4、如前所

述，这一段经文里面包含了"预言一原因" (predic蚀。时us随cati，峭的

模式，即前面的诗体是对犹大王室的历史命运的预测，而后者则解释

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

这样的二次扩充己构成正典的先知文献的重要材料，是我们对先

知文献进行分析的重要入手点，也表明了以色列宗教思想的重要发

展，甚至展示了蕴含在希伯来圣经中的思维框架。例如，以《何西阿

书>> 2 : 16-20为例来分析:

耶和华说:

那日你必称呼我我夫，

不再称呼我我主。

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

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

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号刀，止息争战，使他们安然躺卧。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

总爱、怜惆聘你归我，

也以哉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在这里， 2: 17-18是从中间插入的二次扩充，理由是 1、文体上的诗

体与散文体的区别:如果将散文体部分去掉，语言和文体更为连贯:

2、人称的变化:在二次扩充的部分，以色列人被称呼为"他们"即第

三人称阳性复数，而在诗体的原初部分则是第二人称"你"的阴性:

∞关于申命学派以一问一答方式来阐释某个神学道理，典型经文见《申命记>> 6 : 20-25 , 29: 

23-25; <<列王纪上>> 9: 8-9. 分析文章可见 B. O. Lo鸣，叮\vo Qu剧ion and AnsW1缸 Schem幽且也a

Prophe娼"， JBL 钊(1971)， 129-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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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学思想上的变化:原初的诗体部分运用"夫妻"的形像来表示耶

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二次扩充的散文部分，则以"约"

的神学来概括这种关系。因此，一方面，似乎二次扩充的插入，打破

了文体和思想上的连贯性:另一方面，它却揭示了希伯来圣经的一个

重要原则，即以人间的婚姻为隐喻来表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

约关系，从中乃衍生一系列的对于圣约关系的新理解。①

最后，是对先知书的编修(自由ctio时，也就是使得先知书成为正典

样式的最后编修。正如Franz Rosenzweig所言，可以用R一词表示先知

传统的最后编修完成，但这里的R既指Redaction，也指Rabbenu(希伯来

文意为"我们的先生" )，因为是他们将最终的正典呈现给我们。@先

知书之最终成为今天的正典样式，不是随意地堆放在一起的，而是那

些编修者在其所处的生活处境之中，按照某种神学或特定的总体结构

(overall sbuc阳时而将其编修而成的。例如，多数的先知书都呈现一种

三段式的整体结构，即=

一、审判(Judgment)

二、针对列国的神谕(αacles Against the Nations) 

三、安慰与重建(Consolation and Resωration) 

这样的结构可见于《以西结书)) ，即 1-24是第一个"审判"的部分:

25-32是针对列国的神谕 34-48是安慰与重建:见于《以赛亚书》中，

1-12是审判 13-23是神谕 28-35是安慰:见于《西番雅书》中， 1 

2-2: 3是审判 2 : 4-15是神谕 3 : 11-20是安慰。而以审判开始，以

安慰结束更是大多数先知书的总体结构，如《何西阿书)) 14 : 2-10; 

《阿摩司书)) 9 : 11-15; <<弥迦书)) 7 : 14-20; <<玛拉基书)) 3 : 13-21 

都是以"安慰"的主题结束了先知书。这样的现象起码说明二点=第

一、这些先知书是在较晚期统一被人编修的:第二、对先知书的编修

体现了以色列人对先知两个基本功能的理解，即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人

背离与耶和华所立圣约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处于历史困境之中的

以色列人的安慰。无论如何，它都表明先知文献之成为今天的正典样

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编修之后的结果。其中所体现的神学总体结

@关于希伯来圣经以婚姻来隐喻耶和华与人的圣约关系，及其衍生的新的神学理解，参第十二

章对何西阿的专门分析.

@参 B. w. Anderson :对编修评断学(Redaction Criticism)的定义，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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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同样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①

行文至此，也许人们会问 z 先知传言被时人称为"上帝之言"

(Word of the God)，具有神圣的权威，那些先知弟子们怎么敢于对它们

进行编加(compilation)、重组(reworking)、二次扩充(expansion)乃至编

修(redaction)呢?在这里恰恰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那些传承先知呼告

的人们不是篡改，而是以编修的方式进行解释:第二、在希伯来宗教

中，上帝是一个"活的上帝" (1iving Go哟，所以，他通过先知所发出

的圣言是"活的圣言"在新的时代同样具有意义。对过去的先知呼

告进行编辑和重释，也就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这也说明，圣经的

正典文本在深层次上就蕴含着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z 经(Scrip阳则和释

经(Hermenel且tics) ，前者是实体的圣经传统，后者是对圣经传统的解

释。它们彼此的意义就在彼此的互动与映照之中，将它们截然分开，

反而是对圣经意义的断送。

面正典评断学(臼皿.onic:al Criticism)最强调的就是最后的正典形式，经典论著可参 B. Childs. 

lntrr.对Uction 阳加 Old Test田rrellt QS Scrip，阳帽(Phi1adelpbia: Fortn:ss. 1979); J. A. S翩翩亩.Ca跚跚 llIIIl

Community: A Guide ω CaIIOIIicøl Criticism (Phi1a也lpbia: Fo白白s. 1984)对正典评断学的不同闸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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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先知:以利亚一以利沙、阿摩司与何西阿

人们通常认为，先知们是希伯来宗教的本质与精神的代表，是以

色列人的宗教精英。但是，将先知们置入其时代的具体生活处境之

中，有二点必须记住z 第一、圣经中的多数先知并不喜欢他们的"先

知"职份，不愿被呼召为先知，命运较为悲苦。而且，他们并不受人

欢迎，他们所说的话没有马上得到人们的认可，也没有成功地使得人

们大批跟随。①第二、先知们代表的耶和华崇拜在当时属于以色列人宗

教生活的异端，是少数派。由于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与西亚各国的

密切而频繁的联系，南北两国(尤其是北国)的宗教图景都十分斑驳复

杂。在民间的宗教实践层面，巳力崇拜十分盛行，西亚地区的各种崇

拜习俗也都可在以色列境内找到，对西亚宗教采取宽容和吸收态度的

融合主义(Syncretism)才可能是真正的以色列宗教主流。先知们所主张

的纯洁的、独一的对耶和华进行崇拜，与以色列人的主流宗教潮流是

相左的。在这一章，我们集中以以北国以色列为主要活动范围的几个

先知 z 以利亚一以利沙、阿摩司、何西阿为对象，分析他们所揭示的

先知形像，以及传递的神学内涵。

由《新约希伯来书>> 11 : 36-38 对先知们的命运做过概括众先知)忍受戏弄、鞭打、捆锁、

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

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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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成文先知:以利亚一以利沙

如前所述，伴随着王朝制度的出现，在以色列社会中也出现了一

群具有鲜明身份和角色的人z 先知。但是，在阿摩司之前，这些先知

的传统并未被书写下来，也没有成为独立的先知文献。先知传统乃夹

杂在历史叙事之中，所以，这些先知常被称为"不成文先知"但literate

Propl随时，或相对于成文先知被称为"古典先知"他们也被称为"前

古典先知" (pre-Classic Prophets) 。

1.何谓先知叙事?

所谓"先知叙事" (prophetic narrati ve) ，是相对于先知书(prophetic

books)中那些以诗歌文体(poetic)表述的先知传言而言，它是用叙事文

体来讲述的早期先知传统。简而言之，它包括三个部分z 一、夹杂在

君王叙事中的先知故事，如夹杂在扫罗和大卫故事中的撒母耳叙事，

耶罗波安故事中的亚希雅等:二、那些以先知为主角的先知叙事，如

《列王纪上)) 13 章的神人故事、以利亚故事和以利沙故事等:①三、在

先知书中也有一些关于先知的叙事，即以第三人称来讲述先知的遭

遇，或者先知为了引出耶和华的话而采取的形象动作(sign-action). @ 

在先知叙事中，先知言论一般都较短，但多用"传言格式"

(messenger formula)，即以"耶和华如此说"来导出所传圣言。由于采

用的是叙事文体，它也便于叙述与"传言格式"相应的"先知被差

遣"的事件，如《撒母耳记下)) 7 : 4-5; 12: 1; 24: 11-12 , <<列王纪

上)) 21 : 17-18 , <<列王纪下)) 1 : 3; 20: 4-5 等。

仔细分析先知叙事中的前古典先知们的活动，可以发现一个共同

的特征z 这些前古典先知的话主要是针对个人(一般是君王)而发的，并

且由特定的情形来决定。但是，他们的言论方式，与蕴含在书写先知

中的一些基本文体又有结构的类似性。例如，前古典先知针对君王的

①这是先知叙事的主体，其他例子如E 王上 22 章的米该雅先知故事s 王上 17-19 章. 21 章，

王下 l 章这三个大单元中的以利亚故事:王下 2 章. 3: 4-8 : 15. 9: 1-10 中的以利沙故事:以及

王下 18 : 13-20 : 19 中的以赛亚先知的故事等.

@例如，阿摩司与祭司们的仲突，摩 7: 10- 17 等z 或者，先知们为了通过一个形象动作，来引

出耶和华的话，也常用叙事体，如赛 8: 1-4. 20章:耶 13: 1-11. 19 章. 32: 1-1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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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可分为二大类z 一、对君王的膏选或祝福，如<<撒母耳记上》

10 : 1 与《列王纪上)) 11 : 31 的膏选君王. ((撒母耳记下)) 7 章的拿单

祝福等。它们与书写先知的"拯救宣告"就十分类似。二、更主要的

方面，则是先知对君王某一特定行为的谴责，如《撒母耳记下>> 12: 

7-12 拿单对大卫的谴责<<列王纪上>> 21 : 19-24 以利亚对亚哈的审判

等。它们与书写先知中的"审判宣告"类似，都是"二段论式"即第

一部分数点君王的恶行(accusatio时，第二部分宣告耶和华将对他们进

行的惩罚(punishment)。这些详细特点留待后述，我们先来分析先知叙

事中的两位前古典先知z 以利亚与以利沙。

2. 以利亚

"以利亚" ('i'1'与鼠. Elijah the Tishbite)的希伯来文含义是"耶和华
是上帝"他是《列王纪上)) 17-19. 21 章<<列王纪下>> 1-2 章的先

知叙事中的主角。他的活动是以公元前 9 世纪中期的北国以色列为背

景，其贯穿的主线则是"先知以利亚一君王亚哈(或王后耶洗别)"之间

的对立。

首先来看一看以利亚的先知叙事的文本特征。与后面所要讲述的

以利沙叙事的民间文学的特点相比，以利亚叙事的神学气氛要浓烈得

多。对以利亚形像的刻画，是经过较为成熟的神学安排之后的结果，

尤其是体现了成熟的先知主义(prophetism)的特点，其两个最基本的原

则就是z 一、耶和华与迦南巴力神之间的冲突:二、先知对社会公义

的关怀。①此外，对以利亚的先知活动和他将先知职份传承给以利沙的

叙述，也似乎有意地模仿五经的摩西叙事。以利亚的先知叙事虽然被

放在申命历史的大叙事处境之中，但就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讲，

也先知叙事将以利亚按典型的先知形像加以塑造.例如，他所传的圣盲具有降灾的力量(王上

17 : l. 16. 王下 1 : 10. 12. 2: 8): 他能为个人或人们代求(王上 17 : 20-22. 18: 42-45); 他谴

责君王的不义和不忠于耶和华，从而与君王作对(王上 17: 1. 18: 18. 21: 20-22. 王下 1 : 16); 

他直接面见君王并谴责他的不义(王上 21 章).更为特别的是，以利亚叙事特别强调先知所传的是

"圣旨'仰创).先知以圣言作为他的权柄(17 : 1). 他遵从耶和华的圣言(17 : 5. 10). 他所传的

圣盲带有应许的特点(17: 15. 16). 他的话能得到耶和华的应允，从而表明先知的代求角色是因为

他所传的圣言(17:2匀，神人或先知身份之确认就在于他所传的是否圣言(17 : 24). 可以说，整个

17 章是围绕着"圣言"这个主题，它也体现了希伯来宗教对先知的核心理解，即传扬"圣言参

ABD之四司ah 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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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学派的典型用语并不多，而且，也没有如申命学派那样对以利亚

在耶路撒冷之外一一迦密山建坛和献祭的行为加以指责(18 : 30). 表明
它的作者与申命学派(Deutemomic Sch∞1)的关系并不密切。所以，一

般认为，以利亚叙事是在先知群体(prophetic community)中经过较长的

流传，在较为成熟之后，才被申命学派编修到申命历史之中。①

3. 耶和华还是巴力阴阳H orBaaI):先知运动的本质

以利亚的先知叙事由两对冲突为主旋律z 先知一君王，耶和华一

巴力。它围绕的中心是:先知是耶和华崇拜的真正维护者，而君王则

陷入到与迦南宗教的"海合主义" (syncretism)之中，没有遵行西奈之

约，独一地敬拜耶和华。这样的叙事方式乃是对先知运动之本质的揭

示，即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非此即彼"倒也er/or)的抉择，

耶和华崇拜与混合主义是不可兼容的。

至于在历史实景中，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关系怎样，我们很难确

知。但一部分北国人将自己理解为迦南人，却很有可能。@可以肯定的

是，北国当时的居民并非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存在纯粹的耶和华崇

拜。例如，关于亚哈王的叙事可以看出，他并不放弃耶和华崇拜，他

给儿女取名为亚她利雅('l"'T，c，n17， Aω国]，亚哈谢(~Tnat ， AI叫曲，约
兰但"内吨，且随~ram)，都带有耶和华的圣名，不是用巴力命名。在《列

王纪上)) 22 章，当他要做重大决策之时，也求问耶和华。但是，他的

王后耶洗别是排尼基人，并将迦南宗教带到以色列，并开始大规模地

清洗以色列人传统的耶和华信仰。以利亚这时才开始站出来，传讲

"耶和华的话"。

《列王纪上)) 18 章以众多巴力先知与单独的以利亚先知在迦密山

的相斗将以利亚故事推向高潮。这里的核心之处是以利亚的问话z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

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巳力。" (18 : 21) 

由参 B.W.A且derson， 271 页.

@Alben Alt 甚至认为撤玛利亚就是一个迦南人的城，而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以色列北国可能只是

一个假设.参 Rendtorff.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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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话点出了耶和华信仰的本质z 排他性的独一神。这里，以利亚

也似乎呼应了摩西之约中"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不能容忍以色列人在

耶和华之外还敬拜别神的传统。

所以，以利亚与巴力先知斗争的核心在于z 证明谁是真神?答案

是通过对两个神迹的叙事来得到的。第一个验证方法是z 那降火显应

的神，就是真神。第二个验证方法是z 能降雨止住干旱的就是真神。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问题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针对这些以高超的叙事技

巧组织起来的故事，挠们要问z 按这样的先知叙事，耶和华是什么样

的神?

在以色列的信仰传统中，耶和华与火有密切关系，例如西奈神显

叙事中的焚而不毁的荆棘。耶和华在西奈降临时，也是雷、电交加。

这里，更把耶和华理解为一个降雨之神。这似乎是强调耶和华的自然

形像，是他是土地丰饶之神(fertili呐。这一形像与迦南的巴力崇拜有同

工之处，似乎意味着以耶和华取代巴力崇拜，将耶和华理解为一个自

然之神。但是，将耶和华进行自然化的理解，却有可能使以色列人的

耶和华信仰落入迦南自然神的陷阱之中，即耶和华与巴力并无分别。

所以，接下来的先知叙事用另一个故事z 以利亚在何烈W(Horeb)受神

启，来对此进行修正(corrective)o (j) 

4. 发言的耶和华

为保持叙事的连续性. <<列王纪上>> 19 章用以利亚逃避追杀的故

事，来叙述耶和华上帝与迦南宗教的巳力的本质区别。这个叙事显然

经过了申命学派的编修，或者深受北国摩西传统的影响。首先，以利

亚在旷野里的四十个昼夜，是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的对应。

其次..神的山"之名是何烈，与申命传统将西奈称为何烈→致。再

次，以利亚前往何烈山与神圣相通的经验，其整体结构与摩西故事十

分相似，包括z 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君王的惩罚，都住在一个人家里:

他们回到国家后，又都是要挑战君王，并唤醒以色列人的信仰:他们

在西奈/何烈山又都经历到神的显现(theophany)等。

( Collins,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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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利亚遭遇神圣的经验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对耶和华形像

的反转性理解(reversa1)。在何烈山，耶和华的话降临到以利亚。

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

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

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

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

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甚么? " 

(19 : 11-13) 

这里特别强调耶和华不在风、地震、火等迦南宗教认为巴力神展现其

力量的自然现象之中，而是出现在"微小的声音" (l'ti" l'tC口气与中. a 

light munnuring sound) 中。它一方面强调不能把耶和华单纯地等同于自

然力量、自然之神，另一方面，它强调耶和华是一个"发言的上

帝"。所谓"声音"即指"耶和华的话"进一步而言，这意味着

耶和华是一个向以色列人颁布诫命的上帝。将这一段与《申命记》的

类似经文相映照就更清楚了:

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

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

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

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

像。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

写在两块石版上。 (4 : 10-13) 

就此而言，对以利亚的何烈山经验的叙述，乃修正了"耶和华与巴力

迦密山之战"可能导致的神学陷阱，即耶和华不仅是一个自然之神，

更是一个能够言说之神，是一个对人宣示道德命令(words)的上帝。而

一个言说的上帝以及由此而生的"耶和华的话"亦是先知运动的核

心所在。

所以，这又与以利亚的第三个故事即《列王纪上>> 21章中拿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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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园(Nabo血· s vineyard)叙事紧密相联。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关于社

会正义。∞ia1 justice)的故事。亚晗王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

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 <<利未记)) 25 : 23). 不愿出卖"先人留下的产
业" (21 :匀，而王后耶洗别就站在迦南文化的角度，认为君王具有超

乎一切的权力。1 : 7)，设计将拿伯打死，得到拿伯的葡萄园。于是，

以利亚先知就向亚哈宣告他将遇到的灾难，后来也一一应验.

这一故事似乎预示着先知们在以色列社会中的正义的代言人角

色。但是，如前所述，在古代以色列社会中，很难在社会与宗教之间

截然分开。拿伯葡萄园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也是

一个神学问题。按照摩西传统，耶和华将全体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

出来，使他们从一个被压迫的群体，转变为一个自由的群体。所以，

以色列人的宗教一社会基础就在于z 他们是一个与耶和华立约的群

体。以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律法是整个社会的准则，以色列群体中的

所有人在耶和华面前皆为平等，在律法中更有对社会弱者的特别保

护。而迦南文化并没有出埃及、旷野立约的传统，君主具有至高无上

的权力。因此，拿伯故事既是社会习俗的冲突，也是神学传统的冲

突。@这也提醒我们，在后来的先知宣告中，耶和华信仰与杜会公义也

是结合在一起的。

s. 以利沙但lisha)

《列王纪下)) 2-9与 13 : 14-21对以利沙先知的叙事，圣经保存了另

一条很不同的先知传统。以利主~的先知言行，表现出与主流的先知形

像之间的极大差异。因此，人们也推断，它可能在被编修进入申命历

史之前，就在以以利沙为核心的先知群体中大致形成，以致申命史家

编修时，难以进行大幅修改。@

在关于以利沙的先知叙事中，经典的先知传统的两大原则z 独一

敬拜耶和华、社会公义，都没有得到体现。以利沙主要是通过他的神

迹行为来显示他的耶和华先知的身份，诸如z 他能分开约旦河水:治

①参 B.W. 扭曲酬， 277-278 页.关于耶和华的解放者的社会学意义，参 Nonnan 臼阳a1d， The 

Hebrew Bib/e: A Socio伽rary Introduction (PhiIadelphia: Fortr部队 2003)一书围绕这一主题所建构的以

色列宗教史.

⑧参 ABD之Elisha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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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耶利哥的水源:咒死十二童子。他后来的活动也充斥着这些奇异功

能，如帮助他的门徒的寡妇还债:应许热情招待他的书念妇人得子:

复活该妇人之子:用面消解野瓜藤之毒:用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人:治

愈叙利亚元帅乃缰:因基晗西之贪婪而用麻疯惩罚他:浮起掉入何中

的斧头:用神迹击退叙利亚军兵:死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都复活等神

迹。①这些故事既与耶和华崇拜无关，也与道德无关(amora1)。

以利刻，、叙事的可能价值在于z 它说明了以色列民间对于先知身份

和角色的理解。先知需要通过超自然的神迹行为来证明自己，在此意

义上"先知"与"神人"是等同的概念。在有神异能力的先知周

围，还可以聚集起一批先知弟子。它们在民间活动，当人们生病、遇

到自然灾害、与敌人作战等重大事变肘，人们就会来找这些有名望的

先知，来解除这些灾难。此外，它还讲述当时西亚各国之间的频繁而

密切的来往。在《列王纪下>> 8章，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膏选亚兰人的

王:以色列王亚晗谢向非利士人的巳力西卡占问(王下1 : 2); 亚兰人的

元帅也到以色列来找先知医病(王下5章)，而且，这一故事还表明，即

使不是以色列人，同样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医治。

由于以利沙叙事没有经过什么明显的神学编修，常被认为比以利

亚叙事更为古老。它一方面说明以色列民间是怎样接受先知的，另一

方面也表明当时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之间并没有后来那样一条截然分

别的界线。

二、书写先知及先知文体

公元前 8 世纪后，由于书写技术更为广泛地运用，先知们的呼告

被记录下来，并以先知人名为书名整理成单篇的先知文献，阿摩司成

为第一个所谓的"书写先知" (wri出g prophet)。从先知文献中，可以

看到当时人们已经谈到对先知呼告的记录。例如z 以赛亚提到要将他

的话"刻在版上，写在书上" (赛 30: 6); 耶和华吩咐哈巴谷将"默示

写在版上" (晗 2 : 2); 以西结也提到被书写下来的先知文献(结 2 : 

@分别参 4列王纪下>> 2 : 13-14, 2 : 1~22， 2 : 23-25, 4 : 1-7, 4 : 8-37, 4 : 38-41, 4 : 42-44, 
5 : 1-19,5 : 20-27,6 : 1-7,6 :ι.23， 13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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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耶利米的话也被他的弟子书写下来(耶 36 : 2)0 但是，需要注意，

称他们为"书写先知飞既不意味着这些先知本人写作了这些文献，也

不意味着他的弟子在他传讲圣言时就将它记录下来.正典的先知书是

经历一个漫长传承直至最后编修的过程之后的产物。

1.书写先知所带来的转变

对"书写先知"的研究，不仅要注意到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对

于希伯来宗教的真正精神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要看到他们所传的圣言

被书写、整理的方式与希伯来宗教的关系。在先知文献(prophetic

literature)中，几乎只有那些"先知的话"(p即betic words)被记录下

来，历史叙述主要起着交代背景的作用。这与夹杂在历史叙事中的不

成文先知的传统有很大的差别。它说明，在先知文献中..先知的话"

所处的历史一社会背景被置之一边，先知的话被认为是直接源自于上

帝的命令，具有超越具体的历史一社会空间的价值。

与书写先知的出现相应的是另一个变化，即这些先知所针对的昕

众也发生了变化。在早期先知传统中，他们所传的圣言都是针对个人

的(通常以君王为对象)。而在书写先知中，整体的以色列民成为他们传

言所针对的对象。因此，考虑到先知的两个主要功能即"审判"

。udgment)和"安慰"或"拯救" (comfort 或 salvation)，对整体的以色

列民的审判与安慰就成为书写先知中的两个主题。例如:

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

(摩 8 : 2)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

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ù:.息争战，使他们安然躺

卧。(何 2 : 16) 

其蕴含的神学变化是z 耶和华的审判与拯救不是在个人生活的层面，

而是在整体历史的层面之上。推而广之，它甚至意味着耶和华的作为

将在历史的终点发生，从而使得这些书写先知对历史的理解具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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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世论的意味。①

2. 先知文献中的不同文体伽，nre)

虽然不论是先知本人，还是书写或编修先知语录的弟子们，对先

知传言、耶和华的话(:'n作-':l'飞 the Word of YHWH)的神学理解各有不

同，但是，在对先知语录进行书写时，他们却在一定程度上普遍运用

某些共同的体裁(ge酬。对这些体载的敏感，有助于我们理解先知们

的神学。

A、灾难宣告(AnnoUD09DentofIH翩翩。

在前流放时期的先知书中，最常见的文体是"两段式言论" (twc• 
p回 saying)，这也是他们与历史叙述中的先知传统之间的连贯之处。它

的通常格式是 z 第一部分是先知对人们的控诉并列举理由

(accusation)，第二部分是宣告对他们的审判或惩罚。u甸回盼。在它们

之间常用"所以" q:;，与，也erefore)为连词将它们联结起来。经典的例子
可见于z ② 

祸哉!那些在床上圈谍罪革造作奸愚的……。他们贪图田地

就占据，贪圈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缅项上不能

解脱。(弥2 : 1-3) 

有时，还会在第一部分加上连词"因为" qlr'，由erefo时，以强调它们

之间的关联，例如z ③ 

因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故此你们虽用雕凿的石

头建造了房屋，却不得住在里面。(摩5: 11 ，吕振中译本)

ψ 这是 von Rad对于先知神学的概括，他称之为"回chalol，嗨izing of bis阳阳1 曲唱t by 也

prophe饵" (先知对历史的思想所傲的末世化处理). OldTe翩翩翩t Th四，1081， Vol. n. 112 页.

布其他例子见《阿摩司) 3 : 10-12: <<耶利米书) 23 : 13-15 等.

@其他例子可见 4以赛亚书> 8 : 6. 29: 13.: (耶利米书>> 7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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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将上述文体称为"灾难宣告"或将其称为"审判文体"

。udgment)。这一文体的一个特殊变种是"先知的哀歌文体" (pr叩betic

lament)或"先知的悼歌文体" (prophetic dirge)。①可以注意到，在先知
的灾难宣告中，有时用一个特定的词来引导，即"哀哉"仍罚，英译为

w∞)，这个词实际上来源于以色列人的哀歌或悼歌文体。先知们将其

借用过来，使其在先知宣告中充当一个"哀悼之喻飞它的深层含义就

是z 虽然耶和华所降的灾难在时间中尚未发生，但实际上已不可逆转

了，所以，它用这个词来引出以色列的"将亡却已死"的状态。故

此，它用哀悼己死之人的哀歌文体，来表示即将发生的上帝的审判，

从而强调将来事件的不可避免。例如，在阿摩司的语录中，上帝将来

必阵的审判使以色列在现在已经死去，所以，该是举哀的时候了 z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

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 ‘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

号，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声音，因为

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摩5 : 16)'② 

B、劝告文体(A曲。国tions)

灾难宣告文体，来源于人们对"上帝之言"的某种特定神学理

解，也就是说z 耶和华的话是针对客观历史而说的，它就是历史的未

来，是不可更改的，必要实现的。但是，对"上帝之言"的理解还可

以有另一种，即耶和华的话是针对人心而言的，先知所宣告的那些灾

难，是可以随着人的改变而避免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种文体，即

"先知劝告" (挝monitions) 。

在这一文体中，先知特别强调人要做出行动，以使将临的灾难转

变。在文法上，它也常与"免得" (lÐ, lest)、"或者" ('句献， pe血aps)等

@亦被称为 q肌ah文体，即从希伯来文"悼歌"币2、p.di鸣。一词而来.

@其他的典型例子可见《阿摩司书>> 8 : 3. 10; <<以赛亚书>> 3: 24; (弥迦书>> 2: 4. 悼歌形

式，可见于《阿摩司书>> 5: 2. <<弥迦书>> 1 : 8-16. 关于哀歌。田nent)与惊歌(di电:e)文体的区别，哀

歌的意义更为宽泛，生活中的不幸或苦难常用哀歌，参本书第十九章诗篇研究对哀歌的论述=而悼

歌指必有人已经死亡，指事情的发生完全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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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连在一起使用，表明另一种可能的发生。例如z

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墨家像火发出，在伯

特利焚烧，无人扑灭。(摩5: 6)'① 

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

瑟的余民施息。(摩5 : 15)'③ 

但是，有趣的是，这一文体在先知书中所占份量较小。这也似乎在神

学上表明 z 在先知们看来，耶和华的拯救或上帝的施恩是在审判之后

才降临的。

c、辩告文体但isputatlon)

一方面，先知是以色列社会中的一个特定制度(Institutio时，因此，

先知书在对先知传讲的圣言的整理中，发展出上述的特定先知文体:

另一方面，它也从以色列文化的其他制度中借用文体，以之形成先知

代传的耶和华之言。辩告文体(~叫， disputation或转写rib)即是先知传统

从以色列文化的法律制度中借用过来，以此来表示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之间的争辩，形成→种有趣的先知文体。

在这些辩告文体中，有二个特点z 一、先知代耶和华传言，数点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对他们展开控诉:二、先知对以色列人控诉的根

据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所以，它们又可称为"圣约诉

讼" (covenant lawsuit)。其希伯来文 2叫在以色列社会处境中，即表示

在法庭控辩双方依据法律进行的辩论与争讼。<<弥迦书>> 6 : 1-8 常被

称为辩告文体的代表经文。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划分这个诗歌单元z

A. 将山岭和冈陵呼唤为证人，来昕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争讼:

6: 1-2 

B. 先知代耶和华传言，耶和华以"我"的人称出现，向以色列人提出

由另可见《耶利米书>> 4 : 4. 21 : 12. 

⑨另可见《西番雅书>> 2: 3 等。

晶其他的经文可见: <<以赛亚书>> 1 : 2-10. 18. 5 : 1-7; <<何西阿书>> 4: 1; <<耶利米书'
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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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在这里，先知所强调的耶和华在历史中的作为，而不是某个

法律条文，所以，弥迦先知的诉讼依据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

圣约关系(covenantal relationship); 6: 3-5 
c. 接着的人称虽然仍然是"我飞但已经变成"以色列人"所以，这

里是以色列人的答讼 6: 6-7 

D. 再次回到耶和华的圣约所提出的伦理要求，这也是耶和华判断以色

列人的依据o 6: 8 
总之，在先知运用的辩告文体中，耶和华上帝一改审判者的形象，而

成为一个与人们争辩的对象。但是，这种争辩又回到以色列宗教的核

心信念即z 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圣约关系之上，并围绕着圣约关系而

发展出伦理要求，从而又反过来深化圣约的核心信念。

D、拯救宣告(Words of Salvation) 

在公元前 8世纪和 7 世纪，先知的言论多以"审判(灾难)宣告"为

主。然而，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先知的言论全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在

以色列宗教中，审判与拯救是交织在神人关系的展开之中的.在前流

放时期，以宣讲"约"和"慈爱"为主的何西阿先知，就特别地强调

在审判之后人们的悔改和随后的拯救，例如z ①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

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3 : 5) 

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

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

动。 (11 : 8) 

对那些经验到上帝在历史中的审判一一亡国或流放的先知如耶利米、

以西结、后流放先知(post-exilic prophets)而言，拯救更超过审判而成为

主导旋律。所以，先知文学所运用的文体是多样化的，甚至一些矛盾

的文体如审判与拯救宣告共存于一位先知的传言之中。我们不应该将

@其他例子如《何西阿书) 2 : 14-23 , 14 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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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先知称为"拯救先知"将另一位称为"审判先知"在先知文学

中，拯救与审判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哪位先知宣讲哪个主题，更多取

决于处境，而不能将他们分成固定的类别。

在历史叙事的先知传统中，那些不成文先知(illiterate prophets)也宣

讲拯救。这些先知宣告都非常短，①而且通常与先知的某一个具体行为

联系在一起，诸如膏选君王、神迹行为、先知的形象动作。回合部tion)

等。@但是，书写先知的拯救宣告与这些不成文先知的一个重要区别在

于:后者以具体的君王个人为对象，与先知宣告相关的那些具体行

为，也只表明它们的某个具体时空背景:而对于前者来说，它所讲述

的是某个超越当下时间的未来事件，而且针对的是全体以色列人乃至

整个世界。③

拯救宣告的一些语言学特征也有一定的神学意味。第一、它们通

常是由"到(或当)那日 n om，:-t口小;J， on that day)或"将要n (:-t'lm, wil1 

be)来引导，表示拯救是一个将要在未来发生的事件@第二、它与审

判宣告截然不同之处是，它儿乎没有"二段式"的前面那一段，即没

有数点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换句话讲，它没有说明拯救之来临与以

色列人的作为之间有什么相关的原因。这似乎在说明 z 拯救是耶和华

出于自性，而非依据人的作为所实行的救恩。

以上所述，是对书写先知(尤其是前流放时期的先知)之文体的总体

考察。⑤在具体的先知言论中，它们的意义更为丰富和多样，在接下来

的儿章中，我们将结合具体的个别先知来进行分析。

①《列王纪上)) 17 : 14. 20: 28: (列王纪下)) 9: 3. 4: 43 等。

@如《列王纪下>> 9: 3. 6 节的膏选君王(列王纪下>> 2: 21 的神迹行为g 以及《列王纪上》

11 : 29 中先知亚希雅的撕新衣的动作. 22: 11 西底家造出两个铁角. (列王纪下>> 13 : 15 以利沙取

出弓箭等先知为了后面传讲圣言所做的形象动作等。

@ Rendtorff. 121 页。

⑥《何西阿书>> 2 : 16. 18. 21 是典型例子，其他见《以赛亚书>>\0 :20.27: 11: \0. 11: 

《耶利米书>> 16: 14 等等。

⑤另外一些先知文学的文体.由于学者们意见繁杂，在此不述，后面对具体先知的分析再来讨

论。例如，对于先知的"战争神谕" (war oracle)或"灭列国的神谕" (oracle against nations). 如

《阿摩司书>> 1 章. (以赛亚书>> 7: 5-9 等，人们或者认为它出于崇拜场景，即战前由祭司所傲的

仪式诅咒，或者认为它其实是"拯救宣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参 Rendtorff.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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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摩司:其人其书

1.阿摩司先知其人

据《阿摩司书》的题记(摩 1 : 1)，可知阿摩司先知来自南国犹

大，家乡在耶路撒冷以南的提歌亚，但他的先知活动主要在北国如撒

玛利亚、伯特利等。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遍的牧人，但耶和华的话临到

他，才开始先知活动。他活动的时间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鼎盛时期，

不晚于公元前 746 年耶罗波安二世去世，大概在公元前 7胁750 年左

右。①

《阿摩司书}} 7 : 10-15 是一段散文体的叙事，有助于我们对阿摩

司的背景以及先知在以色列文化中的角色的了解。它讲述的是阿摩司

与伯特利的祭司一一亚玛谢之间的一次相遇。

伯特利的接司亚码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

"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

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

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司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就大

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

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司对亚玛谢说"我原

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

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

言。'"

这段话中，北国的亚玛谢称阿摩司为"先见"其希伯来文是 mn ，

与"异象 " <1,m, vision)具有相同的词根，因此，一般指"见异象的

人"。显然，北国人亚玛谢将阿摩司当成是南国的先知群体中的一员。

但是，阿摩司的答复是"我原不是先知"。这里的"先知气用希伯来

文是tC'~~，常用于北国的先知群体中对以摩西为原型的先知的称呼。

无论如何，这段话中起码有二点很有意思。一、尽管南北两个传

∞见 J. A1berωSoggin， The Prophet: Amos (London: SCM, 1987),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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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对先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南国来的阿摩司同样可以来到北

国，唤醒人们的信仰，对他们的道德进行批判，这说明南北两国之争

的分裂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在耶和华信仰上，虽然侧重有所不同，

但在基本精神、信仰传统上却有着共同的渊源。二、阿摩司本来只是

一个"牧人、修理桑树的"但是"耶和华一说话~白 miT'习气隙，

Lord YHWH has spoken)，谁不传神言呢? "①在耶和华的呼召之下，

一个普通人成为先知。因此，对希伯来宗教的先知传统来说，重要的

不是自下而上的先知本人的某种领悟或推理，而是自上而下的上帝的

拣选，以及降临在他身上的"耶和华的话" (ml"1"-':l飞 the Word óf 

Ood). 

2. (阿摩司书》的文体与编修

虽然阿摩司被称为第一个"书写先知"但是，这并不是指他写作

了《阿摩司书》。实际上《阿摩司书》是由众多更小的单元或不同的

"神谕" (oracle)编修而成，这些小单元既有可能是阿摩司自己所说，

也可能来自他人。它作为一部书，主要是由他的弟子们编修而成，最

后的正典样式应该是在后流放(post-exilic)时期才成形的。

虽然《阿摩司书》是一篇很简短的先知书，但它实际上是由许多

小单元组成的，而且这些单元呈现出丰言的文体(genres)形态。简而言

之，它可以分成三种文体，即传言文体(mes随ng町 formula); 见证文体

(刨出nony); 关于异象的解说(reportof也e visions)。

如前所述，传言文体是借用古代西亚社会生活中的传言习俗，来

表达先知所传达的耶和华的话。它的特点是，先知在用这种文体发言

时，就意识到自己只是传言者，因此，在这些单元中出现的第一人称

"我"指的是"耶和华"而非"先知"。这一文体除了以最常见的

"耶和华如此说" (ml"1' 'OlC n:l, thus says YHWH)引导之外，还可将

"耶和华发神谕说" (ml"1'-口则， s町s YHWH). 或者"这是耶和华说

的 " (mn' ，口隙. YHWH says)@放在句尾表示上述发言是耶和华的话。

①摩 3: 8. 此处汉译，参吕振中译本对"预言"一词的处理方式，先知言论不是对未来的预

言，而是代传神言.和合本译为z 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

@和合本对于后面这两种格式未做区分，都译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但自振中对它们做了分

别处理，前者译为"永恒主(耶和华)发神谕说" (4: 3, 5. 6. 也 9. 10. 11). 后者才译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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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书》用的另一种变体是"耶和华起誓说" (l"nrt" 17::l'曲. YHWH 

h副 sworn)，表示同样的意思。①

所谓"见证"文体，都有一个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场景，所

以，它的格式是以"你们要昕这话" (rtTrt咀吁阿-M ,w lZf. Hear 也is

Word)引出。先知成为第一人称，以色列人是第二人称，而耶和华多以

第三人称的方式出现。它与"传言格式"的不同之处在于z 它使先知

有更多的自由来讲述耶和华的意旨，而不像后者只是单纯的一个传

达。这一文体可见于《阿摩司书}} 3 : 1. 4 汀， 5: 10 

所谓"解说异象(vision)" 文体，出现在《阿摩司书}} 7 : 1-8; 8: 

1-2; 9: 1-4之中。与前两种文体相比，它更多运用了叙事文体，而且

更多地讲到阿摩司先知本人的事迹。因此，人们猜测，它可能最早是

为与阿摩司先知较为密切的弟子所写，后来才编进整部书之中的。@

除上述文体之外，此外以下几种文体z 辩告文体(disputation. 3: 

3-8); 劝告文体(admonition ， 4: 4-5 , 5: 4-15); 哀歌文体(dirge或

lament , 5 汀， 5: 18 , 6: 1); 赞美诗篇(hymn. 4: 13. 5: 8-9. 9: 

5-6)等。这些不同的文学单元之间彼此较为独立，每一个单元又都有各

自的起头与结尾。因此，它们能够被纳入到一本先知书之中，应该是

后来编修的结果。而且，整部《阿摩司书》还展现出一个总体编修框

架，间接也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它的总体编修框架体现在z 虽然《阿摩司书》中的先知言

论几乎都是"审判宣告"或"灾难宣告"但是，在结尾的9 : 7-15却

是"拯救宣告"包括 z 建立大卫的帐幕，丰饶的自然(p缸adisal

f创ility)，被掳的归回并安居等。这说明， <<阿摩司书》与其他先知书

一样，那些审判宣告被纳入到一个对末世论般的拯救宣告之中，使整

部书具有新的含义。人们一般认为最后这个部分是公元前6世纪的流放

时期的增加。③

其次，两组不同的先知言论构成呼应，构建了一个整齐的框架，

即 1-2章的"向列国宣灾"的审判宣告(proclamation of judgments)与

7 : 1-9与8 : 1-3的"异象解说" (report of visions)首尾呼应，使整部书

耶和华说的" (1 : 15). 

由《阿摩司书>>4:2.6:8.8:7.

12> Soggin, 15 页.

⑨参ABD之 B∞IkofAmos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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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起来。在第一组的先知言论中，讲述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但它

的高潮是对以色列的降灾。: 6-16)。第二组的先知言论则主要是对异

象的解说，但是，在前面二个异象解说。: 1-6)中，通过阿摩司先知的

代求赦免，耶和华"改变了心意"，没有降灾，但在后面的二个异象解

说(7 : 7-9; 8: 1-3)中，则强调以色列的灾难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然

后，第五个异象解说出现在9 : 1-4中，将耶和华的惩罚撞到了顶点。

所以，用这两套先知言论的首尾呼应，表明上帝惩罚乃不可避免地降

临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最后，在上述总体框架内，还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安排.第一、在

接着1-2章审判宣告之后的3 : 1-4 : 3部分，是以两个见证文体来对以色列

人进行谴责，它的中心在于3:2即"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

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其神学意义在于说明z 由于耶和华与以

色列人的圣约关系，所以他们的罪孽也会被特别地注意;第二、在4: 4-

5: 17部分，则是围绕着三个劝告文体(础nonition. 即4 : 4. 5: 4. 5: 14 

以"做……"的命令句法为特征)而展开的关于崇拜(ωlt)与伦理之间关系

的解说，其中心则在于"恶恶好善，秉行公义"。①

总之，正典的《阿摩司书》应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传承和编修的

过程，也许其大部分成于前流放时期，但它最后完成当在流放时期之

后。正典《阿摩司书》的编修框架十分突出，分散的文学单元进入这

个编修框架之后，其神学意义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原

初的文学单元、最后的总体框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是同等的。

rJ.I 甚至可以在 5 : 1-17 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交叉结构，见 J. de Waa础，咱lCChi豁出 Structure of 

Amos V, 1-17", VT27(l977): 17~177 页.

A. 悲歌. 1-3 
B. 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午6

C. 谴责以色列人. 7 

D. 赞美诗，也9

C'.再谴责以色列人， 1~13 

8'. 寻求良善，避免罪悉， 14-15 

A气哀歇. 16-17 

更有人将整个的 4: 1-6 : 7 看成是一个交叉结构，见 J. Lu民"Remarks 00 the Red酬。，nof幽m

V,4-6, 14-15飞 Oudtestamentische S,udiën, 21 (1981): 129-154 页.



258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四、阿摩司的神学:圣约与公义

在分析阿摩司的神学之前，我们先简要看一下他所处的耶罗波安

二世的国际国内现实处境。当时，叙利亚的力量衰弱，亚述帝国对以

色列的威胁尚不明显。在稳定的局势之下，以色列国内较为繁荣。它

既受惠于排尼基在地中海从事的贸易活动，又掌握着从叙利亚到南部

阿拉伯地区的商道，撤玛利亚成为财富之郁。与此相应，在社会层面

上，社会分化加剧，贫富相差悬殊，在宗教层面，以色列人受迦南文

化影响深刻，巴力崇拜盛极一时。

当然，对任何先知书的背景的考察，都有两点需注意。一方面，

先知们包括阿摩司的历史背景是理解先知言行的重要前提:另一方

面，先知书如《阿摩司书》的正典形式，在阿摩司之后经过了漫长的

编修与解释的过程((阿摩司书》所包含的神学内涵已经超越了产生

这些文本的具体处境，更具有普遍的意义。

1 圣约与公义

阿摩司常被称为"公义先知" (Prophet of Justice)，是指他对以色

列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批判。但是，他对"公义"的理解并不是抽象

的，而是以希伯来的历史一宗教为基础。换句话说，阿摩司呼唤公

义，谴责不公，是建立在他对于以色列人因为与耶和华立约而成为一

个特殊群体的宗教理解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常以3 : 1-2节作为阿

摩司思想的概括:

以色列人哪，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

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

讨你们的一切罪草。"

这里的"认识" (11'吨， know)一词，在希伯来文中含义更为丰富，它常

指男女之间的性爱，指相融相即的深层交往。在此，它意味着在出埃

及事件中，上帝进入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与以色列人立约，并融

入其历史之中的状态。接下来，它使用的"因此" (1~-切. therefore)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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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非常重要。它表明，阿摩司在此是从北国的摩西传统来理解耶和华

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关系，即"有条件的约"。对他来说，立约既

意味着拣选或应许，更意味着责任与义务。

所以，可以看到，阿摩司对于北国以色列人的谴责，大量地借用

了北国的律法传统(即"约书"出20 : 22-23 : 33)。例如，对父亲为

子择妻的规定(出21 : 7-9)，对应于2:7的父子同一个女子行器:不可

放债给穷人(出22: 2日，对应于2:6的以债务使人为奴:不可向穷人取

利(出22: 25)，对应于5: 11的践踏穷人 22 : 26-27关于穷人当衣的规

定，对应于2:8的占用穷人的衣服:在司法上公正(出23 : 6-8)，对应

于屈枉司法(5 : 10, 12); 公平交易(民25 : 13-16)，对应于奸恶贸易

(8 : 5) 。

在对公平与公义的理解中，阿摩司用两个象征z 大水与江坷，来

表明它们与耶和华的关系z

帷愚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5: 24) 

这句话要放到西亚文化普遍的神话背景下才能得到恰当理解。在这些

神话中，只有神才是水的源头。所以，这里既指公平与公义从耶和华

而出，又指只有公平与公义才能将耶和华的拯救导引出来。

人们常将希伯来宗教的追求总结为 z 归回(::l，at，因阳rn)耶和华，这

其中既包括重新回到与耶和华的排他性的立约关系之中，也包括重新

回到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所体现的社会公义上来。在阿摩司对于回归

上帝的理解中"恶恶好善"是其中必要的因素。所以，他说z

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

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

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

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余民施息。 (5: 14一15)

所以，要"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你们同在"追求善避免恶是一个前提

条件。

总之，与耶和华立杳圣约，这是以色列作为一个群体的本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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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阿摩司的先知传言告诉人们，对这一本质属性的理解，不仅要注

意到立约是一个神人之间关系性的概念，即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

特殊的、排他性的关系，而且强调立约的另一层含义z 社会公义。约

的群体不仅是一个神人关系和谐的群体，而且是一个人际之间公义与

和谐的群体。

2. 以色列的捺选与普世的耶和华

有趣的是，虽然阿摩司以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立约关系作为阐

述社会公义的基础，但在他的先知传言中，却很少对异教崇拜

(paganism)或宗教、混合主义(syncretism)的直接谴责，如果将他与同时代

的何西阿先知放在一起比较，这一特点更为鲜明。通常认为，即使

《阿摩司书》零星出现的对异教崇拜的谴责，如5: 26与8: 14. 也可

能是申命学派编修时的附加。①就此而言，阿摩司的先知传言对其他宗

教、文化、族群是较宽容的，宗教排他主义即"以色列的特殊拣

选"与宗教宽容主义即"普世的耶和华"这两个主题的结合较为紧

密。

按阿摩司的先知传言，一方面，耶和华在地上万族中只与以色列

人立约。:匀，但另一方面，耶和华又活动(缸。在列国的历史中。即便

是常被以色列人称为特殊拣选的出埃及事件，在阿摩司的传言中，也

只是耶和华在西亚各民族中的普通作为的一例而已。例如=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

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斐托，领亚兰人出吉

耳吗? " (9 : 7) 

因此，出埃及事件不是以色列人可以自夸为神的特殊拣选的地方，是

否实践了与这一事件相关的耶和华在圣约为以色列人命定的责任与义

务，实现公平与公义阴阳~，阻曲. faimess and justice). 才是对拣选的
恰当理解。

《阿摩司书》对于耶和华的普世性的理解，还表现在它一开篇就

(j)参 So邵阳，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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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的对列国的神谕(oracles against nations)之中。它表明耶和华的主权

不只局限于以色列一国的历史之中，所有的国家都将接受他的审判。

在1-2章，阿摩司运用"仪式咒诅" (cultic execration)的文体，来表示耶

和华的主权(sovereignty)将彰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命运之中。①以色列

和犹大作为耶和华特殊拣选之民，由于未能遵从"耶和华的诫命与律

例"也将与列国一样，受到耶和华的审判和惩罚。

因此，虽然残们未必就能得出"在《阿摩司书》中，预设了一个

更广意义上的一神论(monotheism)"的结论@但确实，阿摩司先知在

将耶和华首先理解为一个公义与公正的上帝的同时，将以色列人与耶

和华的关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而非单纯的以色列史)的背景

之下，却是清晰可见的。

3. 耶和华的日子(Day of YHWH) 

阿摩司先知对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圣约关系有一种惊人的洞

察力。他站在北国的圣约观念的传统内，认为以色列与耶和华之间的

圣约关系，不是一种优先的权利，而是更大的义务，是处在耶和华的

诫命与律例的"捆绑"之中。③因此，以色列人进入到圣约关系后，悬

挂在他们的历史命运之上的，不只是应许(promise)和希望，而且是由

于不能践覆上帝诫命而应承受的威胁(由reat)与审判。正是因为以色列

人与上帝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命运有

着更为悲观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耶和华的日子"这一观念

内涵的颠覆上面。

"耶和华的日子" (mM" 町、， the Day of YHWH)可能源于古代以色

列入新年庆祝的圣约节日(covenant festiva1)。在当时人们看来，这个年

度性的节日是耶和华最终将繁荣、富足与和平赐予以色列人的预表

(anticipation)。因此，人们对它翘首以盼。但是，阿摩司传言说z

@所谓仪式咒诅，乃由祭司以仪式化的方式，在圣所对敌国进行咒诅.包括历数他们的恶行，

乃以神圣名义宣布对它们的惩罚等.可详参A. Bentzen. "The Rilual Backgrouod of Amos 1.2-2.16", 

0础'estlllllentische Studl阳， vm (Leideo: BrilI,1950), 85-99 页.

@s嗨回圃.19 页.

曲"圣钩'一语的希伯来文的 n叫到CoveoBDl)本意之一就是"捆绑'\进入立约的关系之中，

即意味着受盟约之所规定的条款的约束.参 TDOT之n叫2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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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

那日黑暗没有光明，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

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

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5 : 18-20) 

也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应许的实现，而是审判的降临，是

耶和华对于他的立约之民所犯之罪(口:l~nm，-c，:l， all yo町 iniquities)的总
清算。人们盼望的"光明的日子"被阿摩司置换成了"黑暗的末日"

(0∞m)。

所以，阿摩司先知亦被称为"末日先知" (Prophet of 胁。m)或"审
判先知" (Prophet of Judgment)。在他的先知传言中，遍布着战乱、战
败、流放和死亡的异象。①他预言以色列的败灭，撒玛利亚都城的毁

弃，以色列人的被掳，犹大与以色列的亡国等。@在对以色列的历史命

运的预言中，他还大量地使用哀歌、悼歌等文体，来表示这一末日降

临的不可逆转。例如， 5: 2使用的即是哀歌所通用的3-2节律。

已经跌倒，不得再起了! 口中叶o，n苦与阿与目

以色列子民啊， 与以，~ nc" n:l 

被丢弃在地上 nn口气拭·与11 n~巳3

无人扶起! :罚口、po 1唱

而且，既然耶和华是以色列历史的最终支配者，那么，以色列最后被

完全地毁灭也是由耶和华来实施的。③由于以色列人的罪，神人之间的

圣约关系反而成为以色列人历史命运的锁链。

由分别参见 3 : 11 , 6 : 14, 7 : 17 中的战乱 5: 3 的战败 4: 2-3, 6 : 7, 7 : 11, 17 的流放3

5: 2-3, 16,6: 9,7: 11 , 17,8: 3,9: 10 的死亡等象征的运用。

@分别参见经文2 一、 3 : 12, 15, 5 : 2, 17, 7 : 9, 11, 9 : 8; 二、 6: 8; 三、 5: 27， 6 汀， 7 : 

11: 四、 2: 4-2: 16. 

@如9:8所言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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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色列人的惯常宗教观念的颠覆，还表现在他对一些文体的颠

覆性使用上，例如，他将以色列悼歌的起首词"哀哉"仍罚， woe)加在

对"想望耶和华的日子"的解说之前，从而强调耶和华的日子到来之

时，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哀哭之时。而且，他还使以色列人盼望耶和华

的格式用语一一"当那日" (tt,i1i1 C,'::l, 00 也at day)，具有在灾难宣告

时的痛哭的含义，使其成为悲伤(moum)之歌如8 : 9, 11 , 130 ① 

总之，阿摩司先知深深地体现了前流放时期的先知精神，即把以

色列人肤浅的、乐观的对历史命运、耶和华的圣约的喜剧理解，转化

为对以色列人批判、对历史悲观和对未来畏惧的悲剧精神。换句话

说，他将简单的拯救史(history of salvatioo)，置换为审判史伽始阳Iry of 

judgrneot)。如果说在犹太一一基督教传统中有一种"已经但未然"

(由eady-oot-yet)的精神的话，那么，在阿摩司这里，这不是拯救的"已

经但未然"而是审判的已经但未然，是以色列人的"将亡却已死"

的状态。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说，他的这种理解同样立基于对耶和华

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神人立约关系之上，以色列人进入到这种立约关系

之中，也就是接受更高层面的"神的诫命"的捆绑与束缚，并承受不

能践履神的律例所招致的审判。因此，阿摩司先知从另一层面揭示了

神人关系的悖论，即人们一方面追求神人立约的亲密关系，另一方

面，人们又未能践履来自于更高层面的神的诫命z 公正与公义，因

此，又必然要承受被审判的命运。所以，阿摩司代神传言，为以色列

人设定了他们的历史宿命。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接受上帝审判的历

史，就是向着自己的末日ρ∞m)奔走的历史。②

五、伺西阿z 其人其书

众先知中，只有阿摩司与何西阿是针对北国传讲神言。但是，与

《阿摩司书》指明阿摩司的出身与成为先知的经历不同，对于何西阿

①这一格式用语在"拯救宣告 w (proclarnation of salvation)中的运用，它们与悲歌屋然文体相
同，但意思却完全相反.参《阿摩司书) 9 : 11. 13. 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两段是流放时期或后流

放时期的编加.

@关于《阿摩司书》有没有更新或得救(Renewal 町 Salv捕。"的神学，一直存在争论.参 ABD

之 B∞，kofAmos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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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生地、他的职业，以及他如何成为先知，我们无从得知。就们只

能确定，他的主要活动地是在北国，很可能就是在撒玛利亚、伯特利

或吉甲等著名城市。他所传讲的神谕有78次谈到了以色列或以法莲，

却只有14次谈到犹大，仅有1次谈到大卫和耶路撒冷。①

何西阿先知活动的时间，最初是在耶罗技安二世的晚期，约公元

前747一752年左右。然后是"叙利亚/以法莲战争" (Syro-E庐raÌI回te

W削，及此后亚述帝国对巴勒斯坦地区征战的时期，不应晚于撒玛利

亚将要沦陆的公元前725-724年。

所以，何西阿先知活动的时间正是以色列国最后动荡的30年，是

我们了解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宗教的真实见证。

1.何西阿及其北国传统

可以想像，与阿摩司一样，何西阿先知也见证了发生在以色列社

会的贫富分化、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但是，有趣的是，他好像与阿

摩司先知有分工一样，他的先知传言中几乎不谈论社会问题，而只是

集中地论述了阿摩司先知没有讲过的，即以色列人中间越来越流行的

与迦南异教融合的混合崇拜(syncretism)。所以，与阿摩司常被称为

"公义先知"相对应，因他更为强调体现在耶和华与人的圣约关系中

的爱的维度，常被称为"爱的先知" (prophet oflove) 0 @ 

何西阿的先知传言，带有"接着讲"的深刻特点，即处身于一个

悠久的传统之中来传讲圣言。在他的传言中，借用了丰富的历史形像

与历史记忆。@例如，他对自己的先知身份所做的"社会一传统"定位

时，把耶和华的传言人角色追溯到摩西z

因此，我(耶和华)藉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

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 (6 : 5) 

由参 Alice A. K，田岛，Woma的 Body and the S，町'iaJ B，由ty in Hosea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阶因s， 2ω1)， 14 页。

由当然，不能将他们对立起来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及原因，可参 Alice Kee毡， 31-32 页.

晤这些历史记忆包括=出埃及事件、上帝在旷野流浪的看护、进入迦南之地等，在叙述以色列

与耶和华之间的关系时，将以色列人理解为"厌弃上帝、自高自傲气即使某些特定用词，何西阿

也与源于北国传统的申命运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参 Wol霄'， xxx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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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言人是以色列的守望者，我的上帝之人民的看守人z 然而

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有捕岛人的权雄，在他的上帝家中都有仇恨要

害他。 (9: 7-8，吕振中译本)

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藉先知设立比喻。 (12: 1创

耶和华藉先知顿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藉先知而得保

存。 (12 : 13) 

在这些篇章中，何西阿叙述了一个非常生动而浓缩的以色列先知的形

像。他们传讲耶和华的话，以此来讨伐和审判以色列人的罪:同时，

他们又是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旷野带领出来的领袖:是以色列的守

望者，是上帝之民的看守人:但是，由于他们与人们的罪行格格不

入，因此，他们所传讲的真实之言却又被视为愚妄与疯狂，并时时受

到别人的威胁。①

·何西阿的先知传言似乎还表明，在他所属的先知群体与利未人(即

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祭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也许是他之所以对

以色列历史和传统非常熟悉的原因。在他的先知传言中，对"真正的

祭司"有着正面的看法。

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替司的

人一样。 (4 : 4)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

不再给我作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4 : 6) 

我为他(以法莲，指以色列人)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

无关涉。 (8 : 12) 

在这里，他认为真正的祭司应该做的事情是z 学习"耶和华的知识"

<n17';', knowledge)，和传承"你神的律法" <j'悄然 m啊，也e teaching 

of yo町God)。这与《申命记>> 33 : 10 "摩西之歌"对于利未的祝福相

似，也与《历代志下>> 15 : 3等经文对于利未人与祭司的职份的理解相

(Jj 对 6:5及难解的 9: 7-9 的分析，详参 Francis Landy, Hosea (Sheffield: ^ωdemic， 199.匀. 15-

17 与 111-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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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总之，在何西阿那里，他对于祭司所应从事的职份做出非常积极

的理解。①这为人们理解希伯来宗教传统中的先知与祭司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新的可能。

2. (何西阿书》的文体与编修

从年代上来看，何西阿要晚于阿摩司，但是，按正典顺序(何

西阿书》排在《阿摩司书》的前面，其原因是《何西阿书>> 1 : 2说

"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被后来犹太拉比理解为这是上帝第一

次对先知说话，因此放在十二小先知之首。

《何西阿书》的文体较为特别，它不像其他先知书那样，在先知

传言的前面有起首格式或结语格式 (introductory and concludiog 

岛，rmula) 。整部书中，就没有出现过"传言格式" (messenger 

formul时，即便如 u这是耶和华说的" (mrt'.c则， YHWHh幽 spoken)这

一先知文学最常见的格式，除了第2章之外(即 13. 16. 21). 只在11:

11节出现过一次。这可能表明何西阿属于较早时期，人们尚未形成格

式化的文体来表示先知的传言:或者表明"对何西阿的言论的收集与

编修，不过是为了要将原初的说话单元(origina1 speech unit)保存下

来"。@

何西阿的某些传言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显示它们最初可能是对公

众发表的演讲(public oration). 如 z 辩告文体(~叫， disputation)和守望者

呼告文体(Watchman proclamation)等，它们发表的场合则包括z 城门口

或圣所等。前者由"争辩"但叫)来导出，如2 : 4; 4: 1; 12: 3等 z 后

者则多以"吹角、吹号"为场景，引出先知宣告的神谕，其典型如5 : 

8; 8: 1; 9: 8等，例如z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

使雅悯哪，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贵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

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就大的首领如同挪

移地界的人，我必将忿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 (5 : 8-1吗

由参 HansWol筐" Hosea (Pbiladelphia: Fortress. 197份. xxii-xxiii 及 76-80 页.

曲Rolf.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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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正典的《何西阿书》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即 z

一、 1-3章以何西阿的个人婚姻来隐喻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二、 4-11章即起于4 : 1 的起首格式"以色列人哪，你们当昕耶和华

的话"终于11:11的结语格式"这是耶和华说的"三、 12-14章

的最后部分。

有趣的是，这三个部分有着类似的结构z 一、都是由一个谴责

(accusation)开始，到审判Gudgment)，再到拯救(sa1vation)结束.例如z

3 : 5 , 11: 8-11 , 14: 2-9都是一个清楚的"拯救宣告'气二、在这三

段经文中，又都有一个"辩告文体"即2 : 2 , 4: 1与12: 2中的"争

辩"三、在这三个部分的拯救宣告中，又都有以色列向耶和华"归

回"但，~)一词，即3 : 5 , 11 : 11 , 14 汀， 2 , 7)。因此，可以推断

出，在它们被编成一个整体前，这三个部分可能属于不同的作者，在

不同的群体内流传，而且它们都属于与何西阿非常紧密的先知群体.①

当然，在这三个大单元内，又可根据主题或关键词的类似，分成更小

的单元。@

六、何西阿的神学z 圣约与爱

在所有的以色列先知中，没有谁像何西阿这样大量地使用隐喻

(metaphor)来解说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并集中解说他们之间的

最奥秘的"爱"的关系。因此，一方面<<何西阿书》留给我们以丰

富的想像和奇妙的解释，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不可言说者的言

说"仍将大量的难解之谜留给我们。

1 圣约"婚姻"的稳喻

虽然人们对于《何西阿书》一开始所用的隐喻一一"淫妇" (C'mT 

n邸， a wife of whoredom)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很多争论，⑥但是，普遍认

(i) Wolff. xxxi 页.他甚至进一步推论说2 这些人可能就是申命运动的先驱，因为在 4何西阿

书B 与《申命记》的思想与用词之间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②具体分法见Rolf Rendω币的引述. 216-217 页.

曲是将它理解为"女人"还是"妻子"，是将其理解为在迦商宗教中盛行的"神庙妓女"，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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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隐喻是要说明z 正如翠妇歌蔑去随从她所爱的，以色列人也

弃绝了耶和华，而去随从迦南的异教崇教，即通常所谓的"丰产崇

拜" (fertility cult)。那么，所谓的这些"丰产崇拜"是怎么回事呢?
按通常的理解，迦南宗教是对巴力与他的伴侣女神的崇拜。宫的

二个基本特点是z 一、是一种自然崇拜，巴力神与他的伴侣是人们对

土地、季节和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力的圣化。巴力神通常被认为

是"雷雨之神"他的伴侣就是大地女神:二、性的活动与交往在丰

产崇拜中有突出的地位。雨水对土地的浇灌，被理解为男女之神的交

配活动。因此，在这一崇拜活动中，人们通过"同感巫术"

(sympathetic magic) 即男女祭司的性活动，来导引神圣婚姻。acred

marriage)中的巴力与伴侣女神之间的交配，从而使大地丰产。这两点

都与以色列的耶和华崇拜有着本质性的差别，即耶和华首先是一个

"历史之神 " 或者说"诫命之神"而不是一个自然之神:其次，

在耶和华信仰中，耶和华是一个没有伴侣的神抵。

因此，歌煌的理妇形像很有可能取自那些在迦南圣所里的"神庙

妓女" (sacred prostitute)，代表以色列人对迦南之神的崇拜，以及对传

统的耶和华信仰的厌弃。何西阿以此隐喻来谴责以色列人对圣约的抛

弃。但是，何西阿先知的独创之处在于z 他独一无二地以性与婚姻的

隐喻来解说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所以，人们也意识到<<何西阿

书》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其中心难题是z 他一方面那么激烈地

反对以色列人对迦南宗教的参与，另一方面却又大量借用迦南宗教的

隐喻、思维、意义结构等解说希伯来信仰。①

简而言之，通过以何西阿与歌蔑之间的性与婚姻关系来隐喻耶和

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关系<<何西阿书》一举将神圣婚姻的象征

从自然的、轮回的巴力神与大地女神崇拜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将之

运用到历史和道德的层面，即以色列人在历史中与耶和华立约，并领

受诫命的特殊关系。这里面包括几个转变:一、神圣婚姻所隐喻的对

象，从自然转到了历史@二、在迦南宗教中，是男神巴力与大地女神

以卖翠谋生的职业妓女，参Ali田 A. Kee缸， 18-21 页.

由众多的蒋经者都看到了这一矛盾，如 KI刷s~由h， The Prophets, vol. 1 咽回Ass严阳阳iod，

田ns.M翻-g&ret Kohl (阳iladelphia: F，但由回s Press, 1983), 89 页; G. von Rad, Old Tes，饱ment Theology, JJ 

The Theology 01 Jsrael甘 Prophetic Traditi01lS 住ans. D. Stalker (New Yor1c: Harper &. Row, 1965), 141 页.

②当然，这并不是说耶和华就与自然无涉，他也具有自然方面的意义，是丰产之源，如 4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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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但在何西阿的先知传言，则是耶和华与以色列民之间的神人

婚姻:三、它关注的焦点，从轮回的季节转到了历史中独一的事件z

四、从以巫术的性活动来导引神秘的土地生产力，转到耶和华以诫命

为形式向人提出的道德要求。①

2. 认识耶和华

何西阿以神圣婚姻的隐喻来说明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但这一

婚姻关系的开始不是在自然的某个季节或神话的某个仪式，而是在一

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何西阿将这一婚姻关系的开始推到出埃及与旷

野流浪这一耶和华与以色列关系的黄金时期。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

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千早之地认识

你。 (13 : 4-5) 

在此，何西阿也印证了北国的摩西传统，即圣约的起首是在出埃及事

件。这也是他所认为的耶和华与以色列婚姻关系的开始，在出埃及事

件中，耶和华娶以色列为妻。这一层意思乃隐含在他用的"你认识耶

和华，耶和华认识你"的这一格式之中，在希伯来文中"认识"

(17甲， know)并非今天所说的知识论范畴，它带有性爱的含义，从而衍

生出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相融相即的关系。例如，在《创世记》故事

中，亚当与他妻子同房，就是用归、一词。@只有从它的这个词义上出

发，才能理解何西阿在讲到未来耶和华与以色列关系和好之时，所用

的隐喻。

后来我必功导她，领她到旷野，对她说，安慰的话。她从那里

出来，我必踢她葡萄园，又踢她亚割谷作为指望的门。她必在那

阿书>> 2: 8. ..她不知道是我给她五谷、新酒和泊，又加增她的金银，她却以此供奉巴力.. 14 汀，

"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

①参 K属岛.46-S0 页.

章还有众多地方，它都指性爱，而非指知识.如(ßJJ世记) 4: 17, 25; 19: 5, 81 24: 16; 

38: 26; (民数记>> 31 : 17. 邸. 35; <<士师记>> 11 : 39; 19: 22. 25; (撒母耳记上>> 1: 1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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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 (2 : 

14-15) 

因此，出埃及事件后，以色列进入到与耶和华的神圣婚姻关系之中.

但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后，像淫妇一样行淫，破坏了他们之间

的婚姻般的立约关系。

何西阿对以色列人的背约的叙述，同样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解

说。他首先批判了以色列人设立王朝，认为这是以色列人的不忠、背

弃圣约、不以耶和华为王的表现之-;而此后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

诸如z 以色列人不断的就君篡位(7 : 3-趴在对外政策上试图讨好埃及

和亚述(7 : 11); 忘记耶和华，多造宫殿与城堡(8 : 14)等，亦是罪性的
表现。其次，在宗教上，以色列人转向迦南异邦的宗教习俗，包括拜

木偶、在异邦的高地上祭拜、与迦南宗教的神庙妓女之间的合欢(4 : 
12-14)。最后，即便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也只是鼓励人们多献祭，这样

可以使他们获利更多，却忘记他们的真正职责z 教人认识耶和华(4: 4-
10)。因此，在他看来，这些祭祀和仪礼实际上使人们远离了对耶和华

的祭拜，因为"我(耶和华)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

婚祭! "(6: 6) 

3. 坚贞的爱

因此，可以看到何西阿与阿摩司先知的一个重要区别z 阿摩司重

在从道德规范的层面上，谴责以色列人没有实行社会公义:而何西阿

则进入到历时性的历史之中，谴责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不忠不信.在

此，何西阿同样从婚姻的隐喻中发展出一个核心的概念，即"坚贞

的爱" (-'On) 。

气。n一词是希伯来宗教的核心概念，同样难以翻译。英文KJV译

之为"良善" (g∞伽ess)或"怜恤" (mercy)，而NN则译之为"爱"

(love) , NASB译之为"忠信" (loyalty) , RSV译之为"坚贞的爱"

。阳dfj副 love)。它常与立约活动联系在一起，指立约双方相互忠诚永

结友好的心意。例如，它用来表示大卫与约拿单的关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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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以忠爱待仆人;因为你曾使仆人在耶和华面前同你结

约。 (20: 8，参吕译本)

所以，在以婚姻的隐喻来说明以色列与耶和华之间的立约关系时，何

西阿说"以法莲哪，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

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即口2气。罚，你们的爱}如同早晨的云雾。 n (6 : 4) 

以此来说明，以色列人不能信守与耶和华所立之约，他们的爱转瞬即

逝，如同一个淫妇无法坚贞地爱他的丈夫.

因此，在何西阿的传言中，其两个至为核心的概念对耶和华

"坚贞的爱"与"认识耶和华"都来自于他所运用的耶和华与以色

列之间的"神圣婚姻"的隐喻，因而其内涵也相亘交叉。

因为这地没有诚信，没有忠爱，没有认识上帝的那种知识。

(4 : 1) 

因为我喜悦坚贞(忠爱)，不喜悦祭祀;我喜悦人认识上帝，胜

于人献会蟠罄。 (6 : 6) 

反而言之，以色列人没有对耶和华"坚贞的爱"也就"不认识耶和

华"无法遵从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命定的诫命。

国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5 : 4) 

这里"淫心n (或淫灵)就是"坚贞的爱"的反义。换句话说，因为不

能坚贞地爱上帝，所以，也就不能认识耶和华。

4. 惩罚与归回z 耶和华"坚贞的爱'

由于以色列人"没有忠爱n 用他们的行为破坏了他们与耶和华

之间的圣约，因此，他们将会受到从圣约而来的惩罚或训诫.在此，

他运用了一个"辩告文体"即由下文的"争辩"引导而来，来宣告耶

和华对于以色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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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瓣，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

不是她的丈夫。……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她的道，筑墙挡住

她，使她找不着路。她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她必寻找他

们，却寻不见。……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

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她，应当选体的羊毛和麻夺回

来。……我也必使她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弛的一切

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她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我必

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 (2 : 2-12) 

这种惩罚，是立约关系的瓦解，即"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

丈夫"。它导致自然与历史的双重惩罚，既是自然的失序和土地的荒

芜，以显示以色列人对迦南自然之神一一巴力崇拜的无效，又是历史

的惩罚，即外邦强国对以色列的侵略和压迫。

所以，在4-11章的先知传言中，何西阿预言以色列将要遭受的惩

罚。包括z 无谷可吃(4: 10)，无物可收获。: 2); 不能生产与怀胎。:

11)，众王及领袖死于刀下。: 16. 9: 13. 11: 你外邦强国攻打他们

(11 :你城邑和宫殿为火所烧(8 : 14)。最可怕的是，他们与耶和华建

立立约关系的出埃及事件将被完全翻转，他们会被带回到埃及(8 : 

13. 9: 3. 11: 匀，或者被别人流放(9 : 3. 17. 11: 5. 11)。①

就此而言，尽管对于以色列为何受到惩罚的解释在重心上不同，

即何西阿强调以色列对异教的崇拜，而阿摩司强调没有实现社会公

义，但他们对于以色列将受惩罚这件事上又是一致的，都是"审判先

知" (Prophet of Doom)。然而，对于惩罚之后将要发生什么，何西阿立

足于他的神圣婚姻的隐喻，以耶和华与以色列在圣约关系中的"坚贞

的爱"为基础，将"耶和华的烈怒" (即惩罚)做了拯救论的

(Redemptive)理解。所以，在《何西阿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

"审判宣告"与"拯救宣告"之间的快速转换。

对何西阿来说，以色列人从被审判到被拯救的命运转变，关键乃

在于耶和华的圣者身份，或者说，是他对与之立约的以色列人的坚贞

之爱。

曲在谈到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惩罚时，在 11 章，何西阿还运用了"父亲"对"儿子"的币11诫

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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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

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

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

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11 : 8-9) 

所以说，何西阿先知对于"上帝之爱"有着深刻的洞见。正如在出埃

及事件中，耶和华的圣爱使他与以色列建立圣约关系一样，约的关系

的回复亦同样依赖于耶和华的坚贞圣爱。

同样，他也回到婚姻的隐喻来诠释这种约的关系的重建.一方

面，他用传统的格式文体来表示他们的立约关系，即z

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

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2 : 23) 

另一方面，他又用夫妻的婚姻关系的恢复来表示这种圣约关系的重

建，耶和华成为以色列的夫，以色列成为耶和华的妻。

后来我必劝导她，领她到旷野，对她说安慰的话。......她必在

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

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我夫不再称呼我‘我主'。……我

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乎、总爱、·除阀聘你归我，也以

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2: 14-20) 

这是对出埃及与旷野时期的立约关系的回归，也是以"慈爱n (-，on)和

"相互认识" (11叩)为基础建立的神圣婚姻。

总之，何西阿在众先知中是独特的，一方面，由于他对以色列历

史和传统的熟悉，使得他把以色列与耶和华关系的展开放在一个历史

的维度之中:另一方面，他用神圣婚姻的隐喻来阐释他们之间的圣约

关系，从而使得希伯来宗教对历史的理解被情感化为"圣约的爱一一

爱的破坏一一爱的复归"的三段循环.与传统的用"宗主一附庸"

(suzurain-vassal)的政治条约来隐喻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圣约关系相比，

何西阿用男女之间性与爱的婚姻隐喻来说明他们的圣约关系，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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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来说，它使得人们对它的理解更为内在化、情感化。在这一过

程中，他又将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归结为他们人性中的不忠不爱，而

将上帝的未来拯救归结为上帝本性的坚贞之爱，显示出他对于神性、

人性的深刻洞见。在希伯来宗教中，他的神学思想是深刻而丰富的，

对后来耶利米先知、申命运动的神学传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If'手王若

南国先知:以赛亚

当南北两国并立之时，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从宗教层面来说，北

国都比南国有着更为突出的位置。所以，先知运动的最早一批宗教精

英都是在北国活动，如以利亚、以利沙、阿摩司、何西阿。当北国在

公元前 8 世纪后半期陷落于亚述帝国之后，先知活动的中心便转到了

南国。可以说，本章之后所要讲解的先知们，无一例外皆以南国、耶

路撒冷为活动中心，即使经历了流放时期，先知活动仍在以耶路撒冷

为中心的南国传统中延续下来。以这些先知之名为名的书卷也构成了

正典先知书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这些先知们的活动与南国的政治命运是缠绕在一起的，

了解他们的政治、历史大背景是我们理解他们的先知传言的一个重要

前提:另一方面，正如在先知书中，历史叙事是淹没在先知传言的文

本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先知传言来说，历史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

先知所发出的神言更多具有超越历史处境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将南

国犹大的历史，夹杂在对先知们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考察之中，并不

单独论述。

为便于对后面儿章的总体结构的把握，我们可以对南国犹大的历

史做一概览。先知以赛亚活动的时代，共经历了乌西雅、亚晗斯、希

西家三朝君王，如何面对亚述的攻击始终就是犹大国生死存亡的问

题:此后，约西亚励精图治，约公元前 621 年发动申命改革，对应着

我们对申命运动、耶利米先知的分析:公元前 598 年与 587 年，巴比

伦两次攻陷耶路撒冷，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伦，分别对应对耶利

米、以西结先知的分析:而公元前 538 年，巴比伦被波斯征服，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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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开始回归耶路撒冷，我们将再次回到作为历史叙事的《以斯拉

记》和《尼希米记》的文本分析。

-、以赛亚的历史世界

通常认为，今天的正典《以赛亚书》其实是由三位先知或由三部

先知文本组合而成，即所谓的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第三以赛

亚。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就是第一以赛亚，或称为公元前8世纪的以赛

亚、耶路撒冷的以赛亚。其对应的文本则是《以赛亚书)} 1-39章。①

按《以赛亚书)} 6章，以赛亚的先始活动始于公元前 742年，终于

约公元前 7∞年，其活动达 40 多年之久。他经历了乌西雅、亚晗斯、

希西家等犹大君王。而且，由于南国犹大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亚述

君王如提革拉昆列色三世(前 745-727 年)、撒缰以色五世(前 726-722

年)、撒尔贡二世(S缸gon 11，前 721-705 年)、西拿基立(前 704-681 年)等

也都在他进行先知活动时执政。

以赛亚在呼召为先知之前，犹大国处于乌西雅王的治下。与耶罗

波安二世一样，乌西雅的治理时间很长，犹大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

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但危机也开始显露出来。按《以赛亚书)}，在乌

西雅王驾崩的公元前 742 年，以赛亚被呼召为先知。随后他经历的第

一个大事件是当亚哈斯治理犹大时，北方"叙利亚一以色列"联盟胁

迫犹大加入反亚述联盟的"叙利亚一以法莲战争" (Syro-Ephr羽imite

War)。此后，公元前 733 年，亚述王提革拉昆列色口'iglath-pileser 田)征

服叙利亚，井攻占北国的大幅领土。公元前 722 年，撤玛利亚被撤缰

以色(Shalmaneser V)攻陷，北国灭亡。南国探陷这些复杂的国际政治纵

横之中。

他所经历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在希西家王(Hezekiah，公元前715-687

年)统治犹大时。在国内，希西家王趁亚述王撒尔贡二世公元前705年

去世，亚述国内不稳之际，采取一系列"脱亚(述)"的政治动作，并在

宗教发动了一场纯洁以色列传统信仰的改革运动。《列王纪上)} 18章记

由历史评断学是如何得出这一判断的，详细论述见第十七章对第二以赛亚的分析.亦可参 1(归

Barton, lsaloh 1-39 (Sheffie1d: Sheffie1d Acade刷c， 1995)一书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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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如下:

希西家......效法他祖大卫-切所行的。他废去邱坛，毁坏拉

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

铜蛇烧香。希西家......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

咐摩西的旅命。......他背叛、不肯事奉亚述王。 (18 : 3-η 

可以看到，希西家的宗教改革与先知运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这一方

面表现在他们对纯洁的耶和华崇拜的要求，将异教崇拜的因素清理出

去，包括邱坛、柱像、木偶等这些迦南宗教的象征。另一方面则表现

在受先知运动的反偶像精神的影响，对以色列自身的宗教传统的改

造。①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以赛亚先知对这一场运动的直接回应，但它对

以赛亚先知应该会有所影响的。

当西拿基立(Sennacherib)于公元前 701 年入侵犹大，并围攻耶路撒

冷时，以赛亚先知在希西家王面前所扮演的角色也十分重要。他代传

神言，预言西拿基立无法攻陷耶路撒冷(王下 19 : 32-33)。他的预言得

到应验，亚述军队一夜撤离耶路撒冷。但此后，以赛亚的下落即不

明。有传统认为，他被后来即位的玛拿西例皿笛seh)所杀，也有人推断

他可能就此归隐于他的先知群体之中，等候上帝的拯救。@

在这些动荡的事件中，都显示出以赛亚与犹大王室之间具有较密

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个来自上层的，也许具有王室血统

的贵族飞③他的先知形象与历史叙事中的拿单(Nathan)类似，他们都可

以直接地进到君王的面前传神言。有趣的是，与北国传统中先知多是

谴责君王不同，他们向君王所传的圣言都是z 以拯救宣告为主，以灾

难宣告为辅。④

∞例如g 希回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打碎摩西所造的铜槌"，按摩西传统(民 21 : 4-9). 铜

蛇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旷野流浪的护身符，但它的偶像化(甚至它的埃及色彩)无疑受到先知们的猛

烈批判.

φ 参《以赛亚书>> 8: 16-17. 

切 Rendtorff， 192 页-

'Rendωdf， 192. 而以利亚与阿摩司则恰恰相反，先传灾难宣告，然后才是拯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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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赛亚书》的文本世界

1. 第一、第二、第三以赛亚

在对《以赛亚书》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要注意到圣

经书卷的编修的一些技术性现象，这些因素是进行细致神学讨论之前

首先要考虑的。按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分法， <<以赛亚书》与《耶利米

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先知书》共同构成四部后先知书。①那么，

问题是:为什么十二个先知们、时代各异、风格迥异的传言会放到一

部先知书之中呢?原因在于这十二先知的传言，其篇幅总长度相当于

一卷的篇幅。照此推论， <<以赛亚书》等也可能不是只由一个先知所

写，而很可能是将众多的先知言论编辑在一起，它们之间或者具有一

定的思想传承的关系，或者本来无甚关系，但经过编修之后，最后被

冠以某一位著名先知的名字，成为今天的《以赛亚书》或《耶利米

书》等。@

无论如何，单就第一以赛亚而言，有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先知群体

是确定的。例如，当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不被人们接受时，他说z

你把神言人的警告绑着，将上帝所指教的封住，封住在我的

门徒中。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永恒主:我要仰望他。

(8 : 16-17，吕译本)

也就是说，先把先知传言保存在一个类似秘密社会的小圈里面，等到

恰当的时候再将他们宣示给众人。所以，以赛亚的先知传统可能最初

就是由他的这些弟子们来承传的。由于先知群体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

社群，因此，也不难想象先知的弟子会因应时代的变迁而对先知最初

的言论进行阐发。在古代传统中，人们并不严格区分老师言论与弟子

阐发。故此，以赛亚的先知传统很可能超出先知本人的言论，而包括

曲基督教传统将《但以理书E 归为先知书，但在犹太教传统中，它不被认为是先知书，而是放

在圣卷(Writings)部分.

②见 B. W. Anderson.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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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弟子的阐发。实际上，在"第一以赛亚书"中，也只有 1-12 章、

20 章与 36-39 章才出现了先知以赛亚这个角色;而且，在文学特征

上，他的形象叙述更多地是一种"回溯性的重塑气是弟子们对他的想

像性回忆。①可以说，即使只就"第一以赛亚书"而论，它也是一个传

统不断成长、累积的产物。

所以，人们倾向于将《以赛亚书》分成三部分，即 1-39 章与公元

前 8 世纪的"耶路撒冷的以赛亚.. (lsaiah of Jerusa1em)相关的"第一以

赛亚.. (First Isai血)， 40-55 章的流放期将结束时的"第二以赛亚"

( eutero-Isaiah 或由e Second Isaiah) , 56-66 章回归耶路撒冷后的"第三

以赛亚.. (Trito也ai曲或出e 白由d Isai由)。在此，我们先讨论 1-39 章的

第一以赛亚。

2. 第一以赛亚的文本结构

即便是第一以赛亚，也是一个由很多不同类型的文本组成的集合

(collection)。我们可以这样来细分它的结构。

A. 1-12 章是与以赛亚先知联系最紧密的一个部分。其中， 1-11 是神

谕与叙事的交织， 12 章则是一个赞美诗篇，对这一部分做出了

总体概括。

B. 13-23 章常被称为"反对列国的神谕.. (oracles against nations) , 

但其中只有很少部分真正属于第八世纪的以赛亚先知本人的。

C. 24-27 章常被称为"小启示录.. (little apocalyp则，甚至比第二以

赛亚还要晚。③

D. 28-32 章常被称为"亚述时期的(Assyrian cyc1e)神谕飞因为它的

主要文本涉及的是亚述威胁最严重的时期z 但很难说清，哪个神

谕是以赛亚先知本人所说，哪个是后来的传统，而且也很难说在

这一单元的后面有什么一贯的思想。

E. 33-35 章很难归类，其中 33 常被称为"先知的仪礼文献"

(prophetic liturgy) , 34 章涉及耶和华的末世审判(eschatological 

judgment), 35 章则又是上帝拯救的宣告，→般都认为它们与第

由Rendωf霄~ 192 页.

毒关于天扁文学的说明，具体参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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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赛亚的气质较为接近。

F. 36-39 章则取自《列王纪下}} 18: 13-20 : 19，是关于以赛亚先知

的晚期活动。

所以，粗略而言，只有 A部分的 1-12 章与 D部分的 28-32 章与公元前

8世纪的耶路撒冷的以赛亚先知有密切关系，是本章分析的宅要文本。

3. (以赛亚书) 1-12 的文本结构之分析

当然，虽然 1-12 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单元，但在其内部仍然存在一

个丰富的多个文学层次的累叠。我们试着做一分析。首先，第 12 章以

赞美诗歌的方式，对前面 1-11 章中的主题进行总结概括。例如，这首

诗歌的主题词z 耶和华的拯救、以色列的圣者在锡安等，①正贯穿于 1-

11 章之中，如 1 : 8. 27 , 2 汀， 4: 3-5 , 8: .18, 10: 12, 24 等。

其次，可以注意到 5 : 8-24 与 10 : 1-4是七个"祸哉" ("l'T. 

Woe)，而在它们的一后一前则分别是两首带有叠句的诗歌，即 5: 25-

30 与 9:8-21; 但是. 6: 1-9 : 7 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它中间插入，将

这一系列的七个"祸哉"分开。按 8 : 16 的暗示，表明它最早是一个

独立的"追忆录" (memoir)。它的插入使"七祸"远远隔开。

再次，在 5 : 8-10: 4 的大单元之外，前面是 5 : 1-7 节"葡萄园之

歌" (song of vineyard)的审判宣告:后面 10: 5 同样以"祸哉"起首(参

吕译本)，引出对亚述的审判(10: 5-15 , 16-19. 24-27 , 28-34)，并夹

杂着对以色列的安慰与拯救，即 10: 20-23; 11: 1-10, 11-160 

最后，在最前面的 1:2-4 :6 节，也可以分成两个大单元，即 1 : 

2-2: 5，它的结构则是"谴责以色列的罪(1 : 2-3; 10: 17)一一耶和华

的审判。: 4-9 , 18却)-一耶路撒冷(锡安)得洁净。: 21-26. 27-31)" 

的模式为主，最后以 2 : 1-5 的万民齐来锡安朝拜耶和华的末世景象为

总结。另一单元则是 2 : 6-4 : 6，但它同样是"审判一拯救"的模式，

即 2: 6-22 所论及的"耶和华的日子"来临时的灾难，以及 3 : 1-4 : 1 

传讲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首领受审判，并由 4: 2-6 的耶和华的拯救作

①在民也er Ackroyd 看来，将耶和华称为"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先知的显著特点.参 R

Ackroyd，"I幅地11-12， Presentation ofa Propbet", SVT29(1978), 1 6-48 页.



第+三章南国先细:以噩噩

为总结。简言之，我们可将 1-11 章的主体结构表述如下z ①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第四部分

A.1 : 2-3，谴责以色列人的罪

B.1 : 4-9，耶和华的审判

A'.1 : 10-17，谴责以色列人的罪

B'. 1 : 18-20，耶和华的审判

巳 1 : 21-26，洁净耶路撒冷

总结 2 : 1-5，万民齐拜耶和华

A. 2 : 6-4 : 1 ，耶和华的谴责与审判

B.4: 2-6，耶和华的拯救

起首 5 : 1-7，葡萄园之歌

A. 5: 8-24，六个"祸哉"

B. 5: 25-30，一首带叠句的诗歌

C.6: 1-9: 7，关于以赛亚先知的追忆录

B'.9 : 8-21 ，另一首带叠句的诗歌

A'. 10 : 1-4，一个"祸哉"

A. 10 : 5-19，以"祸哉"起首的对亚述的审判

B. 10 : 20-23，对以色列的安慰与拯救

A'. 10 : 24-34，对亚述的审判

B'. 11 : 1-16，对以色列的安慰与拯救

281 

综上所述，关于第一以赛亚书可以得出这样的两个观点z 一、无论是

《以赛亚书》中的小单元，还是一些更大的(包括整体的)文学结构，都

有"二段式"或"三段式"的末世拯救的模型。wc抖。r 由ree-part

eschaωlogiω1 schema户:二、一方面，在《以赛亚书》中的小单元有

自详参RoIf R时阳霄. 191 页g 对于这一部分的文体结构 liter町阳确则以及各个小单元之阔

的划分及其关系，学者们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讨论，详参阳由'eW H. Bar创1， The 800" Around 

Immanuel: Styte tmd 51刷刷陪 in l :raiah 2-12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6). 1-23 页.

@所谓二段式，指第一部分为"审判宣告"伊'OClamation of judgJDel时，第二部分为"拯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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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较为完整、独立的结构，另一方面，对这些单元的安排显示出一定

的编修意图。这表明，第一以赛亚书蕴含着一个"传统的成长"

(gro圳lof 国.ditio时，它最后成为一个整体应该在较晚时期。①

三、以赛亚的神学思想

如前所述，以赛亚先知是南国传统的典型代表。对他来说，耶路

撒冷、圣殿与大卫王朝有着特殊的神学意义。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

者，威严而荣耀。通过锡安的圣殿，耶和华居住在他的圣民之中。而

大E世系与耶和华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未来的拯救将由从大卫世系

而出的弥赛亚带给人们。而对于北国先知所通常借用的传统主题，如

出埃及、旷野经验，甚至耶和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西奈圣约(n叫::1，

∞venant)，似乎对他的思想没什么影响。@因此，与前述两位先知相

比，他向以色列人所传讲的圣言有其独特的神学基础和传统。在此，

我们作一简要分析。@

1.以赛亚的呼召经验z 南国传统的神人相遇

《以赛亚书)) 6章中以赛亚被神呼召为先知的叙述，是西方宗教经

验的经典片断。它既有散文叙事，又有典型的诗体先知传言，是浓缩

告"怕回lamation of 蜡Ivation); 所谓三段式，指第一部分为"谴责宣告" (0缸"础。n)，第二部分为

"审判宣告第三部分又为"拯救宣告参十二章对先知文体的分析.

由当然，到底是多晚，人们观点各异， Fohr町认为不早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公元前四世纪)，

372 页 Wei田认为不早于公元前 3世纪， 194 页Pfeiffer则认为不早于公元前3ω年， 448 页.

②当然，一方面由于以赛亚先知思想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元性，另一方面由于南国与北国传

统之间的共性，以及它们可能共同受到其他传统(如智慧传统}的影响，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也不

应被任意夸大.例如，关于以赛亚的伦理原则，与北国的西奈传统、先知传统，以及智慧传统之间

的关系，可参看Eryl w. Davies, PropMcy and Eth阳: Isaiah and t，加剧hica/ Tradition 01 I~rael 

(Sbeffield: JSσr， 1981)，尤见 113-119 页.

面第一以赛亚中的神学极其丰富，影响极其悠远。在此只能做一主题式简介，详细了解可参z

8revanl Childs, lsaiah (Louisvi1le: W，回mins阳 John Knox， 2ω1);Jo回:ph 81enkinsopp, Isaiah 1-39阴阳

Y础: Doubleday, 2000); 更早的一些研究，参 0ω Kaiser， lsa阳h 1-12 (PhiIadelphia: wi届四旧田，

1972); T. Vriezen, "E困entials of the 咀leology of lsaiah"，在 Israel 's Prophetic HeritJJge, ed. 8. W. 

An曲son (New York.: Harp町& Row, 196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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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希伯来宗教对于终极实在、神人关系、人性、乃至先知角色的理解

的关键经文。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段经文未必就是以赛亚第一次被耶和华呼召

而开始先知职份的实际记述，它更像是多年之后，以赛亚将自己长期

的先知经验投射在他最初呼召为先知时神人相遇的事件之上.例如，

6: 9-10他说z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

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实际上是对他多年的先知活动的总结，与他后来对以色列人的概括如

29: 9-12较为接近。

首先，在以赛亚所叙述的神人相遇的经验中，耶和华是在异象

(vision)中显现出来，被先知看见，并对他说话。与出埃及传统对神的

理解相比较，以赛亚的特殊之处非常明显。按出埃及传统"你(人)不

能看见我(耶和华神)的面，因为人见珑的面不能存活" (出 33 : 20). 但

以以赛亚先知为代表的南国传统却在异象中直接见到神，并领受先知

的职份(后来亦见于以西结先知)。所以，在北国的传统中，先知们多是

在"声音"中与神圣相遇，例如z 耶和华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唤摩西(出

3 : 4); 以利亚在火后昕到耶和华用微小的声音呼唤他(王上 19 : 12); 

阿摩司也多是昕到耶和华的声音。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南北传统之间

在"见神"与"昕神"、"耶和华在荣耀中显现"与"耶和华在声音中

显现"有着截然分别，但是它们各自的着重点确有所不同。

其次，在以赛亚的神人相遇经验中，耶和华是在锡安圣殿的崇拜

场景(cultic se创.ng)中以王者的形象出现的，而不似在北国何西阿先知

的传言中，是在出埃及、旷野的历史中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以赛亚

书>> 6 章显然描述的是锡安圣殿的崇拜，包括z 呼喊"圣哉!圣哉!圣

哉!"的撒拉弗、充满圣殿的烟云、高高的宝座等，耶和华坐在宝座之

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通常这被认为是以色列人在新年庆典上，

以耶和华为王的加冕仪式，类似的场景亦见于《诗篇>> 47、 93 、 96-99

等。而且，以赛亚的呼召经验融入了锡安神学(Zion Theology)的精神，

也就是说，锡安的圣殿不仅是以色列人奉耶和华为王的地方，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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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是神界与人界交汇的地方，是通往耶和华在天界的居所的通道。

因此，在以赛亚的呼召经验中，他从锡安圣殿来到了耶和华在天上的

圣殿，在这里，耶和华不仅是地上以色列人的君王，而且是天地之至

高君王(the Kingp缸 excellence) 。

再次，随着从地界到天界的场景转换，先知的代神传言的"神言

人" (参吕振中译)角色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即:先知参加耶和华在天界

主持的众神之会(divine council). 在会上，神的意旨(divine decree)被宣
告，而先知则被视为是传递神的意旨的人。关于众神之会，在希伯来

圣经中也经常出现，如《约伯记》的散文前言所记的"神的众子来侍

立在耶和华面前" (1 : 6). <<诗篇》中的诸神对耶和华的赞颂(诗 82 : 5-

7. 95: 3. 103: 19-22. 148: 2)等。@按《以赛亚书>>: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

呢? " (6 : 8) 

这里用的"我们"复数人称乃意味着这里先知参与以耶和华为首的

"众神之会"并将众神之决议传示于人。对先知传言的类似理解，亦

见于历史叙事中的米该雅先知。

未该雅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

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

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

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作谎言的灵。'耶和华

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

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与你。" (王

上 22 : 19-23) 

最后，在以赛亚的先知经验中，还可以看到希伯来宗教对神人关

也关于希伯来圣经中的"众神之会可参ABD之 Divine Assembly, Hosts, Host of H田ven等辞

条，并参]. s. Ackerman, An Exegetic St.哟lofPsaJm 82 阴阳ard Ph.D Thesis, 1966)对希伯来圣经中的

众神之会、神的众子进行的主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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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理解时将神人截然分开的二元传统。当以赛亚看到神圣之耶和华

时，即以"哀哉!我灭亡了! "何唱咱-，~句叫跳， Woe is me, for 1 am 

undone)来强调"不洁之人"与"圣洁之神"之间的距离。在希伯来文

中"圣洁" (Ø"p. Holy)的本意即有"分离"的意思。①在摩西与神圣
相遇的经验中，也强调神圣与人之间的距离(出3 : 5); 同样，在北国的

何西阿先知那里，就将"圣者"与"非人"等同起来，即"因我是

神，并非世人z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何11: 例。接下来z

有-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

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使

除掉，你的罪恶就越免了。" (6 : 6-7) 

这里，以炭沾口以赦罪这一动作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就以赛亚先知

本人而言，它意味着先知本人在代传圣言之前，得以洁净。从事先知

职份，首先需要圣化。在此，它与阿摩司在北国传讲圣言时的自发性

具有相当的差异。就普遍的神人关系而言，它意味着人的洁净需要付

出代价，人在逾越与神圣之间的差距时，需要经过"以炭泊口"的痛

苦和代价。由于这里所用的象征是"红炭飞是以"火"为象征的烧灼

伽回回ng). 因此，它意味着人在洁净自己的罪，从而与神圣相合时，需

要经过烧灼一般的痛苦，才能发生从罪到洁净的剧烈转变。@

2. 以赛亚先知的伦理呼求(orad四 of ethical deman也)

虽然以赛亚常被称为"拯救先知飞但是，他与阿摩司一样，对于

社会公义有着强烈的关怀。在他的先知传言中，有众多的谴责以色列

人的不义行为，并要求他们回到公平与公义的神谕。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

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

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喀!犯罪的国民，担着

@参τ'OOT之阶I'P 辞条.

⑧CoIIi盹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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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革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

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1 : 2-4) 

可以看出，以赛亚的传言与阿摩司对以色列人的罪恶的谴责非常接

近，①也同样地呼求以色列人践行伦理公义。

你们要洗灌、自沽，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

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

辨屈。 (1 : 16-17) 

在著名的葡萄园之歌中，以赛亚先知以葡萄园来隐喻犹大和以色列，

以结果子来隐喻伦理行为。他采用的是先知文体中的辩告文体(::1叫，

尤见 5 :坷，接近于何西阿先知所用的"爱人"隐喻，因为在希伯来文

学传统中，葡萄园常在婚礼上作为新娘的隐喻。@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哪，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圄

中，断定是非。……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

呢?……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锄刨，荆棘莫攀倒要生

长。……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

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

义，谁知倒有冤声。 (5 : 1-7) 

就此而言，以赛亚先知同样是一个"末日先知"阶'Ophet of Doom)，即

"耶和华的日子"被理解为一个审判以色列的罪恶的日子。

那日，他们(指敌人亚述)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甸。人

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 (5 : 30) 

傻得注意的是，对人的自傲的谴责、要求人们在上帝的威严面前谦

卑，是第一以赛亚连贯的主题。例如z

面其他的谴责神谕可参《以赛亚书>> 2 : 6-22. 3: 8-26. 5: 8-30 等.

⑨例如在《雅歌) 2 : 5: 4: 6: 8: 11-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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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

自高的都必降为卑。 (2 : 12)① 

所以，在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中，他颠覆了人间日常的秩序，展现出一

个另类的理想世界。

主说，我必使孩童作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 (3 : 4)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

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

圣者快乐。 (29 : 18-20) 

总而言之，以赛亚先知也是一个"公义先知"。但是，假如将他与阿摩

司和何西阿先知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对于以北国为传言对象的后两

位先知来说，要求以色列人行公平和公义，其神学源泉是耶和华与他

们所立的圣约，其历史基础是耶和华将他们领出埃及。但对于南国传

统的以赛亚先知而言，行公平(巳ÐW口，f:甜ness)和公义~.，咽. righteousness) 
的伦理要求是以锡安神学(Zion Theology)为基础的，其核心是z 宇宙本

体意义上的锡安圣殿，以及大卫为王的历史记忆。

所以，在以赛亚先知的传言中，公平与公义或者属于在圣殿中被

崇拜的耶和华的属性，或者它们与神话学意义上的上帝形象是联系在

一起的.②如=

我必以公乎为准绳，以公义为线钝。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

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 (28 : 17)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 (11 : 5) 

惟有万军之耶和华国公乎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

(5 : 16) 

同时，公平与公义也是由于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名居住的地方，所

@另可参 14 : 13-15. 29: 14. 

⑨对这些先知传言中的神话象征，要从锡安神学、乃至整个西亚文化的背景来加以理解，可参

Ben C. Ollenburg町• zion, 1M Ci，η 01 纳e Great King: A Theological 岛m吵0101 仇e Jel四alem CIIII 

(Sheftield: JSOT.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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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个以色列也应该施行公平公义，如z

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

(33 : 5) 

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

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1 : 21) 

与北国传统以出埃及事件为神学的历史基础不同，大卫的治理是南国

锡安神学的历史基础。按以赛亚，公平公义的伦理要求同样可以追溯

到大卫那里，如z

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藉公平掌权。 (32 : 1) 

必有宝座因总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

帷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 (16 : 5)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

圃，从今直到永远。但 :η

以赛亚先知如此理解伦理要求的神学基础，在总体上属于锡安传统，

故此，它可以在以圣殿崇拜为背景的《诗篇》中的神学找到呼应。

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

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接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

公义使民得享平安。(诗 72 : 1-4) 

3. 理想君王(ldeal kiDgsblp): 大卫世京的弥赛亚

由于以赛亚立基于锡安神学传统，尤其其中的两个基本原则 z

一、耶和华是宇宙的君王:二、以大卫为象征的和平、公义的王国，

所以，以赛亚先知传言的神学基调，乃弥漫着一种以"宇宙和平的神

秘王国" (a mythical kingdom of universal pe部e)为理想的乐观主义情

绪.在第一以赛亚书中，这突出地表现在三段带有弥赛亚盼望色彩的

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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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经文是以赛亚先知在"叙利亚一以法莲战争"中安慰亚晗

斯王的话。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

起名叫以马内利(~ 1ml7, God is wi由 US，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

σ: 14) 

第二段经文则是在公元前 733 年前后纷乱的国际局势中对于大卫世系

的理想君王，以公平公义治理以色列人的盼望。

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于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

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

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

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但: 6-7) 

第三段的经文即很可能是南国犹太遭受了亚述的沉重打击，甚至是在

流放时期的作品。①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

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能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

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

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

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

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新雅必与绵羊羔同

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雄并肥富同群;小孩子要

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辑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

一样。吃卸的孩子必玩要在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

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

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 (11 : 1-9) 

以赛亚先知的这些弥赛亚传言，经过新约作者的引用，成为基督教的

由参 J. Colli圃，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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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精神资源。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前两段经文所讨论的只是"理

想的公义君王"不应该属于弥赛亚盼望的范畴，因为当时犹大国仍然

存在。它更多只是表明 z 处在危机中的大E王朝，在未来仍然有希

望。学者们甚至推测"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等头衔可能就是南国君王登基仪式(enthronement litu鸣"时的颂

词。但是，在第三段经文中，所谓"耶西的根飞实际上是指"耶西的

墩"也就是被伐倒的犹大王国。①因此，这里所指的"耶西的苗裔"

乃指从大卫世系而出、重建(resωlre)犹太王国的君王，也就是在盼望中

来临的未来弥赛亚。但是，不论如何，它们都表明z 在现世政治层面

对犹大王室的理想君王(id臼1 kingship)的盼望，与神学层面对历史末期

重建上帝国度的弥赛亚。由ssiah)的盼望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连贯性。

以锡安神学为基础的理想君王的形象，是希伯来宗教中的弥赛亚观念

的重要因素。

所以，将"理想君王"与"弥赛亚"贯穿起来，代表了南国的锡

安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按赛 11 : 9，未来的理想王国是z 像"洋海一

般"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将"圣山"锡安拱立起来的国度。它的

核心也就是"耶和华为宇审之王"人们以"敬畏耶和华为乐飞在此

意义上，以赛亚先知的传言，看上去虽然针对着一个具体的历史一政

治层面，但它们实际上是对超越的形而上层面的言说。故此，在谈到

如何应对亚述危机时，他甚至说z

你们得教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乎静安稳。 (30 : 15) 

可以说，在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中，有一种特殊的神学气质。一方面他

宣讲耶和华是世界之王，其荣光遍照大地:另一方面，他悖论性地表

现出耶和华信仰的"以柔弱胜刚强"的特质.②在他的先知传言中有很

多这样的悖论形像，如 z 以婴孩为君王:在强敌面前，得救在乎安

由它的希伯来文是‘四‘17l泊. KJV 译之为由e stem of 1，ωse. 但现在1PS与 N1B都将其译为 the

stockof 1es幅·
②这一特质，在第二以赛亚的"受难之仆" (suffi回ng 帽vant)诗歌中再次体现(本书第十七章).

基督教的"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上帝-一耶稣"更是其顶峰.新约传统对《以赛亚书B 的强调，根本

的神学原因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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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得力在乎平静:在敌人攻击面前，安稳来自于对耶和华的信靠z

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28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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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在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中，希伯来宗教对于历史的二元理解，

即"救赎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二元相分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他以对锡安圣殿上治理宇宙的耶和华的形而上信仰，来抗拒在具体的

历史层面的世界帝国的现实威胁，并以此展示信仰在政治面前的生命

力。这与耶稣基督所讲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 18 : 36)、"凯撒的

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太 22: 21)乃具有相似的意义。①

四、弥迦与《弥迦书》

弥迦是一位与以赛亚大致同时，常被人们称为以赛亚的弟子的南

国先知，因为这两位先知传讲的主题非常类似，如关于"弥赛亚"J 上

帝的余民、耶和华的筹划等，而且著名的末世锡安朝圣诗篇都见于

《以赛亚书>> 2 : 2-4与《弥迦书}} 4 : 1-30 ②在后来的《耶利米书》

中，也有对弥迦的先知传言的引用，如其 26 : 18 就是对《弥迦书》

3 : 12 的转述，表明弥迦的先知传统有相当的生命力。但是，相对来

说，与以赛亚主要在耶路撒冷、宫延活动不同，弥迦似乎来自乡村，

他为乡村的那些贫苦农民呼喊，谴责那些地主们的贪婪与恶行(如弥

2 : 1-匀。就此而言，他又与阿摩司先知的传言风格更为接近。他的活

动时间是从公元前 721 年至亚述攻打耶路撒冷的公元前 701 年。

先对《弥迦书》进行总体的分析，可以看到，它与其他先知书

@对于基督教神学传统中的"世界历史"与"教赎历史"之间的二元结构，参看洛维特对基督

放思想史的考察，他将其根基追溯到保罗神学，但更深的渊源应该在希伯来圣经中，尤其是 4以赛

亚书，.参洛维特著，李秋零，回薇译.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g 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香港=汉

语基督敏文化研究所. 1998). 

<1> RenCItOrff.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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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乃以"审判一拯救"的二重变奏为支架。全书可分成以下结

构 z

第一部分:审判(1-3 章)

拯救(4-5 幸)

第二部分:审判(6 : 1-7 : 7) 

拯救。: 8-20) 

人们通常认为 1-3 章是弥迦先知的传言，是《弥迦书》的基本材料，

而后面部分则是后人的编修文本。即使如此，那些被认为属于弥迦先

知本人的文本单元也经历了很长的编修过程。例如， 1: 16 讲到的"犹

大人被掳"、 2 : 12 讲到的"像聚集羊群一样将以色列人招聚"、 3 : 12 

的"耶路撒冷必成乱堆"等，说明正典的 1-3 章是带着流放经验编修

而成的，并非只是公元前 8世纪的历史经验。

而它的4-7 章的文本单元，显示它们有着精致的文学结构，也许

表明它们曾经以独立的形态流传过。例如， <<弥迦书》的 4: 9-5 : 14 

就是一个精致的文学单元。我们先把它分成二个单元z 一、在第一单

元即 4 : 9-5 : 5 中，有一系列由"现在"阴阳， now)导引的句子，如

4: 9 , 11. 5: 1 等，它的主题是锡安的灾难、上帝圣民的痛苦:二、

在第二单元即 5 : 6-14 中，则是由"必" (:":'T', it will be 町 happen)所导

引的关于将来事情的句子，如 5 : 6, 7, 9 等，它的主题则是宣告将来

耶路撒冷得拯救。而在第一个单元之中，又隐约地埋有耶和华将来拯

救雅各的余民的伏笔，如 4: 12 提到的"耶和华的意念(ml'T" n，~咖岱，

YHWH's 也oughts)他的筹划" (，n~17 ， His coun回1);以及 5: 2 , 4 中关于

救主将从但利恒而出的暗示等，这些带有拯救色彩的经文，将这二个

部分很好地串连在一起。

由于《弥迦书》是我们今天讨论弥迦先知的神学倾向的唯一文

本，而它又经过了漫长的文本流传与编修，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

的。一、他对于锡安神学有强烈的批判。他的先知传言与锡安神学的

"锡安永不受侵犯"的观念是相冲突的，例如，他传圣言曰"以人血

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飞所以"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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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①对圣城与圣殿的

批判十分激烈，与代表南国王室神学的以赛亚先知有着极大的差异。

如果以 1-3 章作为弥迦本人的先知传言的话，那么，弥迦本人没有一

处提到大卫王室的永久性、圣城永不受侵犯，因此，他不属于南国的

主流神学。二、他所依据的神学思想资源与北国的关系更为接近，这

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神人关系的理解，乃立基于

以色列人的历史资源，尤其是以出埃及为中心的旷野经验。例如，在

6 : 4-5 中，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事件被重新唤起，成为他代耶和华传

言，要求人们以恰当方式敬拜耶和华的历史基础。@三、他引用大卫的

另类历史形像来支持他对于未来的盼望。《弥迦书)} 5 : 2-6，后来在基

督教传统中成为著名的"耶稣预表" ( <<马太福音)} 2 :白，就以大卫尚
未登上王位之前的伯利恒形像，来预示以色列人未来的拯救。"伯利恒

的大卫"形像，有着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它借用了南国的主流传

统一一大卫神学的资源，但另一方面，却又注意将其呈现为一个尚未

登上王位的、谦卑的、出身于犹大的最小城邑的大卫形像，以与威严

的、神化的锡安神学中的大卫形像区分开来。所以，弥迦神学的这些

特点表明，南北两条神学传统实际上是相融相即、彼此借用的。即使

按照编修评断学(白也ction criticism)的研究， <<弥迦书》中的南国神学因

素如 4: 2-5 的锡安圣殿的朝圣诗篇是后人的编修文本，那它也表明，

这两条神学潮流在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中合流在一起，成为共同的神

学资源。

最后，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弥迦书》中的一个经典文本，即6 : 

1-8以2叫{争辩， rib)引出的辩告文体单元。这一段文本，不仅在文学格

式上，是先知传言所采取的辩告文体的代表@在思想上，它也可称为

是对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精神的高度概括z

世人哪，耶和华巳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岱《弥迦书>> 3 : 10. 12. 日译本将是后一句译为"这殿的山必成为森林之山丘比和合本更

易理解.

骨除了 1-3 章. S: 10-7: 7 也通常被认为是《弥迦书》的基本材料，代表弥迦本人的言论.参

B. W. Ander回n.339 页.

。对它的文学结构的分析，请参十二章对先知书中的辩告文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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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惆，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短短一句话，浓缩了希伯来宗教几乎所有的关键词，也揭示出以色列

入与耶和华的圣约关系的本质所在。所谓"善"。咽， G∞dness)一词，

在希伯来宗教中，既是→个伦理学范畴，也是一个神学范畴。可以看

到，以色列人对"善"的追问不是从孤零零的人的本性开始的，而是

来自于神人之间的圣约关系。它的两个基本含义就是=一、"善"来自

于神的指示。此处用的动词是甲3罚，因V将其译为神的主动即 "He

hath shewed thee飞而NJB则译成人的被动式 "You have already been 

ω，ld飞但都表明"善"并非来自人本主义的追求，而是来自于神本主

义的启示与宣告:二、"善"的本质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是绝对的

上帝向人提出的要求。所以，希伯来宗教追求的"善飞在内容上可能

与其他文化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但就其神学框架而言，却是立基于特

殊主义的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历史中的关系。

弥迦在这里采用的是问答式文体，但这里的答案实际上并非是他

个人，而是对公元前8世纪的三位先知所传神言的精神的概括。"行公

义"所用的~El~C(公义. f:也ness)一词，是对阿摩司先知的概括"好怜

悯"所用的'0"(怜悯. steadf臼t love). 正是何西阿先知对圣约精神的

概括，所以吕译本将其译为"爱坚贞飞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

行"也正是以赛亚先知所主张的"安静、柔弱"的信仰气质，与弥迦

先知以"伯利恒的大卫"来预表未来的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弥迦

的回答中，没有提到崇拜、仪礼的因素，代表了先知运动的精神化、

伦理化这一方面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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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运动:约西亚改革与〈申命记〉

毫无疑问，对圣经历史来说，公元前722年的北国灭亡与公元前

597年的南国灭亡，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在此之间，公元前621

年由约西亚王(Josiah. 639-ω9)进行的改革也相当重要.它的意义不仅

在于政治方面，即约西亚王趁着亚述国力的衰徽，试图摆脱亚述国的

控制，给衰微的犹大国带来一丝朝气:而且在于宗教方面，他以在耶

和华殿里发现的"律法书"们响nn ，白，也eB∞>k of To础)为蓝图，

发动了一场改革运动。"律法书"成为整个犹大国族的"圣经"。尤其

在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异邦之后，他们的宗教更加

紧密地与"圣经"结合在一起，以致成为"圣经宗教" (Religion of 

B∞>k).这是第二圣殿时期制度化的犹太教，乃至后来的基督教的"圣

经"观念的起点。①

约西亚所发动的改革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君王行为，而是与先

知运动的潮流有着密切关系。在他即位之前，玛拿西王(M副部四"在长

达55年的执政时间里，对先知进行清洗(王下21章).先知运动受到暂时

压制。因此，当约西亚王登基后，先知们被压抑的活力再次喷薄而

出，形成一个先知运动的高潮，那鸿、西番雅、哈巴谷、耶利米大致

都在这一时期活动。@因此，在分析约西亚改革之前，我们先以早期耶

利米先知为例，来看这一时期的先知活动。

由参 1. Collins. 172 页.

@虽然难以准确断定他们的活动时间，但一般学者们将其归于这一时期.参 B. W. Ander回圃，

365-368 页对西番雅的分析. J. Collins. 324-333 页对这三位先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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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耶利米的早期活动

总体而言，耶利米的先知岁月是犹太历史上至为动荡的年代.他

一生经历了犹大的最后五位君王z 约西亚、约晗斯、约雅敬、约雅

斤、西底家，其间除了约西亚时代县花一现般的复兴之外，屡经埃及

和巴比伦两大强国的蹂躏，常被称为"受难先知" (Prophet of 

Suffering)。关于耶利米的先知传言，对犹大国最后的惨痛历史的见

证，以及他的神学思想，我们下章详述。在此，我们先从约西亚改革

所处的先知运动背景的角度，来考察耶利米的早期活动。

1.耶利米先知传言与摩西传统

按《耶利米书>>，在约西亚王13年(公元前627年)，耶和华的话首次

降临到耶利米，这时，他还只是一个"年幼的"仍剖， lad. 耶 1 .码。

如果参照撒母耳叙事中"年幼的"一词的理解，那他这时就是12、 13

岁，①照此，他出生的时间是在公元前制0年左右。

耶利米的家世很有意思。他出身于"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

在希伯来圣经中，这是一个有着很长宗教传统的家室。按《列王纪>>，

亚拿突(灿灿oth)是被所罗门革除的大祭司亚比亚他(Abia曲创的家乡，

虽然在地理上它与耶路撒冷邻近，但却是北方传统的圣所。它甚至可

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前王朝时期的示罗圣所(sanctu缸"、约柜和以利祭司

的传统。@

王(所罗门)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

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拾过主耶和华的约

柜，又与我父亲同受-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

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作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

在示罗伦以利家所说的话。(王下2 : 26-27) 

①《撒母耳记上>> 2-3 章.

带示罗是北部支派的一个圣所，其道统可以迫糊到示剑(Shechem). 示剑传统的核心内容可包

括g 约书亚(北国以法莲人)、圣约更新仪式、对以出埃及为核心的历史叙述等.见第六章最后一节

的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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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利米虽然在耶路撒冷代传神言，但他主要依据的是北国的宗

教传统，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的先知呼召经验类似于摩西、撒母耳形

像，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先知传言中所依据的北国{尤其是何西阿先知}

的精神资源。

首先来看他与摩西和撤母耳的先知形像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成

文先知中，只有耶利米谈到撒母耳，并将他与摩西放在一起，作为

"在耶和华面前为人代求的"先知典范(耶15 :趴在耶利米的呼召经

验中，清楚地可以看到它对摩西和撤母耳传统的借用，例如z 与摩西

(乃至北国传统)相同，耶利米的先知呼召经验是"与声音相关的'

(auditory) ，而不像以赛亚(以及以西结)那样是"与形象相关的'

(vision町);耶利米在拒绝先知职份时，说"他不知道说" (耶 1 :旬，

与摩西被呼召时说他"不是能言的人" (出4: 10)类似:此后，为使先

知们确信他们的传言才能，耶和华"指教摩西所当说的话" (出4 : 

12)，同样，耶和华"将当说的话传给耶利米"(1:你他与撒母耳一

样，都是在做"孩子" ~17l ， lad)时，被耶和华呼召。而且，在所有的

先知中，也只有耶利米复活了以色列人的"示罗之灾"的历史记忆，①

以之作为告诫耶路撒冷的历史诉求，而示罗故事与撒母耳先知也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耶利米深受何西阿所代表的北国先知传统的影响。在《耶

利米书>> 2-3章，体现了何西阿先知全部的主要神学命题。例如，他将

以色列与耶和华的理想岁月回溯到出埃及和旷野时期(Wildemess ， 2: 

2-3); 他以婚姻与爱情归。n， love)的隐喻来表示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

系:同样，对于迦南定居历史的解说，他也强调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

不忠不义，用"行淫"来意指以色列人追随迦南异教(2 : 20. 3: 6-

10); 在谈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与审判之时，也用婚姻隐喻中的

"休妻"来表示他们之间圣约关系的破裂。: 1);最后，他也像何西阿

一样，呼唤以色列人回转，行"心灵的割礼飞耶和华将发慈爱之心，

更新他们之间的圣约关系(4 : 1 -4)。②

就此而言，耶利米的先知传言是回到以色列的古老宗教传统的精

价参《耶利米书>> 7: 12. 

@这些主题，请参十二章对何西阿先知的神学主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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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如他所说z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使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6 : 1。

这里他所说的"古道"与"善道"乃有特指，即以摩西之约为核心的

宗教传统。简而言之，它有两个基本原则z 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乃在历史中展开，出埃及和旷野经验是神人关系的理想状态:耶和华

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1)，遵从圣约则得福，悖

逆圣约则受罚。

孤立地看待耶利米的先知传言，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将它放到

整个先知运动，乃至希伯来宗教的神学史来看的话，它意义重大。如

前所述，以色列人对于神人关系的理解实际上有南北两个不同传统。

北国传统以何西阿为代表，以出埃及的上帝拯救、西奈的有条件之圣

约、摩西先知为其关键:而南国传统以以赛亚为代表，以耶和华在锡

安圣殿的居所{耶路撒冷永不陷落}、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无条件永约

{永不弃绝以色列人)、大卫王的统治为关键。①考虑到南北传统的不同

神学取向，那么，耶利米的先知传言就有如下意义z 他在耶路撒冷的

先知传言，以北国的先知精神来挑战南国的锡安神学(Zion Theology) , 

在北国灭亡之后，将北国的传统延续在希伯来宗教思想之中，唤醒人

们对于古老的摩西传统的意识。他的这种做法，延续在后来的约西亚

改革以及申命运动(Deuteronomic movement)之中，将希伯来宗教的多

元传统的汇聚一起，使它们相摩相荡，深化了彼此的发展。

我们可以他著名的"圣殿训道"σemple Sermon)为例，分析他以

北国传统为根基，对南国锡安神学的挑战。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

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

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

司 Jon Leve皿n， Sinai and Zion: An Entη in归 the Jewish Bible (San Francisco: Harp町皿dRow， 1987) 

对这两条线索有很好的概括，虽然他并不主张采用宗教史的方法来对这两个传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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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也不随从别神陷害

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

租的地，直到永远。……耶和华说:现在国你们行了这-切的

事……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

给你们和你们列租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

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σ: 1-15) 

这段话含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耶利米将以色列人居住在"应许之

地"乃至圣殿自身的存亡都系于以色列人是否如圣约所示，遵从了耶

和华的话，即一方面是"认识"一一独敬耶和华，另一方面是在社会

上实行公义。前者他发扬了何西阿先知的精神，后者则发扬了阿摩司

先知的公义精神。对于他来说，摩西的西奈之约是神人关系中至关重

要的。他所针对的则是在南国流行的"锡安神学" "这些是耶和华的

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南国人的崇拜仪文，他们认为

耶和华之名居于圣殿，是神界与人界交汇的不二支点，从而将永不陷

落:他们认为在圣殿的祷告可以直接通达神界，即所谓的"我们可以

自由了"。@锡安神学的基础就是z 耶和华与大卫立有无条件应许的永

约，耶和华受此约之捆绑，将永远护佑大卫世系与锡安圣殿。

所以，耶利米所传讲的北国的有条件之约，直接危及到锡安神学

的根本，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按《耶利米书》中散文体的先知叙事

(26 : 1-11)，在耶利米传完上述神言后z

耶利米讲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民说，的一切话，祭司、先

知和众民都来捉住他，说..你一定必须死.!你为什么冒耶和华的

名传神言、说这殿必像示罗那样，这域必变为荒废，没有人居住

呢? "……祭司和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真是该死，因为他

传神言攻击这域，正如你们亲耳听见的。" (26: 8-11 ，参吕译本)

虽然耶利米最后免于一死，但从中也可看出他与南国的锡安传统之间

@经文可见于《诗篇) 132 : 11-18; (以赛亚书) 31 : 4-5; 37: 33-35 等.关于铺安神学的思想

要素，可参 Ben C. Ollenburger, Zion, the CI句。ifthe Great King : A Th四，logicøl S)刷bolof仇eJen皿km

Clllt (Sbeffield; JSσ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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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严峻程度。@

2. 耶利米与钩西亚改革

耶利米对于约西亚改革(Josi曲's refonn)到底持什么态度，由于

《耶利米书》并没有直接的经文证据，而且《耶利米书》本身也经过

了后来的"申命运动"的编修，已经很难说到底是耶利米推动了约西

亚改革，还是约西亚改革与申命运动重释并编修了耶利米的先知传

言。对于耶利米是热情的参与、超然的赞赏、还是反对约西亚改革~

学者仍然没有定论。

但是，耶利米与约西亚改革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却是肯定

的。例如，在耶利米的一生之中"剖，、番(Shaphan)之家"起着重要的作

用，他们多次在紧急关头保住了耶利米的性命(耶26:24 ， 36:25 ，

39 : 14等)。而沙番此人，即是约西亚王的"书记"或文士。因罚，

scribe) ，是他将在耶和华殿里发现的"律法书" G" ,nn '110 , B∞，k of 

Torah)呈送于约西亚王(王下22 : 8-20)，发起改革运动。因此，耶利米

应该对约西亚改革有清楚的了解。

在《耶利米书》中，只有一处直接提到了"约西亚改革"即3 : 

6-10，他谴责犹大人与以色列人一样，崇拜耶和华之外的其他神和偶

像，而这也是约西亚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另一处11 : 1毡，耶利米
呼唤犹大人"听从这约的话" (nacm n~响罚叫::l，-nac 17Q国吨， Hear 由e

words of this covenant)，这里所用的"昕从" (W~)一词，采取的"讲

道文体" (Senno时，与《申命记》的用语相同。而所谓"这约的话"

当指约西亚王从耶和华的殿中所发现的律法书。

虽然，很难明证耶利米与约西亚改革之间的关系，但是，耶利米

与约西亚改革所依据的"申命法典n (Deuteronomic code)之间的密切关

系是不言而喻的。他们都依据北国的摩西圣约传统，倡导有条件的

由反而观之，南国的锡安传统亦对北国传统也有攻击，参 ABD 之Wil曲回剧辞条，并参《诗

篇>> 78 章对锡安、大卫的颂扬，对摩西传统的贬抑.

@一方面，由于约西亚改革导致耶路撒冷圣殿的唯一地位，从而间接地强化人们对于锡安神学

的信念s 另一方面，由于约西亚改革以条文化的"书" ("'11)0. 队IOk)的形式将耶和华的意旨固定下

来，将"耶和华的话"绝对化和封闭化，并使得解释"书"的文士权威高于代神传言的先知.这些

可能成为耶利米反对约西亚改革的原因.参 J. Collins, 337-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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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反对异邦神崇拜，反对将传统的以色列信仰与迦南宗教融合的混

合主义潮流，强调社会公义，强调对社会弱者的关怀。所以，接下

来，我们来看看约西亚改革到底是什么样的改革?

二、约西亚改革

1.的西亚中兴

在宗教与社会合一的古代社会，任何改革都既是宗教性的，又是

政治性的。约西亚的改革同样如此，就其国际环境来说，犹大国的任

何改革与亚述帝国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亚述国力的衰微是约西亚改

革的基本前提。公元前 625 年，亚述曾经的属国巴比伦，在

N曲opolass缸的带领下从亚述国获得独立，国力昌盛。亚述则每况愈

下，本土都难保，无力西顾。就其国内环境来说，在那鸿、西番雅、

哈巴谷、耶利米先知以及可能的申命学派(Denteronomic scb∞1)的推动

下，以色列宗教也一扫玛拿西时代的死寂，蓬勃发展。

虽然《列王纪》对于约西亚改革的叙述带有申命编修的色彩，但

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元素(historical nucleus)。简而言之，事情起于

约西亚王对圣殿的维修。①在维修中，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约西亚
听到"书"中的话语之后z

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

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

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

发烈恕。" (22 : 11-13) 

随后发动的约西亚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圣约更新的仪式

(ceremony of covenant renewal); 2、纯洁和统一耶和华崇拜(purity and 

由按 B. w. AI时回'SOD.这不应该是一次技术意义上的维修，它很可能是有意识地将亚述宗教的
因素从耶和华圣殿清理出去的改革. 373-375 页.按《历代志下>> 34: 3毡，约西亚王的第 12 年，

他就开始了改革活动.第四年，才发现了耶和华殿里的律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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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包括清洗异教，将崇拜集中到耶路撒冷等 3、遵守逾越节

(ob回凹anceofP:副SOVI町)。

一、圣约更新的仪式。按《列王纪》的叙述，发现"律法书"

后，约书亚王将全体以色列人聚集起来: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

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

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郭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

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皮、律例，成就这书上所

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 ρ2 : 1-3) 

其中包含的四个因素z 百姓、王、约和耶和华，同样亦见于摩西在西

奈的立约仪式(出24 : 3-8)、约书亚在示剑的圣约更新仪式(书24章)。有

二点需要特别注意 1、与前二次立约仪式一样，这里的立约不是在王

与百姓之间，而是在全体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之间更新圣约 2、与前二

次立约不同的是，这次圣约更新的场景是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圣殿，

它将北国的圣约传统置入到南国的锡安神学的核心一一耶和华的殿

中，将南北传统融合在一起，对希伯来宗教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纯洁井统一耶和华崇拜。在这个方面，约西亚实施了三个步

骤 1、将异族人的宗教影响从圣殿之中清理干净(23 : 4-7)。例如z 迦

南人的巴力神和亚舍拉女神、亚述人的星宿崇拜，以及其他的一些异

教操作，都从圣殿中清洗出去 2、将耶路撒冷城和南国犹大的邱坛都

拆除废去(23 : 8-12 , 24)0 3、将北国遗留下来的圣所(sancturay)和邱坛

也都除去，并废除与之相应的祭司制度(23 : 13-20)。这样造成的结果

是z 以色列宗教完全从西亚文化背景中独立出来，而且全国只有耶路

撒冷圣殿是人们可以祭祀耶和华的地方，实现耶和华崇拜的特殊化

。pecia1ization)和集中化(centralization) ， IlP纯洁(purity)和统一(unity)。

三、遵守逾越节。按《列王纪》叙述，在上述改革动作后，约书

亚带领犹大人按"律法书"的规定，守逾越节。

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

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玉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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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

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 (23 : 21-23) 

守节本身并不奇怪，如在南国的锡安神学传统中 tt耶和华为王的新

年"就是重要节日，①但"逾越节"的特殊含义却值得探究。按摩西传

统(Mosaic tradition). 逾越节是与出埃及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

约西亚王带领犹大人守逾越节，有二点是意味深长的。 1、它回到历史

(或时间)中，而不是像锡安神学传统中在神话学的宇宙(或空间)中探究

神人关系的展开 2、它是对出埃及事件的追念，将历史的黄金记忆定

位在以色列从为奴处境中逃离时耶和华的拯救行为，而不是像锡安神

学将其定位在大卫为王的荣耀时期。

总之，约西亚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试图摆脱异教的影响，而

且在于它复活了自身古老的、悠久的、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宗教传统，

正是后面这一点使他的改革对于希伯来宗教的意义大大超过了他的祖

父希西家王的改革。尤其是他的改革所围绕的"律法书"也成为了以

色列信仰的宪章性文本(constitution). 规制了希伯来宗教的发展方向，

并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对于神的启示、神人关系的理解。

2. "律法书"是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约西亚王在圣殿中得到的是一部"书"、是

"律法书"而且它构成了约西亚改革的宪章文献的话，那么它应该得

到很好的保存，那么，圣经中的哪部书或哪个部分可能会是这部"律

法书"呢?它不太可能是今天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律法书"即《五

经)).这是因为 1、五经直到很晚(可能在后流放时期)才编修完成:

2、按《列王纪下)) 23 : 2-3. 这部书是一部"约书" (n'叫2罚「囚，由e

book of the covenant).以色列人遵守上面的"约言" (n叫2罚叫2气，也e

word of the covenant).他们进入到"约" (n叫2罚. the covenant)的束缚

与捆绑之中。总而言之，它强调人们要"遵守约书上的约言飞而《五

面《诗篇>> 93，饵"这些传统的"耶和华为王"的登基诗篇伽由ronement psal时，自由节庆

的生活处缝。但伽 Lebe时，即西亚以秋季为新年开端的节日(New Ye町、Day of tbe Autumn 

F副val). 参 S. Mowinkel 对诗篇研究的名著 Sigmund Mowinckel, The Psalms in Israt!l'， 蜘n坤，

回ns. by D. Ap-Thomas (New York: Abingdo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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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内容非常多样化、很复杂，远非"约书上的约言"所能概括.

同样， <<五经》的另外二个较为独立的律法单元z 出20 : 23-23 : 19的
"约书" (即出24: 7所称)的内容是关于以色列社会生活的习惯法，而

《利未记>> 17-26章中的"圣洁法典" (Holiness code)则主要关于祭祀的
定制，都与约西亚改革的背景布着极大差异。它们都不可能是这里所

指的"律法书"。

在《五经》中，唯一与约西亚改革的背景较为切合，文体及内容

又都是关于圣约(即约言和约书)的较为独立的律法单元就是《申命记》

12-26章中的文献，即通常被称为"申命法典" (Deuteronomic code). ① 

理由如下 1、在形式上，申命法典的体裁是盟约形式(位四.ty); 通过对

赫梯(Hi创te)与亚述等西亚文明的比较研究，学者发现，申命法典采用

西亚文明中宗主国(suzerian)与属国(v笛捕。之间的立约来比附耶和华神

与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②或者说，它有可能来自于北国以示剑为中心

的更古老的圣约更新(covenant renewal)传统。 @2、申命法典的文风较为

独特，它所采用的术语、传述耶和华的诫命采用的讲道(回rmon)方式，

与公元前7世纪即约西亚改革运动前后的作品(如《耶利米书》等)较为

接近 3、约西亚所发现的"律法书" (l"T"nl"T, The Torah)作为指代一个

具有权威的、包含神法的文本的专用词，在五经中只有《申命记》多

次使用@而在其他的"四经"中"律法" (罚响n，这时英文常译为

law或自伊lation) 或只指一些特定的条例，⑤或只指广义的法度。①

由在五经研究中，著名的 JEDP 假说中的 D 也就是《申命记B 的头一个英文字母，后人也模糊

地称其为 D典，或更模糊地称为 D传统.这一假说的提出及其发展，可参 ABD之Deuteronomy 辞

条的概述.申命法典的立约形式，可参 Bernard M. Levin酬• Dellteronomy and the Hermeneutic, of 
LegaJ Innovation (New yorit: Odord University pr邸. 1997)。但对这一假说，也有反对意见，如申

18 : 6-8 与王下 23: 8 之间的差异。

晤对古代西亚的立约制度的研究，可参 R. Rendtot筐~ The CovellQllt Formulø: An EzegeticaJ and 

TheologicaJ In阳，stigation (Edinhl吨:h: T&T Clark. 1998)与Dennis J. McCar由y. Treaty and Cove田w:A

Sh吻 in Form in Ancient OrientoJ Docllments and 凯 the Old Tesωmenr (Rome : Bibliw Insti翩翩民棚，

1981)两书.

@von Rad即从《申命记>> 27 入手，认为申命法典是-个以色列人在立约仪式上宣示的圣约，

参Gerard vonR剑， Studies in Dellteronomy 田ßS. by David Stal阳(London:SCM.I961).

曲请参看《申命记>> 17 : 19-20. 28 : 58. 29 : 19. 31 : 11-12. 

甸和合本常译其为"条例"，日报中译其为"法规如z 婚祭的条例乃是这样(未 6 :你赎惩

祭的条例(未 7: 1);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未 7: 11); 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未 12: 7); 最

大瘾疯得活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未 14: 2); 或是人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她的萎，就有这疑恨

的条例民 5: 30)拿细耳人满了离俗的日子乃有这条例(6 : 13).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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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了上述形式外，约西亚改革的内容也与申命法典较为接

近。在基本精神上，申命法典与约西亚改革要求对耶和华崇拜进行纯

洁(purity)与集中(centrality)的理念是一致的。可以说，以律法的文体要

求集中崇拜(cultωntralization)是在申命法典之中第一次出现，这些集

中崇拜包括z 拆毁各地的邱坛、只到"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

所"献祭、每年的节日到耶路撒冷朝圣等等。此外，一些细节也反映

出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例如t 约西亚将亚述宗教中的"日、月、行星

和天上万象崇拜"废去，这只在《申命记)} 4 : 19与口: 3中有详细规

定:约西亚庆祝逾越节的方式与《申命记)} 16: 1-8中的规定也相当一

致。众多证据都倾向指出 z 约西亚改革所依据的"律法书"就是申命

法典。

三、《申命记》的文本世界

上述行文中，我们很小心地使用"申命法典"这个边界模糊的名

词，而非《申命记》这一正典文本。因为，很显然，即便约西亚在耶

和华的殿里所发现的"律法书"是申命法典，它也只是今天的《申命

记》的雏形。最后的正典《申命记》一定是经历了更长时间的编修后

的产物。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z 首先，约西亚王所发现的"申命

法典"的后面有一个很长的传统，即可能来源于北部支派联盟的"圣

约更新" (covenant renewa1)的传统:其次，从"申命法典"到《申命

记》的过程中，又有一个漫长的传统的历史(tradition history). 下面，

我们就对正典的《申命记》做一简析，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将

《申命记》进行文本分解，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它所运用的文学体裁

也enr，时，以此来分析不同的传统对于它的影响。

1. (申命记》的整体结构

虽然从总体而言， <<申命记》似乎是一部整齐、系统的经卷，但

(1)和合本有时将其译为"法度有时译为"律法自振中译为"律法如s 创 26: 5，出

16 : 28 , 18: 20，未 26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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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细看之下，它其实也是经过多个层次的文本不断层累而成的作

品。通常认为，它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A. 摩西的第一个演讲， 1 : 1-4: 40 

1 、导引， 1 1-5; 

2、摩西概述以色列人离开何烈山之后发生的事情， 1 : 6-

3 : 29; 

3、以是否遵从耶和华的诚命为核心的稿与祸， 4 1-

22(福); 4: 23-31(祸)

4、叙述申命神学(Deuteronomic 由eology)的要旨:耶和华出

于爱而拣选以色列人，并启示神法， 4: 32-40 

B. 摩西的第二个演讲， 4: 44一28章

1、对"中命法典"所傲的导引性演讲， 4: 44-11 : 32 

2 、 "申命法典" 12-26章

3、以祝福与咒诅为主题的结论， 27-28章

C. 摩西的第三个演讲， 29-30 

1、在"今日"的圣约是新，强调圣约对当下的适用性， 29: 

1-14 

2、谈到以色列人因为背离圣约而遭受流放， 29 : 15-27 

3、未来又回归故土的可能， 30 : 1-10 

D. 一些附加的单元， 31-34 

1 、摩西最后的吩咐， 31幸

2、两首古诗， 32章"摩西之歌"与33章"摩西祝福之歌"

3、摩西之死的叙述， 34章

当然，在实际的承传过程中，.多元传统之间的融合是非常紧密的，因

此，上述的单元划分在很多时候伤害了它们之间的紧密融合。例如，

Moshe 悦infeld就认为，在27与28章之间就存在两个圣约传统之间的融

合，即27 : 1-26与28 : 3-6 , 16-19是古老的示剑圣约传统(可能受到赫

梯立约传统的影响)，而28 : 7-14 , 20-68，乃至29 : 9-28则属于亚述时

期的圣约传统，但它们被申命学派编修后，成为一个整体。①

由参 Mosche Weinfe1d, DelÚeronomy ønd t，加 DelÚeronomic Sc加时 (Oxford: C1aren伽1， 1972).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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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命记》的立约(Coveoant)形式

长期以来，人们就注意到《申命记》所采取的特定形式结构

(formal structure)隐含着某种立约程序(a covenantal procedure). 它的总

体结构可以分为:历史叙述， 1-11章:律例法则， 12: 1-26 : 15; 相互

的责任， 26: 16-19; 祝福与咒诅， 27-28章。所以，按von Rad, (申命

记》的总体结构实际上是对一个立约仪式的记载，在这样的立约仪式

上，人们先叙述历史，然后再宣示律令，并要参与者宣誓遵守，最后

是宣告遵守律令的祝福，以及违背律令的咒诅。并且，由于27章还提

到要在"以巴路和基利心山"之间宣示此律，因此，可以认为《申命

记》的原型实际上是北国传统以示剑为圣所而举办的"圣约更新仪

式" (covenant renewal)的文本反映。①

Von Rad关于"申命法典"的仪式背景虽然没有得到具体论证，但

他关于《申命记》结构隐含某种立约程序的观点却为人们所普遍认

同。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z 在西亚文化的漫长发展中，乃存在着丰

富而多元的"立约"传统，那么， <<申命记》的结构与哪种立约传统更

为接近呢?

简言之，这些约的传统可以分为 1 、应许之约(Grant)，即地位更

高的某一方无条件地向地位低的另一方许诺 2、平等之约(∞venant

between two equal parties) ，即立约双方相互承担责任并事受权利 3、

宗主与属国(suzerain-vassal)之约，即宗主国要求属国表达忠诚，并承担

责任的不平等之约。而据古代西亚学者的研究，后面这一种宗主之约

在赫梯(回回te)帝国与亚述帝国中又有差异，在前者，属国向宗主誓言

忠诚(oa由)，宗主国也需要向属国示好，并承担保护的义务，所以，在

赫梯之约中，既有对属国背约的惩罚，也有对守约的祝福:而后者，

则只是单纯地、冷冰冰地要求属国誓言忠诚，却没有宗主国的责任，

在立约的最后，也只有对背约的惩罚，却没有对守约的祝福。

人认为，由于这些不同的传统被一个较为一致的"申命学派"所编修，所以，尽管宫内部有一些不

整齐的地方，但它的最后形式却很像是一个整体.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们对于《申命记E 的分层或者

单元划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的原因。参Rolf Rendtor筒~ 155 页.

( G. von Rad. The Problem of纳e HextJteuch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y Trueman Dicken (New York: 

McGraw- HiII. 1966),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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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古代西亚文化的立约文化的考察，不只是出于历史好

奇，它对于我们理解《申命记》以人间的何种方式来隐喻上帝与以色

列的神人关系，进而理解希伯来宗教的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显然，

《申命记》没有采用前二种的立约理解，它的文体是"宗主一属国"

的立约形式。它在神学上面的含义包括2 一、神人之间的圣约关系，

人处于"属国"这一极，它必须向"宗主"耶和华表示爱与忠诚。确

实， <<申命记》始终强调以色列人要"爱"耶和华，井且"尽心、尽

性、尽意" (6 :匀"敬畏" (肝， fe削、"谨守" ~C田， ~叫)、"听从"

。由国， he创始终是全篇关键的字眼。二、 《申命记》采取的是赫梯文化

中的立约概念，即宗主与属国之间有互动的关系，上帝与以色列人的

神人关系也有互动性。在这一方面，亚述与赫梯之约的相异之处，也

可加深珑们对《申命记》的神人关系的理解。《申命记)) 1-11是一个历

史序言，表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善意与爱。在赫梯立约中也有这样

的部分，以证明它要求属国的忠诚是合理的。但在亚述宗主之约中，

则恰恰缺少这一部分，因为在它看来，亚述之王就是宇宙之王，在属

国前面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向属国显示它的慈爱与恩典。此外， <<申命

记}} 27-28章既有对背约的咒诅，又有对守约的视福，它不像亚述之

约，而更像赫梯之约，强调神人之间的互动性。三、在宗主-属国之

约中，隐含着一种排他性的关系，这一内涵亦表现在耶和华与以色列

人的关系之中。西奈圣约与先知运动都强调，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排

他性地尊崇。在西亚文化的背景之下，这是希伯来宗教最具特色的地

方，也排除了其走向二神(男神与女神)崇拜、多神崇拜的可能。四、宗

主一属国的立约形式，进一步强化了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王(Kingship)

的宗教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申命记》对政治王权有较强烈

的批判态度的神学基础Q)因为它是以人来懵越神的王权。

因此<<申命记》采用"宗主一属国"的立约形式来隐喻耶和华

与以色列之间的圣约关系，放在西亚文化的总体背景之下，是很好理

解的。但是，还有二点需要注意 1、虽然它用立约来隐喻耶和华与以

色列入之间的关系，但这并非表示它们之间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而只是类比一方对另一方的无条件的、排他性的忠诚 2、以上只

(j) (申命记>> 17 : 1牛20. 申命神学传统对王权的批判，还表现在历史叙事中，如 4撒母耳记

上>> 8 与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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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明《申命记》的立约形式(fonn)所暗含的对神人关系的理解，在具

体内容上，它更丰富地展开论述了神人之间的其他关系(如神人之爱

等h ①3、在总体结构上， <<申命记》还运用了另一种"教导文体"

(did邮筒。，在这一方面，它受到希伯来文化中另一传统一一智慧文学

(Wisdom literature)的相当影响。

3. (申命记》与智慧文学

作为一个整体<<申命记》的总体背景是摩西在他死前不久向人

们所做的告别演说，所以，它的形式是摩西通过讲述自己的"见

证"将一些最重要的宗教智慧与道德原则教导给以色列人。③在希伯

来圣经中，与其最接近的就是所谓的"智慧文学"。③

首先， <<申命记》将自己理解为指导未来君王的一部法典，如其

17: 18-19所言z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

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也就是说，要求君王将申命法典放在手边，并且学习思考。这与智慧

文学所采取的"我儿，要"的体裁极为相似，也反映了它们共同

的生活处境，即人们用来教导子孙后代，学习处世原则的典籍。@

其次，在《申命记》与智慧文学之间，所用词汇及概念也有相似

性。有些词是只有《申命记》和智慧文学才有的，如"耶和华所憎

@先知运动围绕着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形式上的立约关系，来阐述其中的神学内洒.尤其如何西

阿先知以婚姻与爱情的隐喻，发展出对圣约关系的更为精神化、内在化的理解.详参本书十二章.

曲可以看到，在一个伟人董事世之前，以告别演讲的方式来讲授神学真理与道德原则，成为圣经

叙事的一个模式，如《约书亚记>> 23 章. (撒母耳记上>> 12 章等.就此而言历史书"中的那些

长篇溃讲是"申命史家"伽uteronomist)的编修，而他们之得名，也在于他们与《申命记》的神学

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密切关系.参 Mo酣睡 Weinfeld， 1 0- 14页.并参M副n N<恤，加 De脚'ronomislic

Hisωry (Sheffield: JSOT, 1981). 

画智慧文学的内涵及其意义，详参本书二十章.

(j) <<诗篇》中的智慧诗篇仰isdom Psalms)，例如《诗篇>> 1 章，就是很好的代表.关于智慧文

学中的"我儿，要的体裁，参《箴言>> 1 : 8. \0. 15. 3: 1. 11. 21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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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 (inj"T" n:ll7,n, Abomination of YHWH)，而且对于什么是"耶和华

所憎恶"的，它们的内容也十分相似，试比较以下两节z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居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

两样的升斗。……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

的。(中25 : 13-16) 

两样的居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箴20 : 10) 

它们不仅意思一致，所用的词如"两样的法码" (1::1然， 1::1时的表达方式

都是一样的，即用同一个名词的重复，来表示"一个这样，一个那

样"。

再次， <<申命记》作为一部律法书，其中的律法与前面的四经杳

很大重复，但是，在四经之中找不到对应的经文，往往在智慧文学中

可以找到。例如:对于耶和华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样

的诫命，只见于《申命记》与智慧文学。①再如=不可挪移边界，不可

短斤少两(申 19 : 14; 25: 15)，分别对应于《箴言》的22 : 28; 23: 

10; 11: 1等。

最后， <<申命记》多处将律法书中的"遵从上帝的诫命的顺服精

神"与智慧书的"智慧原则"等同起来。如申4:6将"谨守遵行这一

切律例的人"称为"有智能有聪明"而摩西所择选的首领是"有智

慧、有见识、有经验的人"但咀币1 口、J::1J，口、c:m 口咽拙， wise, shrewd 

and experienced，参吕译)，其后面所隐含的智慧传统，与四经中对于

同一故事的记载进行比较，就显而易见了。在《出埃及记》中，摩西

拣选首领的标准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 (18 : 21); 

而在《民数记》中，七十长老的拣选是耶和华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

分赐给"他们(11 : 25)。可见《申命记》深受智慧传统的影响，将"智

慧与见识"这些智慧传统的关键字眼来重释或取代古老的道德或神秘

传统。

在《申命记》将律法传统与智慧传统之间融合的后面，有着一定

的社会性因素，即在公元前7世纪，与智慧传统有密切关联的文士

。cribes)或智士(wise men)在对律法文献的整理编修中较为活跃。耶利

由试比校申 4:2 与箴 30: 6. 申 12: 32 与传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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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先知对他们的负面批判，恰恰透露出这样的事实。

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能，

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

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

智能人惭愧、惊惶、被擒拿;

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

心里还有甚么智能呢? (耶8 : 8-9) 

311 

这是一段可圈可点的经文，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希伯来圣经的三个重

要传统:律法o"ni1' n"n" torah of YHWH)、智慧(i10~n ， Wisdom)、先

知传言(i1，i1‘-，::l寸， the Word of YHWH)。就当前讨论而言，可以得出几

点、在耶利米即约西亚改革前后，代表智慧传统的文士或智士是很

活跃的一群人 2、按8 : 8，他们自称"有智能"故此"耶和华的律

法"与他们同在，这就是说，在智慧传统自身看来，智慧与律法之间

的关系相当密切。所以，耶利米上述这段批评的话，恰恰外证了当时

律法传统的成典，受到智慧传统的相当影响。

四、 《申命记》的神学世界

如前所述， <<申命记》的整个文体是摩西的临终演说，场景设定

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开辟新历史阶段的关头，因此，它实际是公

元前7世纪约西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以历史回顾的方式来设计未来。人

们有一个怎样的明天，实际上取决于怎样看昨天。所以， <<申命记》

要求人们"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 (口、JW~' 0'0'与创」对田， For 

ask now of the day 由at are p剧， 4: 32)，在历史追问中寻找神人关系的

坐标。

但问题是z 什么世代算是"以前的世代" ?其实，当公元前7世纪

的以色列人以摩西之演说作为文体形式之时，在他们的心中，所谓

"以前的世代"就是摩西的时代即"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与神

立约的世代"。他们将摩西时代确定为他们的"黄金昨天"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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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基，在神学上开出新的气象。

《申命记》的神学思想集中体现在4: 32-40的摩西演说之中，它

将历史、神学与道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tP，末，……像耶和华你们

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切事呢?……他从天上

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

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

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

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踢你为止，像今日-样。所以今日

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

外，再元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诚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

你和你的于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

得以长久。

这段经文，乃至整部的《申命记>> ，都采取了一种"因为以前，所以

今日"总体结构，围绕着在时间上的"出埃及"历史事件，以及空间

上的"应许之地"即迦南定居，来展开神学上对爱(love) 、圣约

(covenant)、拣选(election)、崇拜(cult)的理解，希伯来宗教的道德神学

的至关重要的概念如遵守律例、诫命等亦在其中得以阐发。表明伴随

着约西亚王将以色列人的所有崇拜集中到耶路撒冷的改革，人们在对

终极实在(耶和华)本质的理解上有相当的发展。以下分别论述。

1. "耶和华爱你的列祖'

如前所述， <<申命记》所采取的"宗主一属国"的立约形式，以

宗主来比拟耶和华，以属国来比拟以色列，因此，它以宗主的身份要

求以色列人"爱"并且"顺服"耶和华。但在《申命记》的具体内容

中，则通过历史叙述的方式，首先以"爱"但罚栋， love)来概括耶和华在

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作为，并以耶和华为神人之间"爱"之关系的主动

者，以此来要求以色列人回应式地去爱耶和华。

《申命记苦的北国传统背景在此亦显露出来，尤其可见何西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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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对它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将以色列人的理想时代追溯到出

埃及和旷野立约的时代，另一方面，用"爱"这种关系将那个历史时

代加以情感化，即z

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

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

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申4: 37-38) 

先有耶和华的"爱"的主动，然后才是以色列人的"爱"的回应，即

独尊耶和华并遵守律例诫命。就此而言，它不是单纯强制性地要求以

色列人的宗教情感，而是将"爱"的宗教情感建立在以出埃及、西奈

立约为历史内容的神人关系之上，使其具有历史神学的根基。

所以<<申命记》用"爱"与"敬畏"这两个辩证关系的词来讲

解神人之间的关系。<<申命记》的这两段经文都是希伯来宗教中的经

典之作z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雄一的主。你要尽心、

尽性、尽力爱(:1捕， love)耶和华你的神。 (6: 4-5) 

你要敬畏(民节， fear)耶和华你的神，事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6 : 13) 

在此，第一、由于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以色列以爱回应耶和华，所

以他们之间是一种"爱"的关系:第二、一方面"宗主一属国"之

约的形式本身，就意味着以色列并非与耶和华上帝平等的主体，他对

于耶和华的爱，就像属国对于宗主国的爱一样，乃是一种义务。另一

方面，耶和华是"忌邪的神"不能容忍以色列违背圣约去敬拜别

神，并将惩罚以色列人的罪。因此，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的是"敬畏

的爱"。同样<<申命记》也将这种"敬畏的爱"放到具体历史之中

来加以理解，这就是它对于"应许之地"与"约"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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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许之地'与圣约

《申命记》将摩西演说的场景设定在以色列人将要进入迦南之

前，在约旦河东岸的摩押平原。如他所说z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

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

裔为业之地。 (1 : 8) 

但是，按照学者们对《申命记》文体与内容的考察，可知它实际上反

映的是z 以色列人在这块"应许之地"生活了很多时间之后，以追溯

从前的方式来总结历史。按照以色列人对自己历史的理解，他们的列

祖本来是将亡的亚兰人，并且下到埃及，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从为奴

之地领出来，才来到这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土地"乃是神

人关系开展的一部分。那么，在经历了征服迦南到北国灭亡、南国危

殆的历史之后，怎样从神学上来看待土地在神人关系中的角色呢?这

实际是《申命记》中不断地出现"这地" (f喻罚， the Land)的主题的深

层原因。

在分析《申命记》对于土地的神学理解之前，我们先来看另一种

理解。按照更古老的传统(如带有南国色彩的J传统)，迦南之地是耶和

华通过亚伯拉罕和大卫对他们子孙即以色列人的应许，例如<<创世

记)) 13 : 15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①《撒母耳记下)) 7 : 16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

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无论在内容的清晰

表述上，还是在形式的隐蔽内涵上，②它们都表明 z 在统一王国(Uniωd

Kingdom)时期，人们将土地理解为上帝无条件的、永远的对以色列人

的应许。

曲类似经文，见《创世记>> 17: 8 与 48: 4. 

@人们通常都将亚伯拉罕之约与大卫之约的形式，与西亚文化中的"皇室应许.. (royal gr回t)进

行比枝，在两个基本点上、将应许之物赐给立约的另一方及其后裔，直到永远 2、它强调应许

者这一方的责任，而不是强调接受应许者的义务，它们十分相似.参 ABD 对 ωV棚nt 一词的分

析.详参 M. Weinfeld，叮be Covenant of Grant in tI睡 αd Testament 剧d in the Ancient Near E四

Journal 01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 90 (1970): 184-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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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北国的陷落与南国的危殆动摇了人们对于土地的上述神

学理解，所以《申命记》给出另一种解释。它的突出特点就是将"耶

和华与列祖所立的土地应许之约"与"耶和华与以色列民所立的西奈

(或何烈)律法之约"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用后者的有条件的"属

国之约" (vassal covenant)对责任的强调，去限制前者那种无条件的
"应许之约"但rant covenant)。所以，能否履行西奈之约所命定的责任

与义务，成为以色列人能否在应许之地居住的前提。"地"不再是

"无条件的应许"的必然因素，而是"有条件的圣约"的一个可能结

果。<<申命记》的土地神学是与西奈的圣约神学是联系在一起的。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钱命、律

伽j 、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

勾引去敬拜事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

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30 : 16-1创①

与北国的何西阿传统类似. <<申命记》也从两个方面来归结以色列人

对圣约的违背z 一、首先是宗教上的偏离，敬拜别神，不能忠爱耶和

华:二、不能谨守诫命，实行社会公义。在它看来，正是这些"罪"

是以色列人失去土地的原因所在。

所以<<申命记》以"土地"为神学主题，恰恰表明它是对历史

的总结，而非对历史的预测。在它的总结过程中，融合了希伯来宗教

的旧有多元传统，这本身也是神学创新的一个体现。@

曲在"地"与"约"之间的关联，是《申命记》思想的一个主旋律，其他经文可参 4: 23-

27. 8 : 19-20. 11 : 8-10. 13-17. 22-25. 28 : 63. 29: 24-27 等.

e 以上只是讲述了"地"与"约"的传统融合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由于希伯来圣经中的

土地神学仙ω，Iogy of land)中隐含着的"耶和华对列祖无条件的、永远的应许"的内涵，所以，因

违背圣约而失去土地，并非全部以色列历史的最终结果，流放之后回到应许之地，也是《申命记'

的土地神学的重要内容.参申 4 : 27-31; 30: 1-10. 但是，这些经文可能是流放后的编加.详参 G.

von Rad. Sludies in Ðellleronomy. trans. by David Stalker (London: SCM. 1961)对这一观点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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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拣造" (eI翩。n)观念

从写作背景来说<<申命记》是以色列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所做的

神学回顾，从文体来说，它采用摩西临终教导的散文体裁，这些都使

得它大异于先知们的诗体著作，更易于进行系统的神学论述仙eologil臼1

discourse)。所以<<申命记》是一部神学著作，希伯来圣经中再设有

其他的书卷比它更适合这样的称号。它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论述以色

列人与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其系统性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再有<D研

究《申命记》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在论述神人关系时，除了用"爱"这个词来表示耶和华对以色列

人历史的参与之外，另一个关键的概念是:拣选\ln~. cb∞则。当然，

"拣选"一词在《申命记》中的神学内涵，与今天的常用的基督教神

学概念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动词使用，如4:

37 , 7: 6. 14: 2节等。当以耶和华作为它的主语时，它所意味的不是
在诸多事物之间进行量的比较，而是一种质的区别，常常意味着单独

的、排他性的选择。例如，耶和华选择他的圣所，即称之为"耶和华

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

《申命记》是希伯来圣经中第一次以咽~(拣选)这个词来讲述耶和

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它的神学内涵，只有将其放在它的上

下文之中，才能清楚地得出。我们来分析一段经典经文z ②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

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于民。(中7: 6) 

需要注意，与"拣选"这个词常在一起使用的介词，是理解"拣选"

一词的关键，它们分别是z 从…(归，的时，归…为白， ωbe)。也就是

说"拣选"一个动作表示两个意思z 从…分别出来:又归于…当

中。表示以色列人被耶和华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归上帝为圣洁的民。

所以，在以《申命记》为代表的希伯来神学中"拣选"首先意

味着以色列人与别的民族的分别，表示以色列人的独特性。也许，阿

(j) Rendtorff. 1 S当页.

@其他类似经文见 14 : 2. 26 :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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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司先知的一句话是对宫的恰当解释:

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摩3 : 2) 

这里，同样用"从…" q口， from)来表示以色列人从地上所有的民族中

分别出来，而且用"只" <i")来强调它的独一性。

其次"拣选"又意味着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特殊财产般的

子民" (价30 口的， a special peopl时，尤其是要成为圣洁之民。这里的
价拍一词较不常用，多指"个人所珍藏的某种特殊之物n (参吕译本代

上29 : 3" 自己珍藏的勺，所以， KJV将其译为 "a s阿ial people" ，而

RSV译为<< a people for his own possession" 。但它的实际内涵都是在前

面指明的"圣洁的民"。在希伯来文中"圣洁" (Ø"P, holy)恰恰与

"拣选"有着类似的含义。国1气p原意即指"分别"并常通过"不

是…"的否定表达式来对它进行界定，如《何西阿书)11:9"因我是

神，并非世人z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 l临到你们。"因

此"拣选"所内含的"成为圣洁之民"的要求，使得耶和华与以色

列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不是成为一种特权，而是承担一种特殊责任。

在此意义上<<申命记》又回到了北国传统的深层神学原则，如阿摩

司所言z 正是因为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所以，你的一切罪孽

都会被迫讨(摩3 : 2) 。

Moshe Weinfeld特别提醒人们，要注意《申命记》对于以色列民的

"圣洁" (holiness)身份与圣约责任(covenantal obligation)之间关系的细

微理解。①简而言之，它们之间是一种"所是" (to be)与"所行"伽 do)

的关系<<圣洁"描述以色列人的"所是"而"圣约责任"则是规

定他们的"所行"。将《申命记》与四经的其他法典进行比较，例

如，在《出埃及记》中 z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

属我的于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

圣洁的国民。(出 19 : 5-6) 

面详参 Moshe Weinfeld 为 ABD所写的Deuteronomy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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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昕从耶和华的诫命，遵守所立的圣约，是以色列民"成为

圣洁"的条件"所行"先于"所是"先要通过遵守律法洁净自

己，履行道德(和宗教)责任，才能成为"圣民"。但是，对于《申命

记》来说，次序恰恰相反 tt 所是"先于"所行"。因为是"圣

民"所以"行圣事"或者说 tt是圣民"是"行圣事"的出发点

和基础。例如z

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

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申14 : 21}① 

就此而言<<申命记》将神人关系置于道德责任之前，历史中耶和华

对以色列人的拣选已经使他们成为圣洁 tt成为圣民"已经内在于他

们所经历的历史之中，而履行圣约中的道德和宗教责任不是成为圣洁

的前提，而只是自然的结果。

无论如何，在其基本原则上， <<申命记》与四经一样，都强调

"所是"与"所行"之间的内在关联，以色列民被耶和华拣选为"圣

洁之民"既是神学上的特殊权利，又是道德上的特殊责任。

4. (申命记》对律法的重释

"申命法典"是一部律法书也是一部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法则的

辑录，那么，问题是z 它所辑录的律法以及对律法的解释，与四经中

的其他法典相比，有什么样的同异呢?

首先，申命法典与《出埃及记》中的"约书" (Bωk of Covenant) 
相比，相异之处要大于相同之处。只在少数情况下，它们对法则的规

定才完全等同，例如z 申 14 : 21b与出23 : 19b都规定"不可用山羊羔

母的奶煮山羊羔"。有时，申命法典的规定要比约书中的更短更精

炼:有时，约书中的一个规定被申命法典分成几段，并将其散落在不

同的地方。②大多数情况下，申命法典的规定更为细致，它常从多个方

而同样的句式，亦见于《申命记>> 14: 1-2; 7: 1-5. 

Z 前者情形可见于申 16: 19 与出 23: 2-8 之比较z 后者情形可见于申 24 : 17. 23: 20. 24: 

1 0-13 与出 22: 20-26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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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将约书中的一个法则加以发展，从而使其成为一套规则.①

申命法典与约书在内容方面的差异更值得人们注意，申命法典是

在律法上对以色列人在迦南之地的长期生活所做的总结，这种差异是

他们社会生活、伦理观念发生变化的体现。例如，在关于释放奴隶的

事情上，约书规定z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

由，白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毒，他的

要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

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出21 : 2-4) 

但是，对这同一件事情，申命法典却规定z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

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

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醉之中，多多地给

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记念你在

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申15 : 12-15) 

其中的差异是显著的，按前者，为奴者只能白白地出去，按后者，主

人要多多地将财产给为奴者。简而言之，与约书相比，申命法典在对

律法的规定中，对社会弱势群体更为关注，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

(humanitarian)色彩。②

在对祭祀(sacrifice)的理解上，申命法典与四经的类似律法相比，

也体现出这种人道主义的倾向，并且，对于祭祀在神人关系中的作用

和地位的理解也更为内在化、精神化和伦理化。在申命法典中，找不

@申命法典对约书的这些发展，可见于以下比辍g 出 23 : 14- 17 与申 16 : 1-17 关于三大节期的

规定s 出 21 : 12-14 与申 19: 1-13 关于放免捕的规定z 出 23 : 1 与申 19: 16-21 关于"妄作见证"

的规定:出 23: 4 与申 22: 1-4关于丢失的牛羊的规定g 出 23: 19 与申 26 : 1-20 关于"地里初熟

之物"的规定等.

也类似情况，亦可见予以下比较:在安息年休耕的问题上，约书是以宗教原因为基础，而穷人

之休整只是附带结果，出 23: 10. 但申命法典将其安息制度发展到借贷事务中，并以社会关怀作

为主旨，申 15: 1-11: 在关于引诱处女的规定上，申命法典也更倾向于照顾受害者，可比较出

22: 16 与申 22: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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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关于赎罪祭的规定，而在《利未记》的律法中，关于赎罪祭的规定

是主要的条文:它也不像祭祀传统中，将牺牲称为上帝喜欢的"馨香

之祭" (nn"l-n叫， a sw，臼:t savo町);有趣的是，对于宗教礼仪和祭祀，

申命法典似乎更强调它们的社会维度，也就是说，祭物应由"你的儿

女、仆蝉，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来分

享，并且所有这些弱势群体都"要在耶和华的面前欢乐"。①所以，申

命法典对于祭祀也有两个基本原则 z 一、人道主义:祭物由社会的所

有成员分享，所有成员在耶和华的节期都要欢乐:二、内在化和精神

化的倾向，祭物本身并非人取悦于神的途径，它只是人们对于上帝感

恩的外在表现。②·

在此意义上，申命法典对以色列人的历史记忆中的核心事件z 出

埃及做了特别的伦理发挥。不同于其他传统只是将出埃及事件在神学

上阐释为耶和华与以色列民关系的理想状态，它将焦点集中到出埃及

之前的"为奴状态"并将它进行伦理转化。既然耶和华曾将为奴的

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以色列人也应该关怀社会中的弱者。(申命记》

的一个律法模式就是z 你们要赐福于他们，因为耶和华曾经这样赐福

给你。③人道主义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哲学原则，而是建立在以出埃及事

件为核心的神学理解和历史记忆之上。这也是希伯来宗教的人道主义

的特殊之处。

那么，如何理解申命法典与四经中的其他法典之间的关系呢?它

是要取代那些老的律法传统(如约书)呢?还是要用新的法典去抗衡那些

旧法典呢?事实上，约书中有一半左右的律法在申命法典中被再次论

及，这里面隐含的道理可能是z 那些没有被论及的一半在当时人所共

知，并被申命法典的作者理解为仍然有效的律法，所以无需再说:只

有那些在新的条件下需要发展、修正、详细规制的，才被加以论述，

进行新的处理和阐释。④

@在关于献祭的规定之后，总有要求"仆辉、和j未人、寄居的、孤儿寡母'一起欢乐，这是申

命法典的特点.见申 5 : 14. 12: 12. 18: 16: Il. 14 等.

串参《申命记>> 23 : 21-23. 将献祭与还愿联系起来，是内在化和精神化的表现之一，这也受

到智慧文学的影响。五经中只有 4申命记》将献祭理解为还愿('1咽， pay a vow)，所谓的"还属

祭"，参 12 : 6, 12: 26, 23: 18. 

③范式文本可参《申命记) 15 : 1-18. 

由参Rendωz霄'.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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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申命记》中的神现

无论约西亚王的集中崇拜(cult centralization)的宗教改革的动机是

什么，它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动机。将所有崇拜集中

到耶路撒冷，还触动了对于耶和华的本质是什么的整套神学观念，如

上帝的居所(divine abode)、上帝之名(his name)~及独一神论的上帝观

念(monotheism)等。

如前所述，约西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z 摧毁以色列境内的

所有高地和圣所，确定耶路撒冷的圣殿为唯一的敬拜耶和华的地方。

这样，锡安圣殿就成为人与神沟通的唯一中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是=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圣殿作为耶和华在地上的居所呢?

在希伯来宗教的古老传统中，锡安的圣殿被认为切切实实地就是

"耶和华居住的地方"。例如，在拿单向大卫所说的神谕之中，圣殿

就被理解为耶和华的居所("n:::l~与作2 句， a house for me to dwel1);而
在锡安神学传统中，锡安也因为耶和华居住的圣殿而成为圣山z

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诗76: 2) 

将圣殿理解为切实的耶和华居所，是将上帝理解为一种内在于世界的

存在。但是，经过先知运动的推动，人们开始警惕于把耶和华的存在

进行具体、形像的理解，使耶和华崇拜成为另一种拜物教的潮流。例

如，在对约柜的理解上，前先知时期，人们将其理解为耶和华的显身

之物(撒上4 : 6-7)，自身即有神奇的能力，但先知们只是倾向于将其理

解为存放两块约版的所在，使之从被崇拜的对象转变为律法的教育工

具。也就是说，先知们更倾向于将上帝理解为一个超越的存在，以律

法与诫命作为神人之间的通达之路。申命改革受到先知运动的深刻影

响，表现在申命法典中，就是不再认为圣殿是"神的居所"而是

"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但因加~ l~酌， cause his name ω 
dwell there)。①

∞按照锡安神学的圣殿传统，圣殿的神学意义来自于古老的约柜传统，即约柜是耶和华的宝

座，所以，圣殿亦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参《民数记>> 10: 35-36. 撒上 4: 4-11. 19: 14-19 等.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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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命法典中，作者似乎非常小心地使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

名的居所"这个词，以强调地上的圣殿只是"上帝之名"的居所。全

书没有一处谈到耶和华居住在殿中，或者直接称圣殿为耶和华的殿.①

它始终只是讲圣殿是耶和华之名的居所，或者是为他的名建造的。所

以，人们一直认为申命法典是希伯来宗教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就

是说，它一方面强调圣殿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称圣殿为"耶和华之

名"的居所，表现出对上帝超越性的侧重。

为了避免人们将圣殿作为耶和华的居所，在申命学派对以色列的

历史叙事的编修中，也将圣殿称为耶和华之名的居所，以呼应它对

"上帝居住在天上"的强调。经典文献就是申命史家所编修的所罗门

献殿祷词，为避免人们将锡安圣殿直接理解为上帝的居所，它特意将

"在天上的"加在"上帝的居所"之后(王上8 : 3D. 39. 43. 49)。耶

和华不是在圣殿中垂昕了人们的祷告，而是在天上的居所听到了人们

在圣殿中的祷告，这是所罗门祷文所一直强调的。

申命法典将上帝在"天上的居所"与圣殿区分开来，其重要意义

在于强化了上帝的超越性。耶和华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地上之

物，而是充满在天地万物之中。所以，申命学派以所罗门之口反问z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

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王上8:2η

这样的神学气概可以在晚期的第三以赛亚中找到它的回响z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

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 (赛66 : 1) 

易而言之，申命法典始终强调圣殿只是耶和华之名的居所，也许在希

伯来宗教思想史上，从将上帝理解为内在于世界之中，到将上帝理解

恰在申命法典中，没有一处谈到约柜.这也部分地表明，申命传统反对将圣殿理解为耶和华在世间

的内在居所.参E. W.Nicho1阻n. Deuteronomy and Tradition (Phi1ade1phia: Fonr酬.1967).71-72 页.

由参申 12: 5. 11. 21. 14: 23. 24. 16: 2. 6. 11. 26: 2. 在申命历史中，这一称呼同样大

量存在，如王上 3: 2. 5: 3. 5. 8: 17. 18. 19. 20. 44. 48 等.注意，王上 8 : 10- 11 常被认为

是祭典传统的编修，而 8: 12-\3则被认为更古老的传统，它们都不是后来的申命学派的作品.



第十四章串命运动:到西亚酿革与《串命记》 323 

为超越于世界之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进而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独一

神论(monotheism)的形成，这是转折性的关键一环(ì)

五、 《申命记》的宗教史意义

除了上述观念史的意义之外<<申命记》是希伯来宗教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其意义还在众多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它可说是希伯来宗教史上南北传统之间第一次深入的融

合，或者说，北国的西奈传统第一次被深入地接引到南国的锡安传统

之中。③如前所述，古典先知们的传言，一方面有一个广义上的共同传

统，另一方面，南国或北国传统之间又有着鲜明差异。也许从源头上

说， <<申命记》来自于北国的先知传统，例如 z 它以摩西为先知原

型、以出埃及与旷野经验作为希伯来宗教的黄金时期、对圣约的条件

性的理解、在圣战(holy w缸)观念中将以色列民与其他民族截然分开、

对君王采取强烈的批判态度等等。它不仅在内容上与阿摩司、何西阿

先知，以及北国所谓的E传统之间十分相近，而且在形式上，也保留着

北国的立约仪式的痕迹。@但是，它又受到南国传统的深刻影响，例

如z 以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人的崇拜和政治中心、以南国传统的上帝

对大E与耶路撒冷的拣选为原型，来解释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拣选，从

而在希伯来宗教上第一次以拣选(，n:l， cb∞回)的观念来解释上帝与他的

圣民的关系等。因此，人们推断，在《申命记》的成型的后面，隐含

着一个漫长的南北传统融合的过程。其具体情况可能是:公元前722年

①人们常将申命法典对于上帝之名居于圣殿的理解称为"圣名神学" (Name 哑teOlogy)，但是，

正如 James B町所批评的，词语(word)并非等于概念(∞ncept)，人们不能对一些古代语言傲末多的

思想发挥，他称之为"无效的整体置换" (illegi由瞄蛐lity 剧时时，参 Jar瞄B町，加 Con呵Jtof

8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伊ct;ve (Minnl饵polis: 阳阳5， 1朔).所以，刷阳试图证

明，这种称怦其实只是古代一种习语(idiom)，表明耶和华是迦商之地的主宰而已. • san曲E

Rich恼~ TheDeω'eronomistic Hisωη andtheM剧时 Theology (Berlin: Walk宫 de Gruyter. 级J02).

@在此主要讨论《申命记B 对于希伯来宗教的影响申命改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彤响也

涵盖在其中，但是，约西亚死后，申命改革即止.因此. <<申命记》对于希伯来宗敬的影响更为摞

远，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主题.

@关于西奈与锡安传统分别的内涵，参前面十一到十三章的论述，并参 J. D. Lev，回on.S归aiand

Zion:An Entη into the Jewish 8ible (San Fr四cisco: Har阳and Row. 1987)一书.

串 E. W. Nicholson.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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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的陆落，那些承载着北国传统的人们，包括先知的弟子们、 E传统

的保存者、遍于乡野的利未人等，逃到南国犹大，期盼着民族与宗教

的复兴。他们与南国传统有着深入的接触，并部分地接纳了南国的传

统，并在希西家一约西亚改革之时，以南北传统交融的文献一一申命

法典作为宗教复兴的纲领。@所以，如果以广义的"申命学派"

(Deuteronomic Scb∞1)来指称这群人的话，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在耶路撒

冷的南国传承北国的神学传统，又通过约西亚改革，使北国传统神击

并进入南国的神学主流的人们。易言之，申命法典也就是以北国传统

为基质，但又深入地融合了南国传统的一部文献。

其次，申命记是希伯来宗教第一次以"律法书"σorah)的形式确

定信仰的权威。它强调上帝通过律法书给予以色列人以启示，并将它

的权威追溯到古老的摩西时代，使律法书与圣殿、祭祀一样，成为希

伯来信仰的一个权威因素。不久之后，耶路撒冷陆落，圣殿被毁，人

们被流放异乡，以圣殿为背景的祭祀不再可行，律法书就成为了信仰

的核心。在此意义上，申命记扭转了希伯来宗教的方向，使其成为一

个"圣经宗教"但∞，k Religion)。它的另一重意义还在于z 申命记是一

个多元传统融合的产物，它将多样的传统接纳到律法书之中。这影响

到后来人们在整理传统，编修五经时，将已有的多元传统同时接纳到

经典之中亦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样，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一

个由丰富的、多元的传统融合而成的希伯来宗教。

最后，申命记是一部纲领性的神学文献，它的出现也带动了人们

整理、编修和解释以色列人在迦南应许之地的整个历史的兴趣，这就

是希伯来圣经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的"申命历史

申命记神学为基本原则，对以色列历史所做的解释。人们也常将《申

命记》与申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构成了希伯来宗教的历史

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申命记的编修及其后面所隐藏着的申

命运动，使以色列人获得了新的神学视野，并以此来反观以色列历史

中所蕴含着的神人关系。

总而言之，申命记在整部希伯来圣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希伯

来神学的基石和支柱之一，以致有人认为，古代以色列宗教的任何重

大发展，都与申命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管这种联系是正面的还是

(1) E. W. Nicholson, 83-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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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的。①在希伯来研究中出现的"泛申命学派"现象，也从另一个角

度说明了申命记是理解以色列宗教和希伯来圣经的一把钥匙.⑨

由参 R.l. 臼四.DS， 'Prophecy: True and False' ，见 H. McKay and D.αines础， OfProphets' 阳也即

and the Wisdom 01 Sages (Sheffield: ISσr Press, 1993), 80-94 页的细致分析.

@关于"泛申命学派"的讨论及其在希伯来圣经的相关领域引起的问题，参 L. ScheariDg & S. 

McKenzie 创S. Those Elusive De，ω.ero配跚ists: The Phenomenon 01 Pan-De脚ronomism (She债eld: ISσ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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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灭亡:耶利米先知

处在埃及、亚述与巴比伦三大帝国的夹缝之中，犹大国其实没有

自身的历史，它的历史是被大国所决定的。公元前 612 年，崛起的新

巴比伦帝国攻陷亚述首都尼尼微(Nineveh)。亚述王撤往西米索不达米

亚平原的晗兰(H缸回).指望通过与埃及的联合来抵抗巴比伦。公元前

ω9 年，埃及王尼哥(Neco)率军北上，帮助亚述军队。犹大的约西亚王

挥军试图拦阻，但不自量力，在米吉多(Megiddo)战败身亡，申命改革

一时带来的复兴气象也顿挫倒地。约西亚死后，犹大国民立约晗斯为

王。但埃及尼哥王在回师之时，废约晗斯而立约雅敬(lohoiaki时，并

向犹太国征收沉重的贡赋。

公元前 605 年，世界帝国之间的决战又打破了西亚地区的势力平

衡。在迦基米施(Carchemish).巴比伦军击败埃及军队，从"埃及河到

幼发拉底词"的区域尽归巴比伦。犹大成为巴比伦的一个属国。 3 年

后，约雅敬王见巴比伦在与埃及的战争中受到重创，便叛离了巴比

伦。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撤并没马上出击，而是先怂恿其它小国

扰乱犹大。不久，约雅敬去世，他的儿子约雅斤即位。公元前 597

年，尼布甲尼撤率军进攻耶路撒冷。约雅斤献城投降。尼布甲尼撒掠

夺了王宫和圣殿后，将约雅斤王、王后、首领、勇士和能工巧匠等都

流放到了巴比伦，国内只剩下那些"极贫穷的人"史称"第一次流

放"σ'irst Exile 或 First Deportation) 。

此后，西底家王(Zedekiah)在耶路撒冷即位。不久，西亚小国如以

东、摩押、亚扪、推罗和西顿等在耶路撒冷召开反叛巴比伦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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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先知劝告说:不要反叛巴比伦，因为那样做会招致更可怕的后

果。他还劝告那些已经被流放的人们，要做好长期流放的准备(j)但他

的建议并未被采纳，西底家最后叛离巴比伦。于是，公元前 588 年，

巴比伦军队开到耶路撒冷，将其重重包围。中间虽然由于埃及的干

扰，使得战事一度延缓。但是，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军突入耶路撒

冷，放火焚烧王宫、圣殿和全城，并拆毁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西底

家王也被俘获，押往巴比伦，受到残忍的折磨。除了一些"修理葡萄

园，耕种田地的"最穷的百姓外，那些留在城里的犹大百姓、投降了

巴比伦的战士、剩下的工匠等，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史称"第二次流

放" (Second Exile或 Second Deportatio时。犹大国正式灭亡。

申命历史还讲述了此后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巴比伦王立基大利

为"犹大剩下的民"的省长，犹大成为巴比伦帝国的一个行省:另一

件是另一群以色列人继续叛乱，杀死巴比伦人所立的省长，并逃往埃

及以躲避惩罚，耶利米先知也被裹携其中。此后，以色列人的历史就

大致在三个空间内发生z 巴比伦的流放地、巴勒斯坦的本土、在埃及

的一小撮犹大逃亡分子。埃及的犹大群体的历史，对后来的圣经历史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到公元前 538 年流放群体开始回归巴勒斯坦时，

在前二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历史乃至崇拜传统的差异，在以色列人中

造成了很大的张力，是我们理解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关键.③

公元前 586 年犹大王国的覆亡，是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大卫王

朝将近四百年的统治就此终结，此后，除了在公元前 2 世纪获得的短

暂独立之外，以色列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一章，我们

就以耶利米先知为个案，来讨论在犹大国的最后动荡岁月里，希伯来

宗教的发展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延续在南国未期、流放时

期、后流放时期的希伯来精神的探讨，因为我们所据的文本只有《耶

利米书))，而它的编修代表了整个以耶利米的传言为核心的先知群体及

其传统的总体发展。

@参《耶利米书) 27-29 章.

@从埃及E1ephantine 地发现的一批文献，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群体的宗教传统和历史记忆，参

Bezalel porten & 1四I Farber, The Elephanlü昭 P句η'ri in English: Three MillennitJ of C1W6-Culωrøl 
COIII，的uity aNl C加IIIge α.eiden: E. 1. Brill, 1996). 

@这二个群体之间的张力及其思想史意义，参民回 R. Ackroyd, Exile aNl R，剧lorød眠: A StJUJy of 
Hebrew Thought of伪e Sixth Century BC (London: SCM pr回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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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书》的文本世界

虽然与《以赛亚书》不同， <<耶利米书》乃围绕着耶利米这位先知

来进行叙事，似乎构成连贯的故事。然而，细致观之，它的文本复杂

性丝毫不逊于《以赛亚书))，甚至有所过之。

考古发现，耶利米的时代是一个"文书的时代" (scribal age)，①人
们大量地运用书写技术来延续传统。据说，耶利米本人书写他自己的

先知传言(耶 51 : 60)。其 36 章还细述了他的先知传言是如何被他的书

记一一巴录(Baruch the scriber)所记载、诵念并重新书写的过程。

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巳录来，巳录就从耶利米口

中，将耶和华对耶利未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他们(就大

的官长)问巳录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

呢? ..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

上。.. (4 : 17-18) 

可见，最早的先知书就是由先知口述，书记记录成书，然后在公众面

前诵念。当巴录在犹大王面前诵读时，激怒了约雅敬王，第一次的书

卷被掷到火盆之中烧尽。

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巳录，他

就从耶利来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

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36 : 32) 

通过 36 章的叙述，可知这卷书曾被公开念过三次，在最后一次被王所

毁后，巳录又重写了一卷，并对它进行了添加。人们根据 25 : 13 节的

"记在这书上的话飞推断这一最初的"耶利米书卷"就包含在 1 : 1-

咱参 J. Muilenburg, "Baruch the Scribe"，见 J. 1. Durham & J. R. p.但ter 础.， Proc阳回归'n mul 

Presence: Old TestDment essays 臼加1JOIU" ofG町'nne Henton Davies 但ichmond: John Knox pr剧， 1970)，

215-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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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3 之中。①其后又经过巴录以及耶利米的其他弟子们的不断编修，

包括将那些在口头传承的诗歌，如 1-25 章中的诗歌单元、 30-31 章的

安慰之歌、 46-51 章的反列国的神谕，以及一些历史材料都编加起来，

才形成今天的正典样式的《耶利米书》。

有趣的是，通过版本校勘学的研究，将希伯来圣经的马索拉本

(Masoretic Bible)与希腊本的《七十子译本》进行比较，发现希腊本要

比希伯来本短 118 ， 不仅在单个的句子上差异甚大，而且有一些大段的

部分在希腊本中根本就找不到，如 33 : 14-26 , 39: 4-日， 51 : 44b-

49a , 52: 27b-30 等。此外，希伯来本将"反列国的神谕" (1倒cles

against nations)放在46-51 章，而希腊本将其放在 25 : 13 之后.那么，

问题是 z 是希腊本缩减了希伯来本呢?还是希伯来本扩充希腊本了

呢?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后，人们发现库兰社群使用的文本与希腊本更

为接近，故此判断是希伯来本扩充并重排了原初的《耶利米书) 0 @ 

粗略地说， <<耶利米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z

一、 1-25 章，主要是耶利米先知以诗歌文体@侃盯)所传的神言，但亦

包含了一些以"讲道式的散文体" (sermonic pro则，以及一些关于

耶利米先知的个人故事:

二、 26-45 章，主要是巴录作为耶利米的弟子或书记(阳ibe)对耶利米的

事迹进行报道或叙述，以散文体为主。但又可粗略地分为 26-35

章以"审判与盼望"为主题的先知传言，其中又以 30-33 章的

"安慰之书"(B∞，k of Comfort)最为著名 36-45 章关于耶利米的

最后岁月的叙述:

三、 46-51 章"反列国的神谕飞人们通常认为它来自于另外的传统，

后来才被编修进来:

四、 52 章，是一个历史附录，与《列王纪下>> 24 : 18-25 : 30 相同，官

也进一步证实了《耶利米书》的最后编修者与申命学派之间的紧

密关联。

(!) J. Muilenburg, "leremiah"，见 G. A. BuUrick ed., Interpreter 's Dictionary of纳e Bible (New yi创t:

Abingdon, 1962), vol. 2, 823-835 页.并参 ABD对所谓的"耶利米书的第一版"回回国i阳 of也

Bookoflere咽凶。即 1剖章的分析.

@可能的情形是，希腊本与希伯来本两个版本是在耶路撒冷陷落后，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处榄

中的编修结果，即一群是流亡到埃及的人们，其中就包括耶利米与巴录，另-群是被流放到j巴比伦

的人们.详参ABD 的Book of leremiah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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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按文体来划分的话，那么， <<耶利米书》又主要有诗体与散

文体两种，所以又可以分为z

A 以诗体出现的神谕(阳出 oracle); 由于一般认为诗体比散文体更古

老，而且先知神谕通常都以诗体出现，所以，人们倾向于认为，这

一部分是真正的耶利米先知言论。所以用 A 来代表 Au也entic(真正

的);

B. 以散文出现的以耶利米为第三人称的叙事(pro部 narrative); 它采取

的是个人传记的(biography)散文叙事，但它又带有较强的现实性，

与历史书用传奇叙事的散文凤，格讲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记事很不相

同，它是以巳录对耶利米的直击目证为叙事基调的.所以用 B 来代

表 Baruch(巴录);

C. 在那些散文叙事中，又常以耶利米的口，来传讲一些与申命风格十

分接近的讲道文章(sennon)。它们展示很高的修辞技巧，又以以色

列入和耶和华的立约关系、罪与审判、道德悔改、未来盼望等与申

命神学非常接近的字眼为主题，有很鲜明的申命编修的痕迹。因

此，在巴录之外，还有一些申命学派的人对其进行最后的编修。所

以 C用来代表 Compilers(编修者)。①

《耶利米书》的起始是耶利米的先知呼召，中间是他在犹大国所进

行的先知活动，最后是他被带往埃及，因此，大致地以年代顺序来编

修的。但是，全书并没有统一的编排原则，总体而言是较为凌乱的，

例如z 在第 7 章它叙述了耶利米在圣殿的讲旗，而直到 26 章才回到昕

众们的反应。然而，一些分散的小单元显示它们经过较为细致的编

排。有时，它以主题来编排一个小单元，如以盼望为中心来整理 30-33

章的"安慰之书"伽ok of ωmfort); 有时，则又以某种文体(literary

fonn)来编排单元，如以"先知告白" (confessions of Jeremiah)来编排

11-20 章。②总而言之， <<耶利米书》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咀参 B. Anderson, 393-394 页.在当今的学术界，由于 B 与 C之间的区别已经十分困难，所以

通常并不在 B 与 C之间加以区分.企图用"编修评断学"的方法(redaction-critical appro础)去复原

耶利米的原初言论，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Rendtl创霄'， 201 页.

@这些先知告白对于我们理解先知职份对于耶利米个人生命的含义，具有重要意义，详见下一

节.它同时还具有编修上的功能，即围绕着先知告自在 11-20 章形成几个类似的结构s 先知宣告的

场合仙础ion for pr阴阳刷刷一一先知传讲上帝的审判(Judgment)一-人们对先知的逼迫

(Persecution←一先知的哀歌告自(La皿entation). 这些告自单元见子，耶 11 : 18-23, 12 : 1-6, 15 : 10, 
15-21 ,17: 14-18,18: 18-23,20 : 7-12, 1牛18 等.其结构分析可参Rendωr筐~2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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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一方面， <<耶利米书》的编修者并不是要将多样的传统强行纳

入到某个统一的架构之中，而是乐于接纳不同的传统:另一方面，它

又通过对文本的编修(redaction)，以编修的方式来解释传统，使得耶利

米先知的传言超越南国末代历史的具体处境，在人们被流放的新情势

下亦有其独特的意义。

耶利米是希伯来宗教史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的一生悲苦而传

奇，经历了犹大国的最后动荡时代，是约西亚、约晗斯、约雅敬、约

雅斤和西底家的五朝先知。在众先知中，他最丰富地展现出先知的内

心世界，从个人生命的角度去体验先知在神人沟通的中介角色。《耶利

米书》对耶利米的叙述，使珑们能够了解一个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先知

(Jeremi由 the man)。大致来说，可以将按犹大国的最后岁月来划分耶利

米的先知活动z 公元前 622 至 ω9 年的约西亚时期，包括他被呼召为

先知、与约西亚改革的关系等，如上章己述:公元前 609 至 ω5 年，

他在约雅敬时期的先知活动，包括与君王、人民、圣殿崇拜的冲突

等:公元前 605 年至 597 年，在巴比伦的威胁之下，从罪与审判的角

度来解释历史:公元前 597 年至 586 年，对第一批被流放的犹大人的

劝慰，与留在耶路撒冷的君王、祭司与先知们之间的冲突等:公元前

586 年国家灭亡之后，他对亡国和流放之人的安慰与盼望等。但是，一

方面由于我们对耶利米的研究只能以《耶利米书》为主要材料，而它

本身的历史性难以确定，而且《耶利米书》是经过了多重编修的产

物，一些形式上属于早期的材料，实际上是经过后期解释的产物:另

一方面由于先知的代神传言具有超越当下处塌的特点，是从根本层面

来处理神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因此，我们在此对耶利米先知的研究，

不是一个"历时性的"耶利米思想历程，匆宁说，它更是"共时性

的"耶利米思想世界。①

二、耶利米的先知形像

《耶利米书》第 1 章形象地记载了耶利米受耶和华呼召而为先知

响有时，人们亦只将他的活动简单地分成三个阶段z 一、公元前 622 至 ω5 年z 二、公元前

ω4至 586 年8 三、公元前 586 年之后，其原因也可能在于强调耶利米思想在《耶利米记》中的共

时性.参ABD之 Jeremi油 the Prophet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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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按正典的先知叙事方式，它是发生在耶利米初次受召而为先

知之时，但是，实际上，它却是对耶利米一生所传的神言，及其个人

遭遇的高度总结。我们先来看他的呼召经验。

当耶利米还是孩子之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与以赛亚先知的

呼召经验类似，先知的职份也是要"奉耶和华差遣，代耶和华向百姓

传神言"。但是，在对先知如何成为耶和华所差遣的传言者的关键问题

上，则是另一种模式z

于是耶和华伸手接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

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

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1 : 9-1的

与以赛亚运用崇拜场景来理解先知之分别不同，这里的"耶和华伸

手"不是洁净的举动，而是一种"加力" (empowering)的象征。通过这

个行为，耶和华将神言传给先知。而先知所传的神言也具有真实的力

量，在列国历史中得到应验，其中包括犹大和列国所受的审判，即所

谓"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包括犹大在流放后的复兴与更新，

即所谓"建立、栽植"飞易言之，先知所传的神言乃是历史的支配性

力量。

如上一章所述，耶和华带有强烈的北国先知传统。他的呼召经历

不是"形象的" (叽sion缸y)，而是"声音的" (auditory)。所以，耶和华

的话在他的先知经验中具有核心的地位。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

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15 : 16) 

这句话出于一段"耶和华的告白"在其上下文中，耶利米因为代神传

言，而与所有人作对，孤独而没有欢乐，因此，这里以耶和华的言语

作为食物，进一步回应了上帝最初在呼召他时，以耶和华的话作为他

的力量之源的"伸手按口"的象征。

@这尤其体现在《耶利米书》中的"安慰之书即 30-33 章.虽然它是后来编修者的添加，但

它们很可能最初即源于耶利米先知本人.参 1. Collins,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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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与传统先知(如阿摩司)类似，耶利米通过二个异象及对它

的解释来代神传言z ①一个是通过"杏树" ('pØ , almond)与"留意"

\TP田， watch)之间的词戏(wordplay)，进一步表明上帝的话必将在历史

中实现出来:另一个则以"自北而倾的烧开的锅"的异象，来预示耶

和华将要通过北方而来的敌人，来审判以色列民。同时，它也深刻地

揭示了先知在其中扮演的特别角色，也就是z 宣告审判、批判、警

告，甚至与全民作对等。接着，以"耶和华说"的传言文体，点出了

先知夹在审判的上帝、被审判的人之间的角色z

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

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仰自由、m川， utter my ju甸nent)攻击

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

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

成为坚域、铁柱、铜墙，与会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

地上的众民反对<T'阳-，:=切， against the whole land)。他们要攻击

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

的。 (1 : 13-19) 

这一段话表明了先知的神学一社会角色z 一、代神传言，对悖逆之民

进行审判宣告:二、在耶利米的个人生活中，将处于与周围所有人为

敌的状态之中。就前者而言，先知所扮演的是对以色列人的宗教悖

逆、道德败坏进行谴责和批判，并站在摩西传统的角度，指出将要来

临的对以色列民的历史审判。先知的这一角色， <<耶利米书》在别处称

其为对上帝之民、他们所行之路的"试验"。所谓"试验"希伯来原

文是 "1'":1"，其词根是1":1，意为为了净化、提炼而进行的锤炼、击

打，其生活处境是铁匠的工作，如6 : 27-30所示z

我使你在我的人民中做试验人的、做堡垒，使你晓得试验他

们所行的路。他们都是悖逆中最悖逆的，经常来来往往、搬弄是

非，简直是铜是铁，都是腐化败坏。风箱猛烈地吹，铅在火中铺

熔;他们炼了又炼，终属徒然;因为坏的还未提炼开来。人必称

IJ) (耶利米书>> 1 :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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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被弃绝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弃掉了他们。

就后者而言，由于耶利米对"地上的众民"的批判，使得他的个人生

活亦成为一个战场，即由于他代传耶和华神言的先知职责，而导致所

有人与他疏离和作对。在耶路撒冷的崇拜节日上，与周围的欢乐气氛

相反，耶利米只能孤独地坐在一旁:

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国你的感动，独

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15 : 17) 

所以，耶利米是古典先知中最深刻地体会到被呼召为先知给个人生

活、内在心灵的带来的困境，这集中地体现在《耶利米书》的告白

(confessions of Jeremiah)单元中。

三、耶利米的告自

在《耶利米书》中，有一群很特别的文学单元，它们分散地、却

又按一定编排结构地分布在 11-20章之内。它们是z

11 : 18-12 : 6 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15 : 10-21 难道你(耶和华)待我有诡诈

17 : 14-18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

18 : 18-23 他们挖坑要害我的性命

20: 7-12 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

20: 14-18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

在先知文学中，这是很独特的一个单元，没有别的先知像耶利米这样

以内心告白的方式来表达先知职份对于他个人生活的意义。在文体

上，它与代传神言，公开地向以色列民宣讲的先知文体迥异。它以单

数"我"作为人称，从内心深处与耶和华进行"我一你"的对话，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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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于《诗篇》中的个人哀歌(individual lament)。①它所谈论的内容，

则几乎与以色列民、立约、审判等通常的神学主题无涉，更多地是先

知的个人境遇。而且，与阿摩司先知所说的"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

传神言呢? " (摩 3 : 8)所表现的庄严责任与使命感不同，耶利米的告

白是从他在先知活动中所感受到的绝望之中发出的，笼罩着对先知使

命的怀疑、反叛、怨恨、自怜、痛苦等情绪。

耶利米的告白与智慧文学中的《约伯记》相近，尤其是 20 章著名

的咒诅自己生日的一段，与《约伯记}) 3 章与 10 : 18-19 基本类似.但

是，智慧文学本来就不同于希伯来宗教以启示与历史为核心的主流传

统，那样的怨愤诗篇也不足为奇。但在《耶利米书》这里，这样怨愤

诗篇却出自"神的传言人"一一先知之口，使人对它的来源产生疑

问。一种看法认为z 从这些告白诗篇在 11-20 章中所发挥的编修作用来

看，当编修者开始对耶利米书的最初版本进行编修时"耶利米的告

白"可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传统，所以，编修者才能将它打乱，并以

之扮演结构上的编修功能。②此外，虽然这些告自主要发生在约雅敬王

执政时期，但它们更像是对耶利米一生的先知活动的概括，因此，它

也可能是晚期的耶利米传统(Jeremianic tradition)托耶利米之口进行的总

结。

这些告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z 以"耶和华啊 1" 句式导出的他对耶

和华的呼唤:对敌人谋害他的一些话的转述:申辩自己的无辜:呼求

耶和华报复那些谋害他的人。⑤他的第一个告白是以他与乡老亚拿突人

之间的冲突为背景，原因可能是由于他支持申命改革摧毁耶路撒冷之

外的圣所，危及到亚拿突的祭司传统的断裂:后面儿个则是他在约雅

敬王治下，与君王、首领、人民之间的广泛冲突所造成的众叛亲离，

成为"与遍地相争相竟的人"时发出的告白。在这些告自中，他不仅

将矛头指向逼迫他的敌人，请求耶和华审判并报复他们，在烈怒中摧

毁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指责的矛头直接指向耶和华，例如z

难道你待我、就像欺人的河流，靠不住的溪水么? (15 :饵，

@如《诗篇>> 3. 5. 6. 7. 16 等

曲参 B.W. An缸SOD.ω7 页g 及RendtorlJ. 203 页.

@I. 臼Uins.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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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译本)

耶和华阿，你诱导了我，我就诱导了!你比我强，你雇了

我;我终日成为识，笑的对象，人人都戏弄我。 ρ0: 7，吕译本)

在此，耶利米用西亚日常生活中下雨即满溢、雨停即干捆的小坷，来

指责耶和华要他传言，却又不能当下实现的困境。甚至，他用"诱

导"或"引诱"这个词来表示他被耶和华呼召为先知。①而先知传言的

本质和核心z 耶和华的话也成了先知抱怨的对象。

因为耶和华的话对于我已成了终日不断的辱骂和讥刺了。

但o : 8，吕译本)

如果将这些先知告白视为一个整体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呈现出先知痛

苦不断加重加深的过程。在前面两个告白中，先知的抱怨得到了耶和

华的回应，对耶利米的抱怨做了驳斥。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告白中，耶

和华并没有回应他。最后一个告白在强度上达到了极点，耶利米咒诅

生日和母腹，从存在论的层面对自己做出否定。

问题是E 怎么来理解这些先知告自呢?就其根本而言，先知的痛苦

来自于所传讲的神言与人们对他所传神言的态度，易言之，在于"神

言"与"文化"之间的深层张力。②按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中，先知所传

神言的根本力量乃来自于超越层面的耶和华上帝。惟其超越性，故而形

成对于当下的政治一杜会处境的现世结构(借用尼布尔的概念即"文

化" )强烈的批判力，不管是用宗教或是用道德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

甚至以国家、民族之沦亡，亦即"文化"的彻底颠覆作为不可避免的历

史命运。其他先知(尤其是北国传统的)的"审判宣告"亦应从这个层面

来加以理解，所以，在所有先知身上都聚集了"神言"与"文化"之间

的张力。其终极原因仍然在于何西阿先知所曾指出的z 耶和华是神，并

由这里，他用的是罚nEl一词，其本意是"诱导"或"引诱带有欺骗的含义.用于男人对

少女的引诱，如出 22: 16 的"引诱"即用这个词.所以， KJV将此译为 1 was 岛回国ved， RSV译为

四ou hast deceived me. 而 Nffi 则直接译为 You have 翩翩 me. 和合本译为"劝导"做了婉转的

处理，但失去了耶利米在告自中向耶和华抱怨的语气.

面 J. Collins 将此归结为对传统的不同理解之间的冲突，见 346 页，但是，这些对于传统的不同

理解，其更深原因则是希伯来宗教在深层次上的神人二元结构，即神言与文化之闸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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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即分离者{何11 :别。但对耶利米来说，他所

处的正是这些历史审判即将或已经实现的时代，因此，在耶利米先知这

位敏感的先知身上"神言"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最为激烈.这些

告白就是这种冲突在耶利米的内心深处的情感反映。

四、先知的真与假

耶利米与以色列人(尤其是君王)的冲突，乃延续着希伯来宗教中先

知精神中的批判传统，在这一方面，耶利米与北国传统的以利亚、阿

摩司在相当一致的。有趣的是， <<耶利米书》叙述了耶利米与另一先

知一一晗拿尼雅但ananiah)之间的一场冲突，对于我们理解希伯来传统

的先知精神乃至真假先知的分辨，有着重要意义。

先知显然是希伯来宗教中最模糊、最难界定的角色，按照前述分

析，它的基本要素是z 先知神言来自于更高的主宰，先知是站在"耶

和华的会"中的传言人，所以在文学形式上，多用"耶和华如此说"

的格式:在内容上，则是"使耶和华的百姓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

恶" (耶 23 : 22)，如耶利米所说"耶和华的话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

的大锤" (23 : 29)。但是，这并不是对先知身份的确切界定。伴随着先

知的制度化和职业化，出现了一批如耶利米形容为"假先知"的人

物。具体表现为 1、靠着巴力传神言(23 : 13); 2、耶和华并未差遣他

们，但他们竟自奔跑，耶和华并未对他们说话，但他们竟自传神言

(23 : 21); 3、在行为上，他们居然行奸淫，行虚假事:又加强作坏事

者的手，以致无人离开坏事(23 : 14); 4、他们传虚假之梦为神言，叙

说这些梦，以其虚假和信口自夸使以色列民走错了路(23 : 32); 5、他

们不断地对藐视耶和华之话的人说"你们必平安无事飞又对所有随

着自己顽强之心意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会临到你们"0 (23 : 17)简

而言之，他们既不能在信仰上要求对耶和华的一神信仰，又不能在行

为上施行社会公义，只是向人们虚报平安，失去了先知的批判精神的

一群人。

耶利米与这类先知的代表一一晗拿尼雅的冲突，在《耶利米书》

27-28 章以故事的叙述方式呈现出来。这一事件的场景是公元前 S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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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第一次论陷之后，西亚小国试图聚集起来推翻巴比伦的统

治。耶利米对这样的行为提出警告，而另一先知哈拿尼雅则以传神言

的方式对这样的举动加以正当化。

耶利米以先知传统中通常的"象征动作一先知传言" (叼mbolic act

speech)方式来传讲神言，他制作了一个木辄和绳索，加在自己的颈项

上，表示耶和华已经拣选巴比伦王为他的仆人，列国应该顺服于巴比

伦的统治，不能反抗，只能静候巴比伦本国遭报的日期到来。晗拿尼

雅却采用经典的先知格式来代传平安的神言，他说E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巳比伦王的

辄，二年之内，我要将巳比伦王足，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巳比伦的

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就大王

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和被掳到巳比伦去的一切就大人带回此

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辄。"这是耶和华说的。 (28 : 2-4) 

在接下来耶利米对他所做的批判之中，指出了先知代传神言的一些基

本原则。他说:

从古以来，你我以前的神言人向许多地区许多大国传神言，

都是论到战争、灾祸、或瘟疫的。若有神言人传平安为神言，就

要等到话语应验的时候，人才知道那神言人实在是耶和华所差遣

的。 (28 : 8斗，参吕译本)

在耶利米看来，第一、希伯来宗教的先知传统的精神是以"宣告审

判"为主流，即所谓的"神言都是论到战争、灾祸或瘟疫的飞按这一

传统，这些灾祸之事，乃是耶和华在历史中对人们所犯之罪的审判和

惩罚。先知是站在耶和华信仰传统之内的社会批判者和历史现实主义

者。第二、先知的平安的神言，要判断他传的是真的神言，还是假的

神言，应该看它是否能在历史中应验出来。否则，就是使百姓倚靠谎

言，以谎言和矜夸使人们走错路，怂恿他们去行恶。所以，他以预言

哈拿尼雅之死的方式，表明后者所传的神言乃虚假的神言。

所以，在耶利米的先知传说中，发展中一条重要的以"传言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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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来判断真假先知的原则。它一原则在《申命记》中以法典的形

式被确定下来=

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丰

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

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

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

说的，你不要怕他。(申 18 : 22) 

当然，耶利米与晗拿尼雅之间的先知真伪之争，也说明先知运动一方

面作为希伯来宗教精神的承载，先知个人对于耶和华的活泼理解构成

其内在活力:另一方面则由于它缺乏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同先知

之间容易产生分歧与冲突。在流放时期之后，随着正典圣经的初步形

成，个人化的先知传言便走向衰徽。此后，希伯来宗教的发展便更多

地采取了解释神圣的经典，而非直接代上帝传言的形式。

五、罪与审判1: 耶利米的神义论问题

耶利米先知生活在以色列历史的转折点上，一生经历了约西亚短

暂的辉煌、巳比伦围攻的风雨飘摇、第一次流放、最后的亡国等重大

事件。他站在以色列先知的传统之内，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

的神学角度来解释这些历史事件。因此， <<耶利米书》中的先知传言，

不是对历史的记录，而是对历史的神学解释。换言之，它是通过对以

色列人的历史经验进行神学解释，从而使历史内在化、心灵化，使外

在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内在的神人关系。

简单来说，以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流放以色列人的事件为转折

点，可以将耶利米的先知传言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耶利

米以摩西之约(Mosaic covenant)为基点，指出由于以色列人违背了圣

约，上帝将要使巴比伦成为审判的工具，其神学核心是"罪与审判":

在后一阶段，当以色列人被流放巴比伦后，耶利米又体现了先知传统

中的"安慰者"形象，传讲上帝的"更新与重建"，体现了强烈的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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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约(Davidic ∞，venant)的精神。因此"审判宣告" fjudgment)与"拯救

宣告" (salvation)这两个最重要的先知传统的聚合，不仅体现在《耶利

米书》成书的编修思想之中，而且体现在耶利米这位具体的先知身

上。①接下来我们将对它分别进行考察。

在正典《耶利米书》对先知呼召叙事的第二个异象的解释中，耶

利米发出了巴比伦将要攻打犹大的神谕(oracl功，它与散见于全篇通常

被认为早期耶利米的诗体神谕(8-10 ， 13-20 章)一起，带有鲜明的公元

前 8-7 世纪的先知传统的特点。在对即将来临的民族灾难的解说中，

将其归结为公义的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惩罚，其内在原因乃在于以色

列人违背了与耶和华所立的圣约。在一定意义上，这可称为先知传统

所坚持的"神义论" (theodicy)，即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灾难面前，耶和

华仍然是公义的，他不须为以色列人遭受的灾难负责任。②

所以，耶利米先知与他前面的那些先知一样，将责任的追究转到

以色列人这个方面，即这些具体的历史灾难只是耶和华对他们所行之

"恶"的审判fjudgment):

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

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

域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

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 (1 : 15-16) 

这里，耶利米与后流放时期群体(post-exilic ∞mmunity)对于国家灾难的

神学反思具有相似之处。③也就是说，一方面是上帝的公义，另一方是

立约群体的深重灾难，因此，对历史灾难的内在化解释便转移到立约

的另一方一一人的身上。耶利米便将这些灾难称为人的自作自受z

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

@参Marvin A. Sw回ney. "La阳Propbet矿见 Steven L. McKenzie & M. oraham e乱• The Hebrew 

Bible Today: An li刷刷刷刷 ωC毗'tll lss阳 α..ouis咀e: W.底， 1蜘).更有学者将此极括为从"混

沌"到"立约参Robert P. Carroll, From αQOs 10 CovellQllt: Uses 01 PropMcy in tIre BOOIC of 
Jeremiah (London: SCM. 1981)-书对耶利米的思想历程的研究.

@参 R.Carroll 的理解. 66-73 页.

毒后流放群体对以色列历史的反思，可见《尼希米记)9章，并参本书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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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背道的

事必责备你。 (2 : 17 , 19) 
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

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17 : 10) 

那么，人到底是行了什么"恶"而招致这些审判呢?如上章所述，耶

利米承继了北国的先知传统，从摩西之约的角度去理解耶和华与以色

列人之间的神人关系，因此，他也是从摩西之诫命的角度来界定以色

列人的恶事。在他著名的"圣殿宝训" (temple 回mlon)一节中，他历数

了"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

神" (7 : 9)、偶像崇拜(8 : 19)等罪行.在别处，他也谈到以色列人不守
安息日(17 : 19-27)、贪恋邻舍的妻子σ: 8)等，这些都是摩西十诫所禁

止的行为。同时，他也指责以色列人不守社会公义，对穷人进行压制

(2 : 34)等。可见，先知传统所维护的两个基本原则z 神学上的独敬耶

和华、道德上的社会公义与秩序，也是耶利米先知传言的基本精神。

耶利米先知还从神人关系的角度对以色列人的恶行做出总结。与

先知传统用"认识"。甲， know)来指称耶和华与人们之间的理想的立

约关系相对应，他以"忘记" ("~田， forget)和"离弃"。叨， forsake)来

表示人神之间圣约关系的破裂。人们所行的各类恶事，其根源就在于

这一神人关系的破裂。耶利米以水池为象征，认为以色列人离弃耶和

华，如同离弃"活水的泉源飞依赖自己或别神，如同破裂的池水。用

诗化的语言来说明对耶和华的忘记与离弃是以色列人行恶的根源z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珉，为

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2 : 13) 

"忘记"和"离弃"耶和华，既是恶事之源，又是苦事之源，因为在

他看来，行恶必遭受惩罚，在恶与审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①

在耶利米先知站在圣约的角度向以色列人发出的"审判宣告"

中，有二点是很特别的:一、在广度上，是对全体以色列人的批判:

③耶 2: 19 对此有很好的概括，即"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

事此处将"恶.. (吕译为"坏.. )与"苦"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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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深度上，将人们的恶事归结为人心中的"罪飞就第一点而言，

公元前8世纪的早期先知们如阿摩司、弥迦与以赛亚等，对以色列人的

批判主要集中在立约群体内部的社会不公平，尤其是对社会中的弱势

群体如穷人寡妇的欺压。①而在耶利米的先知传言中，他不是专门地谴

责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而是重在对全体立约群体进行批判。@在他看

来 tt贫穷的、愚昧的"与"尊大的"人一样 tt不晓得耶和华的行为

和神的法则"，整个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义人σ: 1-5); t.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 66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6 : 13)。所以，他的谴责是针对整

个立约群体的z

"你们各人当谨防部舍，不可信靠弟凡;因为弟兄尽行欺

骗，邻舍都往来海谤人。他们各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

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地作草。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

因行诡诈，不青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9 : 4-6) 

在他的先知传言中，巴比伦对以色列人的击打，是上帝审判全体以色

列人的工具，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这也正是在他的先知呼召经验

中，与全体以色列人为敌的先知形象的回应。为了表示耶和华的审判

将是针对全部的立约群体，他甚至强调孩童与老人也是上帝之烈怒

"倾倒"的对象:

我要{将耶和华的忿怒)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

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 (6 : 11) 

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持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

浇奠祭，惹我发怒。 σ: 1盼

所以，耶利米所经历的耶和华呼召为"与地上的众民反对"的先知，

实际上更是他后期的先知经验的反映。

对作为立约群体的全体以色列人的广泛批判，实际上源于耶利米

①如《以赛亚书>> 3: 15, (阿摩司书) 2 : 6-8, (弥迦书) 2 : 1-5 等.

②当然，如前所述，耶利米也专门地对假先知、职业先知与祭司、君王进行批判，如 8: 11 论

那些"平安先知"， 22: 13-17 所论的不义的君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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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对于人性中深藏的"罪" (sin)的深刻洞见。即使在古典先知集体

之中，耶利米对于人的罪性把握之深刻也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他认

为罪乃深藏于人之根本即人心(出罚. the heart)之中。他说"人心比万物
都诡诈，坏到极处.. (17 : 9). "是用铁笔、用金钢钻记录的，铭刻在他

们的心版上" (17 : 1). 人的本心是有罪性的，如同豹子带有斑点一

样。第二、他认为罪是一个非常古远的现象，它贯穿在以色列人的历

史之中，以色列人的犯罪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最早的一代人即出

埃及时的人们。他说: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我只吩咐他

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

的于民;……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

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

不听从，不倒耳而听，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σ:

22-26) 

也就是说，他将出埃及以来的整个以色列史都理解为一条人们不断作

恶犯罪的历史线条。第三、在耶利米看来，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是一个

罪性不断加深加剧的过程。他说:

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事奉敬拜，不

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所以我必将

你们从这地赶出，直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 (16 : 

11-13) 

第四、耶利米对罪的理解的深刻之处在于1 他将罪理解为一种客观的

力量，它对人具有束缚的力量，人深陷其中，甚至无法自拔。他说z

"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

步。" (10 : 23)人的罪性使得人无法控制自己，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

不能"转回"归向耶和华:如他所说z

( G. von Rad, Old Te.s阳"lImt Theology 田ns. D. G. Stalker 阴阳/( York: Harper & Row, 1965), vol. 11, 

216-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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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

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背道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

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元人悔改恶行说:我傲

的是甚么呢?他们各人特奔己路，如马直闻战场。……我的百

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8 : 4-7) 

在此处耶利米的神学术语中"转回"但咽， return)指的是离开恶行，

回归到以色列人与耶和华所立的圣约上面来，所以，他的含义相当于

"悔改" (repentance)。①但在耶利米看来，由于人在根本上被罪所束

缚，所以实际上失去了自主悔改的能力。人们不但不可以归回，前趋

向耶和华，而且还只能不断地往后退，如他所说"他们(以色列人)却

不昕从，不侧耳而昕，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

前。"σ: 24) 

人们常将耶利米对人的罪性的强调称为"神义论"(Tbωdicy)的要

素之一。也就是说，在面对犹大亡国、耶路撒冷被毁的历史经验的面

前，仍然强调耶和华上帝的公义与主权(sovereignty)，于是将历史灾难

的原因归诸于人的罪性这一方面。对历史事件进行这样的解释，其原

因可能是z 一方面，在流放群体中，对耶和华的毁灭性行为进行正当

化解释的努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那些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群体利用

耶利米的先知神谕，以表明自己与过去的罪性群体的决裂，并以此谴

责那些仍然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人，反映了流放时期两个群体

之间的现实政治张力。②无论如何，耶利米以人之罪性来解释耶路撒冷

被毁的事件，体现了先知们将历史事件意义化、内在化和心灵化的传

统，使外在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内在的神人关系的内容，从而不断地体

现出希伯来宗教作为"历史宗教"的内在生命力。③

①和合本将 8: 4 节译为"转来而自译本则为"转回飞 B. W. An也I'1IOn 将此词意译为"悔

改" (Repent). 401 页，另参 TDOD之:，回(转回. retum)辞条.

$参 Robert Caroll. 66-73 页.

⑨《耶利米哀歌》亦体现了同样的特点.对该书的分析，可参见李炽昌、游斌著. (生命言说与

社群认同g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 (北京z 中国社科. 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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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约(New Covenant)? 

如前所述， <<耶利米书》里面充斥着多元的神学传统，而其中最难

解的就是"拯救宣告"与"审判宣告"之间的关系。①所谓"拯救宣

告" (salvation oracle纱，主要指以耶30-31章为核心，包括32-33章的

"安慰之书"但∞k of consolation户，但也包括散见于全书之中以盼
望、回归与重建等为主题的章节，如3 : 12-14中的呼唤以色列人归

回、 24章对被掳之民的安慰、 29 : 10-14的应许等。在进入具体分析之

前，有必要对所谓耶利米的个人主义在从"审判宣告"转变到"拯救

宣告"中的作用先做一分析.

1.个人主义先知

耶利米先知常被人们称为"个人主义的先知"伊吨bet of 

individualism) ，它不仅指他强调在个人心灵的层面建立耶和华与人们

的关系，而且指他认为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此来反对当时

大众流行的"罪咎承负"思想。这一流行思想以谚语的方式表达出来z

"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 (31 : 29)，表示以色列人仍将承

受父辈因背离耶和华而招致的惩罚。耶利米以"拯救宣告"来取代

"审判宣告"必须以打破这样的思想为起点。他说"当那些日子，

人不再说z ‘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各人必因自己的

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 (31 : 29-30)也就是说，下

一代的以色列人无需为他们祖先的叛神之罪承担被流放的命运，从而

从历史当下的审判，自然地过波到对被流放群体的安慰，宣告拯救与

盼望。③在耶利米的安慰之中，两个最主要的主题分别是:新的群体

(new community)与新约(new covenant)，或者说"通过新的、更新的圣

约来建立新的群体" @。

@见 R. 臼rroll. 198 页.

曲按《耶利米书>> 30: 2.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z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

上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安慰之书曾经独立地存在过，后来被偏入整郁的 4耶利米书'之中.

@这样的个人主义因素，是流放时期的先知传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以西结先知亦布类似的论

述，可参《以西结书>> 18 章.

@参ABD之 Bookofl，棚niah 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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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部"安慰之书"中，仍然夹杂着一些审判宣

告，如30: 5-7 , 12-15 , 23-24等，但是，这些审判宣告被置入到拯救

和安慰的总体框架之中，并与后面31章的15节与18-19节的"哀歌"对

应起来，从而使它们有效地成为"对拯救的盼望" (expect础on of 

salvation)。①我们可以将"安慰之书"进行如下划分z

A. 审判， 30: 5一7

盼望， 30:10一11

B. 审判， 30: 12-15 

盼望， 30: 16一17

盼望， 30: 18-21 

圣约宣告， 30:22

C. 审判， 30: 23-24 

圣约宣告， 31 : 1 

盼望， 31 : 2-14 

B'. 在歌， 31 : 15 

应许， 31 : 16-17 

A'. 哀歌， 31 : 18一19

应许， 31 : 20-22 

可见，耶30-31 以应许、盼望等主题，形成耶利米对流放时期的以色列

群体的安慰。将它放到30-33章的更大文学单元中来考察，还可看到流

放群体(exilic oommunity)在将32-33章附加到30-31 的最初的安慰之书

时，在33: 26与30: 3两句运用"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的格式，

使之一前一后构成希伯来文学的呼应体(inclusio)o @从而使30-33章构成

一个相对独立的、以重建与归回为主题的、更大范围的安慰之书。

更突出的是，耶利米的拯救宣告转变了"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YHWH)在前流放先知传统中的内涵。在前流放时期的先知传

言中"耶和华的日子"是惧怕与黑暗，是审判的日子，如《阿摩司

∞R.~n，204-223 页.

@目振中将其译为"残一定要恢复他们的故业"， RSV则将其译为 "1 will restore the fi耐mesof

my people"，都是强调"重建"但国回捕。时的主题.而正典《耶利米书>> 33 : 14-26 在七十子译本

中乃缺失的事实，也说明这一文本对于巴比伦流放群体的特殊意义.



第+五章南国灭亡:耶利米先知 347 

书>> 5 : 18-20; <<以赛亚书)) 2 : 12-21; <<西番雅书>> 1 : 14-18等。但

在安慰之书中"在那曰" (N';';' 口节:::l， in that day)却是拯救、重建

与归回的日子，例如30: 3 , 30: 8 , 31 : 27-30 , 31 : 31-34与31 : 

38-40，以及33 : 14-16等都表明 z 当"那日"来临之时，也就是人们

得拯救，从流放之地回归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的立约关系

重新和好的时候。

对耶利米关于未来拯救的先知传言的分析，有二个方面需要注

意 z 一方面，他仍然借助于希伯来宗教的最核心概念 z 圣约

(covenant)、立约群体(covenantal community)，来表达耶和华的拯救的

新景象，另一方面，这些传统概念也形成了它们的新内涵。

2. 新约与新群体

《耶利米书)) 31 : 31-34常被称为耶利米的先知传统的顶峰之作，

围绕着"圣约"的概念，它对于未来重建的以色列群体应该是什么性

质，做出了富有创造力的宗教想像(religious imagination) 。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拄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

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

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

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

的神，他们要作我的于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

的弟元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

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

和华说的。

在安慰之书中，这段文字因为其散文体裁(prose)而与耶利米先知的诗

体神谕(poetic oracle)明显地区别开来:而且，它所运用的句式是由

"看吧!日子将到" (i口咽:::l C~O~ ;,m, Behold, the days 缸'e coming)①所

引导的，实际上与31 : 27-30和31 : 38-40一起构成一个系列，很可能是

@目振中圣经译本，和合本未译"看吧 !H 这一引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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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耶利米的先知群体所形成的解释传统。@当然，人们决不应该因为

它是后来的编修而降低它的重要性。

这段"新约"神谕是以希伯来宗教中的西奈之约为背景来构建

的。首先，它指出以色列人在西奈所立的摩西之约(Mosaic covenant)已

被破坏，以色列人的历史已经证明西奈之约已经到了终点。因此，重

建与归回之后的新历史也将以一个新的圣约来开始。这个新圣约与旧

的摩西之约的最大区别即在于E 它将律法放在人们的里面(白.-，p:l，

within them) ，写在人们的心上(口2号切， upon 由.eir b臼rts)。所以，在
立新约的神谕中，它刻意地回避了《出埃及记》的西奈立约时的立约

仪式、群体参与、立柱筑坛等外在条件。而且，也许是意识到先知或

祭司群体等宗教职业人员在希伯来宗教中的负面作用，并且进一步强

调新约是在耶和华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它甚至回避了任何的"宗

教教师"在新的圣约中的中介角色，即所谓"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

舍和自己的弟兄说z ‘你该认识耶和华'" (31 : 34)，人们将自然地认识

耶和华，而且自动地遵守律法。

其次，这段"新约"神谕在很大程度上又承继了西奈之约的基

本术语和意义结构。例如，它所运用的"我要作他们的上帝，他们

要作我的子民"是西奈之约用来表示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立约

关系的格式用语:而写在以色列人心中的新约的基本内容同样还是

"我的律法" ('n-"n , my Torah); 进一步而言，以色列人与耶和华
之间的理想关系仍然是"认识"。甲， know) ，它的思想根源也是以

何西阿先知为代表的北国先知所用的以"夫妻"关系来隐喻神人的

理想关系的传统。所以，这里所立的新约可谓是对西奈之约的原初

目的的重新实现。②

再次，新约与西奈之约在神学原点上的延续性，还体现在对于立

约乃由耶和华主动(坦itiative)施行的信念。在新约神谕中，是由耶和华

主动地进入历史之中，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即所谓

@耶利米先知的诗体神谕在讨论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时，多用隐喻，如爱子、新娘、妻、

我所爱的、葡萄园、女儿等，没有用过"约"这个词，而"约"则是申命学派的最常使用的词语.

而且，这段"新约"神谕以人不断背"约"的思想来解馨以色列历史，也是申命历史的主导原则.

因此，人们认为这段散文或者是申命运动的最后编修，或者认为耶利米传统与申命运动之间有着密

切关系.参 R.臼rroll.215-223 页.

@B. w. Anderson. 421-422 页.



第十五章南国灭亡:耶利米先知 349 

"日子将到，我要与……另立新约" (31 : 31)。这与《出埃及记》将西

奈之约理解为耶和华主动进入以色列人的拯救历史之中，与从埃及为

奴之地得解放后的以色列人所立之约，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新约神

谕加入了以色列人的过去历史的内容，尤其是他们对西奈之"旧约"

的违背，因此，新约的另一基础还在于z 耶和华赦免他们的罪孽，不

再记念他们的罪恶(31 : 34)。易言之，上帝的饶恕与恩典才是重建新约

的真实起点。

最后，与建立新约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新群体" (new community) 

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耶和华与之立新约的这个群体，是一个弥

合了"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分裂的新群体。以31 : 2-6举例来

说，它虽然以对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和以法莲的拯救为开始，但最

后却终结于人们共同前往锡安的耶和华圣殿朝圣。①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

以总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

立。......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栽种的人要享用所

结的呆子。日子必到，以法莲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 ‘起来

吧!我们可以上锡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 " (31 : 2-6) 

这段先知传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对北国的"撒玛利亚人、以法莲

人"上到南国"锡安"朝圣的神学想像。这说明，随着南国也迅速地

落入巴比伦之手，对耶和华拯救的盼望便成为南北两国的共同命运。

甚至，与第二以赛亚一样"雅各"不再只是象征北国支派的名词，

也是南国犹大的代名词。0: 10)0 @因此，在"安慰之书"对重立"新

约"的盼望中，在"雅各"与"锡安"之间的转换仍十分频繁。例

如<<耶利米书>> 31 : 11-12宣告z

因耶和华教赎了雅各，教赎他，脱离比他是强之人的手。他们

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息之地，就是有五谷、

由有学者认为，在 30-33 章中，那些以北国以色列为对象的"拯救神逾" (Salvmon Oracle)如

31 : 2-4. 31 : IS-22 等可能在日期上钱早，与 2 与 3 章的耶利米神谕一样，属于南国陷落之前的早

期作品，因此它们主要构想的是北目的归回与重建.参 J. Collins, 344 页.
@另可参《以赛亚书) 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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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酒和油并羊羔、牛辑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

不再有一点愁烦。

所以，在耶利米的拯救宣告中，与耶和华立新约的群体乃是一个新的

群体，即重新统一的以色列与犹大。在安慰之书中"以色列家和犹

大家"构成一个复合名词，是耶和华拯救与重建的对象。①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为了表明这一新约既是对西奈之约的扬弃，

又是对神人之间的圣约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与新约相对应

的是一个南北统一的新群体"安慰之书"中特别地运用"大卫之

约"的隐喻，来阐述未来耶和华的重建与拯救。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思言必然

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

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

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耶33 : 14-16) 

前面我们讲到，在希伯来宗教的圣约思想中，大卫之约与摩西之约分

别代表两个传统，大卫之约带有"永远之约"的含义，而且，大卫的

治理是以色列历史上短暂的南北两国统一的时期。因此"安慰之书"

借用大卫之约的传统形象，来表达耶和华将和一个新群体一一南北一

统的以色列群体再立永远的"新约"的拯救盼望。

关于耶利米的新约神谕，有两点需要特别小心。第-、由于新约

概念对于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意义，是基督教对于自身的高度概括@因

此，耶利米这里的新约概念常被基督教的释经家们加以强调，被认为

是"整部圣经中最深刻、最感人的一段"或者"圣经宗教的高峰" @ 

但是，在当时流放群体的历史处境之中，它只是经历过历史灾难的人

们，对于如何在过去传统的框架内重建新群体所开出的解决方案之

一。④它强调的是在人们的心灵中重建"新约"而希伯来宗教的其他

串参耶 31 : 27. 31. 33 汀. 14。

@ (新约》中有多段经文以"新约来概括基督信仰相对于 "1日"的犹太教的意义，如《路

加福音>> 22 : 20. (哥林多前书)) 11 : 25. (希伯来书>> 8 : 8-12. 

( John Bright, Jeremiah (G缸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5) 转引自 Robert Carroll. 21 6-219 页.
④在希伯来圣经中，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如《以西结书)) 40-48 章以斯拉》与《尼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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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如圣殿崇拜、祭司制度、祭祀规制等却被它完全忽视。@而

从希伯来宗教在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后来得到回归的以色

列群体重视并大大发展的因素，恰恰是后面那些因素。很难想象，它

所设想的无需宗教制度、宗教人员的纯粹心灵宗教，能够成为回归的

以色列群体进行宗教复兴的现实方案。因此， <<耶利米书》的"新约"

思想并未在流放后期的希伯来宗教重建得到发展，在犹太拉比宗教也

没有得到重视，与其说是"圣经宗教的高峰飞勿宁说它只是对绝望中

的以色列人的一剂安慰而已。第二、在耶利米的"新约神谕"中，还

有将信仰内在化(intemalization)的浓重色彩，也就是将新约落实在人的

内在心灵之上，而不是诉诸于外在的表现形式。它对于希伯来宗教的

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现代性之后的基督宗教更是如此。但

是，在希伯来宗教的自身处境中，不能对"新约"神谕中的信仰内在

化进行过度阐释。一方面，即使在《耶利米书》中，内在心灵的"新

约"也是处于耶和华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之间立约这样的群体维

度之下的:另一方面，新约神谕中的信仰内在化对于后流放时期的希

伯来宗教影响很少，反而是西奈"旧约"中的仪礼与制度成为它的根

本。如果非要探索信仰内在化在希伯来宗教中的发展的话，匆宁说是

后来的法利赛派，而不是耶利米传言的"新约"传统，才真正地发展

出一种既富实践性、又高度内在化的心灵宗教。②

让我们对耶利米先知与《耶利米书》做一总结。首先，我们所能

看到的耶利米先知，是《耶利米书》所告诉我们的耶利米先知。易言

之，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历史的耶利米"而是一个被解释之后的耶

利米，或者是处在一个流动的、发展的传统之中的耶利米。与其说我

们是在了解一位人物耶利米，匆宁说，我们是在了解一个发展着的耶

利米传统(Jeremianic tradition)。进一步而言，如何理解和评价耶利米，

乃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价《耶利米书》的不同文本单元彼此之间的解释

学关联。其次，如上一章所述，耶利米的意义还在于理解他与他的弟

子们、与申命学派(Deuteronomic school)之间的关系，其共同意义在

于z 他们在南国复兴了北国的摩西之约的传统。对耶利米个人来说，

记>>õ 从《创世记>> ~自H申命记》中对五经进行的 P传统的编修(以赛亚书> 56-66章等.

由例如，在以西结先知对于回归的以色列群体的设想中，圣殿与崇拜{ωlt)就占捂着突出的地

位，代表了另一个重建方案.参 B. W. And町8On， 423 页，详述见本书十六章.

②参R. Carroll 所进行的思想史追溯，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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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摩西之约与大卫之约都有深刻的理解，并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

对它们有不同的侧重。最后，耶利米先知个人跨越了从申命改革到巴

比伦流放的历史过程，因此，先知角色中的批判与安慰、审判与重建

的二重角色之间的矛盾辩证关系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他的先知传言

中，隐藏着希伯来宗教对于神人之间的辩证互契(engagement)关系的深

刻理解。



.'手~A若

流放巳比伦:以西结与 P传统

毫无疑问，流放巴比伦(Exile)是以色列历史和宗教的又一个重大

转折点。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可与"出埃及"构成意义对称的重大事

件，前者是"奴役一自由"，后者则是"自由一再次奴役"。①正如我们可

以将希伯来宗教理解为一个"历史宗教"(historical religio时，其信仰的发

展乃在于对历史事件不断地进行意义化理解，因此，在希伯来宗教的

发展史上，流放也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一个信仰因素，也就

是说，被置入到神人关系的意义系统之中。要恰当地理解流放在希伯

来宗教中的涵义，就不仅要对它进行历史的重构(reconstructio时，而且

要看它是如何影响以色列人对于上帝过去如何(w幽)、将如何(will be) , 

以及人们应当如何等问题进行神学思考。

因此，我们这一章首先将对流放时期的以色列群体做一个历史的

考察，然后就将重点放到这一时期的神学思考及其成就上面，主要

是:一、通过对以西结先知和《以西结书》的分析，来看先知传统在

流放时期的新发展:二、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祭祀即所谓 P(priestly)传

统的编修工作，乃至五经的最后成典，来看人们对于历史、神人关系

的新理解。

。参 Pe国 Ackroyd， Eicile and RenoTØ伪m:ASi饱dy 01 Hebrew ThωIght 01 the Sb;劝 C刷刷η B. C. 

OLondon:S~， 1968)， 237-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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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放时期的两个群体

粗略地说，流放时期包括从公元前 597 的第一次流放、 586年犹大

亡国第二次流放到 538 年波斯灭巴比伦，并颁令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

之间的 60 年左右的时间。①虽然在政治史上，这是一个耻辱的时期，

但就其对后世希伯来宗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却极其深远。②简而言之，

第一、它开启了犹太人的散居传统(diaspora)，并在宗教上开启了散居

的犹太人特定的崇拜方式，也就是说，在巴比伦的流放之地，由于圣

殿的缺失，希伯来宗教失去了它的制度化祭祀的基础，对"上帝话

语"的敬拜(liturgy of word)以及会堂制度(synagogue)转而成为宗教生活

的新形态@第二、它使得以色列人的历史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展开，

形成了不同的社群即巴勒斯坦(Palestinian) 的留守群体和巴比伦

(Babylonian)的流放群体，它们有着不同的生存经验，从而使他们对历

史和宗教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它们之间的张力也推动着希伯来

宗教在第二圣殿时期的发展:第三、除了形成原创性的先知传言

(prophecy)之外，流放时期对上帝、神人关系的新理解还体现在对既有

传统的文本整理、编修、重述之中，在这些文本工作中，也隐含着深

刻的神学运动(theological program)o 

对于"流放"这一历史事实，希伯来圣经并没有专门的叙事单

元。按《列王纪))，我们只知道一些被流放人们的情况，但至于他们在

巴比伦是怎么生活的，留在巴勒斯坦的人们的命运又如何等问题，除

了从《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第二以赛亚和某些诗篇的字里行间得

由犹太人(Jews)这个名称，曾用于西亚人们对北国灭亡即公元前 722 年之后的南国人的称呼，

但真正流行起来，还是在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沦陷后.后流放时期，犹太人(0叮啊啊，也e Jews) 

是时人对波斯帝国的犹大行省(罚呐罚吨， Ju也h)的人的称晖，如尼 1 : 2. 后来，希腊文将这一称呼转

译为 h凰山拉丁文又将其写成judaeus，英文转译为 Jew. 本书在后流放之后，就多用犹太人来

称呼他们，而在此之前， J1IJ多用以色列人。

晤 P. Ackroyd 甚至将其称为"创造的时代" (creative a，酬，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来看待希伯来宗

教的流放时期，古代世界在公元前 8-6 世纪普遍经历了文明的创造性转变，佛教创立，孔子奠定儒

学，希腊古典哲学繁兴，那一时期亦常被称为"轴心时期" (AxiaI Age). 同样，流放时期对于希伯

来宗教与经典的形成，也具有轴心意义.同参上书，并参 S. N. Eisenstadt, The Origin and Diversity 

of lhe Axial Age Civilil.Dlion (A1ban弘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田s， 1986)一书对所谓"轴心

时期"的阐发.

@Rendto币~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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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零散的信息外，我们所知甚少。

公元前 597 年，在第一次流放中，犹大国的精英阶层被流放到巴

比伦，①此后，以色列历史就在两个空间里发展z 巴勒斯坦故土和巴比

伦散居地@按耶利米的先知叙事，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相直联系和

沟通。例如z 耶利米先知曾为那些流放巴比伦的人写过安慰的信(耶

29 : 1-4);而且，耶路撒冷的人们也收到过从巴比伦寄来的剔的先知的

书信，耶利米作为故土的先知还和巴比伦流放群体中的先知打起笔仗

(耶 29: 25-32)。按以西结先知，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再次陷落时，

也是由一个人逃到巴比伦的流放群体，告诉人们这一消息(结 33 : 

21)。另外，这两个群体也为谁更为正统、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争论不

休。按耶利米，他用一筐坏了的无花果来比喻故土之民，用好的无花

果来比喻流放之民，表示那些被流放巴比伦的人才是耶和华未来眷颐

和重建的群体，而故土之民将再次承受灾祸，乃至灭绝(耶 24)。但按

以西结的转述，耶路撒冷的留守之民看法恰恰相反z

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凡、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

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

的。" (结 11 : 15) 

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

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 (结 33 : 24) 

也就是说，留在故土的人指责流放之民，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耶和华的

应许之民。而以西结先知则代表流放之民反击留在巴勒斯坦的人们z ⑥

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

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

所。……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

(j) (列王纪下) 24 : 14-16. 

面另一个空间是在埃及，但是，它对于希伯来圣经的没有实质的影响，放在此不做考11. 参 R

R佣dtor笛， 59 页，另可参 Bezalel Porten & Joel Farber, The Elep1umt加 Pøpyri ÍII Engli8h: Three 

Milknnia of Cross-Cultural Continuity arrd Clumgeα..eiden: E. J. Brill, 1996). 

面另-段反驳性长文，指出留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还将遭到另一场灾祸，见 4以西结书'

33: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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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

吴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

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作我的于民，我

要作他们的神。(结 11 : 16-21) 

这一反驳表达三个层面的含义z 首先，耶和华仍伴随着这些流放到异

地的以色列民，是他们在异邦的圣所:第二，这些被流放之民是有盼

望的人，耶和华将重建他们，并在心灵的层面上更新与他们的圣约关

系:第三、这些流放之民才是耶和华的救赎历史(salvation bi刷刷的承

续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约民" (∞Ivenant peopl，吟，将来必要回归故

土，并承受应许之地一一"以色列地"

经历了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大陷落之后，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流

放.也许是由于宗教一文化精英的再次大量被流放，也许是由于此后

耶路撒冷不再被视为独立行政区的首府，从而在巴比伦与耶路撒冷之

间没有官方的邮差来往，①此后，我们看不到在巴勒斯坦群体与巴伦伦

群体之间的直接接触与相互争辩，直到流放之民于公元前 538 年开始

回归巴勒斯坦，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张力才再次挥出水面.@

二、巴勒斯坦群体z 历史实景与文本成就

在很大意义上，希伯来圣经的编修是由流放群体完成的.无论是

对流放时期和后流放时期的历史叙述，还是对流放之后的神人关系的

神学理解，都是以流放群体为主导的.因此，人们常常对这一时期的

巴勒斯坦群体不加注意，也常忽视他们对希伯来宗教传统的整理、重

释的参与。但是，细致地阅读圣经文本，我们仍能大致地了解他们的

历史实景，以及他们相当的文本成就。

耶路撒冷论陆与圣殿被毁是以色列历史上的大劫难，以色列人的

社会生活与结构显然被严重破坏。按《耶利米哀歌)，饥荒、暴力与毫

无社会秩序，是当时巴勒斯坦的留守之民的基本生存处境.但按《耶

(\)R. ReDd阳霄;S7 页.

Ii!> (以斯拉记E 与 4尼希米记'是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本书第十八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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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米书>>，此后情形似乎转好.那些逃往各地的犹大人回到巴勒斯坦，

在劫难之后恢复生产，甚至开始"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 (耶

40 : 9-1匀。同时，中上层人物被流放之后，那些留下的土地被重新分

配，由那些本来"毫无所有的穷人"耕种田地和修理葡萄园.@与人们

通常认为的只有社会底层人们留在巴勒斯坦的印象不同，显然还有一

些能写能文的人留在耶路撒冷，例如(耶利米哀歌》应该是在耶路撒

冷写成的，它展示的高超文学技巧显示作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一些诗

篇如 74 和 79 等，也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写成的，并可能用于巴勒斯坦

群体的崇拜生活之中。

大致来说，可以将留居巴勒斯坦的人们的宗教态度分为三类.第

一类可称为"回到老的迦南崇拜" (retum to old cults)o 按《以西结书》
8 章与《耶利米书>>44 章，留居之民对于国亡殿破的解释是z 不是由

于忽视了耶和华崇拜，而恰恰由于忽视了对剔的神的崇拜。因此，当

务之急恰恰是恢复那些被遗忘的对别的神概的崇拜。@这是对希伯来宗

教传统中的"混合主义" (syn饰自时的回归，包括E 祭拜偶像、以香

炉敬拜别神、拜日头(结8)等。第二类可称为"接受征服者的宗教"。在

古代西亚，被征服者接受征服者的宗教者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亚

晗斯王就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供奉亚述神像(王下 16 : 10 等)。所

以，巴比伦征服犹大后，巴比伦的宗教也部分地被以色列人所接受，

如巴比伦神塔木兹σammuz)、以示塔。shtar)神，甚至拜日的习俗等。@

第三类是延续先知传统，将国家的终结看作是"上帝的审判与惩罚"。

并以此基点，从两方面对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即一方面是

以色列人对异神的宗教崇拜站污了耶和华的圣洁，另一方面是他们的

邪惑道德行为招致了上帝的惩罚。最后这种态度与流放之民对于灾难

@见《耶利米书) 39: 10. 并参 4列王纪下) 25 : 12. 

⑨虽然传统通常认为耶利米先知是《耶利米哀歌B 的作者，但现代批判学从文学、历史与神学

等方面的研究，都表明耶利米不太可能是《襄歌》的作者.详细分析可参李炽昌、t'I斌(生命言

说与社群身份s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第六章.

@参《耶利米书) 44 : 17-18. 留眉之民对于耶路撒冷陷落的解释..我们(留居耶路撒挣的人}

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混奠祭，披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

的城邑中和耶路撞冷的街市上囊常所行的一样g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

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提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

@详参P. Ackroyd. 40-43 页.培木兹神，即和合本《以西结书) 8: 1" 中所译"播模斯ø 所诩

"天后"，也许就是巴比伦神话中的以示培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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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基本相同，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出像后者那么强烈的对于未来

重建的盼望。

有意思的是，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留居之民在圣经文本方面没有什

么成就的印象相反，除了上述《耶利米哀歌》和某些诗篇应该归功于

留居之民外，广义的申命历史即从《申命记》到《列王纪》这个"希

伯来宗教史上的第一篇神学巨制"的最终完成，很可能就是留居之民

在巴勒斯坦地区编修而成的。①

首先，关于最后形式的(fina1 fonn)申命历史完成的时间，从它所加

的附录"约雅斤得释" (王下 25 : 27-30)这一段的历史年代可知，它应
当晚于公元前 561 年，而整个申命历史甚至没有提到波斯，可知它应

当早于公元前 538 年。②

因此，正典的申命历史只能是在流放时期完成的。但是，考虑到

流放之后，以色列群体已经分裂为两个主要群体z 巴勒斯坦与巴比

伦，那么，它应该是由它们中的哪一个来完成的呢?虽然我们不能得

出绝对的结论，但是，天平还是更倾向巴勒斯坦的留居群体。原因包

括z 一、直接而简单的原因是，流放群体不太可能带上那些申命历史

必须依赖的历史文档(archives)踏上流亡路，巴勒斯坦的留居群体更有

接近这些文档的可能:二、申命历史重在劝诫以色列人z 不要偏离律

法，不要敬拜别神，但在谈到别神时，更多指的是迦南本土的异教崇

拜，而非对巳比伦神抵的崇拜，因此出自巴勒斯坦留居之民的可能性

更大@三、考虑到公元前 597 年就有了第一次流放，其后以色列历史

即在两个空间内展开，但是，按《列王纪下》的历史叙述，重点仍放

在南国犹大的毁灭，而非流放巴比伦的经验，这表明它的最后编修者

更倾向于为留居群体叙述历史:四、申命历史中缺乏对"回归"或重

建的盼望，因此，这样的历史叙述更像是出于巴勒斯坦的留居群体的

生存经验。④

由所谓"最终完成"，指的是宫的正典形态的完成.其中的论述，可参 P. Ackroyd, 62-65 页.

⑨参 P. Ackroyd, 64-65 页.

曲与带有鲜明的流放背景的第二以赛亚相比，这种差别就很明显.第二以赛亚主要劝诫以色列

入不要随从巴比伦的异教崇拜，本书下一章有详述.

@此乃对 M.N，呻与 E. Janssen 的观点避行综合，参 P. Ackroyd, 65-67 页.并参 ABD 对

Deu恼。nomy 的辞条.但上述观点都依赖对经文的选取，以及对经文的解臂，例如《申命记) 4: 

25-28，以及 30: 1-8 都带有强烈的流放经验，可能摞子流放植字体.参李织昌， (古经解读)， 35-36 

页.因此申命历史是由巴勒斯坦的留居群体所完成的"并不是最终的制mcIusive)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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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申命历史的最后编修，应完成于人们经历了历史灾难

一段时间之后。这时才有可能从痛苦的直接经验中摆脱出来，从而冷

静地看过去。另一方面，具体的历史处境又让人们看不到重建与回归

的现实可能，从而少有那种盼望的激情。因此，它既试图玲静地呈现

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又试图告诉人们应该从这些历史经验中学习到

什么。它反映的是经历亡国之痛的人们的神学反思。以色列人的整个

历史的模式被塑造为"人的悖逆与耶和华的饶恕飞历史灾难被解释为

上帝对于人违背圣约和律法的惩罚(divine punishment)。同时，人们对

于未来的重建与回归既有朦脆的盼望，却又没有现实的图式。因此，

在神学上，它一方面强调上帝再次的主动拣选，而对于人的主动悔改

(retum)不抱希望，另一方面则隐约地强调上帝与大卫所立的永约，即

所谓"因大卫的缘故"以此作为盼望的基础。

三、以西结z 其书其人

在以色列先知的历史上，以西结的独特之处在于z 他是第一个以

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圣约之民被流放到巴比伦作为核心历史事

实的先知。然而，与耶利米先知一样，对于以西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先知，他说过什么样的先知传言等问题，我们只能依据于《以西结

书)} ，从而也只能得出一个"被解释了的以西结先知" (Ezekiel 
inte甲reted)，而非"历史的以西结" (his阳，rica1 Ezekiel)。因此，在讨论

以西结的先知形象、先知神学前，我们先要对《以西结书》做一番文

本的分析。

1. (以西结书》的文本结构

乍一看来，与另二部大先知书一一《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

不同的是， <<以西结书》是一部结构整齐、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书。

A.l-24 章，是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陷落前，在流放地的以西结

先知对那些仍然留在巴勒斯坦的人们所发出的先知传言，其中

又包括 1-3 章是以西结被呼召为先知的叙述 4-24 章是针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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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犹大和耶路撒冷所发出的审判宣告z

B. 25-32 章，是以西结先知针对巴比伦的西进，对西亚那些小国

发出的"针对列国的神谕，. (oracles against the nati锢s);

C. 33-39 章，核心是"拯救宣告"其中包括=以西结被呼召为

"守望人" (watchman); 流放之民回到故土:

D. 件48 章，在锡安山建立了新的圣鼠，耶和华重归圣殿，它成

为新天新地(new creation)的中心。

所以，整部《以西结书》构成了一个结构整齐，而且内容清晰的经

卷。它开始于耶和华离开圣殿，耶路撒冷在惩罚中被洁净:‘结束于对

耶和华重回锡安的描述，自此之后，锡安重新作为上帝圣民乃至新天

新地的中心。

《以西结书》的整齐与有序，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由一个单一的以西

结先知所写成。《以西结书》把以西结描绘成"迷狂先知" (1翩翩C

prophet)与"祭司" (priest)的双重形象，以及诗体"神谕"的口传特点

与叙述散文的书写特点这两种文学形式的并存，使人们推测，那些口

传神谕可能是以西结先知的真作，而那些散文体的、以祭祀礼制和律

例为主要内容的部分，则可能是晚期人们为了以祭祀为基础重建流放

的以色列群体，而形成的与以西结先知联系在一起的解释传统(i)

《以西结书》结构上的井然，还指向另一种可能z 以西结先知在

希伯来圣经的成典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以西结书》表明以西结

先知本人即书写、甚至编辑了大部分的先知文献。这说明，到了以西

结时代，先知传言不仅是一个口头演讲的行为(ora1 phenomenon)，而且

是一个书面写作的行为仙阳my phenomenon). 按照 W. zimmer恒的研

究，首先是有以西结先知的口头传言(ora1 statements); 接着是以西结本

人利用已有的神话、传说以及祭祀或律法文献(如《利末记》中的圣洁

法典等)，写作并编修先知文献@然后，以西结的弟子或传人们又对

这些文献进行编修。因此，那些基本文献(foundational text)被先知本人

和他的弟子们纳入到一个解释学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改写，从而适应

面以 G四tav HoIscbr:c 于 192.4年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可参Marvin A. Sw回町. "Lal田

阳tlphets"，在 TIIe Hebrew Bible Todoy: An /l刚刚阳阳归 CriticallSSlU!iS ed. by S田en L. McKmzic &: M. 

G事ham (Louisville: WJK, 19!则， 90 页.

面按 M. Gr回nberg，在先知叙述中的"以西结先知张口吃这书卷.. (结 3 :匀，乃隐喻先知本人

运用已有文献遁行写作.参 M. Greeobe唱， &.ekiell却(Gar恤City， N. Y.: Doubleday, 1983). 



第十穴'现披巴比他:以西结与P情巍 361 

于新的时代与处境.@

因此，我们对以西结先知及他的神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是研究一

个单个的以西结先知，而且是对一个活着的传统的揭示.特别是以公

元前 586 年的耶路撒冷陷落作为分界点，可以看到以西结先知的活动

与传言的转向，以及前后的连续.

2. 以西籍的先知吁召(prophetic: eaII) 

以西结最初是一位与耶路撒冷圣殿崇拜密切相关的祭司，在第一

次的流放中，随着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有趣的是，他最早被晖召为

先知是他在巴比伦的第五年，即公元前 593 年。最后一次先知传言则

是在公元前 571 年(结 29: 17)。因此，他的先知活动覆盖了第一次流

放、耶路撒冷沦陷、第二次流放这段以色列历史上最困苦的时期.

按《以西结书>> 1-3 章，以西结的先知呼召始于一个先知异象一-

u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看见耶和华坐在天庭的宝座上，带有无限的

荣光与威严.按先知书的叙述，他看见从北方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

大云"云中有"四个活物的形像飞活物的头上有穹苍的形像，像可

畏的水晶:在穹苍之上，又有宝座的形像，仿佛蓝宝石z 而在宝座形

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即耶和华的形像.

以西结这样的先知呼召经验，与以赛亚先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对它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南国耶路撒冷的锡安神学对耶和华的理解，

即耶和华坐在圣殿的"至圣所"内，带翅的基路伯护卫着他的圣座一

一约柜。在此，以西结运用祭司传统的思想资源来叙述他的先知呼召

经历。与以赛亚传统一样，以西结以锡安神学中耶和华的威严形像，

来说明神人之间的距离.他作为一个普遍的人，即所谓"人子" (:酬

。fn随时@只能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接下来z

@详参 W. Zil!llllerli, Euldel, trans. R.αements & 1. Mar白，(PIû1al蚓酬a:~ 1919-1913). 这

一观点的介绍参 M.Sw田间. 91 页.他的这一研究的意义，还揭示出s 在先知文献的形成近程

中，存在着-个"圣经内文本的解蒋孝"伽睛"bibliad ClI唱阁。，即圣经之成典本身戴是支本之阔

的解释学互动的产4tJ.

@在《以西结书'中人子.. (~， IOD of man)一词恰恰是突出以西籍不过是凡人，与后世

基督被传统以"人子"来说明耶稣基督，有本质区别.详参ABD之Soa of抽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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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

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结 2 : 1-2) 

它与耶利米对于先知呼召的理解有相似之处，即上帝的话具有使人有

力的(empowering)实在力量，可以使人从神人隔绝的无力状态进入到为

神代言的先知角色之中。

与耶利米先知一样，他对于上帝的"神言人"角色也有着双重的

理解。一方面，他要警告、批判以色列人的悖逆，向他们宣告上帝的

审判和惩罚，因此，在耶和华要他"开口吃" (即象征耶和华的话进入

先知体内，所传之言即上帝之言)的那部书卷上"所写的有哀号、叹

息、悲哀的话";另一方面，在他把这书卷吃下去之后，又觉得"口中

觉得其甜如蜜" (3 :匀，这既表明先知对于上帝之言的认可，亦预示着

先知的另一重角色，即向流放和苦难之中的以色列人发出安慰、拯救

宣告的美好消息。①

以西结是圣经先知群体中最奇怪的一位，其先知行为极其奇特。

当神言降临到他的时候，通常将他带入到昏迷或迷狂的状态，或者做

出一些奇怪的行为。例如，在他妻子死去时，没有悲哀哭泣，也没有

流泪，只是叹息，不出声，不办丧事(24 : 16-17); 耶和华的灵降临到

他身上时，就像"手"一样把他拉到空中，甚至可以一下就将他从巴

比伦带到耶路撒冷(8 :如他向左侧卧三百九十日，担当以色列家的罪

孽，又向右侧卧四十日，担当犹大家的罪孽(4 : 4-8); 在神言降临时，

他似乎能打开"天眼飞见到常人所不能看见的异像。: 4-28)，甚至整

部《以西结书》乃是以 4 个异像的叙述来搭建全书的框架，即 1 : 1-

3 : 15; 8-11 章 37 : 1-14; 棉48 章等。因此，它常被近代心理学家

当做对希伯来宗教中的先知现象进行分析的范例。②但是，对我们来

说，对以西结先知的这些奇特举动的叙述，其形式意义(form.)大于实质

意义(content)。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表示以西知传统以新的文学形式来

表明先知代神传言的角色。

由耶利米先知对于先知角色亦做了双重理解，一方面施行拨出、拆毁、毁坏、倾覆"，向世

人宣告上帝的审判g 另一方面，又"建立、越植"，宣告上帝对人们的拯救. (耶利米书) 1 : 10. 

曲参 D. Andrew KiUe, p，聊，hological Biblical Criticism (1'1曲伽:lphia: Fortr回S，棚。一书的导论性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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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先知书相比，以西结代神传言的文学形式有儿个突出特

点z 一、用众多的"象征行为一意义解释"格式来传讲神言.也就是

说，耶和华先令以西结实施一个象征动作。i伊削00)，然后，通过对

这个动作的解释来传达意义。例如，向左侧卧 390 天，表示北国亡国

390 年:向右侧卧 40 天，表示南国亡国 40 年等:①二、以西结先知使

用大量的隐喻性语言来传达神言，或回顾并解释以色列人的历史，如

15 章以葡萄树比喻以色列 23 章以两姐妹隐喻南北两国z ⑧17 章的老

鹰和葡萄树的隐喻 19 章挽歌中的狮子隐喻等z 三、以西结常以"这

是我耶和华说的n ("'M'白 mM、鸣惊， 1 YHWH have spoken)来总结一个

圣言单元。严配h-u皿t)，甚至将它进一步延伸为"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或"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与先知传统惯用的总结语"这

是耶和华说的"相比，它更加强调耶和华作为以色列人乃至历史的

吐主"身份，所以，它又被称作是耶和华的"身份证明"语式(proof

of 挝entity formula) 0 总而言之，以西结先知传言的这些新形式，一方
面说明流放时期的先知传言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有助

于人们理解后来先知文学向天启文学的转变过程.⑧

3. 以西鳝z 先知还是祭司?

以西结本人承继的祭司传统以及他所扮演的先知角色，也促使人

们进一步地思考希伯来宗教中的"祭司"与"先知"的关系问题。人

们曾经以祭司与先知之间的对立，作为研究希伯来圣经的一个原则，

实际上，在西亚文化处境下，与以色列先知较为接近的"卡师"

(or.缸le-diviner)一般都是神庙中的祭师担任。⑥而在以色列的前古典先

知时期，祭司与先知的角色也是重合的，例如撒母耳就是一个拿细耳

人(即一种特别的祭司，民 6 章);同样，耶利米也是接续以利家族统绪

由这里的数字并非历史的准确数字，而是象征数字.

@圣经以女性为形象所傲的隐喻，受到女性主义'经研究的然烈讨论.对《以西结书)23 章以

姐妹形象隐喻南北两国的历史处境的女性主义批评，可参 Gale A. y4盹 Poor lkUÙSIWJ Chi协阳 01

Eve: 胁m剧 QS Evil in伽 HebrewBible例inneφolis: Fortn尉，组阳).

曲关于前者， • B. W. Anderso圃， 428-429 见后者.Rer回回筐~ 208页.关于先知文学与天启文

学的关联，参本书之二十一章.

!!; Sweeney,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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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位祭司。以西结的特别意义在于z 他不仅本人是一位祭司，而且

他大量地运用祭司传统的形像或隐喻，来进行他的代神传言，从而在

深层意义上说明了祭司传统与先知传统的内在关联.

首先，以西结的先知呼召叙事带有祭司传统的深刻影响.他以

"吃下书卷"来表示他的先知呼召，表示他与律法书之间的合一关

系，其背景就是每七年的末一年，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栅节上，由祭司

"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昕"，以使他们敬畏耶和华

(申 31 : 9-13) 。此外，他将先知角色理解为"守望的人'仍邸，

watchma时，其职责是=警告并提醒以色列人的罪和不沽，如果不能尽

责，则先知自己也要负罪。@这与祭司传统中站在圣殿门口，提醒、警

告并防止不洁的人进入圣殿的"把守耶和华殿的守卫"的职责就较为

接近。@可见，以西结借用了丰富的祭司传统资源，来形成他对先知在

神人关系中的性质、角色和职责的理解，

其次，他运用祭司传统的术语一一"耶和华的荣耀" (:，n仲响::Q，

gloryofYHW回来表示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的临在.在《以西结书) 1-

11 章中，他以耶和华荣耀离开圣殿，表明耶和华离弃了以色列人:而

在耶和华对流放的以色列人所傲的应许中，他将除掉人们的石心，赐

给他们以肉心，使人们遵守他的律例，其后耶和华才将与他们同在，

即"以色列神的荣耀"回到他们之上(结 1趴在他对于未来的新耶路

撒冷的构想中，同样，也是用耶和华的荣耀回到新圣殿来表示上帝与

以色列人的同在。在他对耶和华荣耀的离开、归回的叙述中，同样是

依靠一套既成的祭司话语。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先知传言对以色列人的历史遭遇{如亡

国、殿破与流放}以及未来的重建盼望的理解，运用的也是祭司传统的

祭祀神学的一套术语乃至意义框架。他将以色列人遭受的历史苦难理

解为"为洁净而在祭坛上奉上的牺牲" (sacrific时，正如希伯来宗教的

祭祀制度规定个人奉上牺牲给祭师，以赎自己所犯的罪行一样.换句

话说，以西结围绕着"罪一惩罚'进行的先知传言，是在祭祀传统的

@参 f以西结书) 3 : 16-21 , 33: 1-20. 

@参《历代志上) 9: 17-27, 26: 1-19; (历代志下) 23 章等.

@如"闪烁火的大云"、"四个活物的形像'等词语，都带有强烈的祭司传统，详.s_町'，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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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框架之内，大量地运用了以色列人的祭祀习俗中的形像.@反过

来，他也娴熟地运用了祭司传统的资源，来构建他对流放之后重建希

伯来宗教的先知"拯救宣告"。例如，他以祭司传统中的清水洁净罪行

的仪式动作，来象征耶和华洁净以色列人的罪，重建神人之间的圣约

关系z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

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

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

作我的于民，我要作你们的神。 (36: 25-2盼

在他著名的件48 章的重建盼望中，洁净的圣殿既是以色列的众支派

资以重建新群体的中心，也是新天新地的世界核心。这既是对理想的

统一的大卫王朝的回归，也是对锡安神学的中心原则z 圣殿乃是宇宙

的中心，是耶和华上帝在世上的居所的回归。

总而言之，无论是使用的术语与形像(metaphor)，还是深层的思想

结构，以西结都大量地运用祭司传统的文化资源，来建构他的先知传

言。以西结作为一个特别的个案，提醒人们不能简单地将祭司伊iest1y)

与先知(prophetic)传统对立起来，而是要将它们放到一个整舍的希伯来

宗教的结构或系统之中，分析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结。

四、《以西结书》的神学思想

粗略地说， <<以西结书》中的神学思想可以分成二个部分 1-24 章

作为上半部分强调以色列入应当为他们的国家灭亡和流放命运负责:

25-48章的下半部分则以上帝未来对以色列人的重建与拯救为主要思

想。与其他受到后流放群体的生存处撞深刻影响的其他先知书一样，

@这些具体的类比，包括结 9章以祭司行刑的隐喻来表示犹大人的受惩 10章以某个穿细麻衣

的人从基路伯中间取火，点着耶路撒冷，借用的就是祭司在祭坛上焚烧祭物的形象 11 章的

"锅"与"锅中的肉"也是借用祭祀的形象，这一形象在 24 : 1-14 中又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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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知书》也是围绕着z 审判与希望、惩罚与重建这一对神学概念

来展开的。同时，在以西结的先知传言中，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又

共同地统一于耶和华的绝对主权，即《以西结书》不断出现的"我是

耶和华" (1 am YHWH)这样的一个表达式。以下逐点分析.

1.以西结先知论罪与罚

以西结先知所面对的以色列群体，经历了第一次流放、殿破国

亡、第二次流放的深重灾难。以西结对于这些灾难的解释，一方面，

将它们归结于耶和华，即这些灾难是一个正义之主、全能之主的安

排:另一方面，它的直接原因又来自于以色列人的深重罪性。所以，

神的作为与人的责任是他解释历史事件的两个基本因素z

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σ: 27) 

也就是说，通过对灾难事件的意义化解释，以西结先知将神学重点从

外在的灾难，或对上帝的质疑转到对人的罪性、以及人的自身责任

(iesponsibility )的考察上面来。

以西结对于以色列人的罪性的深刻意识，使得他与耶利米一样，

将以色列人犯罪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他们的史前时期(prehis伽y of the 

people)，甚至出埃及的旷野时期。

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

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

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察看的流奶与蜜之

地。......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惜

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悻逆我，不顺从

我的律例，反弃我的典章，大大千犯我的安息日。 (20: 5-14) 

所以，与后流放时期的以色列群体在对历史的追溯中表现出将罪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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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化(radicalization)的理解一样，①以西结也认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

上，找不出一个完美的(idyllic)时期，整个就是一段败坏的历史.在过

去的历史中，以色列人没有遭到上帝的弃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罪，

而只是由于耶和华"为自己名的缘故"。因此，以色列人现在遭受的灾

难，不是历史的例外，而是对他们所犯之罪所应有的惩罚，是他们历

史的"真实状态"。此外，把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的平安归因于生帝的开

恩(spare). 也为下一步将重建的盼望寄于上帝身上打下了伏笔.

一方面，以西结先知强调贯穿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一贯罪性，另一

方面，他又通过呼唤"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悔改的方式，来强调历史

灾难不是以色列人先祖的罪的结果，而是"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所应

承负的当下责任。按此逻辑，如果人们当下悔改，也能被拯救。人们

公认. <<以西结书>> 18 章关于"个人责任" (individual responsibi1ity)是

希伯来思想的一个分水岭文本。@在古代以色列社会，人们普遍持有

"集体承负" (co早orate responsibi1ity)的观念，即一人的罪责由家族来

承担，甚至由子孙来承负。按《出埃及记}} 20: 5. 耶和华神就是一个

"忌邪的神气他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而对那些爱

他、守他诫命的，则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在征服迦南的叙事

中，因为亚干一人的罪，整个家族甚至牲畜都被除灭。甚至耶和华与

以色列人所立之约，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集体责任的观念，即耶和

华与所有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整个民族因其所作所为而承受命运之

祸福遭遇。相比而言，虽然耶利米亦宣讲类似的个人责任，但以西结

的理解似乎比耶利米更深一层，因为他甚至认为，义人在巴比伦人的

侵掠面前，也能因他们的德行而被耶和华佑护。他还主张..义人若转

离义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困所作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

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较为彻底地将个

人责任的原则运用于解释生活。

有意思的是，以西结对"义"与"恶"的定义是从三个层面来进

行的。首先，它是宗教性的，即有无违背先知传统一直强调的独敬耶

和华的行为，敬拜他神，祭拜偶像，或吃祭拜偶像之物;其次，它是

面参 Ackroyd， 105 页.另可见 4以西结书>> 16 章、 23 章等.按这些历史叙述，罪一直贯穿在

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而耶和华之所以没有惩罚他们，只是因为自身的名的缘故. p 传统还以历史

叙事来体现这一神学，如《出埃及记) 16-17 章、《民数记) 11-12 章等.

@ Col1ins,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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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性的刷刷码，即有无按照以色列人的"圣洁法典"来生活，遵守耶

和华为以色列人的日常和祭祀生活所制定的律例:最后，它还是社会

性的，是关乎社会公义的，如"未曾亏负人，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将

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耍，缩手不作罪孽" (18 : 7-8)等.换句话说，
在以西绪的理解中，敬拜、仪礼和社会公义这三个层面乃整合在耶和

华之道之中，是判断以色列人"义"与"藩"的标准。

因此， <<以西结书>> 18 章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实际上是先

知呼唤以色列人悔改的理论前提，这就是他在 18章最后发出的呼唤z

所以主耶和华发神谕说:以色列家阿，我要判罚你们，各照

各人所行的。回转吧!转离你们一切的罪过吧!免得罪过成了你

们陷于罪罚中的因由。你们将所犯，得罪了我的-切罪过尽行抛弃

吧!为自己作成个新的心、新的灵吧!何必死亡呢，以色列掌

阿?因为连垂死之人之死亡我也不喜欢呢!这是主耶和华发神谕

说的。所以你们要回转以得活着。 (18 : 30-32，参吕译本)

这里的回转就是要求以色列人从作恶之路上悔改而为义，并因此而活

着。但是，在以西结先知看来，虽然耶和华不断地呼唤悔改，但以色

列人仍然不能回应他的呼召，从而招致历史的审判.

回到以西结先知的社会一历史处景，他的先知传言的主要昕众是

被流放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求对所遭受的历史灾难做出解

释，而且通常的反应是对耶和华的公义进行怀疑，进而认为"主的道

不公平!" (18 : 29 与 33 : 17)。这也就是所谓的"神义论'仙.eodicy)问

题。但是，以西结却调转了人们提问的方向，以上帝的义来反衬人的

不义。换句话说，就是将历史灾难归结为以色列人的罪，并要求他们

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完全的责任。①在这里，他禀持的是先知传统的一贯

精神，即"罪一罚"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将外在的历史灾难归结为

作为人的内在本性的罪性。

①另可参 4以西结书) 33: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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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展与祭祀z 以西缔的重建构想

如前所述，从大结构而言， <<以西结书》是一部结构整严的先知

书，它的前半部分以审判宣告为主，而后半部分则以拯救宣告为主，

中间以一些"针对列国的神谕"将前后部分隔开.但是，这两部分之

间其实是紧密联结的。尤其是作为后半部分的起首篇章 33 章，其主要

内容在前半部分都可找到相应的呼应。①这就是说，审判或灾难并非以

色列入的故事的最终结尾，那些承受了灾难和审判的人们，也将迎来

从上帝而来的拯救与重建。

对于后流放时期的以色列人来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重建以

色列群体是其核心问题。与耶利米先知相似，以西结亦强调它应该是

一个"圣约之民" (covenant people)，而且是一个心与灵皆被更新，从
而自觉地遵守上帝律法的群体。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

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

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

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于民，我要作你们的神。 (36 : 

26-2町

在这一段应许之中"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的表达式

提醒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关系=而它与过去的圣约又有所不

同，乃是上帝将自己的灵运行在人们的心中，是在"新心新灵"基础

之上的，自觉自愿地顺从律例的圣约关系.

在更新心灵而重立圣约的问题上，以西结对于后流放的重建以色

列群体的看法与耶利米先知极为相似。但是，他以祭司传统为基础，

发展出重建群体的另一重方案则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一套方案中，圣

殿(temple)、崇拜(cult)和回到故土的以大卫为理想君王的合一之民(land

andpeople)乃其关键要素.

首先，以西结对于耶和华将立之新约的构想不仅仅只是一个心灵

曲直黄 Reudtor霄，其中的对应包括I 33: 1-9H3 : 16-21; 33: 10-剑+-+18 章 33 : 21-22.材.3: 25-

27 与 24 : 25-27; 33: 23-29H1I : 1牛21; 33: 30-3~→2 :弘5与 24: 24.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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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约，而且以有体有形的圣所(阴阳， sanctu町)作为其必要因素.

并且我要与他们立乎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

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在的圣所，直到

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

于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

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37: 26-28) 

圣所是耶和华临在于以色列人之中的象征。在40: 1-43: 12中，先知
对圣所即圣殿(n"::l， Temple)的样式有非常具体的描述。@而且，他以耶

和华的荣光重新回到圣殿之上的异象，来表明那个曾经离开圣殷和圣

域的耶和华，又以同样的方式回到他的子民中间，并将与他们同在直

到永远。他甚至以圣殿中流动的生命之洞贯穿全以色列地的隐喻，来

表明圣殿与重建之国的关系，即圣殿是重建后的以色列社群的生命之

源。甚至，要将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域。'erusalem)重新命名为"耶和华

在此" (i"TC~ mi"T", YHWH is there) 0 ② 

其次，以祭祀(Cult)为核心的圣洁生活在重建群体中有着根本地

位。在这一方面，以西结与P传统(Priestly 回dition)有着类似的取向。

在以西结看来，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的临在，乃通过一整套制度化的

崇拜生活体现出来，其目的就是使以色列人持守圣洁生活(the

pres町vation of holiness)，这亦是以色列群体生活的纯洁性得以保持的

根本法则。这套制度化的崇拜生活包括2 如何献祭，如何组织与规范

祭司群体，祭司们的等级制度如何建立，在祭祀时如何举止等。在以

西结的重建构想中，这一套制度化的祭祀生活占据着突出位置.

最后，回到故土的、以大卫世系为君王的合一之民(land and people) 

是以西结所构想的重建群体的政治基础。在以西结所宣告的耶和华与

以色列人所立的新约是一个平安的永约，它既包括被重新洁净的、丰

产的故土，也包括从大卫世系而出的理想君王。在以西结看来，耶和

华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平安的永约不仅改变了神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对

@在《以西结书) 44: 7. 圣所与圣殿就是互换使用的.

@在此隐含着一个希伯来文的词戏何时dpla纱. CI句阶啊耶路撒冷}与 m回 ml"l飞耶和华在此)在
字型上有相似之处.可参Ackroyd.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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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自然关系的重整。曾经荒芜的土地得以洁净，得到上帝的祝

福，有丰富的出产，人民安居其上。①同时，它也意味着恢复旧日的荣

耀。而新约、新心、新民，则统一地体现在"大卫式牧人"但avidic

shepherd)的形象之中。在37 : 15-28，以西结以典型的象征行动。i伊

action)的方式，即两根木杖合而为一，来宣告重建之民将实现南北舍

一，以大卫为模型的君王将公平、公义地治理他们。在按下来的圣殿

异象中，以西结又构想了一幅新的"灵性地理"。回ritualized

geography) ，圣殿以及在圣殿两旁的君王之地被拱立为以色列所有支派

的中心，众支派按照古老的顺序整合在一起。

相对于耶利米来说，以西结的重建盼望、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新

约有着相对具体的内容。简而言之，它是要重建一个神治的(theocratic)

群体，以耶和华的圣殿、圣洁的祭祀生活作为其核心要素。同时，它

又是一个政治实体，要在耶和华的护佑之下重归故土，并由大卫世系

的理想君王以公平与公义实行治理的统一王国。

可见，与其他先知一样，在《以西结书》中同样交织着惩罚与拯

救、审判与盼望的矛盾主题，前者强调人的责任，后者强调上帝的思

慈与主动(divine initiative) ，但是，它们从本质而言都是神本主义的

仙eocentric)。在以西结的神学表达中，不断出现的格式用语一一"就

知道我是耶和华" (m仲、黯喝口n17啊， You sha11 know 也at 1 am 

YHWH)或"我是耶和华"就是这一神本主义的集中体现。正如在最初

出埃及事件中，耶和华上帝以"我是我所是" (1 am what 1 am. 出3 : 

14)来界定自身，以此来表示自己的神秘本质一样"我是耶和华"在

以西结这里也彰显出耶和华在审判与拯救的行为之中的神秘而又绝对

的本性。甚至可以说，一方面强调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强调上帝的恩

典与人的无能，却又将这对立的两极统一在上帝的神秘、自由却又绝

对的行动之中，是以西结先知对于悠久的犹太一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最

为深刻的影响与贡献所在。②

@见《以西结书>> 34: 25-31. 

@关于以西结的神学对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的"恩典"与"责任"这一对矛盾命题的影响，参

PaulJoy缸， Divine lnitiative and Human Response ill Er.elciel (She伍.eld:JSor 阶国队 1989)， 125-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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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传统的概念

流放时期对以色列人的政治命运而言是一个灾难时期，但相对来

说，却是宗教和文化上的一个创造时期。人们更加强烈地转向民族的

共同历史记忆与传统来保持他们的身份。因此，流放时期是一个搜

集、整理、重释以色列的宗教传统的时期，产生了丰富的文本成就。

除上述申命历史的编修完成、以西结的先知传言之外，一些古老的先

知传统也被重新整理和诠释，例如， <<阿摩司书}} 9 : 11-12 说"到那

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

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

我名下的国。"显然就是以流放时期的经验来整理阿摩司的先知传言，

一般认为，通常被称为 P 传统的文本也是在这一时期编修完成

的。可以说，它是以整理、编修与重释为形式的神学创造，是流放时

期的以色列人所取得的重大文本成就之一，有着独特的社会观、历史

观、伦理观和神学思想。

1.何谓 "P传统"。时髓tlyWork)?

与前述 J、 E或口传史诗(Oral Epic)的定义一样， P传统也不是一个

文本界限非常清晰的概念。人们一般用一个"减"的方法来对其进行

界定，即五经除去 J、 E 及《申命记》之后，也就都归于 P传统了。在

内容上，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是贯穿在从《创世记>> 1 章

到《出埃及记}} 24 章这一宏大叙事之中的编修框架及编修添加

(editorial additions) ，包括→些礼制的起源、家族谱系等，如《创世

记>> 1 章的安息日、 17 章的割礼等:它们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叙事，

而是接受已有的 JE 合流的叙事材料，对其进行编修以表达自己的神学

关切。二是包括《出埃及记}} 25-31 、 35-40章，并一直到《民数记》

10 : 10 章的大段关乎崇拜、祭祀、祭司制度乃至日常生活法典的文

本。其中， <<利未记}} 17-26 章又十分突出，被称为"圣洁法典"

(Holiness Code)。除此之外， <<申命纪》的最后部分，以及《约书亚

记}} 13-19 章也被称为 P传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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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底本说的看法，五经的成典是由 JEOP按年代叠加而成的，其中

J 成于约公元前 950 年前后.E 成于约公元前 750 年前后.0 成于公元

前 7∞年前后.P成于流放时期。但这种次序发展的观点现在基本上被

抛弃，人们更倾向于认为 P传统同样运用了诸多的古老材料，因此. P 

传统与前三种传统之间大致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都是从相对更古

老的时期发展出来的。但正典五经中的 P 文本应该完成于流放时期或

更晚。可以肯定的是.P文本是经过诸多时代不断层累而成的，其运用

的原材料有的非常古老，有的则相对新近。一方面，它们相对集中地

反映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的祭祀旨趣，尤其是圣殿礼制、祭司制

度、圣俗分别、宗教节日等，因此被称为"祭祀文典"阶iestly

Work). 整个传统也被简称为 P 传统:但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反映了以

色列宗教的方方面面，包括神学信念、历史观念、伦理要求与社会正

义，是希伯来信仰的综合反映。①

P传统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保存并整理了古老的以色列祭

礼传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以色列人的信仰体系与其制度化的外

在礼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它以编修的方式对己成为整体

的 JE 文本进行重释，并以重释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神学观点，从

而深化并丰富了以色列人的宗教视野。例如，它在《创世记}} 2、 3 章

的失乐园故事(paradise Lost)之外，补充了第 1 章的创造故事:在6-9

章的 JE 洪水故事之外，补充了带有 P 传统特征的内容:在 15 章的亚

伯拉罕立约故事之外，补充了 17 章的立约故事。简而言之，使得以色

列的历史呈现为一幅以宇宙论即世界创造(Creation)为开始，以人类学

即以色列人在西奈成为一个崇拜群体(worshiping community)为结束，

其中又囊括世界史与家族史、神圣与世俗生活、伦理要求与社会正义

的宏伟叙事。或者说，使四经σe田.teuch)成为一个整体。在加上《申

命记》后，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得到的五经样式。无论对犹太人，还是

对后来的基督教而言，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后面这一特点尤为重要.由于新敏强调信仰的内在化，故常对《旧约》中的祭祀与祭司传统

加以贬斥，但 P传统是-个综合体系，其中亦包含着深刻的神学、较高的伦理要求和社会正义等，

不应被简单地忽视.因此.P 传统的来源也是多元化的，既源自耶路撒拎的圣贩传统，亦源自散布

于以色列的其他圣所的传统z 既来自于南国传统，亦来自于北国传统.见 P. Ackroyd.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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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洁法典(Holin臼s Code) 

自 1877 年K10stermann 提出《利未记)) 17-26 章是一个较为独立的

文本单元以来，人们就把它称为"圣洁法典"但oliness Code)。其得名

于在这一段文本(乃至整个 P 传统)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 19 :匀，其主要内容也是关于以

色列人如何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在崇拜及伦理的生活中持守圣洁的

问题。

但是，圣洁法典并非一个统一的法典，它是由一系列较小的单元

组合而成，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并不明显。简要地对圣措法典的

内容做一概括 17 : 1-9 是两则关于献祭的典章 10-16 是如何恰当对

待血的条例 18 章则是关于性关系的一般法则 19 章则是一系列关于

人们如何得为"圣洁"的宗教与伦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十诚

的相关条文是接近的，而且它也以出埃及事件作为这些法则的神学基

础(19: 36); 20 章则是对一些违背律例之人的惩罚 21-22 章是关于祭

司与祭祀之物的圣洁的一些规定 23 章是关于几个重要节期的条例，

它与出 23 : 14-19: 34: 22-26: 民 28-29: 申 16 : 1-16 在内容上相

近，但却有相当的差异:①24 : 1-9 是与会幕相关的一些祭祀规定，接

着的 10-23 则谈到如何处置亵渎耶和华圣名之人的法则 25 章主要是

关于安息年与禧年的规定 26 章则与申命法典的结尾较接近，是对顺

服的祝福与对不顺服的咒诅。总而言之，通过对空间、人员、祭祀礼

制、时间等各个方面的安排，围绕着"圣洁"这一核心概念，这一文

本单元地松散地结合在一起，使以色列人在宗教、伦理与生活方式

上，形成一个从万民之中分别出来的群体。@

在文体上，圣洁法典既包括以"不可"句式和"总要治死"或

"必定"之类的惩罚用语所表示的绝对法，又包括以"若有"或"若

是"为引导的案例法。掘e law)，以及在 19 章的律令内容上与十诫命令

的众多相似之处，人们倾向于认为，圣洁法典是将一直由申命学派和

先知运动加以强调的伦理命令，与祭司传统的某些特定律例或崇拜仪

由参李炽昌、激斌<<生命育说与社群认同》最后一章对以色列节期的考察.

@按希伯来语，圣拮的词根有"分别"的含义，以色列人的圣活生活，也就是与万民有分别的

生活.尤可见利 20:24"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 20:26"你们要归我

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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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结合在一起的产物。①

关于圣洁法典的文本源流的问题，人们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

论。一种可能是，在"圣洁法典"的后面有一个或多个独立的律法文

本，后来经过 P 传统的编修之后，被综合为一个整体性的圣洁法典E ② 

另外，有学者认为，在神学和伦理思想、文风和所用基本语汇上，圣

洁法典与《以西结书》有相近之处，因此，它的最后完成可能与以西

结的先知传统有关系: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圣洁法典(H)与申命法典(0)

之间也存在着相关性，这表现在:一、这两个文本都预设了与《出埃

及记}} 21-23 章的最古老法典相类似的内容与结构:二、利 17 : 1-9 要

求以色列人以会幕为中心进行集中崇拜(cult centra1ization). 是将申命

改革所要求的以圣殿为中心的集中崇拜，投射到远古的出埃及时期一

一以色列宗教的黄金时期，以强化申命改革的宗教正当性:三、利 23

章关于三大节期、 25 章关于安息年的规定，似乎分别预设了申 16: 1-

16 的节期历法与 15 章的豁免年:四、在利 26 章，以顺服与不顺服为

前提而宣告的祝福与咒诅，带有典型的申命式的呼告风格，与申 28 章

十分相似，而且，它们都以福与祸的宣告作为法典的总结，在总体结

构上也都具有古代西亚的律法文本的特征。③

圣洁法典的部分内容，如利 26: 27-33. 暗示了以色列人的流放处

境，但它同样开出了以色列人悔改并重得耶和华护佑的可能，即 26 : 

棉布。在这里，它的神学基础同样回到了希伯来宗教的核心概念z 上

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有趣的是，这里对约的理解是双重性的，

它既指耶和华与先祖们即亚伯拉罕、以撤和雅各所立之约(26: 42); 亦

指它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立之约(26: 45)。前者是 P传统所特别强调

的主题，而后者则主要由申命神学所强调。这就是说，圣洁法典的编

修，乃试图将这些不同的神学主题综合起来，从而在流放处境中将多

元的神学传统整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神学叙事之中。

面John臼皿n5.147 页P. Ackroyd. 88 页.

@按Philip P. len酬，圣洁法典是理解 P神学的关键，它在空间、人员、礼帘j与时间等四个方面

的安排，对应于 P神学的整个结构.参 P. lenson. Graded Holiness: A Key to t1uJ Priestly Concep伽 01

the World (She细eld: JSOT. 199:匀.210 页.

@参ABD之 HolinessC饵如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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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传统z 结构与神学

即便是对 P 传统对一简要阅读，就可感受到它的独特神学主题与

气氛z 对耶和华上帝的敬拜生活。它在编修自己独特的祭祀文本之

外，也采用与血传统类似的历史叙事，以表达其中心意旨z 从上帝之

创世开始，人类(后来是以色列人)就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崇拜方式经验到

上帝与他们的同在。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出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崇

拜的群体" (worshiping communi呐。他们存在的意义，不仅是要见证
上帝在出埃及事件的拯救大能，而且要表达他们之为被造物向创造者

的赞美和敬拜。因此，其叙事的中心不是在于上帝在历史中的拯救行

为，而是在于上帝在宇宙中的创造者地位。或者说，出埃及事件乃是

对上帝创世的呼应。在它看来，西奈之约的重点乃在于对以色列人的

崇拜生活的安排，以此来表达以色列人对作为创造者的上帝的敬拜。

它表明，以色列生活的意义就在它的礼仪生活之中。

1. P传统的历史观

总体而言， P传统立足于作为一个崇拜群体的以色列，并以此反观

以色列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一一出埃及(Exodus)，乃至于宇宙的创造，

从而使之具有历史论与宇审论的基础。因此，虽然它主要由关于崇拜

的律法、家谱、祭祀制度等组成，但是，在总体结构上仍然呈现为一

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同时，它对历史的叙事采取层序叙事的方式，即

从宇宙史→人类史→以色列史的不断推进，而其中又共同贯穿着与崇

拜相关的祭祀神学。

可以注意到，在 P 文本的叙事中，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①在这些

转折点上，上帝都与人立有"永约" ~口与'17 n'咽， an etemal ∞，venant]， 
它们分别是<<创世记)) 9 章上帝与挪亚所立的永约，第 17 章与亚伯拉

罕所立的永约， <<出埃及记)) 31 章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永约。

"永约"的观念表示以色列人对于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圣约的新理

①如何在 P 叙事中确定这些转折点，仍然充满争议，并受制于以何处作为 P 传统之结尾的理

解.按P. Ackroyd. 可以将部落之准备分地(the preparations for a11ocation)作为 P 传统的结尾.因

此，这三个阶段就分别是z 一、先祖叙事:二、西奈传统s 三、分地(a11oca世。"叙事. 93-97 页.

考虑到学术界对于 P传统本身的跨度及内容都无定论，这一问题就更加复杂. Rendtor霄'， 1S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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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前所述，以申命法典为代表，并得到先知传统大力提倡的对圣

约的理解，采取的是古代西亚地区的"宗主一附庸"的立约形式，即

强调作为附庸的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的守约责任，以及以色列人在顺

服与悖逆、福与祸之间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是，处于流放处境中人们

的历史经验却证明，这样的圣约理解只能使以色列人处于不断被咒诅

的境地，而在这样一种立约关系中的上帝也始终是一个审判者、惩罚

者的形象。因此，不是从人能够自由、自主地拣选义或不义，而是从

上帝是一个永恒的恩典给予者的角度来对圣约进行新的理解，乃是流

放时期的人们走出旧的圣约观念所产生的困境的一条出路。而"永

约"的观念，因其带有显著的宇窗论维度(cosmic dimension)，也不可

避免地使P传统的历史叙事要从世界之创造开始。

A. 从创世(Creaüon)到挪亚

如前所述，大卫时期的血合典将以色列历史追溯到普遍的人类

史，以伊甸故事作为历史的起点。而 P 传统则在此之前加上世界的创

造，即《创世记)) 1 : 1-2 : 3。从文本上来看，它近似于诗体，庄严肃

穆，表明它很可能源自于圣殿崇拜的场景，经过了漫长的礼仪实践，

在神学上也经过了不断地修改与加工。其内容，如从混沌渊面中创造

世界，则与巴比伦神话 EnumaElish 十分接近。@

很难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衡量《创世记》第 1 章对于世界产生的

叙述，但是从神学上来说，它表达了 P 传统神学的两个基本原则z

一、上帝的超越和全能。上帝作为创造者，超越于他的创造物之上，

上帝是一个全能者，只是由于他的意志，世界便产生出来。在这一方

面， <<创世记》与古代西亚的多神教的创世故事截然不同，按后者，世

界或者是由男女二神相交而生，或者起源于诸神之间的争战。《创世

记>> 1 章对上帝的超越与全能的强调，与 P传统在总体神学倾向强调人

对上帝的敬拜，以及上帝作为永恒恩典的终极源头也是密切相关的。

二、强调上帝创造的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创世记)} 1 章以七日创造

的叙事，表明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有层次的、彼此相分的存在。而

由参 ABD之Enuma 皿sh静条，中译本参薛克翘主编. <<东方神话传说:. (北京z 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9 年).第二卷西亚、北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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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传统的总体倾向就是强调圣俗之分，以制度化的祭祀礼制来区分人们

的不同生活层面，并且通过这种被制度安排的、有秩序的生活来表达

人们对耶和华的敬拜。换言之，上帝创造的秩序性乃是以色列人的秩

序化的敬拜生活的宇宙论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创世记}} 1 章的整个创造叙事乃由上帝设立

安息日作为最后的总结。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n

也就是说，犹太人设立安息日的根基不在于人的安息，而在于上帝的

安息。这样的传统一直贯穿在 P 传统的叙事之中，如创 2 : 2-3，出

20 : 11 , 31 : 17 等。所以，创世故事虽然以讲述世界和人类的产生作

为主要内容，但 P 传统却将叙事的着眼点放在崇拜礼制上，如出 16、

20、 31 章的安息制度等。易言之，创世故事讲述世界与人类的创生，

但其着眼点却在于强调上帝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人发生关系。更普遍

地说， I日约神学的儿个关键主题:世界史与民族史、创造与拯救，其

实都蕴含在《创世记}} 1 章的创造叙事之中了。

B. 从挪亚到亚伯拉罕

在接下来的叙事中， P 传统作者利用血合典已有的材料，对它们

进行自己的编修，从而使《创世记}} 2 到 11 章的材料在神学上与整体

的 P传统具有相当的一致。 P文本编修的集中体现就是它在这些故事中

插入的谱系单元(genealogy 或 toledot formula)。①按学者们的考察，从

《创世记>> 2 到 11 章， P 传统一共用了 6 个谱系单元，使它成为有序

对应的故事结构。@

a. 世界之创造

1.天地的来历 (2: 4，第一个 toledot)

b. 亚当与夏娃的伊甸故事

由其希伯来文 m与咀坷，常被拉丁化为 ωIOOot. 从「如词根而来，意为"生产、生子成为名

词后，和合本常译其为"后代在很多时代又无法直译，而意译为"来历如《创世记) 2:4 即

译为"创造天地的来历气所以在汉译本中很难看到官在整个《创世记》中起到的结构性作用.

@关于"谱系"单元对远古史(primeval hisωr妙的编修作用，参ABD之阳meval 皿story 辞条.

语系片断还将它们与整个先祖叙事联系起来，如《也:~世记) 11 : 27. 25: 12. 却: 19. 36 汀 .9.

37: 2等.参Rend阳霄~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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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娃之众子(4 : 1-2，第二个 toledot)

c. 该隐与亚伯故事

3. 该隐的后代(4 : 17-26，第三个 toledot)

c'. 拉麦故事

4. 塞特的后代(5 : 1-32，第四个 toledot)

d. 挪亚方舟

5. 列国的谱系(10: 1-32，第五个 toledot)

e. 天下散乱

6. 间的后代(11 : 10-32，第六个 toledot)

379 

可以说，谱系单元使得 P 传统不断缩小历史视野的焦点，从世界史缩

小到人类史，从人类史到先祖史，并以以色列史作为历史的主线，并

最终以摩西在西奈所立的祭礼法典作为历史的高潮和最终实现。或者

反过来说，使得以西奈为背景的祭典具有一个不断地向外扩展的背

景，并最终使其具备宇宙论与创造论的本体基础。

在这一部分，最重要的无疑是洪水与挪亚的故事。按照 P 传统的

理解，洪水是旧时代的结束，又是新时代的开始。它将 JE 合典的众多

分散材料整编在洪水与挪亚的故事之中，如始祖在伊甸园的悖逆上

帝、兄弟之间的杀戮、神子们与地上女子的结合等，但它们又都从属

于一个更大的主题，即 z 地上的罪恶与强暴一一洪水的惩罚一一挪亚

的拣选一一立永约(口"'31 n" ::l, an e倒四∞venant)o "永约"是由上帝
发出的无条件之约(unconditional covenant)，它与上帝的全能与绝对相

对应。它不以人的意志选择或道德行为作为前提，乃以上帝的纯粹恩

典作为根基。同样，这一永约也有一个标记(si伊)，由于此时与上帝立

约的仍然是普遍的被造世界，因此这一标记也是普遍性的，即"云彩

中的虹"

在具体的内容上， p 传统的洪水叙事也隐约地指向后面的祭祀法

典。例如，在创世故事中，上帝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

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飞也就是说，在上帝创造

的原初世界中，人与动物乃和平相处，人类并不以动物作为食物。而

在洪水之后的上帝与挪亚所立之约中"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

的食物，这一切我(上帝)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9 :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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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动物为食物的前提是z 动物必须以某种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尤

其不可吃被认为是"生命"的血。由此，祭祀法典中一套关于血、屠

宰、食物处理的礼制，便内在地包含在挪亚之永约之中了。

c. 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在讨论亚伯拉罕与上帝所立的永约之前，可以先比较一下先祖叙

事(patri缸ch Narratives)在不同传统中的地位与角色。从它们存在于 J 和

E 传统之中的事实，可以看出它们实际上有着古远的渊源。但另一方

面，通过对《诗篇》的考察，又可注意到先祖传统在神学上居于较为

次要的位置:在一些古代的历史叙事中，如《约书亚记>> 24 章，亚伯

拉罕和先祖们的形象是负面性的， l!P"住在大洞那边侍奉别神" (24 : 

2)、"将列祖在大问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24 : 14); 而在申
命神学中，也很少以先祖叙事作为神学阐述的出发点。①因此， p 传统

围绕着先祖故事来建构它的整体叙事，就是要对先祖故事中"应许一

实现" (promise-fulfillment)神学主题加以强调。

P 传统对亚伯拉罕故事的编修，集中体现在《创世记>> 17 章的立

约叙事之中。这也是一个"永约" (i口与'11 n"咽，阻 etema1 covenant):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

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17 : 7-8) 

其中的两个主题是z 圣约关系，即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

为上帝的民:应许迦南全地。与前面挪亚之永约相同，上帝与亚伯拉

罕所立的圣约也是无条件的。它不是以人的任何作为为前提的，而纯

粹是上帝的应许。同样，它也为这一永约设定了一个外在的标记，即

"割礼"。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言，实行割礼是进入先祖与上帝所立

永约的标志，不实行割礼的人将被视为破坏圣约，要被清除出圣约群

体。在神学意义上，割礼作为一种礼制，是上帝之恩典惠及于人的一

种制度化的渠道。

(j) P. Ackroyd, 9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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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P 传统的叙事，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圣约乃预示了后来通过摩西

而颁示的律令。人们注意到， P 传统并没有关于西奈之约(出 19-饵，

32-34)的独立叙事。与血传统、 D 传统甚至圣洁法典以西奈为背景独

立地建构律法体系，从而将重点放在"出埃及一西奈之约"主题之上

不同， P传统似乎将独立的西奈之约删去。或更准确地说，它将有条件

的(conditionaI)西奈之约纳入到无条件的(unconditionaI)亚伯拉罕之约

中，把前者本身看作是后者的部分实现。在此意义上，摩西之约也与

亚伯拉罕之约一样，具有永恒性，是一个永约(出 31 : 16)，并以安息
日作为这个永约的标志(出 31 : 12-17) 。

因此，对于以色列作为一个圣约群体的本质含义何在， P传统做出

了新的理解。它首先是一个崇拜群体(worshipping community)，以他们

的崇拜生活来印证"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的民"的这

种圣约关系。 P传统作者收集了那些古老的崇拜礼制，诸如=如何建设

圣所、礼仪活动的特别衣着、如何设立祭司等，并以格式化的文体，

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 •.. ' "为引导:并以

"以色列人作耶和华藉摩西所盼咐的一切工"来作为总结，从而使所

有这些关乎崇拜的律法文本形成一个整体，以印证它的根本主张z 恰

当的、有秩序的崇拜生活是人们保持与上帝的圣约关系，持守生命的

关键方式。

按 P 传统对于圣约关系的这种理解，它以会幕(Tabem配le)作为整

个祭祀制度的中心也就不难理解了。对 P 传统而言，会幕不仅意味着

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抽象的圣约关系，而且意味着耶和华以某种物化

的形象具体地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

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出 29: 45-46) 

可以说，在 P 传统看来，上帝以会幕的方式居住于以色列人中间是

"西奈之约的最高峰"因为它不仅表示耶和华成为以色列人的神，而

且成为"居住在以色列人之中的神气①用 P 传统的圣经语言来说，这

①参 B.W. 扭曲80n， 462 页。亦参F. M. CroS8, CQllllQ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Essay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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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间行走" (利 26 : 12)。①这一思想是整个祭

祀神学的基础，因为其他有关如何组织崇拜、如何设立祭司、如何过

圣洁生活的律法，都是通过仪式上的不断重复，将那些在历史上一次

性、但却是决定性降临的上帝的恩典与祝福，不断地在群体中延续下

去。②从神学上来说，它表示耶和华通过祭礼的方式而临在于以色列人

中间。acramenωpre回n四:)，这是一切其他律法要求(包括伦理和礼仪要

求等)的基础。换而言之，那些祭礼规制并不是一些外在的要求，而是

上帝之恩典惠及诸人的特殊途径。

按照 P 传统的总体叙事，会幕的建造以及由此而生发的那些祭祀

法典，不仅是摩西之约的高潮，而且它还直接呼应上帝的创世。不同

于血和 D传统以"出埃及一西奈立约"为叙事主框架， p传统乃更宏

伟地以"创世一亚伯拉罕应许一会幕建造"为叙事主框架。按学者们

的分析， p 传统在此借用了西亚创造神话的素材。在巴比伦的马牡克

(Mat咄咄)创世神话，以及乌加列的 R描 Shamra 神话的巳力崇拜中，创

世故事乃以诸神对天地的创造为开端，以人类为创世之神建造一座敬

拜之殿σemple)为高潮。而 P 传统则以安息日的创立作为《创世记>> 1 

章的天地创造之结尾，但这并非它的最终高潮。可以说， p传统将耶和

华创造故事的高峰，经过先祖的应许叙事，一直留到《出埃及记》中

的会幕建造。因此， p传统以"神创造天地一一人建造会幕"来表示神

人之间的呼应关系，从而从本体论和宇宙论上强化以色列人从本质而

言，首先是一个崇拜群体的观念，突出崇拜生活对于以色列人的群体

身份的根本意义。

所以， p传统叙事乃向流放的以色列群体表明 z 它首先是一个崇拜

群体，必须用以祭祀耶和华为核心的一套祭礼制度来规范和安排群体

的生活。这是流放期的以色列人为重建社群而开出的另一重方案。为

支持这一方案， p传统更通过对己有材料的编修，建构了贯穿创世、人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in Israel, 298-3∞页.
@甚至可以以此来诠解《新约》对于耶稣基督的解释，如 4约翰福音》所言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0" (1 : 14)因此道成肉身"的观念，在深层次上延

续了会幕(圣殿)神学.

@这也适用于对五经的整个西奈叙事的分析.围绕着西奈叙事，上帝有两种启示z 一、《出埃

及记>> 19-40章从西奈山发出的启示:二、《利未记>> 1-27 章，从会幕发出的启示.前者是基础性

的，塑造着以色列的过去:后者则是持续性的，是为了以色列的现在和未来.参 S回国1 E. 

Ba1en回ne， Levitic，旧(Louisvi1Ie: 10hn Knox pr回s， 2∞匀，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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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以色列先祖、摩西的历史神学，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学体

系，其结构如下z ①

·对五经的文本安排z

远古历史(创 1- 11) 先祖故事倍。 12-50) 出埃及叙事(出一民)

创世 7召唤亚伯拉?出埃及 :西奈启示

·神学主题的呼应z

挪亚永约，创 9 : 1-17 亚伯拉罕永约，创 17 : 1-14 西奈永约，出-民，出 31 章

(以虹为立约标记以割札为立约标记(安息日为立约标记)

创世后的安息日，创 2: 2-3 

2. P传统的神治社会观念

P传统神学并非单纯的神学想象，它与流放处境中的以色列群体之

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流放的以色列群体而言，以政治方式来

建构自己的身份已无可能。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以色列仍然是一个

有着独立身份的整体，而将他们整合起来的就是他们所独有的祭祀制

度和祭司系统。将崇拜与祭祀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并以祭司阶层作

为社会的领袖阶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神治社会(阳x:racy户。

流放群体以这种神治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倾向，首先反映在 P 传

统在追溯以色列人的历史渊源时，把一个没有君王，只以耶和华为王

的时期构想为以色列人的黄金时期。 P传统把祭祀礼制的确定放在以色

列人出埃及和旷野流浪的背景之下，就是要使这种祭祀礼制具有一种

"历史上的优先性气这样，流放群体、后流放群体乃至犹太教的神治

社会，都只不过是对这种"古老的神治体制"的归真和仿效而已。

①参 B. w. Anderson, 464 页.

@通常人们将此词译为"神权社会飞但是，流放群体是一个失去政治独立的社群，不存在所

谓"权"的问题.即使到第二圣殿时期亦如此.故此译为"神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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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组织形态， p传统也设想了以亚伦世系为大祭司的祭司体

系作为整个社会的组织核心。在与 P 传统具有相同神学倾向的以西结

传统中，世俗之君王要次于"亲近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在以西结的

圣殿异象中，有一块"圣供地"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与供圣所

职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

地" (结 45 :份。而归王之地，则是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

(45 : 7)。①这种空间上的结构，也反映了他对于重建的以色列群体的政

治结构的理解，即世俗权力要次于、并服从于神圣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 P传统设计的是一个神治社会，世俗权力应服从

于神圣权力。但是考虑到流放群体的现实处境，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

一个独立的系统。换句话说，不存在世俗权力。因此，这里所谓的神

治社会，并不带有政治权力的因素。它只是强调崇拜生活在以色列社

群中的首要意义，祭祀礼制是以色列之为一个"圣约群体"、"耶和华

的民"的首要内涵。@这一理想在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以斯拉发动宗教

改革的运动中才得到真实的体现。

3. P传统的神学

P传统中大量内容是关于祭礼的律法文本，因此，受基督新教"非

礼仪"倾向的影响，常被认为是次要性的，没有多少真正的神学内

涵。但是，假如我们承认z 仪式是社会表演的→种形式，通过对它的

分析，可以揭开隐含在仪式后面的世界观，因为只有那样的世界观才

产生出那样的仪式，并通过仪式将抽象的世界观具体地展现出来，那

么， P 传统的神学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简而言之，它同样有着对于上

帝、世界、人以及神人关系的深刻理解。

首先， P传统的神学有着深刻的创造论基础，即世界是一个被上帝

创造出来的有秩序的世界。 P传统关于仪式的律法文本，其核心就在于

面以西结甚至刻意不用"君王"巾'1:1. kinρ这一带有王权意味的名称，而是用首领佛咽.chi呻
这个通常用来指支派领袖的词来指称重建后以色列群体的首领.参罗兰德富<<古经之风俗及典章

制度>> (杨世雄译，台北z 先启出版社. 1980年). 124 页.

②像申命传统仍然盼望耶和华重新建立一个大卫世系的君王的政治弥赛亚理想，在 P 传统中是

非常稀薄的.申命历史以约雅斤的被将为总结，即是这一理想在文本编修中的体现，参(1Ij王纪

下>> 25 : 27-30. 另可参 F. Cr田s在 CMHE中为申命历史的二重编修所傲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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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过一种有秩序的(ordered)生活。而追溯其宇宙论的根源，则在

于其相信z 人们对于仪式秩序的遵守，是参与井维持上帝所创造的世

界秩序(creational order)的途径和方式。在 P 传统看来，上帝创造了世

界，并有意识地(pu甲osefully)使其具有节奏和秩序，从而在上帝的眼里

是"好的气①如果人们能够遵守仪式，那么这一秩序就能得以维持，

世界也就是"好的"繁荣富足。而一旦人们忽视并破坏这些仪式制

度，那么世界秩序也就被颠覆，创造沦为"混沌"上帝与世界的和好

关系也被破坏。

其次， P神学以创造故事呈现了一种以色列宗教所特有的绝对一神

论，并为它所设计的神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好了铺垫。按学者们对古

代西亚世界的神话的分析，它们的创世故事普遍体现了两个原则=

一、在创世过程中，乃至在神圣世界本身，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神圣力

量，有的为善，有的为恶:二、人们可以通过某种巫术能力，来劝说

诸神降福，而非降灾。但是， P传统的创世故事完全摒弃了西亚文化中

的诸神观念，坚持只有一个至高的上帝。而且，它也放弃了以巫术控

制或讨好诸神的思想，将福祸的根源归诸于人类自身的自由意志与道

德行为。创造论的世界观使得世界被"桂魅" (dem;川崎创)，神人之间

的关系被转到对神的律法和人自身的关注上来。

最后， p传统对于希伯来宗教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系统的

"崇拜神学"以及其中蕴含的对上帝、世界和人关系的新理解。@

一、在 P 传统看来，崇拜礼制不是一套外在的僵硬规范，而是神人和

好的途径。 P传统所属的流放群体对于神人关系的新理解有两个基本原

则z 上帝的无限恩典、人的罪性与堕落。经过流放经历之后的以色列

人，不再相信人的主动向善的能力，认为按照先知传统的"择善得

福，择恶得灾"的神学原则，人只能始终处于上帝的审判与惩罚之

下。这反映在 P 传统对于以色列乃至人类历史的重述中，不存在任何

一个所谓的纯洁、无罪的理想时期(an original period of purity)。③出埃

及后的旷野流浪、征服迦南的事件，曾被先知传统和 D 典视为以色列

人与耶和华关系的理想时期，但在 P 传统的叙述中，仍是一个悖逆、

面 Samuel E. BaIentine, Levitic剧， 4 页.

②同上， 10-18 页.

@ P. Ackroyd,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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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靠的时期。①与此相应，神人关系的重建只能依赖于上帝的无限恩

典，而崇拜礼制就是上帝将恩典延展至人的途径。换而言之，通过这

些仪式动作，可以在易于被罪所陆污的世间，建立一个能够使上帝临

在其中的"神圣秩序空间"。当人们忠实地实践这些仪式时，便可以切

实地感觉到上帝的临在，人神处于和谐之中:当这些仪式被忽略或破

坏时，也就是破坏了上帝在世间的神圣空间，那么人、世界与上帝之

间的和谐也就无法得到保证了。二、 P 传统对"崇拜" (worship)的要

求，乃本体性地植根于上帝的"创世礼仪" ('也e liturgy of 口eation)之

中。按 P 传统的理解，创世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宇宙性的礼仪颂

赞"的一部分。对正典形式的五经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上帝的前六

天是创造世界，第七天是安息，此后则是上帝对于人类历史的安排。

可以说，上帝的安息日是将上帝的创造与救赎联结起来的枢纽。因

此，以守安息日为核心的崇拜礼制，乃是对上帝的创造与救赎的双重

顺应。三、崇拜自身被认为是尊崇、滋养或重建上帝在创世之时对于

世界的最初安排的一个基本途径。上帝在创世之时，对世界有着美好

的意愿，并祝圣世界万物。但此后其意愿却被破坏，因此， p传统所构

想的以会幕为中心的崇拜礼制，乃通过视圣空间、时间、物件和人员

的方式，来还原上帝对创造的祝圣，并使参与这些崇拜的人与物，得

以回归到与上帝的原初关系。

4. P与 D传统的关系

在圣经研究中，确定下某个文本属于某个传统之后，便常面对一

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即这个传统与别的诸传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它

们之间在历史上的先后顺序问题。在威尔豪森(Wellhausen)提出他的经

典 mDP 假说之后，人们对于 E 传统在相当早的时期，例如公元前 9

世纪的口头流传时期，便己合流较为肯定，因此相对而言，不再将 E

截然分开。但对于所谓的 D 与 P 则有所不同，由于它们在圣经文本中

有相对成型的文本单元，而且神学风格与侧重有较显著的差异，因

此，对于D与 P传统之间的关系与先后顺序便常为人所讨论。

在现代评断学兴起之前，由于 P 传统借助的叙事背景是旷野时

①这是流放时期的一个普遍神学倾向，试与以西结的历史重述(结 20 章)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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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圣殿建立之前的会幕崇拜等，因此人们普遍认为 P 文本是五经最

古老的文本，是其他文本叠加其上的底本。但威尔豪森根据以下理

由，提出相反看法 o 传统早于 P 传统。这些理由包括:一、申命传

统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崇拜的集中化问题，而 P 传统把集中崇拜当作

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 0 传统肯定在 P 传统之前:二、在保留古老传

统的圣洁法典(H)中，不允许随意宰杀牛羊吃(profane slaughter，见利

17 章)，到申命改革时，才可"随心所欲宰牲吃肉" (申 12 : 15-22) , 

在 P 传统中，申命法典所强调的也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表明 P 晚于

0; 三、 D 并没有在"利未人"与祭司之间明确区分，而 P传统则将其

分开，并使"利未人"低于祭司，反映的是后来第二圣殿时期的宗教

现实:①四、 P 传统如利 23 章对于节期的规制最为详细、系统，比 D

传统的类似规制要完善，也同样说明它可能较晚。

但对于 D 与 P 的前后关系，人们也可以提出与威尔豪森相反的论

据。一、申命法典的一些改革，似乎是以 P 传统的某些文本为当然法

则与依据。例如，申 24: 8 所指的"在大麻疯的灾病上"要照着祭司

利未人的指示办，就似乎不言自明地依照 P 传统的《利未记>> 13-14 章

的规定。二、申 14 章中的食物条例，似乎就是对利 11 章的改编:

三、对于是否可以因 P 传统没有直接提到集中崇拜，就认为它将集中

崇拜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们也有争论:②四、考古学和宗教学

证据倾向于表明，公元前 2∞0 多年前的西亚宗教活动中，就有相当仪

式化的祭祀活动，说明 P 传统对仪礼活动的规制并非是后流放时期的

犹太教制度化改革的发明，而是真实的古代以色列宗教的反映。显

然， p传统要大大早于 D传统。

有趣的是，对 D 与 P 谁先谁后的讨论，实际上隐含着不同宗教传

统(如犹太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对于圣经中的不同宗教元素的侧重。

人们甚至认为，威尔豪森是带着新教神学的角度来看圣经，如同新教

对天主教、犹太教的仪礼、崇拜加以轻视一样，他将 P 定位于在 D 之

后，也是为了说明第二圣殿的犹太教的制度化，是早期先知传统的堕

落，从而将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当作是对这种堕落的纠正，更为新教的

①详参《民数记>> 3 : 6-9. 18: 1-7 关于利未人协助亚伦祭祀，但属最核心的祭祀活动即"坛

和慢子"的事，则专由祭司(撒督后裔)来负责.同样情形，亦可参与 P 传统非常接近的《以西结

书>> 44 : 10-14. 

②参 ColIins， 175 页的细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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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仪礼改革确立圣经的依据。所以，犹太教学者为了反击威尔豪

森，便倾向于认为 P 传统乃是圣经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

希伯来的远古圣贤们对神人关系的深刻理解，于是 P 传统的断代便要

追溯到远远早于第二圣殿犹太教的远古时期，在 D传统之前。①

对于严格的圣经学者来说，人们更倾向于认为， D 与 P 都不仅是

两个文本，而且是两条传统。说它们是"传统"就意味着它们都包

含着两个因素z 一、都有着古老的渊源:二、在漫长的希伯来宗教历

史中，它们都经过了不断的编修与更新，其最终文本甚至到第二圣殿

时期都未完全确定。②这使得要在它们之间断定先后儿乎是不可能，而

且，它们就像大闲之前的支流一样，要今天人们从大河中将支流分开

都不可能，何况要在将它们断出先后呢!

也代表人物可参 Yehe血1 Kaufmann, The Religion ollsrtUll, ft棚 115 BegÎIUI阳'gs ω 加&by，阳m

Exile， 国ßS. by Moshe Greenberg (New York: Scb田:ke民 1972)，对威尔豪森代表的以新教神学整理圣

经宗被历史的批评，参 Jon Levenson, ''The Old Testament, the Hebrew Bib1e and His阳阳1 Criticism", 

The FUlUre 01 Biblical St叫es: The Hebrew Scriptures, ed. by R. E. Freidman & H. G. M. William皿n

(At1anta: Scho1ars, 1987)一文.
曲臼Uins 通过对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活动的考察(尼8-9 章).来与《利未记>23 章对节期的规制

进行比较，发现以斯拉的第二圣跟群体甚至不守"七月初十"的赎罪日(利 23 : 27). 可见《和j未

记》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都还没有完全成型• ln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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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宗教的新纪元:第二以赛亚

类似于中国文化的春秋战国时期，对希伯来宗教来说，流放时期

虽然在政治上屈辱和动荡，在思想上却呈现出百家争鸣、学派繁盛的

态势。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们，围绕着几个基本的问题提出各自的方

案，从中透露出希伯来宗教的基本意义结构和思想传统。这些基本问

题包括z 一、如何看待过去的以色列的历史事件?二、如何言说以色

列的未来?前者可称为"往后看" (backw缸哟，后者则是"往前望"

(forw缸哟。三、以色列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上帝之民"的真正含

义是什么?四、可以依据希伯来的什么样的思想资源，来向流放处境

中的以色列人言说历史和盼望未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申命学派主

要通过整理以色列历史来完成，即"申命历史飞而 P 传统则主要通过

对祭祀礼制的整理和对古史传统的编修来完成，而其中各自包含的神

学前设亦在前一章做过分析。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先知传统在流放时

期的新发展，亦常被人们称为"先知精神的顶峰和最深沉的体现"、

"希伯来文学的精华"一一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 0 

-、历史与文本

"第二以赛亚"ρeu忧民>-Isai曲或 Second Isai曲)并非正典圣经的称

呼，它是一个圣经评断学的学术名称。早在中世纪，犹太经学家

Abraham ibn Ezra (1089-1164)就提出《以赛亚书》不可能由一个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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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们最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发现《以赛亚书》内部的差异:一、

从先知传言的内容来看， 40-55 章所谈论是一个"远离故土的、处于流

放处境的"以色列人，其神学内容也从 1-39 章对以色列人罪的谴责，

转到对受惩罚之后的以色列人进行安慰，提出未来的拯救盼望:二、

从历史背景来看，在赛 44: 28 与 45 : 1 中分别提到波斯王居鲁士，而

第一以赛亚则以公元前 8 世纪的耶路撒冷为其背景:三、在文体形式

上，我们甚至很难把 40-55 章的作品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先知书，因为

它没有采用先知传言常用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或"耶和华如此说"

等格式用语:①它们的文风也差异甚大，第一以赛亚用的是平整的、庄

严的先知警示文体，而第二以赛亚用的是颂赞式的、热情洋溢的抒情

诗体。

因此，自 1892 年德国学者 Bernhard 趴血m提出将《以赛亚》分成

三个主要部分以来，即 1-39 章为"第一以赛亚"是由公元前 8世纪的

耶路撒冷的以赛亚所做 40-55 为"第二以赛亚飞由流放在巴比伦的

无名诗人所做:而 56-66 章则由生活在后流放时期，约公元前 5世纪中

期的另一位无名诗人所做，为"第二以赛亚" (Trito-Isaiah 或回国

Isaiah)，学术界就基本按照这样的分法对以赛亚进行研究。虽然如此，

这也只是对《以赛亚书》的粗略划分，每一个单元又都是一个由更多

样化的传统组成的文集。例如:第一以赛亚书中的 24-27 章、 34-35 章

的成书时间显然要晚于公元前 8 世纪，甚至比第二以赛亚还要晚:而

且，第二以赛亚也呈现出分散、多样的特点，如"仆人之歌" (Servant 

Songs)等。②

对于谁是"第二以赛亚"书的作者，或们己经无法得知了。他显

然受到了希伯来宗教的几个主要先知的影响，如以赛亚、耶利米和以

西结等，但是，他的确切身份却难以得知，因此，我们也只能称他为

第二以赛亚。③

由参 Rolf RendtortI, 193 页.但 Pau1 Hanson 认为，第二以赛亚之所以没有古代的先知传言格

式，部分之原因在于在流放处境之下，以色列人失去了那些传言格式所依赖的宗教一文化场景，如

在圣殿中的宣告、在城门口所进行的判决等，因此，第二以赛亚主要以诗性的想象力来构建先知传

言的文学格式囚参 Paul Hanson, Isaiah 40-66 (LouisviUe: John Knox Press, 1995), 12 页。

@B.Duhm甚至认为"仆人之歌"应该是由一个更晚的人所写。参R. RendtortI, 195 页.

@为表述方便，本书以第二以赛亚指人，以打引号的"第二以赛亚"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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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处境

如前所述，希伯来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宗教，即耶和华的启示

总是在历史中展开，先知传言的核心要素也就是它的历史意识。对于

先知们而言，历史不只是上帝启示发生的一个外在时间坐标，而是它

的内在组成部分。以色列民的外在历史命运，乃是以色列人的内在信

仰与精神状态的外化。在他们看来，出埃及的历史事件，是以色列人

作为"耶和华的民"的开始:以色列民的福祉以及它与别国的关系，

是他们遵守或违背圣约的结果:异国的压迫与入侵，是上帝对于人们

违背圣约的惩罚:反过来，上帝对于一个悔改之民的拯救与解放，也

表现在以色列民与周围世界帝国的现实关系之中。在此意义上，先知

传言也不只具杳宗教内容，而且针对着切实的国际、国内政治。或者

说，先知传言就是一种政治神学。因此，要理解第二以赛亚的先知传

言，需要先来看一看公元前 6世纪中期的西亚国际政治。

攻陆耶路撒冷的新巳比伦王国是一个短命的帝国。尼布甲尼撒约

于公元前 562 年去世，其王位在 7 年之内三易其主，最后由一个来自

哈兰的亚兰贵族拿波尼度(Nabonidus. 前 556-539 年)称王。此人虔信

月神(Si时，并与巴比伦官方宗教一一玛扯克例缸duk)崇拜矛盾日深。

整个王国内部分裂，纷争不断。

而在巴比伦帝国的东部一一伊朗高原上，一场改变世界秩序的革

命发生了。伊朗高原可以分成 3 个区域:玛代(Media)、波斯(Persia) 、

以拦(Elam). 其中玛代最为强大，曾与巴比伦联手灭了亚述。但巴比伦

为了制衡玛代，便鼓动波斯的居鲁士起来挑战玛代。短短 3 年之内，

居鲁士便击败玛代，并继续向西推进，灭数国之后，直达爱琴海岸。

公元前 539 年，波斯与巳比伦在底格里斯河畔的 Opis 展开决战。波斯

获胜。几周之后，巴比伦城就被波斯攻陷。古代西亚进入波斯帝国时

代。由于第二以赛亚提到居鲁士时，隐含他己是显著的政治领袖，但

又丝毫未谈及巴比伦的陆落(前 539 年).因此，他的先知活动主要是在

公元前 6世纪 40年代。

波斯的统治策略与以往西亚帝国有很大不同，居鲁士可谓是一个

宽厚仁义的统治者。他不是将他的属国君王处死，而是继续让他们享

有荣华富贵。他不掠夺巴比伦的宝库，并宽容对待被征服民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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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他也不跟随亚述或巴比伦的流放属民政策，而是允许被流放之

民回到他们的故土。也正是这样的政策之下，带来了以色列宗教史的

又一个崭新时代z 回归和重建时代(Restoratio时，以色列人的神学视野

又一次经受重大改变。

2. 第二以赛亚的文学风格

由于第二以赛亚所独具的丰富而宽广的神学视野，过去人们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他的神学思想。但即使是对以赛亚神学的研究，也

需要从它的文学特性来分析它所依据的不同传统。因此，人们开始寻

找"第二以赛亚"与其他旧约作品之间的关系，并且注意分析"第二

以赛亚"的结构与编修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更小文学单元及其关系的

研究。

"第二以赛亚"的句法要比希伯来的早期诗歌复杂得多，而且运

用了很多新的文学格式和体裁。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其中找到与希伯

来最早期诗歌相似的平行体(p缸allelism)和韵律结构(me创c structure); 

它以分词短语的形式来表示神的称号，与《诗篇》的颂歌体十分接

近z 它也继承了先知传统的文学形式，运用辩告、哀歌、审判与拯救

宣告等常见的先知文体。但是，第二以赛亚更多是用这些旧传统来创

造新的文学形式，以至于人们很难对他的文体做出精确界定。人们甚

至很难将其归入传统意义上的先知传言，这也是人们为何从文学上就

将"第二以赛亚"与公元前 8世纪的第一以赛亚区分开来的原因。@

但从总体而言，与其他先知书不同"第二以赛亚"呈现出很强的

一贯性。其总体编修也很是整齐。例如"第二以赛亚"中有众多的颂

歌。ymn)，它们充当着将更大的单元进行总结的功能。可以说，整个

"第二以赛亚"呈现出这样的结构z

40 : 1-11 整个第二以赛亚书的前言

40 : 12-42 : 13 ，其中 42 : 10-13 为总结颂歌

42 : 14-44 : 23，其中 44: 23 为总结颂歌

44 : 24-45 : 8，其中 45: 8 为总结颂歌

f;' Paul Han酬• lsaiah 4()..f.蝠.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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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9-48 : 22，其中 48: 20-22 为总结颂歌

49 : 1-13，其中 49: 13 为总结颂歌

49 : 14-51 : 3，其中 51 : 3 为总结颂歌

51 : 4-52 : 12，其中 52: 9-12 为总结颂歌

52 : 13-54 : 3，其中 54: 1-3 为总结颂歌

54: 4-55 : 7 

3归

55 : 8-13，整个第二以赛亚书的结尾。其中 55 : 12-13 为整

个第二以赛亚的总结颂歌。

更有趣的是，其中 49 : 1-12 的"以色列是外邦之光"单元，在整个第

二以赛亚书中起着将前后两个部分联接起来的作用。前半部分的40-48

章是围绕着"雅各一以色列" (Jacob-Israel)来进行的 z 而后半部分的

49-55 章则围绕着"锡安一耶路撒冷" (Zion-Jerusalem)来进行的。这两

者之间是一种相反相对的关系，即前者是北国传统，后者是南国传

统z 前者重在耶和华在历史中的拯救意义，后者重在耶和华在宇宙中

的创造意义。更有甚者，这种相反相对的关系是整个第二以赛亚书的

原则。例如，在前半部分， 44:24-45:7 中颂扬居鲁士为世界领袖的

宣告在整个单元中十分突出，在后半部分，则有同样突出的 52 : 13-

53 : 12 的"仆人之歌"与其构成对应。①

第二以赛亚书这样严整的编修结构，使人们推断，它在进入第一

以赛亚书与第三以赛亚书中间之前，就已经过较长期的流传，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整体性。进而言之，它在整个《以赛亚书》中也扮摸着编

修主导的角色，即第一以赛亚书与第三以赛亚书这二个单元内部的编

修方式、结构，也受到第二以赛亚书的总体风格的深刻影响。

二、第二以赛亚z 传统与创新

正如 P. Ackroyd 所言，对第二以赛亚书进行神学研究，不是难在

其神学内涵太稀薄，而是难在其太丰富。"任何试图从中找出一个逻辑

曲对第二以赛亚书运用"相反相对"原则进行编修的更细致研究，乃至那些"仆人之歌"在第

二以赛亚书中发挥的篇修功能，参 R. Rendtor霄: 19S-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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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努力都会失败，因为它的思想太复杂了。众多主题密切地彼此

相联，以至于在每一个点上都会呈现几个主题。以某一段经文作为先

知的某个思想的例证，会发现它实际上又证明了其他的思想。"①在

此，我们只能试着分析第二以赛亚神学的几个基本思想点，要了解其

丰富而复杂的神学，需要参考更详细的释经著作。

第二以赛亚书之所以能放在《以赛亚书》之中，首要原因在于它

在神学上与耶路撒冷的以赛亚先知具有密切的传承关系。以其开篇之

第 40: 1-11 为例，就常被认为是对第一以赛亚的第 6 章的呼应。它们

的共同场景就是"天庭会议" (the Heavenly Council)。按先知传统，先

知传言的权威在于它是对"神的话语"的转达，先知们是耶和华的传

言人。因此，先知列席在诸神决定人类命运的天庭会议中，将上帝的

决议转述给人们。另一种可能是，他借用了巴比伦的 Enuma 回ish神话

传统，马杜克神(M缸duk)因其战胜混沌之神提娅玛(Tiamat).在世间建

立秩序，被众神在天庭会议上被呼立为王。生活在流放处境的第二以

赛亚对巴比伦文化有很深了解，因此他也运用天庭会议的神话场景来

表达耶和华为宇宙和历史之王的观念。

因此.40 章与 6 章所预设的先知传言的背景一样，都是以"耶和

华为王"的崇拜场景来表达耶和华对于世界和历史的主权。但是，先

知在两段经文中所传达的内容却形成鲜明对照。第 6 章的主题是人的

罪、神的审判与以色列人将要面临的流放命运z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

见，却不晓得。……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

到城邑荒凉，元人居住，房屋空闲元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

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 (6 : 9-13) 

但第 40 章的开篇即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飞安慰、鼓舞、

解放成为第二以赛亚的传讲中心。在他看来，以色列在巴比伦的遭

遇，已经为他们所犯的罪而"加倍受罚" "他争战的日子己满了"

(40 :匀。而且，由于耶和华的全能与恩葱，他们的罪孽得到赦免，一

个新的历史阶段来到他们的面前。

也 P. Ackroyd, 120-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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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面对经历了巴比伦流放，却又由于居鲁士兴起而站在世

界格局的转折点面前的以色列人，与过去的先知一样，第二以赛亚运

用传统的术语系统如"耶和华为王"来表达耶和华是世界和历史的主

宰的观念。但是，同样的神学观念却具有全新的内涵，即上帝的主权

不再表现为用巴比伦王来实行审判与惩罚，而是用居鲁士王来拯救与

解放他的立约圣民。

因此，挠们看到，第二以赛亚娴熟地将希伯来宗教的重要传统融

合在一起，来表达对上帝拯救与解放以色列民的信念与盼望。首先，

他以先祖传统为基础来阐释他对未来拯救的确信。既然以色列人的先

祖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并且将以色列人从地极、地角召唤出

来的，那么，将来他将散居于巴比伦的流放以色列人重新聚集起来，

也是可以期望的。①其次，希伯来宗教的核心经验一一出埃及，也成为

第二以赛亚对未来拯救的盼望的历史基础。正如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事

件，使他们从一个为奴的族群成为一个自由的上帝之民一样，未来以

色列人从巴比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也将是出埃及事件的重演，或

者说，是"一次新的出埃及" (new Exodus)。最后，他也继承了耶路撒

冷的锡安神学的传统。他通过讲述耶和华与混沌之神一一大海兽(the

Dragon沪、拉哈龙(Rahab)的斗争，创造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来强调耶

和华的创造之主的形象。在第二以赛亚看来，以色列人被流放巴比

伦，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一个宇窗事件，是混油力量对上帝

创造的有序宇宙的破坏，因此，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未来拯救也不仅

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一个战败混沌之神，恢复历史与自然秩序的

事件。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在锡安敬拜耶和华之时，也就

是历史与自然秩序重新得以恢复之时。③

在此意义上，第二以赛亚是一位对希伯来的丰富宗教传统有着深

刻洞见的先知，同时，他又将这些已有的传统与新处境，即以色列人

处于从巳比伦流放处境中解放出来的转折点，结合起来，从而更为精

炼地表达出以色列宗教的内在精神。简而言之，在他的先知传言中，

出埃及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in Exodus)与锡安的拣选神学(election of 

ω 参《以赛亚书>> 41 : 8-10. 

@希伯来文的rln• 和合本将其译为"大鱼此处参吕振中译"大海兽

@参《以赛亚书>>40: 9-11. 51: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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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on)，或者说，历史神学与创造神学，进而言之，北国传统与南国

传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井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z 耶和华

是独一上帝。可以说，希伯来宗教的一神论(mono由eism)至此才真正

形成。

三、耶和华:救赎主与创造主

如前所述，南国与北国传统是希伯来宗教的二个基本渊源。大致

而言，从中衍生出希伯来宗教的几乎所有的相反相成的主题，例如z

出埃及神学与圣殿神学、西奈与锡安、历史与创造、摩西与大卫、律

法与崇拜、先知与祭司等。先知运动的发展推动着南北两大传统之间

的融合，在耶利米、 D 传统、以西结乃至 P 传统当中，都可以找到这

两大传统相摩相荡的痕迹。但是，在第二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中，这两

种传统之间的融合才趋于化境，尤其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创造(Creation)

与救赎(Redemption)之间深切关系的理解，并进而将耶和华理解为集拯

救主与创造主于一身的终极实在。

先知们对于西亚的国际政治有着深刻的洞见，在居鲁士兴起之际

企盼着以色列人结束流放处境，回归故土，但是，他们之为先知的根

本意义仍在于代耶和华传言。因此，对第二以赛亚来说，回归不只是

以色列人回归故土，而且是耶和华自身回归到他的历史和创造之中。

耶和华为王的先知传言即是对耶和华的双重身份的强调z 他是历史之

中的救赎主，又是世界的创造主。以色列人的回归，既是耶和华在具

体的历史一社会处境中对他的子民所施行的救赎，也是耶和华自身在

宇窗之中的创造主身份的回归。

1.救赎与救赎主

相对于世界几大原创性文化而言，救赎与创造是希伯来宗教的特

有核心术语。①我们先来看"救赎"这个词的含义。它的希伯来词根是

@这两个核心术语的特殊，即使是与西亚文化相比较，希伯来语的这两个词根都似乎是特有

的，参 TDOT之与阳与执，::1两辞条.关于原创文化的概念，参杨适主编， (原创文化与当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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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l(red臼:m)，与其他西亚语言相比，它是一个希伯来语特有的词，意

为"买回来"、"要回来"。它首先来自于以色列人的生活现实，很广泛

地运用在家族、法律生活之中。例如，如果某人将他的房屋或财产拿

去抵债，那么，在血缘关系上他最近的亲属有权利也有义务将它"赎

回飞①此外，如果某个以色列人将自己卖给外人做奴隶，那么，他的

亲属也布将他"赎回"的义务。还有，如果某人被杀，那么，他的亲

属或族人有义务将凶手或他的族人杀死作为报复，即所谓的"血仇"

在此"报血仇的"就是"救赎者" @因此，它是从以色列古代血缘社

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表示家族作为一个整体，成员之间有互相帮

助、保护的义务。

逐渐地"赎买"一词超越它最初的社会的、法律的含义，而运用

到表述神人关系的神学层面，成为希伯来宗教的核心概念一一救赎。

但是，它仍然延续着其原始的基本内涵。简而言之"救赎"一词的基

本涵义有以下多个层面。一、它表示某种正义或公平的实现。救赎之

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某个家族成员应受保护的权利被他人所侵害，

救赎即是为其伸张正义。二、它表示救者与被救者之间有着某种特殊

关系。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处境中，赎买是属于最亲近的血缘亲属的义

务。按出埃及传统，耶和华通过他的神迹大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

奴之地拯救出来，从此便确立了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关系，

即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产业"或"于民" @亲属般的圣约关系

(covenan创 kinship)是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的基础。三、它一方面表示

救者从某种坏的处境将被救者拯救出来(鱼。时，另一方面表示被救者进

入或回复到某种好的境界之中(ω)。

第二以赛亚直接用与阳的动名词作为耶和华的称号，并达 9 次

之多。@对第二以赛亚来说，耶和华作为救赎主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

{北京s 社科文献. 2∞3). 

e 见《利未记>> 25: 25-34. 具体例子可见《耶利米书>> 32: 6 和《路得记>> 4: 3-9. 

@ <<民数记>> 35: 19-27. (申命记>> 19 : 6. 12，关于赎回制度在以色列社会中的设立与实

行，参罗兰德富，怕经之风俗及典章制度>>.杨世雄译{台~t: 光启出版社. t9ω 年).尤见斟

25 页.

@ <<出埃及记>> 19: 5. "如今你们若实在昕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

民按目振中译本，此处不应译为"子民而是"产业如今你们若留心听我的声音，守我的

约，你们就可以在万族之民中做属我的产业

串如赛 41: 14.43: 14.44 : 6.44 : 24.47 : 4. 48 : 17.49 : 7. 49 : 26. 54 : 8. 和合本将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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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又以何种方式向处于流放处境中的以色列人，表明他们将得

到什么样的救赎呢?在此，第二以赛亚回到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传

统，传讲新的救赎就是新的出埃及(new Exodus)，诉诸于他们历史和

宗教中的核心经验来构想未来。在开篇的 40 章中，列席天庭会议的

先知所昕到的z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乎我们神的道。 (40 : 3) 

成为新救赎的形像。这里用的"旷野、沙漠"等形像即隐指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经验。出埃及的主题在第二以赛亚的重建传言中不断地出

现，如 43 : 16 所言"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

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

像熄灭的灯火。"这显然是对红海故事(出 15 章)的引述。而在 43 : 19: 

"我要作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

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亦是对以色列人的旷野经验(出 15-17，民 20)

的隐指。

故此，第二以赛亚将流放群体的未来重建构想为"新的出埃及"

但是，结合世界帝国波斯的兴起，这一新的神学想像有更加宽广的世

界史视野。在第二以赛亚对以色列的未来的设想中，有两个支点 z

一、与传统希伯来宗教思想相似，他将以色列人的救赎、神人之间的

圣约关系视为耶和华所支配的世界历史的中心所在:二、一个前所未

有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成为神人关系展开的背景，以色列的救赎成

为对于全人类皆有意义的事件。将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的特殊启示与

人类乃至世界的普遍命运结合起来，是希伯来宗教的一个固有传统。

例如，古史传统(old epic)将以色列先祖一一亚伯拉罕的呼召与人类远

古史他~ 2-11)结合起来:而 P典传统更为以色列史加上一个世界创造的

前言。但是，第二以赛亚却最为系统、深刻地将这两个支点融合在他

的先知传言之中。

面对人们因波斯兴起而激发的回归与重建盼望，第二以赛亚从

神人关系的角度来做出解释，即耶和华对他曾与先祖所立之圣约的

译为"救赎主气而吕译本则灵活处理，有时译为名词"赎回主"，有时则译为"赎回你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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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z

惟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

后裔，你是我从地板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

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

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 (41 : 8-10) 

但是，为避免人们将重建盼望寄托在居鲁士这一政治人物身上，第二

以赛亚认为 z 波斯与居鲁士的兴起也不过是耶和华对历史支配的体现

而己，是他为拯救以色列人而安排的工具。

在 41 章，第二以赛亚以堂辩(court tria1)的文体指出 z 是耶和华兴

起了居鲁士，耶和华是历史的最终主宰。①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

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

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 (41 : 2-4) 

如前所述，先知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深化对于以色列民族的特殊

救赎与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但这又可分为两个不同

的方向 z 一、以色列在耶和华的普世历史中有着特殊意义"以色列是

耶和华的产业或子民"但由于以色列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密切关系，耶

和华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启示必然表现为他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关系，

耶和华是以色列之神，也必然是亚述之神、波斯之神，乃至世界之

神。世界史是以色列史的背景。二、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乃是实现他

对于世界的普遍安排，以色列是"外邦人的光飞简单来说，前者通过

阐述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来强调以色列的特殊意义:后者通过阐述上帝

与以色列的关系来强调上帝对于世界的普遍意义。在这里，第二以赛

亚尤其在第一个方向上做出了发展。他为了强调上帝对以色列的救

赎，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普世意义，从而为他的救赎论提供一个世界史

@这些堂辩文体(trial 5归ech)，可见于《以赛亚书>> 41 : 1-42 : 9, 43 : 9-44 : 5, 44 : 6-23, 45 : 

21. 避一步的考察，参 Roy Melugin, The Fomration ollsa归h 40-5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归。，
53-63 页.亦参ABD之 Second Isai础之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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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强调耶和华的普世意义，不仅掌控着以色列历史，而且掌控着异

国他邦如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历史，并非第二以赛亚的独有思想。

在他之前，阿摩司就曾传言说:

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

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斐托，领亚兰人出吉耳吗? (9 : 7) 

第一以赛亚认为"亚述是我(耶和华)怒气的杖" (10 : 5); 耶利米先知

也认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所选取，来惩罚以色列人的罪。

但是，第二以赛亚更深一层，将耶和华的救赎主角色与他的创造主角

色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救赎论具有宇宙论的根基。这就是他的先

知传言的另一个著名主题:耶和华是世界的创造主。

2. 创造与创造主

在此，第二以赛亚似乎深受P典传统的影响，他在传讲耶和华的创

造主角色时，特别用到《创世记)) 1章中的"创造" (:汉市， create)一

词。在西亚语言文化处境中， K':J又是一个希伯来宗教所特有的词。@

按学者们的统计，在旧约中这一词共出现49次，其中第二以赛亚书17

次， p文本10次，第三以赛亚书3次， <<诗篇》中 14次， <<以西结书)) 3 

次， ((玛拉基书》和《传道书》各1次。从它绝大多数出现在流放时期

的作品的情况来看，它是在流放期才进入到希伯来宗教之中。与"制

造"阴阳， mak:e) 、"做成" ('~'， fonn)两词不同，它是一个专门表示

"神的创造"的词，表示上帝太初时，只用他的话语便"造出万有"②

的创世行为，从而将上帝的创世与人依靠其他事物来制造这两个行为

区分开。它有着特别的庄严意味。一方面，它强调只有耶和华这一位

①分别参 TDOT之战，:l. ABD之 Crea1ion 辞条。

@基督教神学将其称为 ex nihi1o. 当然，它经过了神学的演绎。但圣经特定地用民，:l一词，来

表示上帝只凭话语，而不依赖于其他事物便创造世界，不能不说是创造神学的圣经基础。关于基督

教在神学上发展出"从虚无造万有"的思想，可参Gerhard May. Creatio Ex Nihilo : the D町trine 0/ 
'Creation Out of Noth归'g' 加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trans. by A. S. Worra11 (剧inbwgh : T&T 

C1atk， I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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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将世界创造出来，从而区别于其他创世神话中普遍存在的多神崇

拜，更为突出了耶和华之为创造主与世界之为创造物之间的本质区

别:另一方面，它又强调耶和华的话语在创世中的意义，如果耶和华

单凭他的话语就将世界创造出来，那么，先知的传言即上帝关于历史

的启示也必成为历史真实。耶和华的话语(古气罚， the Word of God)乃扮

演着将创造与历史贯穿起来的角色。

因此，第二以赛亚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传讲耶和华的创造主角色。

他是天上众星象的创造者，如z

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

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接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权

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 (40 : 26) 

也是整个大地的创造者，如z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

地板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能无法测度。 (40 : 28) 

他既是人类的创造者，又是特定的以色列的创造者。总之，是人类历

史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如z

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

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居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

必建造我的域，释放我被掳的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45 : 12一13)

在此，由于他对历史的创造表现为他在人间伸张正义，兴起居鲁士来

拯救那些遭受压迫的人，因此，历史的创造主与他的救赎主形象是合

一的。

第二以赛亚并不将历史与自然截然分开，在他的理解中，耶和华

在历史中对以色列人的救赎是一次新的创造。耶和华的子民处于历史

的苦难之中，不仅是历史的失序，而且是自然的失序，是上帝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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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被混油所侵扰之后的结果。因此，他对历史中的受难以色列人的

救赎，归根结底地乃是在创造论层面的耶和华与混沌之怪物之间的争

战。他讲道z

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

年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政碎拉哈伯、刺造大鱼的，不

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千酒、使海的深处变为赎民经过之路

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田，歌唱来到锡安。 (51 : 

9-11) 

这一段话是讲述耶和华对流放之民的救赎，但要充分地理解它，不仅

要看到它所借用的以色列宗教的核心历史经验一一出埃及、过红海，

而且要看到他所借用的古代西亚的宇宙论图式。在西亚文化处境中，

创造神与混沌神的争战是一个普遍的主题，而海怪、水兽即圣经中的

"拉哈伯(~i1'， R曲ab)、大鱼(1')n ， Dragon)" 就是混沌之神的象征。①

在巳比伦创世神话中，世界乃源于创造之神一一马杜克(M缸duk)与混

沌之神一一提娅玛海怪而阳刚)之间的一场恶战。而在迦南神话的巴力

与大水(B嗣I-Yam)神话中，海、大水或深渊也是与创世神争夺对宇宙的

控制权的混沌之神的象征之物。

同样，在希伯来人的世界图式中，宇宙可分为三层z 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的水(参出20 :衔。所谓"地底下的水"并非一个自然概念，

而是包括地上的海洋以及一切在地下的东西，是"一切的深处" (诗

135 :白，它是地上的一切水系的源泉。在"大水"与大地之间有一层

"天上的窗户"他们: 11 , 8: 2)将它们隔开，当这些窗户打开之时，

便降下大商，乃至形成大洪水。因此，在希伯来人的神学象征体系

中，耶和华与大海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富有神学涵义的主题。在创造

故事中，海与地的分开是上帝创世的一部分。反过来，海或大水却始

终构成对上帝创造的威胁。在挪亚故事中，大洪水是上帝除灭世上创

造之物的工具。海或大水即是上帝的敌人的象征，如出埃及传统中的

"红海之歌"，耶和华分开并战胜大海成为以色列人成为上帝之民的起

由参ABD之 Sea 与God's Conflict with肪agonand Sea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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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从《诗篇)) 29篇与93篇来看，颂赞耶和华战胜大水与海洋，甚至

成为新年的耶路撒冷圣殿崇拜中的"耶和华作王" (YHWH's Kingship) 

庆典的一部分:②先知耶利米也以耶和华战胜或控制大水的形象来象征

他的主权，如《耶利米书))5:22与31 : 35 。

因此，第二以赛亚尽力地传讲耶和华之为创造主的形象。在他看

来，以色列人从流放处境中解放不仅是一个历史中的救赎事件，也是

一个宇宙层面的创造事件。新的出埃及记(New Exodus)就是新的创世

记(New Creation)，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新救赎也是他对宇窗的新创

造。在第二以赛亚书中，对于以色列人的重建应许与自然的创造更新

常常交叉进行。以41章为例， 14-16传讲的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而接着

17-19则传讲自然的更新，沙漠变成乐园。就此而言，创造论构成了第

二以赛亚对流放处境的以色列人传讲救赎论的基础，以色列人的重建

盼望也得以建立在一个更深的、更广的根基之上。所以，我们看到，

突出耶和华的宇宙创造主的角色，乃为第二以赛亚对流放之民的重建

宣告、救赎安慰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或者换句话说，第二以赛亚也

使西亚神话中的创造论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了，救赎乃成为创造的高

峰与目的。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板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

的智能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踢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 o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

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40 : 28-31) 

总而言之，在第二以赛亚书中有几对神学极点z 首先的与末后的仙e

甜st and last 由ings); 巴比伦与锡安(Babylon and Zion); 耶和华与他神

(YHWH and the gods); 以色列与诸国(Israel and the nations); 仆人与以

色列(the Servant and Israel)。③它们为第二以赛亚的神学传讲搭起一个

基本的框架，其中耶和华的创造与救赎的相反相成又是其核心。耶和

华的新创造的关键又在于形成一个"新以色列"一个在锡安圣殿敬拜

由具体参本书第四章对《出埃及记)) IS 章的分析.

晤尤参 29 : 3-4, 93: 3-4这两段经文.

面关于这儿对神学极点的概括，可参 ABD之 B∞k ofIsaiah 之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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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新民。因此，创造与救赎其实又是讲述同一个事件，即从巴

比伦到锡安(台。m Babylon ωZion)的回归，这也是第二以赛亚先知传讲

的最终目的。故此，在von Rad看来，第二以赛亚将对创造的理解与历

史救赎联系起来，并使之服务于历史救赎。①

四、第二以赛亚的一神论

为了安慰处于流放处境的以色列人，第二以赛亚广泛地利用希伯

来的宗教资源和象征，并进行新的解释与阐发。例如z 创造传统中的

伊甸园叙事，被用来表明像"荒场"一样的锡安，即将得到复兴(51 : 

如先祖传统中的亚伯拉罕的呼召故事，被用来表明上帝将把流放到

"地极"和"地角"的以色列人重新召聚起来(41 : 8-10)，从而使流放

之民的重建盼望立基于先祖应许(51 : 2); 他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解放

的重述，也不仅仅是叙述一个过去的事件，而且是对将来重新得救的

确信(43 : 2); 据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红海经验，而衍伸出来的耶和华

战胜拉晗伯怪兽，从而从混沌中将世界创造出来的创世神话，也被用

来表示被流放的这一代以色列人将得救赎，在歌唱中回到锡安(51 : 9-

11)。这些宗教资源与象征被浓缩为耶和华的救赎主与创造主的形象，

并最后整合形成耶和华乃为自然与历史之独一真神的观念。因此，希

伯来宗教的一神论信念，在第二以赛亚书达到其高峰。

匆庸置疑，希伯来圣经中的"神圣"观念，一直是圣经研究、宗

教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当前学者们普遍反对以宗教进化的模式，即从

万物有灵论、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到多神论再到一神论，来解释以色

列人的宗教史。但另一方面，认为古代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有严格意

义上的一神论(monotheism)，同样是与圣经材料不相符的。

在古代以色列宗教史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宗教。一种是由先

知、祭司或少数宗教精英所代表的，强调耶和华一位神，并以耶和华

岳参 G. von Rad在他的 Old Tes翩翩t The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1965)中搭建的

历史神学体系.

@参奥托对此进行的经典研究， Rudolf Otto，而e ldea 01 the Holy, 2'叫 ed.，田ns. John W. f如v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中译本见《论"神圣飞对神圣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与

理性之关>> (成都2 四川人民，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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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法作为群体生活的规则:另一种是由以色列大众乃至君王们所代

表的，深受迦南文化的影响，实行偶像崇拜，在耶和华之外亦崇拜别

神。前者代表着希伯来宗教的精神，正典的希伯来圣经发出的也主要

是他们的声音。但在具体的以色列历史上，后者才代表以色列人的太

多数，并超过前者，是以色列的现实宗教生活的主流。①

所谓的先知精神，乃体现在对这些"宗教的大多数"的批判之

中。先知对于以色列大众的宗教崇拜进行批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z 耶

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除此之外，以色列没有别神:不能用任何被造物

来取代对耶和华的崇拜。这是《出埃及记>> 20章摩西十诫的第一条。

但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神论。学者们倾向于把它称为"本主

一神论" (henotheism)，即认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独一神，但并不否认

他神的存在:也不否认别的民族敬拜他们的神的正当性。《申命记》的

十诫也以同样的方式，表明耶和华是一个忌邪的神，不允许以色列人

崇拜任何他神。并要求以色列人以"全心、全意、全力"来敬拜耶和

华，因此，它又可称为"崇拜一神论" (monola町)。

对异族宗教的批判，以及对耶和华乃掌控历史的主宰的信念，使

得先知们越来越倾向于从普世(univcrsalistic)角度对耶和华进行理解。

尤其在第二以赛亚这里，耶和华既是在世界历史中拯救以色列人的救

赎主，又是自然万物的创造主，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神论观念。他

不仅认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在他之外不应敬拜他神，而且，他神

的存在本身也被他彻底否定。第二以赛亚书是希伯来圣经中最明确

地、最严格地确认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文本。第二以赛亚书的多处经

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指出 z 耶和华之外，并无别神。@例如z

我是首先的，我是未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44 : 6) 

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45 : 5) 

。〉参 ABD之God inthe归之辞条.实际上，先知传统也有对西亚文化的借鉴，希伯来宗教与西亚

文化的关系远比这两条路线要复杂，参 M础 S; Smi曲1. The Eat命 History of α，(1: Yahweh and加侃er

Deities in Ancient Ismel. 2nd饨. (01田KI Rapids: Eer由国圃，组阻)一书的分析。并可参.斌. <是与终极存

在). <<希腊哲学与原创文化>> (北京:社科文献. 2∞15). 

@希伯来文是C'l"I与民 1吨桃叶的~，.英文将它译为ThereisnoGωexceptme. 用的是存在论的
变达式，即不存在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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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

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板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

神，再没有别神。 (45 : 21) 

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 (46 : 9) 

所以，学者们认为，第二以赛亚才是希伯来宗教的第一个真正的一神

论者。①

以此一神论为基础，相比于其他先知而言，第二以赛亚的另外一

些思想也就更显突出。第一、他对偶像崇拜的反对尤为激烈和有力。

他用很大的篇幅来嘲讽巴比伦的偶像制造，来说明这些偶像只是人手

所造，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事物，没有真正的存在(44 : 18-20. 44: 9-

20). 更无法在人类历史中实现它们的意志(42 : 5-17. 44: 6-8)。第

二、以"自隐的上帝" (a hidden God)的思想对以色列人的被流放命运

进行解释。既然耶和华是自然与历史的唯一主宰，那为何他的选民以

色列会遭受流放命运昵?在第二以赛亚看来，以色列人的被流放同样

是上帝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但这时，上帝将自己隐藏起来，如45 : 15 

所言"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lnnoc 蚀. God who 

concea1s himself) 0 "其自隐的目的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人的罪进行惩罚:

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巴比伦帝国乃至世界历史中更宏伟地彰显耶和华的

启示，甚至要使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光" (42 :白。第三、与一个自

然、世界历史的主宰的一神论相对应，上帝的启示与祝福乃是向普世

人类开放的。在第二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中，一方面是对深层的圣约传

统的坚持，即"以色列是耶和华的民，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飞另一方

面又强调耶和华是要通过以色列来祝福全人类，也就是说，耶和华拣

选以色列这样一个特殊民族，其最终目的却是要实现他作为救赎主和

创造主对于全人类、世界历史乃至整个创造的计划。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

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田。万膝

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 (45 : 22-23) 

@参 J. Collins,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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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第二以赛亚与第一以赛亚、弥迦先知、古史传统中的亚伯拉罕

祝福的普世精神是一致的。①在他设想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一方面，锡

安圣殿将不仅属于以色列人，而且属于"许多国的民"参拜的对象，

是外邦人藉此归于作为历史和自然主宰的上帝的圣地:另一方面，回

归锡安也并非就是上帝所掌控的世界历史的终结，它只是一个新时代

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万民受耶和华的视福，国与国之间永世和

平，人与动物、自然也和谐相处。耶和华实现他对于整个创造世界的

最终救赎。

可以说，在希伯来宗教中始终存在着两股基本潮流z 一个是强调

只有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圣约之民:另一个则强调普世人类是耶和华的

救赎对象。在先祖应许、先知精神乃至锡安神学中，都可以看到这两

股潮流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以赛亚对于一神论的深刻理解，使得他

的先知传言的普世关怀尤为强烈。虽然，由于他仍然使用希伯来宗教

的传统术语系统与意义结构，所以仍然表现为以以色列历史为主线

的、以锡安为中心的、耶和华主义的普世主义 (universalism on 

Yahwistic terms, cen馆时 on Zion户，但他的普世主义的深度与广度却是

前所未有的，或许这也是它为什么后来被《新约》广泛引用的原因之

一吧。

五、仆人之歌

在第二以赛亚书中"仆人" ~:Jl1， 回凹ant)这个词多次出现，特别

是42 : 1-4, 49: 1-6, 50: 4-9 , 52: 13-53 : 12这四段乃围绕着"耶和
华的仆人"展开的先知神谕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学单元。人们习惯上将

它们称为"仆人之歌"。圣经文本通常明确地点出雅各(以色列)、摩西

等为耶和华的仆人，但这些诗歌并未讲出谁是仆人(通常称之为"未名

之仆" )，构成了希伯来圣经中最难解释却又最有意味的几段经文。尤

其，基督教将希伯来圣经接纳为《旧约》后， 52: 13-53 : 12被认为是
先知对耶稣受难的预言，成为基督教会最常引用的经典经文。

由参 4以赛亚书>> 2 : 2-4. <<弥迦书>> 4 : 1-5. <<创世记>> 12: 1-3. 

@ 1. Collins.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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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诗歌在整部第二以赛亚书中的编辑作用，近来开始受到人们

的注意。例如， 42: 1-4中的第一首仆人之歌，与41 : 8-13的明确称呼

以色列为仆人的诗歌构成呼应，而它们又都分别接在一段以居鲁士为

主角的诗歌之后(4i : 1-7 , 41 : 25-29)。而在一个更大的文体范围内，

44 : 25-45 : 7中的居鲁士之歌与52 : 13-53 :江中的受难仲人之歌对

应，构成第二以赛亚书的总体结构。就此而言，它似乎有意地以未名

之仆与世界君王居鲁士形成对照，他们虽同为耶和华的仆人，但一者

荣耀一者受难，既同又异。而49 : 1-6的第二首仆人之歌，同样在整个

第二以赛亚书的编修结构中有着中心的位置。@所以，考虑到这些仆人

之歌的文学特征，人们认为 z 不应将这四首仆人之歌单独地进行研

究，而必须以第二以赛亚的整体思想为背景，对它们进行诠解。

对这些仆人之歌的解释，通常围绕着几个问题来进行。一、"补

人"是指一个具体的个人，是指圣约群体，还是以人格化的方式表现

的群体即所谓集体人格(corpo附 personality)一一以色列川二、"仆

人"是像基督教传统的理解那样，意指一个未来的弥赛亚救主，还是

指当时将回归之希望带给以色列人的居鲁士王呢?三、补人之歌是强

调苦难(suffering)呢?还是强调苦难之后的荣耀(exaltation)?当然，在

这些诗歌当中，这些主题又是辩证地综合在一起的，很难明确地说它

们只是强调其中之一。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谈到"仆人之歌"中的仆人意指为谁，人们

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与耶和华立约的圣约群体(covenant ωmmunity)。在

49: 3中"以色列"即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而在第二以赛亚中，以

希伯来诗歌对仗文体@缸allelism)出现的"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

拣选的"这一格式经常出现。@更直接的是，将第二以赛亚中明确地称

以色列为仆人的诗歌与这四首未名仆人(Anonymous Servant)之歌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用词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

ω参R. Rendtor霄'， 195-196 页.

②关于"集体人格"的概念，经典研究见 H. WC. 融市油田，n， "The Hebrew co阻碍回国onof

corpo脚Personali旷，收于 Co刷刷1I Perso1UÚity 归 Ancient Israel (阳Iadelp恤: Fonr回s， l96份， 1剖

页.

⑥参 41 : 8-10, 43: 8-13. 44: 1-2. 44: 21. 45: 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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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用语 以色列我的仆人之歌 未名仆人之歌

耶和华所拣选的 41 : 8-9; 45 : 4; 43 : 42: 1 

10; 44: 1; 49: 7 

从你母腹就形成了你 44 : 2; 44: 21. 24 49: 1. 5 

耶和华扶持你 41 : 10 42: 1 

用耶和华的手影遮蔽你 51 : 16 49: 2 

用耶和华的灵挠灌你 44: 3 42: 1 

被耶和华看为尊贵 43: 4 49: 5 

外邦人的光 42: 6; 51 : 4 49: 6 

在地上建立公理 51 : 4-8 42: 4 

耶和华因他而荣耀自己 44: 23 53: 10: 49: 3 

当然，在它们之间，差异也是非常根本的。例如，第二以赛亚称以色

列是悖逆的、有罪的(43 : 27). 而未名之仆却是忠信的、无罪受苦的

(50 : 5. 53: 4-6); 以色列是带着忿怒接受上帝对他们罪的惩罚(51 : 

21-23)，而未名之仆却是甘愿的、无所怨言的受苦(53 : 4-9); 以色列是

因自己所犯的罪而受罚(42 : 24-25)，而未名之仆却是无辜受苦(53章);

以色列是要被拯救的(to be redeen时. 43: 1-7). 而未名之仆却是要拯

救(to redeem)以色列的(49 :匀。

因此，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把未名之仆解释为集体性的概念，即

与耶和华立约的以色列民。即便它不是指历史上的整体以色列人，也

起码指以色列中的一部分忠信之民，或者一个从未在历史中出现过，

但被作者理想化的一个集合性的群体。①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指的是某

一个人或某一先知，而不是一个集体性的对象。如44 : 26. "使我(耶

和华)仆人的话语立定，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中的"仆人"即显然

指先知，而非抽象的以色列集体。第二首仆人之歌就强调这位仆人对

于以色列的大使命，也表明它与以色列集体是有别的:在53章中，说

这位仆人是"忧患的人" (man of sorrow纱，用的也是单数人称。②

但更大的可能是，古代以色列人并未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做出"非

此即彼" (ei由er/or)的区分，而是在心理上将个人与集体融合为一个整

(i) cc. W.Mi串cheU. Our Suffering Savior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鼠 2∞3). 26 页.

气N在此用. man of sorrows. and a叫田inted wi由 grief. 此处参吕振中之译本为"多受痛苦、
熟知忧患的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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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即所谓"集体人格" (co甲orate personality)，这也更适合古代文明的

普遍特征。类似情形，可以见诸于先祖叙事，先祖如亚伯拉罕、雅各

等的故事，与其说在讲某个先祖的故事，不如说是在讲整个以色列民

在西亚的历史:也可见诸于希伯来宗教的核心观念:耶和华上帝与一

个单数的民族整体立约的"我与你" (1 and you)的对话模式之中:也见

之于文学性的修辞隐喻之中，如以妇女怀胎、夫妻、父母与儿女之关

系来比喻耶和华与以色列民等。①在其他的先知文学中，在指称与上帝

立约的以色列人时也经常在单复数人称之间变化，如《何西阿书》

11: 1即称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用的是单数的"他飞但在紧接着的2

节中即用复数"他们越发离开飞因此，在这些仆人之歌中"仆人"

既是第二以赛亚所盼望的将以色列人再次领出"埃及"的领袖形象，

又是他将对以色列群体的集合命运投射为单一个体形象的历史理解。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耶和华通过他的仆人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是指

当下的事件，还是指未来的盼望，需要将它放到第二以赛亚对新时代

(newage)的理解之F来看待。首先，第二以赛亚对"未名之仆"与居

鲁士的颂扬，所用术语较为相似，在它们后面，乃蕴含着以色列传统

的弥赛亚盼望及阿卡德文化中的皇室神学的传统。②因此，在仆人之歌

中的盼望既是当下的，又是未来的。就前者而言，它指当下发生的世

界政治情形，居鲁士的兴起与巴比伦的将亡开启了耶和华所主导的世

界历史的新阶段:就后者而言，以色列人在苦难中已经得到纯净，他

们将回归耶路撒冷，锡安将重新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中心。

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以赛亚中的弥赛亚盼望(messianic ex严侃tion)

似乎借用了《撒母耳记下》第7章所体现的皇室神学传统，即耶和华对

大卫后裔的不忠信的惩罚，并不会永远地废除大卫子孙的王位。在惩

罚之后，耶和华将在未来重建大卫的世系。因此， <<以赛亚书}} 55 : 3-

5在谈到来临的耶和华仆人一一弥赛亚时即回指耶和华对大卫的应许。

但是，由这位仆人所开启的新历史的核心，却不是对以色列王朝的更

新，而是对整个以色列人的更新。或者，更深一层上，是对整个人类

由可分别见赛 46 : 3. 54: 6. 49: 21 等处。

@参 A. Laaω• The Servant 01 YHWH and Cyrus: A Reinterp1f!tation 01 lhe Exilic Messianü: 

Programme in lsaiah 40-55 (Stockholm: Almqvist & Wlkselllnternation剑.1992)，尤见该书第 2章. 29-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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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因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是"列邦的光"但咱「嘛与J a light of 

也.e Gentiles, 49 : 6) J 将上帝的救恩施予万民。

"仆人之歌"的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它对苦难的理解.值得注意的

是，在此前的先知传统中，人们普遍把流放苦难归因于上帝对以色列

人的不忠不信的惩罚，但在仆人之歌中，却将苦难做了一种代赎性的

(vicarious)理解，即一个人所受之苦是对另一个人的罪所做的赎救

(aωnement). 这一观念在希伯来宗教的祭祀文化中有所体现，如《利

未记>> 16章的赎罪山羊的祭礼。在第二以赛亚看来. 53章的未名之仆

的死，不是因为自己之罪，而是为"我们众人的罪孽"。更深一层意义

上说，这位未名之仆是以色列民的象征，从而表明以色列民所受的流

放之苦难是为所有世人承担罪孽。所以，在第二以赛亚看来，流放之

苦难并非是以色列历史的终点，而恰恰是通过以色列人的受苦来开启

上帝之国。因此，第二以赛亚颠覆了先知传统对于苦难的消极理解，

即受苦只是上帝对于罪的惩罚:他赋予其积极的意义，即它一方面是

对他人之罪的代赎，另一方面是将荣耀之境界引领进来的必经阶段。

所以，在第二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中，以色列人结束流放之苦后，将进

入重建阶段。进而，在世人见证了以色列从流放到重建的神奇转变之

后，将忏悔他们的罪，并承认耶和华为世界和历史之主宰。在此意义

上，未名之仆不是牺牲品。icti时，而是胜利者(victor)。

总而言之，第二以赛亚的未名之仆的形象是奇特的。一方面，它

立足于希伯来宗教的传统概念，即以色列是耶和华的拣选，在历史中

有着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第二以赛亚对于耶和华作为世界、

历史之主宰的内涵理解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扩展，使得他对于以色列的

拣选(Israel' s election)的理解也深化。"拣选"的神学观念不只是对以

色列的历史杳意义，而且对于普遍人类历史都有意义。以色列所遭受

的流放之苦也不只是对以色列所犯之罪的惩罚，而且是对普遍人类之

罪的代赎。与此相关，将荣耀的弥赛亚理解为一个受难之仆的形象，

也成为希伯来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虽然，只有在后来的基督教传统

中，它才成为一个核心性因素。①

由尤其可见于《使徒行传>> 8: 26-39. 脐利以耶稣之受难来讲解《以赛亚书》之 53 章，即可见

早期基督教以希伯来先知传统中的受难仆人来理解耶稣的弥赛亚角色.但受难弥赛亚的形象，并未

成为犹太宗教的主流，即使如 Martin Buber 与 Ab时18m H酬lel 等犹太著名学者也承认以弥赛亚盼

望来解释第二以赛亚的受难仆人有其合理性.见Martin Buber. The Prophe优 Faith 阴阳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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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三以赛亚z 以赛亚传统的延续

如上所述， <<以赛亚书)) 40-55章常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

文学手法上， 40: 3-5节与55 : 12-13节都是传讲"重新出埃及" (New 

Exodus)的主题，从而以前后呼应体(inclusio)的形式将40-55章内括成一

个整体。故此，人们感到在56章之后，文体与内容又一次与前面章节

断裂开来，构成一个新的整体。 56-66章作为《以赛亚书》的最后一个

部分，在历史背景、文学特征与神学主题上，与第二以赛亚书有较大

的差异，常被称为"第三以赛亚书"。

人们一般认为，第三以赛亚书成于兴建第二圣殿时期，即大约在

公元前520-515年。①它反映了一个回到巴勒斯坦的回归群体从浪漫理

想到冰冷现实的情感变化，以及内部存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纷争等。

与第二以赛亚热情洋溢地颂赞与盼望回归耶路撒冷不同，第三以赛亚

现实地面对回归后社群内部的矛盾，甚至是理想破灭之后的酸苦。第

二以赛亚的先知预言，似乎是超越于现实的流放群体之上，来审视整

体的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因此，以色列的整体历史被人格

化为受难仆人，通过他的受难来将祝福全人类:而第三以赛亚则深入

以色列群体之中，将不同人群分而视之，只有那些仍然忠信于耶和华

的人被称为"仆人"而其他的以色列人则欺压他们。在此意义上，第

三以赛亚作为"后流放时代" (post -exilic)的先知传言，与前流放时代

(pre-exilic)的先知作品有着更大的相似性。例如，它谴责在回归社群中

存在的异教崇拜z

我整天伸开着手招呼倔强悖逆的人民，就是随自己的意囤行

不善的路的;这人民不断地当着我面惹了我发怒，在园林中宰献

祭物，在砖瓦上熏祭，在坟基间呆着，在秘密处过夜，吃着猪

肉，他们器皿中有"不新鲜"之物作的汤。 (65 : 2-4，吕译本)

Harper Torcbbook.刚刚， 218 页 Abraha皿 H田cbel， The Prophets (New York: Harper & Row, (963)第

12 与 18 章.

咱当然，人们也相信，与希伯来圣经的其他经卷一样，第二以赛亚也是经过一个过程才形成

的，是一个"历时性的(diacbro皿c)产物飞其中一些神谕(田3d田}乃远早于第二圣殿时期.参 ABD

之 Isaiah， Tbird Isaiah 之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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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以色列人存在的两种人z 忠信于上帝，与不忠于上帝者。对于前

者，耶和华将拣选并保守之，对于后者，将施行惩罚与谴责。

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仓乎原必成

为羊群的圈;亚割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

得。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远摆是席、

给天命盛满调和洒的，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

杀。 (65 : 9-12) 

同时，第三以赛亚的先知传言，也反映了回归群体对于什么是真

正的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恰当方式、外邦人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等问

题上存在着的差异看法。对于由以斯拉、尼希米为领袖的当权者来

说，祭司、祭礼与圣殿是理想的回归社群的核心要素，也是以色列人

之为以色列人的关键所在。但在第三以赛亚书中，前流放先知们所强

调的公义、慈善高于祭礼、仪式的精神再次回响。如58: 2-8所述z

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

工。……这样禁食，岂是我(指耶和华)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

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辄上的

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辄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

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峰他衣服退休，

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

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

这与阿摩司先知强调社会公义，反对只在表面严守祭礼的精神(摩5 : 

21-24)有相同之处。甚至，第三以赛亚极端地对祭礼做出全盘否定，如

其66: 3所言z

假冒为善的宰牛，好象杀人;献羊羔，好象打折狗项:

献供物，好象献猪血;烧乳香，好象称颂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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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对于圣殿在神人关系中的作用，第三以赛亚也有相对冷静

的理解。在他看来，圣殿只是人神沟通的一个场所而己，对于耶和华

而言，它是可有可无的，而它的重要性更比不上人们内在的虚心而敬

畏。他说: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

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

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固我话

而战兢的人。.. (66: 1-2) 

这里，第三以赛亚似乎借助《列王纪上}} 8章所罗门的献殿之祭中的申

命史学传统，以抵制后流放群体中过度强调祭祀传统的倾向。①

另外，在如何看待外邦人在以色列回归群体中的地位问题上，第

三以赛亚也与以西结传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②在以西结传统中，外邦

人不准进入圣殿之中，如《以西结书}} 44 : 9 , '‘主耶和华如此说z 以

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但在第

三以赛亚中，耶路撒冷的圣殿则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如56: 6-7说z

(耶和华说: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是凡守

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我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

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蟠接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

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因此，第三以赛亚与第二以赛亚一样，他们构想的太平之国虽然是以

锡安、以色列人为中心的，却是包容外邦人的，有普世主义的关怀。

这与以西结所构想的锡安之所以成为一座圣城，是因为它能将以色列

人与外邦人隔离开来，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以赛亚所设想的锡安圣

城，不是只保护以色列人的，而是"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

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赛ω: 11)对

@可分别与《列王纪上>> 8: 27 进行同的比枝，参本书第八章对所罗门献股祷文的分析z 亦可

与《以西结书>> 40-48 章进行异的比较，参十七章对以西结的重建构想的分析.

曲关于外邦人问题对于以色列回归社群的意义所在，请参李炽昌、游斌. (生命盲说与社群认

同B 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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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锡安的这二种不同设想，是回归的以色列社群对于外邦人的不同

态度，在神学理解上的反映。@

最后，第三以赛亚书所包含的天启文学(apocalyptic)因素，也是值

得人们注意的。与《以赛亚书)) 24-27-起，第三以赛亚书(即赛56-66)

甚至被人称为"早期天启文学"但缸'ly Ap∞alyptic)。②简而言之，第二

以赛亚是将上帝的救赎安排和计划拉入到现实的政治和历史之中，是

"由彼岸至此岸";而第三以赛亚则是渴望超越现实的政治和历史，而

进入到纯粹宗教想象的元历史(me饱.-history)层面，是"由此岸至彼

岸飞虽然它们都是强调上帝意志的充分实现，但前者强调的是在现实

历史层面的实现，而后者则强调其在超越层面的实现。所以，天启文

学充满了宗教想象，而且带有强烈末世论(eschatological)的色彩，即上

帝在终极事件(last 世rings)中彻底地征服了导致此世败坏的总根源一一恶

或魔鬼，从而将一个全新的时代引入进来。由于恶的总根源已经被彻

底征服，因此，这个新时代彻底与旧历史断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

态，即所谓"新天新地飞我们可以来看赛65 : 17-25所构想的这个新

世界: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

音和哀号的声音。……翁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革与牛一

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

害物。

可以说，启示文学是后流放社群的一种重要文学和神学形式，在后面

几章将详细讨论。但是，在第三以赛亚中，却已经可以看到"天启文

学的黎明" (the dawn of Apocalyptic)了。

(j) J. Collins, 389-392 页.

@参 P. Hanson 在 ABD 之 ApocaIyptic 辞条所傲的说明.另可参同一作者在 TM Dawn 01 

Apocalyptic: the Historical and S，町'iological Roots 01 Jewish Apoca抄>ptic Eschatology, Rev. ed, 

(阳ladelphi缸 Fortr回s， 1979)一书中对第三以赛亚专辟一章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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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赛亚书》的正典统-性问题

历史批判学兴起以来，人们倾向于以"分"的路径来研究圣经文

本，着重于某一文本在历史不同阶段的所谓"最初形式 n (original 

form) ，但近年来正典评断学转变了人们研究圣经文本的路向，以

"合"的路径来讨论文本，要求人们注意文本的"最终形式 n (final 

form). <<以赛亚书》因其在圣经宗教中的突出地位，以及因为它既包含

着鲜明的"最初形式"的文本，三本以赛亚书之间的界线相对分明，

其"最终形式"又具有强烈的统一性，便成为这两种研究路向交锋的

经典个案。①我们己对《以赛亚书》的"最初形式"做过分析，在此我

们要集中地分析"最后形式" <<以赛亚书》的正典统一性(canonical

unity)问题。

对《以赛亚书》的正典统一性的讨论，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

是通过确定在三个文本单元之中贯穿着的神学主题，来说明有一个覆

盖这三个文本的思想学派(school)，从而论证它们的神学统一性:另一

种则更细致地对这三个文本的编修结构进行考察，以证明它们之间相

互涵摄，一中有三，三中有一的关系。

先来讨论通过神学主题来考察这三个文本的内在统一性的可能。

人们发现诸如安慰、罪惩、锡安/耶路撒冷、把耶和华称为以色列的圣

者等，都构成了将这三个文本串连起来的神学关键词。@举例来说，

"安慰" (Cnl , comfort)一词是第二以赛亚书的起首，也是它的显著主

题，如49 : 13 , 51 : 3 , 52: 9，在51 : 12中，耶和华自己就是一个安

慰者。而"安慰"一词既见于第一以赛亚书的12章的起首句，又是整

个12章诗篇的主旨，而通常人们又将12章称为对1-11章进行总结的诗

篇。而在第三以赛亚中 tt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主的灵降临在身

@量~B.αlilds. lsaiah α刷isville: WI臼tminster lohn Knox. 2∞1)采用正典评断学方法对 4以赛亚
书B 的统一性进行的经典研究。

@详参 Rendtorff. 198-2∞页，关于"以色列的圣者它在《以赛亚书》共出现 25 次，且广泛

分布，如 1 : 4, 5: 19, 5: 24, 10: 20, 12: 6. 17 汀， 29: 19.30: 11 , 30: 12.30: 15 , 
31:1.37:23, 41:14, 16, 20.43:3 , 43:14.45:11.47:4, 48:17 , 49:7, 54:5. 

55: 5.ω: 9. 14 等，考虑到在《以赛亚书P 之外，这一名词在整个希伯来圣经中只在《耶利米

书>> 50: 29. 51 : 5 , (诗篇>> 71 : 22. 78: 41 , 89: 19 等处零星出现，那么，称耶和华是以色列

的圣者是以赛亚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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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先知的职责(61 : 2); 耶和华自己将像母亲安慰儿子一样，安慰
被击打的上帝圣民和耶路撒冷(66 : 13)。这么连贯而统一的神学主题，

说明这三个以赛亚文本的合成不单是后人的编修成果，而且它们之间

在神学思想上有相当的承传性。

更精巧的是从神学主题、编修技巧上来看这三部以赛亚书之间

"三中有一，一中有三"的特征。例如，对《以赛亚书》中的"公

义"φ咽. righ也ousness)一词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第一以赛亚中，

"公义"一词常与"公平"但E)W口. faimess)在一起搭配使用，主要指人

的行为。①但它们合在一起有时也会用来说明耶和华的行为，如5 : 

16. 26: 9. 28: 17等。我们可以来比较两句话z

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教赎 mElM ~ElW~ l'"J 
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教赎。 (1 : 2η 罚i'''TJ~ l'T'~阶

惟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阳回C~ M'民~J l'n:-t" :-t:ll叫

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 (5 : 1创 :π问囚的问由.，p:-t以m

前者指人类层面的行为，后者指神圣层面的属性。也就是说，在第一

以赛亚中，公义与公平主要用于说明人间的道德行为，但也可用在对

神圣属性的描述上。但在第二以赛亚中，公义与公平从未结合在一起

用来表示耶和华的神圣属性，而在叙述耶和华的行为时，绝大多数却

是将"公义"与"救恩"。因吨. salvation)结合在一起使用。@但转到第

三以赛亚时，它的起首句56: 1就是=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

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

一下就将前面两个部分的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将人所行的"公平、

公义"与神的"救恩、公义"联系起来。既从神学上，又从文本结构

由参《以赛亚书>> 1 : 21 ,27,5 : 7,9 : 6, 16 : 5, 1 : 6,5 : 23, 11 : 4, 26 : 10 等。

@经文可参 45 : 8, 46 : 13, 51 : 5, 6, 7. 第二以赛亚对公义的讲述，还可参 48 : 18, 54 : 13, 
41 : 2, 10,42 : 6,21,45 : 13, 19,21 ,23,54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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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前面二部以赛亚书结合起来。

所以，通过对三部以赛亚书的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倾向于认

为，第二以赛亚的结构整齐紧凑、内容统一，可能最早独立地成型。①

但第一、三以赛亚书并非就是简单地叠加其上，很可能是在对整部的

以赛亚书进行编修时，也不断对第一、三以赛亚的主题、结构进行调

整，并反过来又影响整部书的结构，即"三中有一，一中有三"。例

如，第一以赛亚的整体结构是"惩罚一拯救"的二段论:而第三以赛

亚要求人们"守公平、行公义"来呼应上帝的救恩与公义，都反映了

这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总之，对第一、二、三以赛亚书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都不能脱

离对整部以赛亚的成书进行考察。正典《以赛亚书》并非是由三个独

立的以赛亚文本搭建而成，而是由很多的传统经过漫长的层累，它们

之间又相互渗透、影响，才形成今天的《以赛亚书》。在此意义上，

《以赛亚书》不像是由三块花岗岩垒成的石墙，而更像是一块齐整的

钢筋温凝土。

由关于第二以赛亚在整个《以赛亚书》的文本编修中趣着的重要作用，参 H. G. M. Williamson, 

The Book Called Isaiah: Deutero-l幅iah's Role in Composition and Redaction (Oxford: Clarendon, 1锐问

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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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圣殿时期:犹末教的制度化

在第二以赛亚之后，以色列人的历史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圣经文

本也进入一个新单元。在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回归群体再次成为历史

叙事的主要对象，即所谓的后流放社群(post-exi1ic community)。所谓

"后流放时期" (post-exilic)，只是-个大致的称呼，指公元前 539 年

波斯帝国结束巴比伦对西亚各国的统治之后，以色列人亦结束其在巴

比伦的流放生涯，回归耶路撒冷。由于这一段时期又以重建圣殿和重

整犹太人群体为主，所以又称"重建时期"但.esω，ration)。此外，第二

圣殿建成之后，经过以斯拉和尼希米领导下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耶路

撒冷圣殿再次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直到公元 70 年被罗马军队再

次摧毁，因此，还被称为"第二圣殿时期" (Second Temple Period) 0 

在圣经文本上，则主要进入希伯来圣经称之为"圣卷" (Writings) 
的部分。这也是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旧约》顺序排列差异最显著的

部分。按希伯来传统，这个部分按顺序包括z 诗篇、箴言、约伯记、

雅歌、路得记、哀歌、传道书、以斯帖、但以理、以斯拉、尼希米和

历代志。而基督教则将其打散置入于不同的单元之中，如路得记、历

代志、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记插入到不同的历史书部分:诗篇、

雅歌、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被编为智慧书:而耶利米哀歌与但以理

书则被当成先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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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宣告到解释

为更好地理解下面儿章对希伯来宗教在后流放时期发展的具体分

析，我们先从总体上对它做一把握。简而言之，这一时期希伯来宗教

发展的总体潮流是:古典先知时代结束，制度化的犹太教开始出现，

文士。，cribers)与祭司(priests)成为宗教生活的主流。在宗教思想上，耶

和华通过先知的直接启示慢慢终结，人们转而通过其他三个方面来获

得上帝的启示z 神权社会的(也e∞ratic)，①即通过宗教的制度化，确立

祭司群体对基本经典的解释:末世主义的(eschatological)，又称为天启

论的(a严calyptic) ，即完全超越现实历史的，对世界之最终事件(last

由ings)或在纯粹灵性层面的上帝与恶(Evil)的斗争，所做的宗教想像:

人文主义的(intellectual)，又称为智慧文学的，即通过对人间日常生活

的观察，运用人类理性思考之后得出生活智慧。@它们形成了后流放时

期的三类主要圣经经卷， IlP"历代志史"主要叙述犹太教制度化的过

程，包括《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天启文学，主要在

《但以理书》之中，其他的先知书如第三以赛亚、《撒迦利亚书》、《玛

拉基书》等也有天启文学的因素:智慧文学，主要在《箴言》、《约伯

记》和《传道书》之中。

早在新约时代，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就注意到 z 先知的统绪(由e

succession of prophets)在波斯时代就终结了。@他这里所指的先知是指

"摩西般的先知气或可称"古典先知" (cl部sic prophets)，其经典形像

如《申命记)) 18 : 15-18 所示z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

们要听从他。……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

白白阳x:racy.常被译为是"神权政治"或"神权政体常使人得出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的

误解。在此，它实际上只是指后流放时期的犹太群体以宗教作为组织社会的一个基础，并宗教为基

础来建构其他社会制度的一种方式。此时的巴勒斯坦只不过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属邦，犹太教谈不上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许恰恰因为是异邦的政治统治，才使得犹太教可以发展成为具有强烈制度性

的宗教。

②这一章主要讨论第一类潮流，第二类在二十一章"天启文学"中分析，第三类在二十章"智

慧文学"中分析.

面 Apion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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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如前所述， <<申命记》是王朝时代的申命学派的作品，因此，这里先知

的形像实际反映了王朝时代对理想先知的理解。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耶和华将当说的话传给先知:先知将上帝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以

色列人。可以称这样的先知传言为"活的先知传言" (living 

prophecy)，它直接通过先知之口，用"话"的形式来宣讲上帝之道，

而无需其他权威的佐证。所以，古典时期的先知传言是对上帝之道的

直接宣告(proclamation) 。

进入后流放时期之后，先知的这种古典类型就基本结束了。《诗

篇)) 74 : 9 就是第二圣殿时期人们的某种通常观念的反映"我们不见

我们的标帜，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

呢!"同时，后流放时期的先知开始有一个新的称呼，即"耶和华的使

者" (i1'i1~ 1跳切， messenger of YHWH)，如《哈该书)) 1 : 13 , <<撒迦利
亚书)) 1 : 11-12, 3: 1-6，甚至最后一部先知书《玛拉基书))，其书名

可能不是指一位先知的名字，而是"使者"一词，而玛拉基先知也从

未被称为先知，而始终只是被称为"使者飞这也许意味着后流放时期

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把流放前后的先知传言区别开来。在后流放时期

的史志作品对以色列史的重述中"先知"与"使者"也是有所区分

的，前者多是对王传神言，后者则多对百姓传神言。①而撒迦利亚多次

把前流放时期的先知称为"以前的先知" ~口~)~M'i1 C~M~:::lJ罚， former 

propt随时，②也表明后流放时期的人们一方面把前流放的先知作为一个

整体来看待，另一方面也把后流放时期的代神传言当成先知活动的一

个新阶段来看待。

古典先知在后流放时期的结束，其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即王朝

和国家的终结。后流放群体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族群和

宗教群体，回归巴勒斯坦，并与留守在当地的以色列人一起，形成一

个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灌邦。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古典先知赖以生存的

由参William M. Schni甜wind，即胁rrJ of God 归 Transition: from Pro，阱et 10 EJcegele in 1，加

Second7切盼 Period (Sheffield: Sheffield A叫.emic Press, 199.5)，尤见其第二章，胁129 页。

由《撒迦利亚书B 多次提到"以前的先知"这一名称，如 1 : 4. 7: 7. 12 等，似乎表明后流

放群体已经约定俗成地将此作为对前流放时期先知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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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根基，因为古典的先知活动与以色列王朝乃或多或少是两个相生

相伴的现象。一方面，在以色列王朝产生时，先知就作为耶和华崇拜

的捍卫者，或者成为王朝制度的批判者如《撤母耳上>> 8 章，或者代表

耶和华传统对王朝进行合法性论证如《撒母耳记下)) 7 章:另一方面，

它们站在耶和华崇拜的立场，对以色列的国家事件进行解释，将一个

民族国家的世俗历史转换到耶和华神圣意志实现的宇宙层面。但是，

自公元前 586 年开始，王朝制度就终结了，古典先知作为一个与王权

(kingship)相克相生的制度(Institution)也随之终结。同时，以色列也失

去了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古典先知们的精神使命即从上帝意志的超

越层面解释民族国家的世俗历史也无从谈起。因此，在后流放群体

中，几乎看不到古典形态的、活生生的、直接用话语宣告上帝意志的

先知活动。

而在另一方面，以色列作为"耶和华的子民"的宗教意义并未消

失，回归群体仍然是一个宗教群体。"耶和华的子民"这一身份界定的

制度意义，通过另外二个形态表现出来。一是通过宗教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一一犹太教。王权的消失导致了它的对立面一一古

典先知的终结，但它也开辟了另一个可能，即希伯来宗教从其他制度

中独立出来，不再弥散于世俗国家的各个层面之中。它按照自己的方

式，围绕着圣殿崇拜，组织起完整的一套祭礼制度、祭司群体和崇拜

方式。这就是后流放的回归群体建立的所谓"神权社会" (也eocracy)。

二是通过传统的经典化(canonization)即对古代宗教传统的书写、整理和

解释，并使之成为群体的基本权威。后流放群体将摩西律法编修成书

(,ElO, Book)，以之作为群体的基本法典。

宗教的制度化与传统的经典化之间又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传

统的经典化是宗教的制度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宗教是否制度化

的标志:另一方面，宗教的制度化为传统的经典化准备好大的历史和

社会背景，并提供基本的动力。总而言之，都反映了后流放时期的人

们要求以更加理性化、可操作的方式，取代个人性的、不确定的先知

预言的方式，从而为群体提供公共引导的潮流。①它的直接后果是z 当

由参 S. Talmon，咽eEm吨，en田。f Jewish Sectaria田ism in the Early S倒md Thr叩，le 阳iod"，收于

K吨， CultandCa阳dar 饥 Anicent Israel: Collected Stllllies (Jeru臼lem: Mag脯， 1986)-书，关于先知

发展在后流放时期的经典研究，见 1。呻h Blenkinsopp, A Histoη 01 Prophecy in Israel (Phil础Iphia:

W田tminster 阳回5，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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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生动的先知宣告(proclamation)被对成文经典的解释(inte职et硝on)

所取代，先知(prophets)被释者(exegetes)所取代，后者又主要分为二

类z 祭司与文士。这是后流放时期的希伯来宗教发展的主要潮流。

二、《历代志)):历史与神学

我们对后流放群体的历史、社会和神学的讨论，首先从所谓的

"历代志史" (Chronicl町's history)开始，它包括圣经正典中的《历代

志》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三部经卷。虽然犹太教传统把它

分成 2 卷，基督教传统将之分成 4 卷，但按作者的原意，它们似乎是

一个整体，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二节与《以斯拉记》的前面二节是

完全相同的，在古代写作习惯中，这表示它们属于一个整体。它们的

作者则可称为"历代志史家" (Chroniclers)。他们活跃于后流放时期，

既是写作者，对发生于后流放时期的重修圣殿工作进行记载:亦是编

辑者，对从人类始祖亚当开始的以色列历史的重新整理:亦是解释

者，从他们的神学立场对历史事件、先知言论进行重释。犹太教和基

督教传统上都把以斯拉看作是历代志史的作者，但从编辑时间上来看，

《历代志》可能最早完成，约成于第二圣殿修建的时期即公元前 520

至 515 年:而《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则完成于公元前 4∞年之

后。

《历代志》可以很清楚地分成四个部分z

一、《历代志上) 1-9 章，讲述从亚当到大卫的历史;

二、《历代志上) 10-29 章，大卫的一生;

三、《历代志下) 1-9 章，所罗门的一生;

四、《历代志下) 10-36 章，从王国分裂到流放时期。

虽然《历代志》中的某些材料是新的，例如《历代志下)} 35 : 20-25 关

于约西亚在米吉多阵亡的描述，在更早的申命历史就找不到:②或者比

由在《希伯来圣经B 中， (历代志》是一卷书，并不分上下册.

@参《列王纪下>> 24: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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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历史更为可信，如《历代志下))34:3-7 所述的约西亚改革就比

《列王纪》要更可靠，因为它讲约西亚改革实际上早于"律法书"的

发现，从而表明人们并非像申命历史所述那样"碰巧"地在圣殿中发

现律法书，①但是，总体而言， <<历代志》乃是从申命历史以及五经历

史上取材，很多篇章与申命历史相似。它所提到的基本材料z 以色列

诸王记(下 33 : 18)与犹大诸王记(上 9 : 1)，很可能就是申命历史中的
列王纪。

这样，希伯来圣经就有三大部历史文献z 五经历史(最终成典于 P

传统)、申命历史和历代志史。@其中申命历史与历代志史覆盖的领域

有很多重合，就当下的讨论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志史与申命历史

之间的差别，以及在这样的差别后面，所体现的后流放群体的特别神

学关怀。

《历代志》对以色列史的重述，最显著的特点是大卫与所罗门在

整个历史中所占的几乎一半的篇幅。对历代志史家来说，大卫之前的

历史、不是大卫子孙为玉的北国历史、与圣殿崇拜无关的其他崇拜形

式和历史，都是没有意义的，可以一带而过的。这深刻地体现了后流

放群体在经历了流放苦难，回归故土之后，通过重述历史的"黄金时

代"来建构社会理想的努力。大卫与所罗门时代作为以色列人的最美

好记忆，后流放群体对它们的叙述，其实不是往后看历史，而是往前

看未来。事实上，就历代志史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以斯拉和尼希米的

当代改革，与《历代志》对于大卫与所罗门的历史描述是相呼应的。

换句话说，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改革，被视为是以色列历史的理想状态

的当代实现:而《历代志》对大卫与所罗门的描述，则被视为以斯拉

和尼希米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据。

《历代志》对于以色列史的重述，有二个基本点z 一、作为"宗

教人"的大卫:二、作为"宗教群体"的以色列人。所谓"宗教人"

大卫，是指大卫被叙述为"圣殿崇拜之父" (the father of the temple 

cult)。是他开始立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并选锡安为址。是他组织起

一套系统的崇拜方式，尤其是崇拜音乐和圣诗，他被认为是《诗篇》

也关于历代志史的新材料，以及相对于申命历史而言，一些更可靠、更细致材料的内容，参 J.

A. Soggi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flstament, 485-486 页.

②参 B. W. Anderson, 5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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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是一个歌者和诗人。是他确定利未人作为圣殿崇拜的祭司。

同时，大卫本人也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甚至被称为"神人"。①申

命历史中那些有损于大卫声名的叙事乃被忽略或改写。所以，在《历

代志》中，看不到大卫在称王之前的那些带点匪气的行为，更看不到

他与拔示巴通奸，并杀害乌利亚的罪行。在申命历史中与他的王者身

份相应的政治手腕与冷酷，也被改写或删略，从而与一个清静纯洁的

"虔诚人"形象相应。例如，大卫的临终遗言，在申命历史中，是对

可能威胁所罗门统治和他的仇敌的清洗，显示出大卫作为一个政治家

的谋略、权术与冷酷:而在历代志史中，则是对圣殿建设的牵挂，甚

至还将一首与诗篇风格非常类似，可以称为希伯来圣经中最优美的诗

歌之-归为大卫临终对耶和华的颂赞。②

所谓作为"宗教群体"的以色列人，是指在历代志史家对以色列

历史的重叙中，一座圣城、一座圣殿、一种崇拜方式、一群祭司乃成

为以色列人身份中的本质性因素。整个以色列史，似乎就是"祭司的

国度，圣洁的国民" (出 19 : 6)这一以色列人的本质身份在时空中的展

开。其中，关于圣殿的叙事是核心中的核心，甚至大卫的故事也只有

在与圣殿发生关联时，才是有意义的。有趣的是， <<历代志》对大卫建

造圣殿的理解，表面看来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其神学关怀却

更像是后流放时期的。按《历代志)) 21 章的叙述，大卫数点以色列

人，犯了耶和华的禁令，于是上帝降灾于以色列人，但是，就在使者

要灭耶路撒冷时，耶和华回心转意，而这时，灭以色列人的天使就站

在"耶布斯人阿南楠的禾场那里" (21 : 1日。也就是在这里，大卫为耶

和华筑一座坛。后来，这里就成了"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婚

祭的地方" (21 : 31)。这里传递的实际上是后流放群体对于自己与上帝

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流放巴比伦的命运，乃是上帝对他

们背约犯罪的惩罚，而他们命运的转折，上帝的饶恕与恩典乃从圣殿

开始。如果说上帝的诫命代表公义的话，那么，圣殿则代表着饶恕与

恩典。@所以，对于后流放群体而言，圣殿在神学上意味着人们对上帝

恩典的承接，在历史意义上则意味着旧的命运已经过去，新时代从此

ψ 《历代志下>> 8: 14, "神人"也是《历代志》对摩西的称号，如代上 23: 14，代下 30: 16. 

②对《列王纪上)) 2 : 5-9 与《历代志上)) 29 章进行比较。

⑤在此意义上，基督教《新约》对律法与耶稣(恩典}关系的理解，乃因承了希伯来圣经对诫命

与圣殿关系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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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在圣经研究学界， <<历代志》无论是在历史意义上，是在社会学意

义上，还是神学意义上，地位都不高。人们指责它在历史叙述时，削

足适履，修改历史事实以符合它的历史神学:在社会学意义上，它撇

除北国历史，将大卫之前的历史用简化的谱系来表示，其动机或许是

为了消除那些伟大的北国先知或宗教传统的声音，而只彰显南国传

统:在神学上，则简单地套用因果报应法则，同时，无比抬高礼仪的

地位，甚至认为遵守礼仪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①但是，我们不能忘

了， <<历代志》是后流放时期的回归群体的神学作品。它采用历史叙述

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整顿后流放群体的宗教和社会宪章。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了，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后流放

群体，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宗教群体(religious community) 0 因
此，对他们来说，宗教不能仅仅弥散在其他社会制度之中，而应该成

为一个独立的制度(Insti阳tion)。一个制度化的犹太教所需要的因素如一

个神圣场所(圣殿)、一群宗教职业者(利未人和祭司)、一种崇拜方式(圣

乐和诗歌)，是它关注的主要内容。在此意义上， <<历代志》乃是后流

放时期人们对希伯来宗教的制度化建设(即犹太教)进行合法性论证的历

史文本。

三、后流放群体的社会历史处境

如果说《历代志》是后流放群体的古史重述，那么《以斯拉记》

和《尼希米记》就是他们的"当代史飞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包

括:后流放群体的历史处境怎么样呢?它如何受到西亚历史变迁的影

响呢?回归巴勒斯坦之后，在以色列人的社群内部，又有什么样的情

况发生呢?进而言之，后流放时期在整体的希伯来思想史上是一个什

么样的时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但是，在进入这些问题的分析之

前，有必要对我们依据的圣经文本<<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做一

讨论。

qJ 对《历代志》的历史、社会学和神学批评，可参见 Soggin， 486-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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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文本世界

圣经中直接与后流放群体相关的书卷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

米记》。在希伯来圣经，它们被当成是一卷书。希腊文的《七十子译

本》将其分成二本，后来哲罗姆翻译《拉丁通用本》时，承接了这一

传统。所以，今天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主要译本仍然是把它作为二本经

书。虽然如此.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之间的人物、事件和叙事都

是交叉在一起，很难分开，表明它实际是由一个人所做，或起码是由

一个人最后编修完成的。

《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z 一、从巴

比伦最初的回归并兴建第二圣殿(拉 1-6 章);二、大祭司以斯拉的作为

(拉 7-10. 尼 8-9); 三、巡抚尼希米的作为(尼 1-7. 11-13 章)。①但它所
依据的文本来源却较为复杂。尤其就第一部分来说，包括z 波斯王居

鲁士许可以色列人回归的艘文、回归者的名单、与被斯宫廷的来往奏

文等。有趣的是，其中 5 : 13-15. 6: 3-5. 4: 8-6 : 18 乃用亚兰文

(缸amaic)写成。@仔细阅读《以斯拉记>> 1-6 章，可以发现它较为凌

乱，乃以主题即波斯王恩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来组织材料，没有

严格的时间和逻辑顺序。@众多材料像补丁一样，被缝接在一起。接下

来关于以斯拉的叙事，则既有第一人称，亦有第三人称的叙事。其他

的材料包括z 亚达薛西对以斯拉的授命、与以斯拉一同回归的人名

录、与外族通婚的以色列人名录等。关于尼希米的叙事，则主要由第

一人称的材料(尼 1-7 章)组成，但也杂有其他的材料来源，如 11-13 章

由关于尼希米的头衔，希伯文是阳回.，nM. 是波斯帝国行省的行政长官，除KJV将其音译为

Tirsh础a*.其他英文译本皆译Govemor. 所以和合本译为省长，但此处随目振中译本为巡抚.

@它既表明作者当时从亚兰文献中引用材料，亦表明他预设犹太读者可以阅读亚兰文.亚兰文

与希伯来语一样，属于西部闪族语系，彼此十分接近.与圣经传统亦有极深之关系.早在第一以赛

亚时期，它就是西亚各国之间交流的主要工具，见《列王纪下:. 18 : 26. 亚述兵临耶路撇冷时，用

亚兰语向以色列人劝降.在后流放时期仙.e post-exilic 阳i创).是波斯国的官话，亦是地中海地区

的通用语言.希伯来文逐渐成为以色列人的文言文，而亚兰文则是自话.普通人阅读圣经亦常需亚

兰译本帮助理解，是为"亚兰文圣经n (耻lIum). 巴比伦蟠木德，亦由亚兰文的东部语支写成.耶

稣传道肘，使用的也是亚兰文西部语支即巴勒斯坦亚兰文.参ABD之Aramaic 癖条.

@例如，在第一章之末尾，讲到居鲁士之被令(公元前 539 年}时，设巴萨为以色列人之首.然

而，在接着的第三章，耶书亚与所罗巴伯就成为兴建圣殿的首领.而这二人为首领时，当为大流士

执政，即公元前 520年前后.但到了 5: 16节，又讲是设巳萨建立神殿的根基.中间又穿捅了大流

士(前 522-486年)与亚达薛西王{前 486-465 年}的复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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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名、人名与谱系等。从这些材料所讨论的事件来看，它的最后

成型当在第二圣殿完成、尼希米的任期之后，约公元前 4∞年左右。

2. 后流放群体与波斯帝国

粗略地阅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似乎居鲁士击败巴比伦

后，就钦赐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井修建圣殿，以色列人亦开始从流

放之地回归本土。但是，从公元前 539 年至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东

征)，波斯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一直并不平静。而在经历了近 50 年流

放巴比伦之后，一些以色列人在流放地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社会地位，

也未必愿意回归耶路撒冷。例如，对居鲁士的两道敷令(拉 1 : 2-4. 

6 : 3-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后者只涉及到修建圣殿，却未谈及以色列

人的回归:而同一时期的晗该和撒迦利亚先知对以色列人的批评，也

印证了与热烈地回归与重建圣殿相反的社会现实。因此，第一道教令

更有可能是历代志史家的理想化。①无论如何，只有仔细参阅波斯帝国

对西亚的统治历史@才可能使我们更确实地理解以色列人回归的实

质。

居鲁士(公元前 550-530 年)奉行与巴比伦帝国不同的民族和宗教政

策，对统治下的各地民族宗教采取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按拉 1 : 1-4和

6 : 1-5，他允许散居地的犹太人集资回归和兴建圣殿，收集被尼布甲

尼撒掠夺的圣殿器物，甚至应允从波斯国库中拔款支持。因此，在居

鲁士统治之时，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就在设巴萨(Sheshbazzar. 5: 16)的

带领下回归耶路撒冷。此时，重修圣殿应该还未提到日程。@居鲁士的

继任 Cambyses 在圣经文本并未提及，但他征服埃及，可能将大量的原

先居住在巴比伦的人们带到小亚细亚地区，同时也使得巴勒斯坦的政

治很紧密地与"波斯一埃及"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公元前 522 年，大

流士王即位。这时，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似乎由耶书亚和所罗巴伯

(j) R. Coggins, The Boolcs 01 Ezra and Nehemiah (London: 臼mbridge University pr回s， 1976)， 6 页.

@当然，一方面由于圣经文本是我们能获得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的主要材料，另-方

面，考古所能得到的证据是零散而且相互矛盾的，因此我们关于这一模糊却重要时期的了解是

脆弱而局部的". 1. Blenkinsopp, Ezra dt Nehemiah 亿。ndon: SCM Press, 1988)， ω 页.

⑤如《晗该书>> 1 : 1 所示，重修圣殿却要等到大流士(Darius，公元前 522-486 年)统治时才真

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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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ubbabel)领导，并于公元前 515 年建成第二圣殿，通常称这一段为

"最初回归时期" (也e initial retum)o 甚至，先知们似乎因此鼓起了重

建王国的信心，如《晗该书)} 2 : 6-7 , 20-23 与《撒迦利亚>> 6 : 9-15 

所示。但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所罗巴伯随即在历代志史叙事中消失的原

因，因为波斯王不希望在巴勒斯坦出现在他号召下的叛乱。

在大流士当权的时期，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包括z 一、以色列人

于公元前 520 左右开始重修圣殿，他们甚至修建圣坛献祭，并以利未

人作为圣殿札仪的祭司:①二、公元前 520 年前后，大流士出兵平定在

巴比伦地区发生的叛乱，这一动荡可能促使那些生活在巴比伦、不愿

回归的富裕犹太人逃往耶路撒冷，即《撒迦利亚书>> 2 : 7 的"与巴比

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飞这些富裕犹太人移居耶路撒冷，一

方面加快了圣殿修建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回归群体中的贫富神

突:②三、为了巩固波斯帝国的秩序，大流士命令各地收集、整理并编

篡各族法典，与帝国法律一起使用，这一措施对希伯来宗教产生深远

影响，可能促成摩西法典的最后成型，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以斯拉带着

"律法书"回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会众前宣示律法的叙事。

公元前 486 年，大流士去世。薛西斯(Xerxes，圣经称其为亚哈随

鲁)继位，除在《以斯拉记)} 4: 6 提到之外，与以色列人的回归并无多

少关联。公元前 465 年，薛西斯亦为人所杀，亚达薛西一世(Artaxerx臼

J, 465-424 前)即位。在他治理波斯的前几年，正是波斯帝国西部陷于

相当混乱的时期。可能正是此时，公元前 458 年，以斯拉奉差前往巴

勒斯坦，从而揭开了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改革。其政治目的是否与

波斯帝国稳定西部有关，难以确知。

看来以斯拉的改革并不成功，于是尼希米便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出

现，以帮助以斯拉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对于尼希米何时来到耶路撒

冷，学者们异议不大。按《尼希米记)}，他是在亚达薛西一世之第 20

也到底是何时开始修建圣殿， <<以斯拉记》的叙事相互矛盾.一说是第一批回去的人就在设巴

萨的领导下修建圣殿，即 5: 16"设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是在居鲁士治下g 另一

说是所罗巴伯和耶书亚开始修建圣殿，即第三章，这是在大流士的治下。后者得到了《晗该书》

2: 1-3 与《撒迦利亚>> 4: 9 的印证。后者与历史实情更为相符。认为是第一批回归者修建了圣

殿，更多是历代志史家对历史的理想化。参 Co11ins， 430 页.

@ <<撒迦利亚>> 6: 9-14 可能是这一情形的反映，参 Ble啤in呵'p，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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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就是公元前 445 年来到耶路撒冷。①但是，他与以斯拉是什么关

系呢?按目前正典《以斯拉记》的叙事顺序，似乎圣殿修建完成之后

不久，以斯拉就来到耶路撒冷。但实际上，圣殿完成于大流士王第 6

年，亦即公元前 515 年。而按拉 7: 7，以斯拉前往耶路撒冷却是亚达

薛西王之第 7 年，即公元前 458 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圣殿修成之后

不久就前往耶路撒冷。同时，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关

于以斯拉与尼希米的叙事是交叉进行的，好像他们是在一起发动后流

放群体的宗教与社会改革一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以斯拉必

须要在耶路撒冷等待 13 年，即从公元前 458 年等到公元前 445 年，这

难以令人信服。

而且，以斯拉与尼希米实际上在重复做同样的一件事z 异教崇拜

与异族通婚，很难想像他们重复地处理同样的总是。同时，以斯拉与

尼希米的叙事，很少相互指涉。因此，历史事实很可能是z 以斯拉与

尼希米的工作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且两人并无多少关联。@这样，

历代志史关于回归与重建圣殿的叙事应有三个阶段，并相应形成三个

文本。第一是在公元前 520 到 515 年编成的，文本成就主要是《历代

志>>;第二是在公元前 450 年编成的，把以斯拉故事与早期修建圣殿的

叙事杂在一起:第三是在公元前 ω0 年编成的，把尼希米故事又编辑

进来。最后的编者要突出的是以斯拉的改革，因此，所有的其他叙事

都是围绕着以斯拉来进行的，甚至牺牲了其叙事的历史性。@

3. 后流放群体的内外冲突

在人们的通常想像中，回归故土是一件心情愉快、喜气洋洋的

事，但是，如果深入地对巴勒斯坦当时的情形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

与通常印象很不一样的另一幅图景。

曲尼希米到达耶路撒冷时间的确实性，还得到其他考古材料的佐证，如 J. B. Pritchard, Ancωu 

New Eastem Texts 伽iDl:eton: princeton Univ，缸sity， 196的， 491 页.并可参 F. M. Cn:圃， "A 

Reconstruc咀.onof 也，eJu也咽R面饱ratÎ.on"， JBJι 94(1975)，牛15 页.

⑧有学者提出，实际上尼希米要比以斯拉更早到达耶路撒冷，即《以斯拉记) 7: 7 实际上是指

亚达薛西二世，因此，以斯拉是在公元前 398 年来到耶路撒冷.参 B. W.AI咀eISOn， 526页 I Collins, 

431 页.

⑨参 B. W. Anderson, 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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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巴勒斯坦地区的总体经济与社会情况来试做分析。巴勒斯坦

地区总面积约有 9∞平方英里，此时人口约有 20，由泊。①但是，考虑到

经历巴比伦人的入侵和破坏，此后又进行的以色列人流放出去与外地

人口的流入进来，不可能确定算出它的人口数量。但是，可以肯定的

一点是，留守巴勒斯坦的那些以色列社会中较为下层的居民，征用和

接收了那些被流放出去的中上层人士的土地和财产。当那些流放之民

归回巴勒斯坦时，他们要收回这些土地和财产，从而在回归社群中造

成相当的紧张。同时，在南部犹大的山地，农业收成取决于天时。在

耶路撒冷等城市，由于巴比伦的破坏，手工业者的被流放，商业气氛

破坏殆尽。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以色列社群内部的冲突。另一方面，虽

然波斯帝国在政治上奉行宽容政策，在经济上却征收比巴比伦和波斯

都要高的赋税。@这又反过来使得巴勒斯坦的农民为了交纳赋税，变卖

家产和借高利贷，进一步破坏以色列小农经济，促使贫富分化，破坏

以色列传统的平等精神。《尼希米记》对这一社会现实有充分的反映z

有的说我们典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钮，。"

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圃，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

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

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蝉，我们的女儿已有为蝉的。我们并

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5 : 3-5) 

在社会组织上，从以斯拉与尼希米依靠家族谱系来组织或数点民

众的情况来看，后流放群体乃依靠支派或族系来组织群众。按照这一

组织方式，族长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他们可以决议或宣布某些重

要事项，甚至在波斯帝国任命的巡抚空缺时，做出重要决策。@还有一

类人，他们声称自己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贵胃" (π咱仲

叫罚， the nobles of Judah)后裔。他们一方面似乎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另
一方面又是作为与尼希米作对的负面形象出现，例如欺压穷人，在安

由据 w. F. A1bright, The Biblical Period如'm AbraJuzm to Eua, 200 edition, (New V.啤; Har阳&

Row, 1963). 87 页.

00 1. Blenkin叫咱~， 67 页.

@参《以斯拉记>> 4 : 3. 5: 9. 10: 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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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做生意，与敌人共谋，是与异族通婚的典型等。①

除了这些社会性冲突外，在宗教事务上，后流放群体中也似乎存

在"祭司"但iest)与"利未人" (Levites)之间的冲突。早在所罗门时

期，在争夺圣殿的宗教领导权的斗争中，撒督世系的祭司胜出，成为

圣殿大祭司。而散居于以色列全境，为当地圣所服务的人即称为"利

未人"。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实行在耶路撒冷的集中崇拜

(centralization) ，和j未人的处境恶化。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时，把圣殿

祭司即所谓的"撒督世系的祭司" (Zadokite priests)掳往巳比伦，而一

些社会地位低下的祭司即利未人则留在巴勒斯坦，他们继续为留居在

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的耶和华崇拜服务。②当以色列人开始回归耶路撒

冷时，回归的祭司多数属于撒督世系的祭司。③他们意图重新控制耶路

撒冷的圣殿崇拜和宗教事务，并似乎取得了圣殿崇拜的领导权。@但

是，犹大境内的利未人并不愿承认自己低于撤督世系的祭司，始终强

调自己在宗教事务中的平等地位。所以，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

记》中"祭司与利未人"但叫与:'1' C'):'1:lπ)经常并列出现，以突出这两
者在崇拜生活乃同等重要。⑤

以上所述，表明后流放社群的内部复杂性，即便是在南部犹大地

区的回归群体中，便存在着回归者与留守者、穷人与富人、祭司与利

未人之间的冲突。@在更广泛的巴勒斯坦地区，还存在着南部犹大的回

归群体与北部撤玛利亚的以色列群体、附近的异族列邦之间族际和国

际冲突。这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及这一时期的先知书如

《晗该书》、 《撒迦利亚书》、 《俄巴底亚书》、 《玛拉基书》和

@参《尼希米记>>5: 7. 13: 17. 6: 17. <<以斯拉记>> 9: 2 等。

睛从《耶利米记>> 41 : 5-6. <<撒迦利亚>> 7 : 1-7 可见一斑。

曲参 Roland de Vaux, A町阳t lsrael: lts Life and ln.stitut归时ωIßdon: Darton, Longman &τbdd Ltd， 

1961)， 388 页.

(j) (尼希米记Þ II : 1 0- 14 强调这些耶路撒冷祭司的撒督世系。甚至 4利未记) 10 章的历史写

作，也可能是这一时期现实争斗的反应，因为亚伦、以利亚撒、撒督构成一条世系，代上 24: 3. 

@参 Kyung才in Min, TIU! Levitical Authorship of Ezra-Nelæmiah (London: T & T Cla虫.2∞4)， SO-71 

页.作者甚至认为这种偏向利未人的写作手法，表明这两部经卷的正典形式经过利未人的编辑.

(Carl Schultz对此有很好论述，参'"The Political Tensions Reflected in Bzra-Nehemi曲"，收于 C.

D. EVBßS等镜， SCriptllTe 归 Context (Pittsbu唱: Pickwick, 1980)， 221-243 页.当然，也有学者认为，

不能夸大了后流放群体中回归者与留守者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冲突，因为按波斯政策，土地属于国

家财产.如Kenneth 日oglund， ''1be Achaemenid Context"，收于 P. R. Davis编如and7切均S阳dies l.

Persian Period (Sheflield: JSOT, 1991), 5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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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哥书》中者粗略反映。

首先，这种族际冲突乃存在于回归群体与北部撤玛利亚的以色列

人之间。从南国犹大人看来，自从以色列陷于亚述之手后，北部以色

列人就与外邦混居，与异族通婚，已经败坏了。但是，在北部撤玛利

亚人自己看来，他们仍然继承着摩西以来的希伯来宗教传统，而且在

示剑的基利心山上建有一座耶和华的殿。因此，当回归的犹太人要在

耶路撒冷重修圣殿时，他们也希望参加进来。《以斯拉记)) 4 : 1-2 具体

地记载了他们的请求z

犹大和使雅惆的敌人，听说被掳归田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巳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

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

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

但是，南部的回归群体拒斥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他们就联合巴勒斯

坦的其他族群，转而干扰耶路撒冷的重修圣殿的活动。

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

们。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贿买

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4 : 4-5) 

在其干扰之下，圣殿停工达 18 年之久。直到先知哈该与撒迦利亚出

现，才重起修建圣殿之工程。

其次，按俄巴底亚的先知传言，还可看到当时的回归群体与西亚小

国一一以东(Edom)交恶的情形。以东曾经在耶路撒冷陷落时趁机占领

犹大的部分领土。所以，俄巴底亚借用"以扫"与"雅各"的典故来

谴责以东，因为"以扫"被认为是以东人的先祖，而雅各则是以色列

人的先祖。①

因你(指以东)向凡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

由《玛拉基书》也有类似的以"以扫"和"雅各"之典故，来暗指后流放群体的犹大与以东交

恶的关系.参其 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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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

冷拈阉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

子，你不当瞪眼看着;……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

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10-15)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必要报复以东人，并拿回被他们抢去的领土。按

考古发现，以东在公元前 5 至 4 世纪被阿拉伯人所侵扰井占领。因

此，俄巴底亚的这一段传言当发生在公元 6 至 5 世纪之间即修建第二

圣殿的时期。可见，当时的回归群体与邻邦也处于交恶状态。

总而言之，后流放的回归群体远非铁板一块、和谐乐观的群体，

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外交困、问题丛生的群体。从外来说，它受制于

波斯帝国，并受到其他族群的排挤与压制:从内来说，它的内部分化

严重，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贫困、不满乃至宗教冷漠都威

胁着回归群体的复兴。同时，外部文化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其影响深

入群体内部，回归群体面临着分裂甚至瓦解的威胁。这样的背景是我

们分析以斯拉与尼希米的宗教与社会改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四、犹太教的制度化及其要素

什么是后流放时期的最重大事件?乍一看来，第二圣殿之建成似

乎是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历代史志的叙事中，圣殿建成的

叙述只用了 8 节的经文即《以斯拉记)) 6 : 15-220 通过对《以斯拉

记》和《尼希米记》的文学考察Oiterary criticism) ，发生在《尼希米

记)) 8-9 章，或严格地说， 7: 72-10 : 40 中的以圣约更新为背景的律法

诵读才是整个以斯拉.尼希米叙事的高潮，也是后流放时期的犹太社群

的首件大事。

得出这样的判断，文学评断学的理由有三。一、在最原初的本子

中，很可能《尼希米记)) 8 章属于《以斯拉记》的一部分，或者在第

10 章之后，或者在 8 与 9 章之间，但历代志史家将这一部分调到《尼

希米记》第 7 章之后，就是要强调它的特殊意义。而希腊七十子译本

的《艾斯德拉上)) (1 Esdras)就将现在《尼希米记)) 7 : 72-8 : 13 直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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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斯拉记)) 10 : 44 之后，以之作为《以斯拉记》的结尾，就间接

地证明这一可能性。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作为一个叙事整

体，律法诵读事件发生在以斯拉与尼希米故事的重合处，乃强调这一

事件乃是以斯拉与尼希米两人共同工作的核心。三、在整个以斯拉一

尼希米叙事中， <<尼希米记)) 8 与 9 章的律法诵读事件，既是前面一系

列事件发展的高潮，又呼应后面所要发生的事件。前面的系列事件，

如圣殿之建成、逾越节、以斯拉进入耶路撒冷、他将外邦女子赶出以

色列群体、尼希米的社会经济改革，似乎都是为这个律法诵读事件做

准备。以斯拉向以色列民众宣读律法(8 : 1-18)，乃是对前面将以斯拉

描述为一个"敏捷的文士、通晓律法" (拉 7 : 6)和"亚达薛西王任命

他为律法师" (7 : 25)相呼应。而后面尼希米所领导的城墙告成之游行

之礼(12 : 27-43)，乃与律法诵读中的水门聚集。: 1-10 : 39)相呼应。

《尼希米记》的结尾对圣殿事务的关注(13 : 30-31)，与律法诵读事件

最后以斯拉对圣殿事务的关注相呼应(10 : 33-40)，同时，它们又都与

整个以斯拉·尼希米事件的起首一-<<以斯拉记)) 1 : 1-4相呼应，从而

构成一个完整的呼应体(inc1usio)。①似乎在历代志史家看来，只有在经

过圣殿建成、群体悔罪、族群清洗、社会改革之后，回归群体才成为

一个洁净的群体，有资格来经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时，通过这

样一个标志性事件，回归群体才与前流放群体区分开来，更新与耶和

华上帝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尼希米记)) 8-10 章的核心是律法诵读，但它被置于一个更大的

圣约更新(∞venantal renewal)的仪式背景之下，并伴随着其他一些重要

活动，包括z 圣约更新的仪式、住棚节(Festival of B∞，ths)、集体认

罪、诵读律法、重述历史等。以下我们分别对圣约更新仪式、诵读律

法、重述历史来进行详细分析，以此来讨论后流放群体的宗教改革的

基本精神。

由参 Michacl w. Duggan, The Covenant Renewal in E1.ra-Nehem臼h (Neh 7 .- 72b-JO .- 40): An 

Exegetica~ Uterary, and Theologicai Study (AtI阻.ta: SBL Press, 2∞1)， 59-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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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约更新仪式

圣约更新仪式是这一事件的整体背景，但是，仔细对《尼希米记》

8-10 章进行分析，又可发现它并非一个单一事件，而是由三组有着共同

结构和程序的事件组成的，分别是七月第一天、第二天、第二十四天的

仪式活动。它们都有二个最基本的共同因素:会众聚集(酣睡mbly)、诵读

或昕讲律法。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它们的结构和程序(j)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二十四天

会众聚集 7: 72-8 : 1 8: 13a 9: 1-2 

诵读(听讲律法) 8: 1-8 8: 13b 9:3 

教训或劝导但xhortation) 8 : 9-11 8 : 14-15 9: 4-5 

会众实行 8: 12 8 : 16-18 9: 6-37 

同时，这三组事件又被组合到一个更大的叙事单元之中。一些背景性

因素，如住棚节、会众的群体悔罪、在立约仪式之后又起誓遵行律法

等，又被加入到这个叙事单元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新的仪式整体。

这个新整体在很多方面与前面讨论过的以色列人在历史上实行过

的圣约更新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约西亚在发动申命改革时

的圣约更新仪式(王下 23 : 1-25)同样具有会众聚集、集体悔罪、诵读律

法、守圣节(逾越节)、重述历史和起誓遵行律法等因素。以色列人在约

书亚带领下进入迦南时，也实行过类似的立约之仪。甚至与《出埃及

记}} 20-24 的西奈立约相比较，也都具有z 一、历史前言。: 6-37); 

二、把文本理解为圣约(10 : 1);三、应遵守之条款(10: 31-34); 四、

发咒起誓(10 : 29-30); 五、签名立约(10 : 1)等要素，直追奠定希伯来

宗教基本形态的立约模式。@

因此，后流放群体沿用了古代以色列人的"圣约更新仪式"以强

调一个重大的新时代的开始。它既是一个宗教仪式，强调以色列人与

耶和华上帝之间的圣约关系;也是一个社会仪式，由文士以斯拉和巡

抚尼希米作为立约的中间人(mediator)，全体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聚

咀 Michael Duggan. 75 页.

@在希伯来宗教史上，在众民面前诵读律法总与圣约仪式有关，如《出挨及记>> 24: 7 节摩西

向以色列众人读律法(约书亚记>> 8 : 30-35 在基利心与以巴路山之间的宣读<<列王纪下) 23: 2 

约西亚向众民宣读律法书.



第十八章第二圣服时期:犹末载的制匮化 437 

集在耶路撒冷的水门前，在宣布圣约之后，又由"首领、利未人和祭

司"在上面签名。需要注意这次圣约更新仪式的特殊之处，与此前约

书亚、约西亚的立约不同，它的首领既非军事育领，亦非犹太国王，

而是一个"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是"撒督、以

利亚撒和亚伦"的后裔，意味着后流放群体的社会权威将从政治的转

而为宗教的和法律的。

2. 以斯拉的律法书z 摩西五经?

在这个圣约更新仪式中..律法书"是一切活动围绕的核心。可以

看到，初一日，以斯拉读的是律法书(7 : 72-8 : 12); 第二日，以色列

会众到以斯拉那里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并一直延续到住棚节(8 : 13-

18); 接着，会众在第二十四天行悔罪礼，仍然昕讲律法书。: 1-句:

在利未人重述历史，发表长篇祷词后，会众发咒起誓，要遵行律法

。: 6-37)。而且，这次活动的首领的关键身份是一个"通晓律法书的

人"，在圣约仪式上奉礼的利未人，其主要任务也是为以色列人讲解律

法。那么，问题是:以斯拉所读的律法书，有时称为"耶和华的律法

书" (l"nn" n"n ，自己，也e book of the law of YHWH)，杳时又称为"摩
西的律法书"归国c n，喃喃。， the book of the law of Moses)，既然是
"书"~酶， B∞屿，它对应的是圣经中的哪部"律法书"呢?它可能

是申命法典、圣洁法典、祭祀法典(如《以西结书>> 40-48章)，还是所

有这些法典的总和呢?

首先，从篇幅来说，以斯拉所持的律法书比约书亚的律法书、约

西亚的"申命法典"都要长多了。约书亚在基利心和以巴路山立约时

诵读的律法书，宣读一遍只需一个仪式的时间。而约西亚所诵读的申

命法典，也比正典的《申命记》要短一些。按《尼希米记)) 8章，以斯

拉花了7天的时间才读完这部"律法书飞而且他似乎是挑着读的，井

非从头到尾读一遍。①因此，它的篇幅肯定比申命法典长出许多。

其次，从《尼希米记》中人们的言行来看，以斯拉所诵读之律法

书既有申命法典亦有祭祀法典的内容。它被称为"那律法书是耶和华

由《尼希米记>> 8: 3的希伯来文特别用到介词.. ,::1-.t.,p" ".旧V译为吨le read therein". 而RSV

则译其为"heread庐回响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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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以色列人遵守的"。阴阳、-n:民 ini1" in~-'固然i1m n"n 咽。.the
胁。，kof 由e law of Moses, which 也e LORD had commanded to Israel). 就

带有明显的申命法典的味道，如《申命记>>28~69即称律法书是"吩

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i1~o-n然 ini1" in~-'田汉 n叫2罚叫2气，

the words of the covenant which the LORD commanded Moses). ①以斯拉

和尼希米严厉禁止以色列人与异族人通婚，也是申命法典的重要内容

(申7: 3)。而它关于以斯拉七日诵读律法书的叙述，则体现了祭祀法典

与申命法典的结合。如《利未记)) 23 : 34-36规定住棚节是七天，七日

内要献火祭给耶和华，第八节须守严肃会，不可做工z 而《申命记》

31 : 9-13则规定住棚节须诵读律法的规制。<<尼希米记>> 8 : 13-18则将

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即住棚节为七日，但内容则为诵读和昕讲律

法，第八日则守严肃会。这是"从约书亚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未这样

行。" (8 : 17)可见，这是创造性地将两个传统结合起来，以诵读律法

书取代火祭的新做法。此外， <<尼希米记)) 10: 31-40以色列会众所接

受的几种定例，则广泛地来自于五经中的各个传统，例如z 禁止异族

通婚，既见于《申命记)) 7 : 3 , @亦见于《出埃及记>> 34 : 15-16; 关

于守安息日，既见于出20 : 8-11 , 23: 12. 34: 21，亦见于申5 : 12-

15，也见于常称为P传统的出35 : 3 ，民15 : 32-36，出 16 : 22-30. 民

28:1-30:1; 关于第七年的豁免年，既见于出23 : 10-1 1.亦见于申

15 : 1-3; 关于圣殿的供奉和烧柴规制，则只见于P传统的出30: 11-16 

和利6: 2, 5-6; 最后，关于首生牲畜与初熟土产的奉献，则广泛见于

出23: 19，申26: 1-11. P传统的民18 : 12-13等。总之，它表明五经传

统中的律法已经融合在一起，并成为后流放群体的规范性经典。

所以，一般认为，以斯拉所诵读的就是"圣经"意义上的"摩西

五经" (Pentateuch)。实际上，它对于犹太社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西

亚文化的正典(canon)或希腊文化的经典(c1assic)一词的原初意义。对前

者而言，正典如同木匠的标尺或度码一样，是其他文本的标准。对后

者而言，经典意味着最优秀的水平(p缸 excellence) • "摩西五经"不仅

是犹太群体的信仰与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本身是神圣的(sacred). 它

∞参吕译本 7: 73. 和舍本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所以未将"吩附"一词译出，只译为

"传给即"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 (8 : 1). 

@参 Michael Duggan. 287 页.他将约书即《出埃及记) 20-24 章中的律法称为"前申命时期的

律法" (pre-dcutcr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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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文明贡献了"神圣书卷" (随口创 scripture)概念，对应了神学上

"启示" (revelation)的概念。它的神圣性使得以色列人将全部摩西五经

直接追溯到西奈启示，即五经乃由上帝在西奈山交给摩西的。这也是

以斯拉对于希伯来宗教的最大贡献，五经的成型标志着制度化的犹太

教开始出现。在此意义上，以斯拉也常被称为"犹太教的设计师" (the 

缸'Chitect of J u由ism) 0 ① 

自此之后，希伯来宗教的发展乃围绕着两大中心来进行2 圣殿与

律法。而且，伴随着五经在以色列人生活中地位的神化，开始出现了

一批讲解五经的人。早在圣约更新仪式上，我们就看到有一群利未人

为百姓讲解律法(尼8 : 7-8)。这些利未人声称摩西是他们的先祖(出2 : 

1)，实为强调他们的职责就是讲解律法。<<历代志下>> 17 : 8-9 , 30: 

22 , 35: 3多处强调利未人的律法师的身份，是对他们在后流放时期的

犹太群体中角色的反映。因此，祭司与利未人一起，分别对应犹太教

的这两个中心，成为犹太群体中的两大宗教职业群体。@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圣殿祭祀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可

以方便地到圣殿举行祭礼。在第二圣殿时期，会堂。ynago伊e)开始在

巴勒斯坦地区出现，并随后广布于犹太散居群体之中。讲解律法书成

为会堂礼拜的主要内容，也成为第二圣殿的犹太教的主要活动形式。

当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希伯来宗教得以在以色列人中继续实践下去，

实际上也依赖于以讲解律法书为主要内容的会堂制度。当基督教产生

时，它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基督教会(church)的崇拜生活。

3. 后流放群体的历史重述

圣约更新仪式的高潮是9 : 6-37以颂赞诗篇(psa1m)的形式对以色列

历史的回顾，也是希伯来圣经中的经典文本。在一些历史的重要关

头，希伯来圣经有历史重述的传统，如《申命记}} 26 : 5-9的古老历史

信条、《约书亚记}} 24章在进入迦南时的重述历史、《撒母耳记上}} 12 

章在立王时撒母耳所做的历史重述、《以西结书)) 20章在流放之地对历

∞见 B. W. Anders侃之论述. 527-530 页.

@ <<路加福音>> 10: 30-37 耶稣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利未人与祭司成为三个并列的宗教

职业者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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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重述等。从这些历史重述较为工整、简洁的风格来看，它们实际

上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信条"刷刷，rical cred时，因此

不仅仅是叙述历史.而且是解释历史。其中既体现了"当下"与"历

史"的解释学互动，也是以色列基本神学信念的浓缩。

在文学形式上，这一历史诗篇乃通过利未人的口吻来发出的，所

以常被称为"利未人的颂祷" (Levites' prayer)。但它又被置放在会众聚

集的圣约更新仪式之中，表明它最起码得到了全体以色列人的认可。

这一长篇祷文由散文如9 : 8. 24 , 32与诗歌如9 : 6. 15. 20与33交错

组合而成。①在人称形式上，它也经过了细心的安排。全篇祷文以

"你" (πn跳， you)开篇，以"我们" ('lnl惧， we)结尾，首尾呼应。同

时，前一部分。: 6-31)用第三人称指代以色列先祖，后一部分。: 32-

37)则用第一人称指代我们。它们以32节由"现在" (rtn17', now)引导而

出的析求体诗文(petition)作为分水岭，将以色列的过去与现在区分开

来。②与这种人称变化相应的对历史叙述和现今描述之间的对比，在神

学上乃表明:一、以色列人今天所遭受的受波斯辖制的凄惨命运与上

帝之伟大浩瀚之间的不对称，乃因为过去上帝之恩典与以色列先民的

不忠之间的不对称，换句话说，今天以色列人的处境乃是承受先祖所

犯之罪:二、在历史上，即便以色列人不忠于耶和华，耶和华仍然施

恩于他们，因此，处于今天凄惨处境的以色列人，同样盼望着上帝的

慈爱恩典。③

希伯来圣经中的历史重述，具体内容虽然是历史材料，但以何作

为历史的开端、如何组织历史材料，很大程度上却反映着当下人们的

处境。人们如何看现在，实际上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历史。那么. <<尼希

米记)) 9章的历史祷文由哪些材料组成的呢?我们首先来从结构上对这

篇祷文进行处理。

∞和合译本的编排看不出散文与诗体的变化，但在 BHS 中诗体是显示出来的.自译本特别注意

到了诗体翻译的对仗与押鹊.

啤汉译本对于"现在"一词的处理各不相同.和合本译其放在最后即"现在求你不要以为

小飞而新译本将其放在中间即"现在求你不要把我们、我们的君王…所遭遇的一切苦难"s 而吕译

本则将其放在句首即"现在呢、我们的上帝阿，至大、至二育能力、至可畏惧、守约守坚爱的上帝

阿"，强调了这一转折.

哩参 Michael Duggan, 161-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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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帝与以色列人在历史中的关系。: 6-31) 

一、耶和华为以色列历史所做的创造与历史准备(9 : 6-8) 

a. 宇宙之创造(9 : 6) 

b. 拣选亚伯拉罕(9 : 7-8) 

二、旷野时期(9 : 9-21) 

441 

a. 和谐阶段。: 9一15) ，包括出埃及神迹、上帝在旷野的

保守等

b.以色列人的悖逆与上帝的恩典(9 : 16-21) 

三、在应许之地的历史(9 : 22-31) 

a. 和谐阶段(9 : 22-2日，包括征服迦南等

b. 以色列人的悖逆和上帝的恩典(9 : 26-31) ，其模式是悖

逆、受压、呼求和上帝的解放

B. 上帝与以色列人在现今的关系，请求上帝的恩典(9 : 32-37) 

上表用A与B来表示整首诗篇的两个对应部分，同时在讲述耶和华与以

色列入过去的历史时，又可分成三个大部分，在这三个大部分中，又

可以分成对应的两个小部分，用a与b表示。所以，在这一历史重述的

诗篇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重复(repetition)，通过重复使得整个诗篇

在主题上统一。当中有三个题目是重复最多的z 信条式的认信(cre出1

confession)、①关于上帝之善恩(benevolence)的叙事、关于以色列人悖

逆的叙事。或者说，后面两者的叙事乃是为了说明前面所做的信仰宣

称，即上帝对圣约的忠信和以色列人的不忠。有人曾经对这一诗篇进

行统计，发现四个词的颇率最高，即人称代词"你" (πn鼠， you) 、

"地" (f咽， land)、"给" qn), give)、"行" (l"TiZ717, do) 0 "你"字是因为

这首诗篇采用祈祷体即向上帝祈求的对话体裁:而"地"字是因为这

首诗篇是产生于回归巴勒斯坦的群体之中，是对自身与应许之地的关

系的回顾，这是历史重述的重点:而"给"字则强调上帝对以色列人

的恩典，如赐给律法、赐给地土等:而"做"字则多指以色列人对上

帝的不忠之举、不信之事。因此，从用词的频率上亦能看出这一长篇

祷文强调上帝恩典以及人的罪性的神学倾向。

∞这些认信的经文包括 9:6也 7也8d. 17c. 31b. 33a. 通常采用"你是……"句式，表语或者是

名词如"耶和华"或"神或者是形容词如"公义的"、"有怜悯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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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z 由于这篇祷文是对以色列历史的重述，涉

及到以色列的先祖、摩西、众王及先知等，那么，它是依据哪些材料

或传统而写成的呢?由于并不能在这篇祷文中发现什么与五经、申命

历史或先知书完全对应的经文，因此只能从它的用词和神学倾向来进

行推断。首先，申命学派的用词十分普遍。诸如一些信条宣称(6a， 7a, 
32a)、关于以色列人的顽逆(16-17b)、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总结

(21)、征服并定居迦南的叙事(22-25 、 26-31)都带有较强的申命风格。

其次，从亚伯拉罕到旷野流浪这一段历史的叙述材料，则多出自五经

中的古史材料。它们之间的对应包括z 创 15 : 6-21. 17: 5与尼9: 7-

8; 出 13 : 17-15 : 19. 19: 1-20: 21. 34: 6-7与尼9 : 9-15; 民 11 : 16-
30. 13: 1-14: 25与尼9 : 19-20等等。再次，又可在其中找到P传统的

历史或神学的因素。例如z 创2: 1与尼9:6关于耶和华创造天地:创

17 : 5与尼9:7关于亚伯拉罕的得名:出 16: 4-36与民20: 8与尼9: 15 

关于上帝在旷野流浪中供给以色列人粮食与水:出6 : 18与尼9 : 17关

于上帝起誓应许赐给地土:民20 : 1-13与尼9: 20关于吗哪和水z 利

18 : 5与尼9: 29对以色列人悖逆的描述等。最后，耶利米与以西结的

先知传言在一些方面与这篇祷文也有一定的关联，如以西结对于历史

中上帝的恩典与人们的悖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的理解(结20 : 1-31). 耶

利米谴责以色列人杀害先知(耶2: 30与尼9 : 26)等。

这首以历史重述为主要内容的诗篇还可以与希伯来圣经的其他两

类经文进行比较，一类是《诗篇》中所谓"历史诗篇"仙e hisω.rica1 

psa1ms)即诗78 、 105 、 106 、 135 、 136; 另一类是"悔罪祷文" (由e

penitentia1 prayers)即《耶利米书>> 32 : 17-25. <<以斯拉记>> 9 : 6-15. 

《尼希米记)) 1 : 5-11和《但以理书)) 9 : 4-19。所谓历史诗篇，是指

《诗篇》中用颂歌认信(hymnic confession)的方式来述说以色列的救赎

史的诗篇。一般认为，它所采用的诗体原型是《出埃及记)) 15 : 1-18 

的"红海之歌"而它的认信(confessiona1)特质又使它在通过历史叙述

来表达信仰的方面，追随《申命记)) 26 : 5-9的基本模式。这些历史诗

篇都具有三个基本的历史元素，即在埃及的为奴生活、出埃及事件的

描述、征服或定居迦南。可以看到. <<尼希米记)) 9章的历史重述同样

包含这三个基本元素。但它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它与《诗篇>> 135 

与136的区别在于后两者主要是对神的作为的颂赞，却很少谈及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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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行为。与78章相比，虽然它们都从上帝的惩罚仙词ne re回butio时的

角度来解释以色列的国家史，但《尼希米记>> 9章却在时间和强度上都

对惩罚做了限制，而且《诗篇)) 78章有强烈的南国背景，强调在埃及

发生的诸灾、北国的被弃绝、大卫和锡安的被拣选等。它与《诗篇》

105与 106相比，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十分强调出埃及事件，但这两首

诗篇似乎分别侧重《尼希米记>> 9章的历史祷文中两个神学原点中的一

个，其中 105首赞美耶和结与以色列民之间的和谐关系，而106则强调

神的恩典与人的悖逆之间的对立。①

希伯来圣经中的悔罪祷文也有一些共同因素，如一些信条式的宣

称(拉9 : 5. 尼 1 : 4. 但9 : 3)、对上帝在出埃及事件中的大能的总结
(耶32 : 20. 但9: 15)、以"现在啊"阴阳、. now)所引出的现在与过去

之别(拉9 : 8. 10. 但9: 1日、对现在凄惨处境的描述(耶32: 24. 拉

9 : 8-9)、宣称耶和华是公义的而以色列民是有罪的(拉9: 15. 但9: 14) 

等。但是. <<尼希米记>> 9章的祷文与它们也有很大区别，首先，它是

全体以色列民的悔罪祷文，而不是如其他悔罪祷文只是由一位先知或

领袖发出:其次，它所关注的地土不只是耶路撒冷，而是整个的巴勒

斯坦:再次，它所记忆的历史有着更深的深度和更广的广度，甚至超

越了以色列历史、先祖历史，而直追宇宙天地的历史;最后，在此之

前的悔罪祷文的历史叙事皆以流放巴比伦事件作为界定当前群体的核

心经验，如《以斯拉记)) 9 : 7-8 、 14-15和《尼希米记>> 1 : 8-10. 但

《尼希米记)) 9章面对的是要迈入历史新阶段的后流放群体，因此耶和

华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乃至应许地土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事件，耶和

华的慈爱与恩典成为叙述以色列史的基本出发点。②

总而言之. <<尼希米记》的这首历史诗篇是以色列宗教中的诸多传

统混合而成。但是，所谓"混合飞并不是说它对那些传统进行直接的

引用，而是说它在很多用词或信条上采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它们被

引入到同一个文本空间，在它们之间产生了活跃的解释学互动，形成

了后流放群体的独特历史叙事模式。

①它们之间的细致区别可参 Michael 队IgpII. 225-228 页.

②参 Michael Dugpll.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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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仰叙事。18阻;ada)与生活法则(hal础a)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希伯来宗教的另一对根本神学范畴在后流

放时期的表现形式。早在出埃及事件的论述中，或们就讨论到希伯来

宗教中的两个原型性经验:拯救(Sa1vation)经验与诫命(Commandment)经

验，用其对应的文体形式来说，则是叙事(n缸Tative)或故事。ω'ry)与法

则(law)。前者讲述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作为，后者则界定以色

列人作为耶和华的子民所应遵循的生活法则。一语概之，希伯来宗教

就是讨论人们按照什么样的法则来生活，以回应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拯

救恩典。①

进入第二圣殿时期后，似乎希伯来宗教对生活的法则性规定即

"行"的因素得到更多的注重。例如在后流放时期编成的《历代志》

中，出埃及事件中上帝的拯救恩典就被忽略，而是强调以色列人对圣

殿祭祀所应负的责任与义务。"教导书"或音"妥拉"σbrah)本来是对

以色列人的宗教和伦理生活的总称，但是，在历代志史中"耶和华的

教导书"或"摩西的教导书"主要指的是指导以色列人的崇拜与社会

实践生活的"律例典章飞似乎耶和华藉摩西吩咐的就是"谨守遵行律

例典章" ~口唱Elwcn-ntt 口、pnn-ntt n，tt717与咱自酌， ob回凹eωdo the 

statutes and 由e ordinances)。②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也常给人以"律

法主义"的印象。@

然而，即便只从文本形式来看，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

者将颂赞耶和华在历史中拯救活动的历史诗篇放置圣约更新的大背景之

中，使得讲述上帝的拯救史与要求以色列人谨守律法的诫命一起，成为

币后来拉比犹太教就将这两个方面称为信仰叙事(阳串串"对与生活法则(ha1咚a). 前者源自希伯来

文气且，意为"宣讲，唱颂多包括神学阐述、讲述历史和伦理故事等，后者则源自希伯来文

1与罚，意为"行、做多包括律令和法则。参 A. G. PalZia &A. J. petr咄a， Poclu!t Dict归陋ry 01 

Biblical Studies (Downers Grove, 111.: InterVarsity, 2∞2)之 h穗S剧ah 与 haIakah 辞条。

由见《历代志上>> 22 : 12-13 , <<历代志下>> 14: 4. 23: 18. 

@尤其在经过耶稣和保罗的批判之后，犹末教对律法的重视好像成了对信仰的羁绊.在新教的

因信称义原则之下，希伯来传统中的律法因素更被猛烈的批判。如威尔蒙森的 ÆDP 假说，其神学

前设就是认为第二圣殿的律法主义是对先知精神的反动，从而呼唤新的福音传讲，此乃基督敬产生

的精神土壤。参 J. Wellhausen, Prolegonumll 如 the History 01 Ancient lsrael (l泊inb皿阱:A.andC. 副部:k，

1885) 再版于(Glou四ster: P恤r Smith, 1973)，对以威氏为代表的新教释经学的批评，参 J. Levenson, 

叮be Hebrew Bib1e, the Old Testament, and Historica1 Criticism"，见 The Fu，阳曹 01Biblical Studies: The 

HebrewSc巾'tures， ed. by R. E. Freidman & H. G. M. Williamson (Atl皿.ta: Scholar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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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更新中的二件大事，说明它们对于信仰叙事与生活法则有着同样的

强调。其次，在这首诗篇中，耶和华通过摩西颁予以色列人律法本身就

是耶和华的拯救史中的事件，而且律令被理解为直接出自上帝之口，因

此，律法本身就是上帝拯救的一种形式。例如， <<尼希米记}) 9 : 12-15是

讲述耶和华的拯救史的一段经文，律法之颁示被并列地放在其他恩典事

件之中，如云柱火柱、粮食和水、应许之地等，它们都用动词"赐"

(1nn'飞回ve)以强调它们的恩典性质。最后，在这一历史重述中，只有二

位古史人物的名字被提及，一个是摩西，另一位与亚伯拉罕，前者与律

例典章相联系:后者则近乎成为圣约的代名词，是讲述耶和华的拯救史

的基本原点，可见他们对于律法与拯救并无偏废。

这些都提醒我们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对于"拯救"与"诫命"、

"故事"与"法则" (或者用基督教神学的术语"福音"与"律

法" )，同样采取一种平衡的理解，与希伯来宗教的二重原型经验是一

致的。

五、后流放群体的社会改革z 宗教与族群

如前所述，回归巴勒斯坦的后流放群体，首先是一个宗教群体，

耶和华信仰是将这一族群维系起来的根本纽带。因此，回归群体的领

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重建圣殿，因为这是犹太族群身份得以建立的

第一步。但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族群认同(nationality或e由nicity)毕竟

在外延与内涵上皆与宗教认同有所区别，因此以斯拉与尼希米还进行

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更清晰地构建犹太族群在巴勒斯坦的独特身

份。简要来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向"内"即强化内部的整

合，另一个则是向"外"即通过对异己的排除，通过寻找"他者"来

确定"自我"。

谁是以色列人?或者说，谁可被称为以色列群体的一员?尼希米

似乎确定下二条清楚的标准。第一、血统。按以斯拉和尼希米，要成

为以色列群体的一员，须追溯祖辈看是否纳入诸支派之谱系。在后流

放时期的文献中，家谱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以斯拉记)} 2章、《尼希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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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7章对于回归之民都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统计。①历代志史更将大卫

之前的历史全部简化为谱系，并直追亚伯拉罕。这显然是将后流放时

期要以血统构建社会的理解，投射到历史的远古时期。第二、对圣殿

与妥拉的忠诚，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一经济义务，包括安息日制度、

供奉圣殿祭物、以十一收成奉献圣殿等等。《尼希米记>> 13 : 15-22就

很生动地描述了尼希米实施圣日安息的一些事件。总之，通过这样的

社会经济改革"在尼希米为耶路撒冷建起城墙的同时，他也基于血统

与宗教，建起了一堵排他的族群之墙飞@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他们通过制造

"他者"来建构自我的族群身份的方式。他们对异族通婚的态度，甚

至强制性地要以色列人断绝与外族人的婚姻，将异族妇女甚至她们所

生的孩子逐出以色列族群的做法，引起非议更多。③按《以斯拉记》

9 : 1-2之叙述，有人向以斯拉报告说以色列人娶了外族女子为妻"以

致圣洁的种类与这些国的民混杂" (n'l'民罚唱.11:1回"P:'T .11,' ':1'17n:'T', 

the holy seed have mingled themselves with the people of也ose lands)，于

是在圣殿召开全民大会"与我们(犹太人)的神立约，体这一切的妻，

离绝她们所生的" (10 :匀。后来尼希米也用相同的方式处理类似的问

题，而且更进一步，犹太女子也不能嫁给外邦男子(尼13 : 25)。希伯来

圣经中的外邦人形象，以及如何处理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的关系，在圣

经研究中一直为人所诣病。⑥在希伯来圣经中..外邦人"或"这些国

的民" (n'l'然罚唱.11，也.e peοples of the lands)不是泛指，而是有一个相

对固定的列表，如"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

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 (创15 : 19-

21)。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民族后来消失如耶布斯人与赫人，因此名

单也会有些变化。⑤与这些西亚地区的民族进行通婚，实际上是以色列

人的习惯，如北部称为撤玛利亚人的以色列人、那些没有被流放的南

部犹太人一直就这样做。即使那些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与"这些

①另一种可能是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如税务征收或分配土地等，参 J. B1enkinsopp. 83 页.

@.> B. W. Anderson, 532 页.

曲 J. Collins. 440 页.

@其他章节如<<申命记>> 7 : 1-10. 23 : 3 对外邦人的描述，以及《约书亚记》暴力叙事中的种

族灭绝等，参本书第六章.

⑤参《出埃及记>> 3: 8. 17. (申命记>> 7 : 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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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民"通婚也是他们取回因为被流放而被当地人占用的土地财产的

一种方式。①因此，主张断绝异族通婚的其实只是一部分认为自己正统

的回归犹太人而已。

问题是，为何以以斯拉和尼希米为代表的犹太人要禁止异族通婚

呢?通常人们给出三种解释。一、简单地说，他们只是实施五经尤其

是《申命记》关于禁止异族通婚的律法规定。在《申命记》第7章，在

命令以色列人击杀7种异族之后，接着又指出"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

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7 : 3-4) 

在23 : 3-8又宣称"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

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仔细分析，以斯拉的具体做法

以及他给出的理由与《申命记》有相当的出入之处。首先，申命法典

反对所有的异族通婚，不管是以色列人的男子还是女子，都不可娶或

嫁异族人，而以斯拉所限制的只是以色列男子娶异邦女子:其次，申

命法典要求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

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作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

和华的会。" (23 : 7-8)而在以斯拉限制交往的异邦人中，就有"埃及

人"。因此，以斯拉并非只是实施律法，而且对五经中的诫律做了扩

展。最后，对于禁止异族通婚的理由，申命法典认为"因为他(异族

人)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

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其理由只是宗教上的:而对以斯拉来

说，则还有避免"圣洁的种类与这些国的民混杂飞即包括种族上的原

因。因此，只是为了实施摩西律法不能作为解释回归群体禁绝异族通

婚的完全理由。

第二种解释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耶和华崇拜(YHW四sm)的

纯洁性受到站污，使以色列人的宗教成为一种混合主义，并进而威胁

到耶和华崇拜的存在本身。从《以斯拉记)) 9 : 1 的族名与《出埃及

记)) 34 : 11-16与《申命记))7:1-6之间的相似性来看，确实可以看到

这样的担忧，即异族人会使犹太后裔疏离耶和华崇拜。而且，在五经

的上述两部法典中，它禁止的是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即邻近地区的非

以色列人通婚，而到以斯拉时代，由于族群流动性的加大以及回归群

体的邻居的变化，以斯拉将禁止通婚的范围扩大到巴勒斯坦之外的人

由 J. Collins, 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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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正是对五经通过婚姻制度来捍卫耶和华崇拜这一精神的发展.①以

斯拉叙事中特别强调祭司群体中不能存在异族妻子，似乎更加强化这

一观点。②当然，学者仍然对这一解释提出质疑，首先是从数量上来

说，对《以斯拉记)) 10: 18-44娶异族妇女的人进行统计，发现只有

110左右的异族妇女，对于人数为20，∞0上下的回归群体来说，难以想

象这百名女子会对整个族群的耶和华崇拜产生什么根本的威胁。其

次，在以色列历史上，不乏对耶和华崇拜有强烈正面意义的异族妇女

如摩押女子路得，因此想当然地预设异族女子会威胁耶和华崇拜并不

恰当。最后，对于回归群体来说，直接地确立一神崇拜(monola町)，岂

不是比离绝与以色列人通婚的异邦女子，更为有效地维护了耶和华崇

拜，而且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

第三种解释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族群身份(e阳ic i，伽lti叭，

以及确保与此相关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按这种观点，禁止与异族人的

婚姻是为了保持"圣殿群体(the Temple community)" 的生活与信仰，

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使回归群体的以色列人有一种"独特的自我身

份" (distinctive self-identity) D @有学者认为，耶路撒冷的圣殿群体从巴

比伦被掳之地回归后，与当地民众的更高阶层通婚，以期获得政治经

济上的利益。但这样会导致以色列人消失在当地民众之中的危险，于

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发动这样的改革，来重建圣殿群体的族群纯洁性。⑤

但这一存在猜想也存在问题，因为我们对于第二圣殿时期的嗣承制度

并没有确定的材料。如果按照后来犹太教的婚姻制度，犹太人乃按

"母系原则" (matrilineal principle)来判断人们的犹太身份。也就是

说，那些嫁入犹太门第的异族妇女所生子女不能被认为是犹太人，而

而 DavidClinc嚣， E't;ra, Nehem归h， Esther (Grand Rapids: Eenlmans, 1984), 11 6- 117 页。
曲见P. R. Ackroyd, I aruJ 1/ Chronicles, E'l:ra, Nehemiah (London: SCM 防毒58， 1973)， 261-263 页.

亦见 1. L. Berquist, Judaism in Persia's Shadow: A Social arUJ Historical Approach (Minn四po\is: Fortress 

防部队 1995) ， 118 页。

( David Janzen 在他的 Witch-hunts卜 Puri，η arUJ Social Boundaries: The Expulsion of the Foreign 

胁men in Eua 9-10 (Sheffield: Academic, 2∞2)指出这一选项的可能， 14 页.

@ H. G. Williamson, Eua, Nehemiah (Waco， τχ:WordB∞ks， 1985), 1ω~161 页.
母参 D. L. Smith-Christoph町，叮be Mixed Marriage Crisis in Ezra 9-10 and Nehemiah 13: A Study of 

由eS∞iology of 由e Post-exilic Judaean Community"，见 T. C. Eskenazi and K. H. Richardsω5.， Second 

Tenψle Studies: 2. Temple arUJ Communi，η in the Persian Period (Sheffield: JSOT, 1994)， 243-265 页.亦

参 J. Collins, 4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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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嫁给外邦人的犹太妇女所生子女则仍可算是犹太人。这样的话，

那些嫁入的异邦妇女实际上并不能对圣殿群体的经济制度造成多大的

冲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制度是否在以斯拉与尼希米时代就开

始起作用，因此，对于他们禁绝异族通婚之做法后面的政治经济考虑

并不能得出更多的结论。

总而言之，虽然以斯拉与尼希米禁绝异族通婚的做法在圣经学者

中引起很大的争议，但人们并不清楚地判断其后面的动机。因此，人

们倾向于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解释，如David Janzen 
就认为禁绝与犹太人通婚的异族妇女实际上一种为了保持圣殿群体的

内部整合性(integration)所进行的"族群净化的仪式"。①在他看来，第

二圣殿的回归群体由于波斯王朝的统治，有着一种清楚的外部界定，

但在内部却十分脆弱，因此将群体内部的异族妇女清除出去，就类似

于一种"猎巫" (witch-hunt)的举动，通过这种仪式化的行为，犹太群

体得到确立自己的族群身份，并保持内部高度的整合性。异族妇女之

所以被清除，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她们是"异族" (foreigner)，因为按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波斯同样是异族，但是他们对犹太人的

统治却被解释为耶和华对人们不忠之罪的惩罚而得以正当化，②而在于

她们是回归群体中的弱势人群，最容易成为族群净化的替罪羊。而在

后流放时期之后的作品如《约拿书》和《路得记》中，我们同样听到

这些弱势人群所发出的微弱的、却非常顽强的抗议呼声。③

无论如何，以斯拉与尼希米禁绝异族通婚的做法，揭示出宗教与

族群这一对界定某一群体的身份范畴之间的高度重合。我们甚至问一

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要那么注意它的民族性(ethnicity)呢?从

世界民族的经验来看，今天的许多民族恰恰是由众多不同民族融合而

成，典型如历史上的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甚至按Norman Gottwald采

用社会学方法所做的分析，以色列民族的产生，本身也可能是西亚多

族群组合的结果。也回归群体对民族性的强调，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

1)参 David Jar四:n， Witch-hunts, Purity and Socia/ Boundaries: The Expu/s ion ofthe Foreign Women 

in Ezra 9-10 (Sheffie1d: Academic, 2∞2)一书的详细分析.

@在《但以理书>> 7-12 章的启示文学中，异族统治被感知(perception) U魔君"与怪兽，两相比

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对于波斯统治的顺服.

&参李炽昌、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E 之第二章.

统参 Norman Gottwa1d 在他 The Hebrew Bib/e: A Socio-literary Intro伽ction 例li1ade1phia: Fortr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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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可忽略，同时，以色列人的对独一上帝一一耶和华的崇拜在其

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独一神的崇拜与坚持单一的族群性之间的互动

关系，也许是我们在分别理解这两种文化现象耐不得不考虑的发生学

因素，

2∞3)一书中对以色列人之起源的探讨.



Jf!'手J在重

颂赞之歌: (诗篇〉

如果说流放时期是希伯来宗教史上的一个创作高峰的话，那么第

二圣殿时期可说是一个编修的高峰期。一方面由于文明的整体发展使

得文献的书写与编修技术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犹太

教的制度化推动着文献的典籍化和礼仪化，从而促使犹太群体广泛地

收集在群体中流传的宗教或哲学文献，将它们编修成典。因此，除了

前一章所述摩西律法书的成典、历代志史(包括《以斯拉记》和《尼希

米记)} )的编修成书之外，这一时期还编修完成了另外二件重要文本z

《诗篇》与"智慧文学"。在接下来的二章里，我们将分别对它们进行

分析。

一、何谓"诗篇" ? 

通常基督教的简译本《圣经》只包括《新约》与《诗篇}}，可见在

某些基督教传统中， <<诗篇》是整部"希伯来圣经"的代表。但基督教

称之为《诗篇}} (Psalms)，却似乎无法完全概括希伯来宗教的精神，它

来自于希腊七十子译本的译法，带有希腊文化的背景，其原意是"伴

随着坚琴或七弦琴的歌唱飞侧重于表达它的音乐性。但在希伯来圣经

中，其名为自句i1n，其词根是动词与与n 即颂赞(praise)，强调它是以色

列人对耶和华上帝的颂赞之歌，更强调它的宗教性。至于以色列人采

取什么样的形式颂赞，人们所知不多，但即使用坚琴伴奏的话，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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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与希腊文化的生活处境有着极大的差异。①希腊七十子译本的《诗

篇》与希伯来圣经的口句m 卷还有一些差异，希腊本有诗共 151 首，
而希伯来本是 150 首:在某些经卷的数字上也有不同，例如希伯来本

的 9 与 10 首、 114 与 115 首，分别被希腊本组合进 9 首与 113 首:而

反过来希腊本的 114 与 115 首、 146 与 147 首，则分别被希伯来本组合

进 116 与 147 首。另外，死海古卷还包括其他一些未被今天希伯来圣

经收入的诗篇，表明公元前后的"诗篇"定义仍然是较为灵活的。

然而，将它的书名翻译为《诗篇}}，却恰当地表达了它的大部分作

品采用的是诗歌形式，其原意就是用来唱的。它们多以节律形式写

成，尤其多见希伯来诗歌的平行体(para1lelis时， llP在连续的诗行(lines)

或诗句(verses)之间采用在语法上、语意上或两者皆有的相同的或相关

的表达式。②最典型的表达如 103 : 10: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与iTW17 ，~唱巳n~ ~"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切与'Ol '~~ru'17~ 民圳

它们在语法与语意上都是重复的。再如《诗篇》之开篇 1 : 1: 

不从恶人的计谍，

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口、旦回， n~17:3 1与罚拭与

气017 ~"口咽巳n 节，:3，
2田、然与口、3与 2国1口:3，

它们语序稍异，但语意相同，而且韵律整齐，是公认的平行体的代

表。但多数平行体并没有这么工整，实际上也很难清楚地界定平行体

的标准，有时它又通过语法上的重复，但在语意上进行延伸，或者形

成对比。③

币 4诗篇》中用不同的词来表示诗歌所用的不同乐章，其中有歌、颂赞之歌、榜告之歌、感恩

之歌等，但对于以色列人的乐与诗之间的配合，我们所知甚少，如诗 22 所谓的"调用朝鹿"到底

何意.诗篇中是常见的"细拉"到底何意，无人能解.参 R. Rendtorff, 247 页.

到见ABD之 Parallelism 静条。

悼通常人们将其分为同义平行体(Synonymous) 、反义平行体(Antithetic)或综合平行体

(Syntheti纱，甚至还按诗句的结构形式更细分为 z 交叉平行体(αi植tic par窟lIelism)、楼梯平行体

(Stairc甜 Parallelis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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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另一种杏趣的诗体是贯顶体(acrostics)，即连续诗行的起

首字母按希伯来文的字母顺序开始。这是希伯来诗歌的一种特有形

式，它既可帮助朗诵者记忆，也可使诗歌产生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

在神学上表示全盘、全部、彻底的意涵，如《诗篇)) 25 , 34 , 37 , 

111-112 , 119与 145 ， <<哀歌)) 3章等。另外的一种诗歌体裁是呼应体

(inclusio) ，即一首诗的结尾与开头相呼应，形成一个独立的整体，如

诗136首。还有一种是交叉体(chiastic)，即采用ABBA或ABCBA的对应

方式，如诗1 : 5-7就用"罪人一义人一义人一罪人"的交叉体。当然，

《诗篇》最显著的诗歌特征是它用了大量的明喻、暗喻或隐喻，如诗

23 : 1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明喻:而在更多情况下则用象征性

(figurative)语言来表达诗人的处境或对耶和华的依靠，如诗69: 2就完

全使用隐喻的诗性语言。

我陷在深讲泥中，没有立脚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

传统上大卫被认为是《诗篇》的作者，但150首诗中只有73首明确

地被归于大卫。而希伯来文用来表示所有格的介词前缀与，还有可能是

指"献给…"，表明它有可能是别人做歌献给大卫的，所以实际上大卫

作为实际作者的篇数还有可能更少。一些诗篇还被称为是所罗门所

做，如72与 127首:或摩西所做，如90首:另外一些则被归于那些在历

代志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利未祭司名下，如可拉、亚萨、希l惶、耶杠

顿、以探等。①这进一步证明整体的《诗篇》应该属于后流放时期的圣

殿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卫本人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而且是他

组织了圣殿的音乐与崇拜形式。在神学信念上，大卫则被赋予"弥赛

亚"的形象，是在崇拜时将以色列人带领到耶和华上帝面前的理想君

王。所以，大卫便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诗篇》的作者，这成为希伯

来宗教的一个传统信念。即使到了新约时代，基督教使徒们在引用

《诗篇》上的经文时，也直接称其为"大卫的话" @ 

①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诗 42-49. 84. 87. 代下 20: 19; 诗 50. 73-83. 代上 6: 35. 25: 1; 诗

邸，代上 6: 18; 诗 39. 62. 77. 代上 25 : 1; 诗 89. 代上 6: 29. 

争;参《使徒行传>>2:25.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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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儿章，我们分析了"希伯来圣经"的律法书、历史书与先

知书，在此，我们可以问一个比较性的问题z 如果说以色列人认为律

法书是上帝通过摩西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总则性诫谕或命令，历

史书是上帝通过历史来展示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先知书则是通过先

知传言来启示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信仰、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意志的

话，那么《诗篇》的一般性意义又是什么呢?①

首先， <<诗篇》是人对耶和华上帝的回应、赞美或析求。它是人对

上帝之威严、慈爱的赞美，或者是对耶和华的大能的祈求。按照希伯

来宗教的基本精神，耶和华是神人关系的主动者和发动者，他创造世

界，参与人类和以色列的历史，向先知们启示他的意志和本性，但

是，人并不只是-个被动的接受者，或机械地接受上帝的安排和摆

布。对于上帝的行动(acts of YHWH)，人是上帝的回应者。甚至在上

帝的行动之前，人可以向上帝发出自己的意志，祈求某一事件的发

生。因此， <<诗篇》是神人关系中从人这一端发出的对上帝的意志和行

动的回应(response)。它预设了上帝的人格性，是人的最深层存在可以

对话的"他者飞《诗篇》的文学特征假设了人作为发言者，上帝作为

昕讲者。因此，虽然希伯来圣经都强调人与上帝的互伴互随

(p缸tnership)，但五经与先知书的基本框架是"神向人发言飞带有上

帝启示的规范性(normative);而《诗篇》的基本文学框架是"人向神

发言"将人最深层的存在体验、对耶和华上帝的经验抒发出来，强调

的是人之情感的表达性(expressive) 。

其次， <<诗篇》带有一定意义上的非历史性。不可否认， <<诗篇》

之歌都源起于人们在某个具体历史情境中对于耶和华的经验。早在出

埃及事件中，以色列人的红海之歌(出 15章)就可看作是对耶和华的拯

救之恩的一首赞美之歌，在以色列人迦南定居、立王、建殿，乃至于

巴比伦流放、回归耶路撒冷的历史经验中，以色列人或者赞美或者祈

求耶和华，此乃诗篇创作的基本动力。《诗篇》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

历史中经验上帝的浓缩记忆。但是，今天《诗篇》中的绝大多数都无

法确定其历史处境或具体时空，只有《诗篇)) 137首可以肯定地说是在

①当然，这些不同的经卷单元或者它们所代表的不同传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实际上互

为内涵，密不可分.在此，为了比较的方便，将它们的某一侧重点突出出来.这些传统之间的神学

综合关系，可参看Gerard von Rad, Old Tes钮ment Theology一书的出色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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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巴比伦时期。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对《诗篇》的理解。

因此，与律法书、历史书和先知书预设了上帝是在历史时空中向以色

列人启示自身不同， <<诗篇》具有较强的超越历史的精神。

最后， <<诗篇》的崇拜特性(cultic chara.cteristics)是它的最基本属

性。如果说整部希伯来圣经都是要强调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立约关系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以色列入是一个圣约群体 (a covenant 

community)的话，不同的经卷单元对于"什么是圣约群体? "这一问

题却有着不同的侧重。对于律法书来说，上帝的立约共在(covenantal

partnership)的标志是律法，遵行律法规范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圣约群体

的本质:对于历史书来说，上帝在历史中的福或罚乃是上帝与以色列

人的共在:对于祭祀传统来说，恰当的崇拜和祭祀方式、祭司群体和

守圣日乃是上帝共在的方式。在大的背景上， <<诗篇》首先属于崇拜传

统(cultic 田ditio时，专用于圣约群体在圣殿中的唱颂。就其适用于圣殿

中的敬拜而言，它是在特定的神圣空间和时间内经验上帝的共在，这

与律法直接地规范于世俗生活，以及先知传统在以色列的一般民族史

中经验上帝有很大的区别，与圣殿传统则较为接近。但是，与圣殿神

学有所不同的是，用《诗篇》自身的话来说，就是"耶和华是用以色

列的颂赞为居所的" (22 :坷，从而与锡安传统以有形的圣殿作为耶和

华的居所区别开来。对《诗篇》来说，它强调的不是群体崇拜之所发

生的圣殿空间，而是在圣殿空间进行的群体崇拜。

《诗篇》从它的崇拜特性中派生出来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的群体

性。崇拜总是群体性的，所以尽管《诗篇》的某篇颂赞或祈求的原始

情境是个人性的，但由于它所表述的总是人类最一般的对于上帝的情

感，一旦它在崇拜场景被群体所颂唱，便成为整个群体的共同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诗篇》具有较强的非历史性的原因之一。

二、 《诗篇》的整体结构z

编修评断学(redaction criticism) 

与希伯来圣经的所有经卷一样，谈到《诗篇》的生活处境时，总

有二个层面的问题2 一个是成典的《诗篇》的生活处境，也就是第二



456 希伯来圭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圣殿时期的回归群体所用的崇拜诗篇:另一个是单首诗篇的具体的、

历史的生活处境。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篇)) ，可以被称为"第二圣殿的赞美诗"

仙e hymnb∞，k of 也e second Temple)。①但这本身也是一个较长的编修

整理过程，即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基本定型。正典的 4诗

篇》可以粗略地分成儿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一首颂歌(doxology)加以结

尾。这首颂歌又由会众回应的"阿们!阿们! "的固定表达来收尾。

这首颂歌虽然处在最后一首诗篇之中，但它更像一个诗歌整体的结

尾，而不只是那最后一首诗歌的结尾。

《诗篇>> 1-41, 41 : 13为结尾颂歌:

二、 《诗篇>> 42-72. 72: 18-19为结尾颂歌:

二、 《诗篇>> 73-89. 89: 52为结尾颂歌:

四、 《诗篇》协1俑. 106: 48为结尾颂歌:

五、 《诗篇>> 107-150. 可以把整篇105首视为全部《诗篇》的颂歌。

之所以说《诗篇》之完成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直接证据来自

于72: 20的一句编后语"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这表明在

某个阶段，人们认为圣殿颂歌的集子算是编完了。但后来又围绕着这

个古老的集子，加编了其他的颂歌，成为今天的正典《诗篇》。

以上是关于《诗篇》成典的一个粗略判断。仔细分析，可以发现

正典《诗篇》的更加精巧复杂的总体结构，甚至可以从中窥见后流放

群体在编修《诗篇》时的某些神学总则。先从两个小的诗篇单元说

起， 3-41与51-72是两个集中的以个人哀歌(individua1 lamentations)为内

容的诗歌单元。而42-50与73-83这两个通常被称为 "E传统的诗歌"

(elohistic psa1ter)②则是以"集体诗歌" (community psalms)为主。它们

与前述个人哀歌集交叉放置。而从个人诗歌到集体诗歌的过被篇则是

第72首，它通常又被称为"王室诗歌" (roya1 psa1m)，它似乎起着将个

，~. B. W. Anderson, 544 页。在 4历代志上>> 16: 8-36 所描述的仪式场景中，就有从《诗篇B

105. 96 与 106 中摘取的片断，意味着某些诗歌确实在第二圣殿时期开始后不久就已经编修完成

了。参 R. Rendtorff, 249-250 页。

也在这些诗歌中，神名 YHWH 被较为整齐地改为 Elohim，所以被称为 "E 传统的诗歌参

RendωE霄， 248页。尤以 42-83 中的诗篇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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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诗歌转而为集体诗歌的作用.更明显的是，之后的84-89又是一个

"王室诗歌"的单元.而再往上追溯，第一个个人诗歌集341又在头

上被加上一个王室诗歌即第2诗篇，从而与作为尾篇的89篇构成了对

应.总体来说， 2与89的王室诗歌为3-88的歌集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更有趣的是，再往下看， 110首又是一首王室诗歌，而且都是讲述君王

是耶和华所拣选为世界的治理者的内容o 110- 118是一个较特别的集

子，可称之为"哈利路亚"诗篇，即以"赞美耶和华.. 0"'" 1协罚，
HaUel咱曲}作为它的主旋律不断出现.然后就到了 119篇以律法为颂赞

对象的"律法诗篇"σorah psal时，而这又与1篇的律法诗篇构成首尾

呼应，形成一个以1与119篇为首尾的更大总体框架。

继续往下看，接着的120-134又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单元，即所谓的

"朝圣诗歌" (pilgrimage psalms) 0 但它的结尾诗篇又是一个"哈利路

亚诗篇"即135首。而最后一个单元即所谓的大卫诗篇(138-145)，也

被一个"哈利路亚诗篇"的小单元(146-150)所结尾.这表明， 2-118的

大单元与 120-136、 138-150这二个小单元，乃被"哈利路亚"的主题

串连起来.从而整个的《诗篇》乃直接地与希伯来文的篇名"赞美之

歌"但句l'1n)完全呼应，因为"哈利路亚"与"赞美之歌"都来自于
"赞美"。与罚，严划黯}这个动词的词根.①

《诗篇》这样的整体结构可以说明什么呢?第一、从圣经评断学

的角度来看，它起码说明正典《诗篇》也不是一蹦而就的，它经过了

不同的阶段，也代表了不同阶段的以色列人对于向耶和华倾吐心志的

"诗歌"在神人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的理解，不同的神学主题乃

层层累积于《诗篇》的编修之中。第二、 《诗篇》全篇的整体结构是

"要赞美耶和华"反映了它作为第二圣殿崇拜群体的礼仪总集的特

点.一些单篇的诗歌，它们最初的创作可能来源于个人的喜悦或悲

伤、兴奋或沮丧，但在第二圣殿群体的理解中，它们被用来指明一个

基本的事实，即人要在崇拜之中赞美耶和华。"赞美神"即"哈利路

亚"成为统率全部诗歌作品的神学总纲。第三、在次一级即1-119篇的

整体结构上，对律法的颂赞成为结构性主题。其神学意味在于=诗篇

@对《诗篇'的整体结构的分析，.民Rer闹剧ff，2*-ßO页.对于《诗篇P 的整体结构的编

修过程中，不同传统对涛篇的政写与调适，以及这些传统在《诗篇'中的重叠与交叉的研究，参

N棚，回唱fhy切.. y， R.缸ung 伪f! PsøJm.s tb A B回到t(Sheflield: Academic:,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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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律法书一样，本身即是上帝之言，显明上帝的意志和正确的生活，法

则，需要人们尽心默想，并以之指导生活。进而言之，后来《诗篇》

被分为五部分，也是为了对应于五部律法书.第四v 在更次一锺即2.

110篇的整体结构上，王室诗篇扮演着重要作用，展现出强烈的强赛亚

期盼的色彩。它表明对上帝的颂赞不应仅仅指向过去、现在而且应

该指向未来。上帝对历史的支配意志，必将表现为他所拣选的弥赛亚

将降临并治理人间。在这层意义上，某些诗篇所描述的现实历史场景

如《诗篇>> 2首的君王即位，在经过诗篇颂唱的仪式过程之后，乃被神

学化、抽象化乃至宇宙化为耶和华或弥赛亚对世界的全权治理.

三、 《诗篇》与形式评断学

以上所述，是从第二圣殿的崇拜群体的生活处境来讨论正典的

(canonical) <<诗篇>> ，但就某些单元或单篇的诗歌来说，它们的原初生

活处境则属于流放时期或广义的前流放时期，包括王朝时代、大卫时

期乃至于出埃及和征服迦南时期等.某些诗篇具有非常古老的文学元

素，如19 : 2.7中的诗篇非常类似于迦南神话 29篇也常被人们认为是

对迦南文化中的雷神之歌的改编，即用耶和华的名字来取代迦南雷

神，其中包含的"神的众子"、 "耶和华打雷"都带有强烈的迦南色

彩。而那些王室诗歌应该是在王朝出现之后的作品，如4S篇的婚礼之

歌， 101篇对王者应该维护社会公义的颂赞， 132篇所预设的仪式场景

等。还有一些是谈到流放巴比伦时期的诗歌，如126、 137篇等.

一方面由于《诗篇》之歌的非历史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今天对

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崇拜仪式。iturgical)生活和程序所知甚少，我们很难

确定某一单篇诗歌的具体的时空背景。考虑到即使某一单篇诗歌也可

能是由多个单元组合而成，并且经过漫长的文学组合、思想交融的过

程，那么实际的诗篇研究可能就更为复杂。在对《诗篇》进行单元性

研究(与上述对《诗篇》的正典结构性研究相对)方面，形式评断学

(form criticism)带给人们较多的启发。①

@对于形式评断学的一般性研究，请参 John Banon, Remling. lhe 创d η'StømenJ: Mø，伽划归

BibUcal si徊。I (Phil曲1肉i缸阳回s， 1984)，以及 James Muil翩翩鸣， "Fonn臼翩翩翩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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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形式评断学并非一种崭新的方法，在前面对五经的

先祖叙事中的推元学故事伽tiology)、律法中的绝对律令(apod悔ictic)与

相对律令(臼.suistic)、辩告文体的先知传言等的研究，都是对形式评断

学的运用。但是，由于《诗篇》的诗歌体裁、公众崇拜的社会背景、

高度重复性和格式化的文体结构，使得《诗篇》成为希伯来圣经研究

中形式评断学运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也是我们下面讨论《诗篇》时的

一个基本方法。

所谓"形式" (form)一词，只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起点的概

括。它指一个文学单元(unit)的基本结构或形状。对于形式评断学来

说，第一步的工作不是确定某一经卷的作者是谁，而是将当前呈现为

→个整体的文本分成不同的单元。它有自己的起点与终点，有其内部

结构的一致性，有其自足的意义。即使把它从当前的正典文本中抽离

出来，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它的意义。将这样的单元分离出来之后，

就可以对它的文学形式(genre)进行分析。例如，对《诗篇》的诗歌单

元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分析其韵律、诗节，它的人称形式是单数还

是复数，它是以上帝还是以读者为对话者等，来判断它的基本形式.

在细致的层面对某一个或一些文本进行形式分析之后，第二步就可

以依照它们的文学特征对它们进行归类，确定它们的类别(伯阳咆)0 当

然，最大的类别可以是散文与诗歌:前者又可以分为传说、故事或史书

等，后者则又可分为先知传言、谚语、谜语或颂赞之诗等z 在诗歌之

中，又可以分为悼亡之歌、哀歌、宴喜之歌等。例如，在五经律法中，

"人若......就……"乃是一个重复出现的形式:在先知书中"因

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也反复出现:而在《诗篇》中则可以

反复看到这样的文学结构，先是呼唤人们"你们应当赞美耶和华"，然

后是"因为耶和华…"。①故此，人们依据这些重复出现的文学格式，

便推断在此之后有某种标准化或固定化的文学类别.

形式评断学的敏锐之处不仅在于宫对于文体形式的感觉，而且在

于它更进一步意识到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场景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

JBL88 (1则)， 1-18 页.另外两本经典性著作则分别见HermaanGl皿ke1， 7ü 1'，皿阳';AFo_.Cr拙恕t

IfÚI。也ct酬，国且.s. by 1bomas Horner (Phi1础Ipbia: Fortreas, 1967)以及 Sigmund Mowincke1, 7ü 

PS4拍即 in Is1'tUII 's MbTShip, 1raDs. by O. Ap-咽IOmas (New York: Abin革命贱 1962).

①这些重复出现的文本可分别参《出埃及记>> 22 : 1, S, 7, 10, 14; (以赛亚书) 7: 5-8, 29: 

13-14, <<阿摩司书) 1: 3-5; 以及《诗篇) 29， 33， 47， 66， 96， 98， 1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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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些文本一定产生于以色列人的某种生活处境.例如，、有赞美

诗这种文学形式，一定就有唱这首赞美诗的崇拜场景:有悻法文本，

就必定有实施或执行这一律法的社会机制。这样，从文本的文学特征

的研究就纵深地进入对以色列的社会史的研究之中.在此，对某一文、

本的社会处境的研究与对它进行历史研究是两种既相关又有差异的方

法取向。可以说，大多数诗篇都成于以色列历史的某一个时期，这是

对它的历史研究:但对某一诗篇的生活处境的研究，则更倾向于讨论

这一诗篇之所被运用的社会场景。前者关注的是某个历史的点或段:

而后者则关注某种循环或重复出现的情境。或者说，前者垃重的是诗

篇写作的历时性，而后者则注重诗篇运用的共时性。所以，对手形式

评断学的诗篇研究来说，有意思的不只是诗篇的作者或时间，更是它

所被运用的社会制度(institution)或仪式场合问题。

因此，对《诗篇》的形式研究，乃表现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文学上

的，另一个则可称为社会学上的。这在对《诗篇》的二个最重要的研究

成果上也体现出来。 H. Gunkel的The Psalm: A Form Crlticollntroc航刷一

书对诗篇的研究就强调以色列诗歌的不同文学体载:而S. 协阳剧的

The Psa阳切 Israel's Worship则强调以色列人在圣跟中的举行的圣日

σ'emple festiva1s)尤其是新年庆典这一生活处境，对于人们了解诗篇的重

要意义。①他们对于诗篇的文学分类法，以及对于诗篇的生活处撞的猜

想，构成了后来学者们研究诗篇的起点.在实际研究中，作为形式评断

学的两个方面z 文学与社会学方法是融合在一起的。

四、 《诗篇》的基本文体

通过前面儿章对希伯来宗教的分析，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对上帝

的理解不是来自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来自于具体的历史经验.上

由当然，对于他们的具体结论也有很多争论. H. Gu略e1 认为可以将《诗篇，分为三种颂歌

(hymn)、衷歌。目nent)与感恩歌(仙也giving).α1IUI\1'fl回阳回四"则认为'思歌实际上也属于颂歌樊

剔，因此可将诗篇只分为二类s 颂歌。沪nns)与糖歌阳刚ic副侃s). 参加 Prøiø of Gød iIt伽

Psa伽s. 回05. by K. Crim (RichlllOnd: 1，曲E 险田里防酶， 1965). 对生活处捷的假设，则另有Anur

Weis町在 TMPsalms， 回ns. by H. Hart嗣11 (Phi1øde1庐ia:Wi酣咀翩翩'， 19但}提出很多静篇的生活处撞

是圣约更新节庆(ω，venant renew创 fesliv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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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上帝。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宗教"

(historical religion)o ep使后来创造的传统(creation tradition)融入进来之

后，创造也被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创造乃是为人类史，尤其是后来

由亚伯拉罕所开始的拣选之民一一以色列史提供一个序幕与舞台。对

创造的理想境界的回归，仍需由上帝为人所膏选的弥赛亚来开创。因

此，上帝与他的圣约之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历史与创造中的相

遇(encounter)，乃构成了希伯来宗教之核心基点。

而在崇拜的独特场景中，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叙述也使之获得了新

的意义。如前所述，在律法传统中，耶和华在历史中的救恩行为引出

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圣约之民遵守这些律例典章被认为是对耶和华

的救恩行为的回应:同样，在先知传统中，耶和华的救恩历史也是先

知劝诫以色列人转回圣约的起点。但是，在崇拜场景中，这些历史叙

事乃成为呼吁以色列人或者赞美或者呼求上帝的基本起点，在文学形

式上，也就是所谓的颂歌(hymn) 、哀歌 (lament)与感恩之歌

(thanksgiving)。当然，在具体的诗篇中，不同的文体也是混合在一起

的，如19 ， 33 , 129等。

1.颂歌(hymns of praise) 

正如《诗篇》的篇名"赞美"所示，颂赞耶和华在历史中的救恩

历史、在宇宙创造中的威严伟大无疑是最主要内容。在希伯来圣经

中，也屡见夹杂在散文叙事中对耶和华的救恩的直接而当下的赞美。

其中，以女先知米利暗(Miriam)在红海岸边之颂歌最为精炼而简洁。①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技在海中。

虽然它极其短小，但包含了颂歌的最基本结构，即召唤人们敬拜，并

说明这样做的原因，其基本结构就是"(你)要歌颂……因为(耶和

华)……"。这后面的原因主要有二类z 耶和华之所是(属性， to be) 

咀另外两首非常古老，却又不在 4诗篇》之中而是夹杂在散文叙事中的还有《士师记>> 5 章的

底波拉之歌， 4:以赛亚书>> 6 章撤拉弗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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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之所为(行为. to act)。与前者相应的常被称为描述性颂歌

(descriptive psalms). 与后者相应的则常称为宣告式颂歌(declarative

psalms)。虽然单篇诗歌的具体情况总有差别，但《诗篇》中的颂歌

都包含着这个由"歌颂一因为"组成的基本结构。①所以，它们常被

分成以下儿个部分z

A. 引言z 召唤以色列人来颂赞.点出颂赞这一主题.

B. 主要部分z 通常讲述为何颂赞的原因.一般由"因为"仰，伽)来引导，

讲述耶和华在历史中的作为，或者以色列所经验到的耶和华的神性.

c. 总结z 再次回到主题z 颂赞耶和华。

拿117首诗歌作为例子来分析这一结构z

A. 引论。召唤人们颂赞.

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哪，你们都当颂赞他!

B. 主干.颂赞的原因。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

c. 总结.再次召唤人们颂赞。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讲述颂赞的原因时，既可以引述耶和华在历史中的作为，如五经(或

六经)中的那些最重大的历史事件z 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流浪、征

服迦南等(如通常所说的历史诗篇即78. 105. 106. 135. 136等).由

于诗篇的颂歌特性，使得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叙述更为概括和精炼，从

而带有信条性的信仰宣示的意味:也可以是耶和华的创造之功，如诗8

与104; 还可以是对以色列人所经验到的耶和华的神性，如诗136即以

不断重复的启应体(summon-response)对耶和华在历史与创造之所为进

(j) H. G1且蚀el将 8， 19， 29， 33， 65， 67， 68， 96， 98， 1∞" 1ω-105， Jl I, Jl3, Jl4, Jl7, 135, 145-150称为
颂歌，但是实际上在其他类别的诗篇如感恩诗，甚至衷歌中，亦包含颂歌的因子(hymnic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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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概括，将它们归结为"他的慈爱"。吁町，因s love)。这首诗篇的启应

结构和它的高度重复，表明它的礼仪场景，即由聚会领导者发出召

唤，而与会者则发出回应。其神学内涵也很有趣味，首先是上帝的创

造行为被纳入到救恩史的框架之内，表明创造与历史的融合:其次则

是创造与救恩又被高度概括为耶和华的慈爱，而后者又是一个与圣约

联系在一起的神学概念。这也表明，在希伯来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崇

拜的礼仪场景是神学的抽象化和系统化的重要动力。

2. 衷歌(p:躏恤sofLament)

整卷《诗篇》中，最常见的是"哀歌n (lament)。①但是，对于该

用什么词来表示这种文体，人们争议较大。首先要注意哀歌(lament)与

殇歌(lamentation)的差别，前者只是表示处于某种艰难处境时向上帝发

出的感叹和哀求，它仍然想象在上帝的介入之下，这种处境可以发生

改变。而殇歌是对某种已经无可挽回的处境所发出的悲歌。在Claus

Westennann看来，用"祈求之歌" (supplication)这个名称可能更加适合

所谓的哀歌文体。在他看来，虽然对艰难处境的感叹是祈求的起点，

哀歌也始终是祈求之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发出哀叹并非希

伯来歌者的目的，哀叹被上帝昕见(heard)才是这些哀歌的真正目的。@

因此，这些诗歌的本意是祈求，而非哀叹。我们有必要注意这些内涵

的区别，但在圣经研究学界，由于普遍使用lament一词，我们在这里

仍沿用"哀歌"之译。

另一个争议较大的地方则是对于个人哀歌(individual lament)与集

体哀歌(communal lament)的区分。@简单地说，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我"与"我们"的人称差异。前者是个体的生活经验，后者则是以

色列群体的历史经验。但是，人们也常反对这样的分法。理由有二z

一、诗人所用的"我"是一个集合单数，它把群体的经验拟人化了，

由Gunkel称其为"诗篇的基本材料" (诗篇>> 3,5-7, 13, 17， 22，25-28， 32， 38， 39， 4~43， 51 ，54-

57， 59， 61 ， 63， 64， ω-71 ， 86，邸， 102, 109, 120, 130, 140-143 都被他归于此类，此外还有一些与颂歌
夹杂的哀歌等.

@Claus W，臼能nnann， trans by K. Crim & R. Soulen, Praise and Lm旧'nI in lhe Psalms (Atlanta: John 

Knox Pr田s， 1981) ， 34 页。

@ J. Collins, 4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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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所有这些诗篇都应该被理解为集体性的。这样的理解有着

实际的根据，因为在今天犹太教或基督教实践中，对这些个人哀歌的

诵读，乃是将整个群体的经验融入进去。二、这些诗歌的诵念总有一

个崇拜礼仪的场景，即使是个人表达自己的经验，他也是在群体的面

前表达，并被群体或代表群体的祭司所安慰。在此意义上，它也是群

体性的。所以，对于具体的诗篇，很难说某篇就是个人哀歌，某篇是

集体哀歌。

有趣的是，哀歌中的相当部分被归诸于大卫所写。这样，我们就

可将这些哀歌与《列王纪》中的大卫叙事对照着阅读，并产生出新的

解释学意义。如此阅读的正当性，也可在希伯来圣经自身中得到即

证，有一些圣经文本就将哀歌夹杂在散文叙事中，如耶利米的先知叙

事中的"耶利米告白" (confessions of Jeremiah)，以及《约伯记》中的

哀歌等。正如R. Rendtorff所说，这些哀歌是古代以色列人进行衍义式

阐释学俐的.shic exegesis)的一个例证，即将某些诗篇与某个著名人物

的生活联系起来，最多的就是大卫。①在这些诗篇中，大卫之被突出的

不是他的王者形像，而是普通人的普通情感。它们对人类处于艰难处

境的心境描写是较为范式化的，因此，可能是漫长过程中不断加工的

产物，非真由大卫所作。

简要地说，哀歌具有以下的基本结构:

A. 向上帝呼求:如"耶和华啊，求你留心昕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

思。" (5 : 1)又如"我的神，我的神! "(22: 1) 

B. 怨愤之诗(complaint)，向耶和华表明自己的艰难处境，对个人来

说，通常是疾病、追杀、对自;或内省之后对罪性的深刻意识:对群

体来说，则是仇敌的压迫、自然灾害等。如"耶和华啊，求你可怜

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 

常被收于"悔罪诗篇" (penitential psalms)之中，指诗人对罪性的体

认"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

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 (69 : 4)则指周围

强敌的威胁。

C. 信心告自(confession of trust)。表白诗人虽然处于艰难处境之中，

但仍对耶和华有信心。有时诗人还引用历史上的先例来表明信心仰

(lJ R. Rendtor霄'，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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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重要，如"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22 : 4-5) 。

D. 祈求(petition)。通常情况下，诗人会采用祈使句式，要求上帝报复

那些曾经施压的人。如"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

抵挡我散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 (7 : 

6)这个诗篇单元常被称为"咒诅诗篇" (imprecatory psalms)，由于
它所带有的仇恨色彩，乃成为希伯来圣经解释的几个难题之一。①

E. 上帝垂听了诗人的析求。如"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

我的祷告! "(6: 9)有的诗篇则在此还有一段感恩之诗，即对上帝
回应诗人的祈求而表示感恩。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

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7:17)

哀歌之所以是《诗篇》中数量最多的诗体，其原因恰恰在于它是

对人的真实生活经验的反映。不管是就以色列人所处的世界格局的动

荡与飘摇来说，还是就希伯来宗教对人性之罪与脆弱的敏锐意识而

言，哀歌作者都深深地体验到"神的隐退"。存在的不确定性、历史

处境与艰危局面，这是哀歌的基本出发点。哀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因为他们反映了"上帝隐退了"、神人之间圣约关系断裂了的真实经

验。所以， 22: 1可说是哀歌精神的高度概括"我的神，我的神!为

什么离弃我?为甚么远离不救我，不昕我唉哼的言语? "基督在十字

架上呼喊这句话，正是对圣约关系瞬间断裂的阐释。

因此，哀歌恰恰揭示了神人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颂歌所

展示的是神对人的护佑、人对神的赞美，从而表现的是神人之间的和

谐关系的话，那么哀歌所展示的恰恰是神对人的高弃、人对神的怨

愤，表现的是神人关系失衡之后的挣扎(struggle)和缠结(entanglement) 

的状态。哀歌中的怨愤之诗将人的挣扎的强度再向上推了一步。在怨

愤之诗中，耶和华或者被理解为消极的旁观者，对诗人的艰难处境不

管不问:或者被理解为积极的作对者(antagonist)，直接指使那些敌人

与诗人作对。在怨愤之诗中，耶和华传统的"救主"或"解救者"形

像被诗人加以质问。而在群体哀歌之中，它更是对救恩史中的耶和华

形像进行颠覆，例如在诗44的败仗哀歌中，植根于出埃及和征服迦南

传统中的圣战必胜传统被颠覆:在诗60中，耶和华是应许之地的主人

。、 B. vv. Andeßon.5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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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像被颠覆:在诗89中，大卫永约(Davidic covenant)的传统被质

问:在诗74与79，圣城锡安不可触犯的信念也被怀疑:在诗9与10的社

会不公的怨愤之歌中，耶和华作为公义的审判者的形像也被质问。①

因此，如何理解希伯来宗教中的这些怨愤之歌呢?我们要注意

到，对希伯来宗教而言，耶和华始终是在对话中的他者，在顺境之中

是人颂赞的对象，在逆境之中则是人质间的对象。正是因为这一点，

希伯来哀歌才没有沦为自怨自艾或者对敌人切齿怨恨的发泄之歌。一

言概之，怨愤才使人直面(confront)上帝。

在接下来的祈求之歌恨自ion或plea)之中，希伯来宗教中的传统因

素才再次回归。诗人通常诉诸于历史上耶和华与祖先们圣约关系的理

想状态，并对照当下的处境，以此呼吁耶和华介入人间历史，再次施

行拯救。因此，祈求之歌与颂赞传统是相适应的，或者说，祈求之歌

意味着寻求颂赞传统中所蕴含的神人圣约关系的现实化，或者说救恩

史在当下的延续。有论者甚至认为，祈求之歌表达了诗人对拯救的理

解，即耶和华的救恩是通过一系列的救恩行为(a series of saving ac盼，
而不是某种连续的救恩状态(a ∞ntinual state of salvation)来为人所知
的。②也就是说，耶和华信仰不是一种单纯超越层面的精神状态，而是

不断与现实的生活经验相交、缠结的动态关系。

在哀歌文体中，最难理解的是在它的最后经常出现的颂赞之歌。

因为在前面的哀叹、怨愤、祈求之中，都是表示神人圣约关系的分

离，在感情表达上是凄苦悲伤的，但在接着的颂赞之歌则突然变成高

昂的赞美之声。例如， ((诗篇)) 22 : 19-23中的析求与赞美之间竟然毫

无过渡z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教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角。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

由参 Craig c. Broy1es, The Conflict 01 Faith and Ex:perience in the Psalms: A Form-Cri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Sheffie1d: JSαr Press, 1989)， 221-222 页.

@ C. C. Broyles, 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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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9-21b还是祈求之歌，但在21c就直接转换为由"你吕经应允

我"引导出来的颂赞之歌。对于这种突然的转变，需要考虑到哀歌所

在的崇拜场景。也就是说，哀歌的歌者乃在会众的面前哀伤析求，最

后，则由圣殿祭司或先知代神传言，发出"安慰之言" (words of 

assurance)或者"拯救神谕" (oracle of sa1vation)，表明耶和华已经垂昕

了诗人的析求，并向他应许拯救。它们与先知传统中的劝慰或拯救宣

告在文学特征上十分相近。①

因此，哀歌构成了《诗篇》研究中极有意味的部分.就其表达神

人关系的张力，并直面质问上帝这一特点而言，它与智慧文学尤其是

《约伯记》有相近之处;就其在凄苦处境中期盼上帝的救恩而言，则

与先知传统密切相关。在希伯来宗教中，只对当下处境进行哀叹并非

哀歌的全部，颂歌或赞美也常常构成哀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诗

篇}} 9与 10， 44与89就将哀歌与颂歌并置。而且，哀歌将诉苦、怨愤的

对象指向上帝，在神学也表达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信念:只有诉诸于

上帝，才能反对上帝(He must appea1 ωGod against G创)。也就是说，

如果上帝是宇审和历史的主宰的话，那他也应该为诗人的困苦负责:

更进一步来说，要解决诗人的这些困苦，才只能求诸于上帝。当诗人

将困苦的原因归诸于上帝之时，也就是在表白他的信念:只有上帝才

有能力解决这些困苦。这也正是希伯来宗教的一神特性的精髓所在。

3. 感恩之歌(P.踊lms of Thanksgiving) 

如上所述，所谓"感恩之歌"常常是哀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

在怨愤与析求之歌之后，表达诗人对于耶和华救恩的赞美。人们也常

争论是否可能把感恩之歌专门作为一个诗体单元。在Claus Westennann 

看来"感恩"一词本身就是生搬硬抄的，因为在希伯来文中甚至没

有与"谢谢"相对应的词，通常被译为"称谢"的罚「吨的原意是"投、

扔"而且从来不用在人与人之间，它的名词形式罚响n则通常被译为

{。参 C1aus wi臼回mann， The Praise 01曲d 切 the Psalms (Richmond: John Knox 阶邸， 1965),64-81 

页Artur Weiser, The Psalms, 219-226 页. W. H. Belinger, Psa胁"吟I and Prophecy (Sheffie1d: ISOT 

Press. 1984)对《诗篇》哀歌中这一转变专门进行探讨，并指出先知传统对我们理解哀歌中的这些确

信拯救的经文的帮助，尤见其 78-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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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但它通常用于仪式场景之中，与祭物合起来使用即"感谢

之祭" (50 : 14. 20, a 阻crifice of thanksgiving); 另一个与"谢"相关

的词则是"':l(bless).其原意是"祝福或赞美"。在他看来，今人将

"感谢"只是理解为一个语言上的善意，而古代希伯来人所强调的感

恩则更全面与综合，表示"对人之所施于我者的恰当回应" (1 will 

respondωhim 如'r what he has done for me) 0 因此，他主张将所谓"感

恩之歌"并入"颂歌"这个范畴即可。@我们需要注意他的批评，但

是，由于感恩之歌确实有自己的文体特点，并且常与某种感恩之祭结

合在一起，如30. 66. 116. 118等，所以在此我们仍将它作为·一个独

立部分来分析。②

感恩之歌的文体格式通常如下z

A. 引言z 呼唤人们赞美耶和华，并以"因为"俨;:'， ti哑)句式给出原

因。如116: 1-2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既向我倒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B.主体部分:叙述诗人曾经的困苦处境，以及耶和华对他的解

救。如116 : 3-7 

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

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教我的灵
魂! .. 

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惆为怀。

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c.结论:因耶和华的救恩而赞美他。如116 : 13-14: 

我要举起救息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①Claus Wi国忧nnann， Prøise and Lament in 伪ePSQ，伽陋， 25-30 页.

营通常认为感恩之诗包括 18， 30， 32， 34， 40: 1-11,41 ,66,92. 116， 118， 13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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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认为，在感恩之歌中仍然可以分为个人感恩与集体感恩之歌.

但要做明确区分十分困难。因为很多感恩之歌都有一个崇拜的礼仪背

景，如32: 11 "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E 你们心里正直的人

都当欢呼。"就指明这样的感恩之歌乃需要集体唱颂。 118: 20 "理当
用绳索把祭牲挂住，牵到坛角那里。"则明确地表明这一感恩之歌乃

发生在群体祭祀的场合。通常66 ， 67 , 107 , 124被认为是集体感恩的

代表性诗篇。

五、诗篇的生活处境

除了上述用形式评断学对诗篇进行文体的分类外，通常人们还以

主题(theme)来对诗篇进行分类。@这又涉及到对具体诗篇的生活处境的

判断，当然不同学者对同一首诗篇也会形成不同的判断，但一般人们

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z 锡安诗篇 (Zion psa1ms) 、王室诗篇(Roya1

psa1ms) "登基诗篇(Enthronement psa1ms沪、律法诗篇σ'orah Psa1ms) 、
智慧诗篇(Wisdom psa1ms)等。@当然，由于诗篇所具有的共时性，它可

能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场景中重复使用，从而具有重复的主题，具体

诗篇的类别并非明确不变的。

1.诗篇的节期(阳tivals):场景

首先需指出，节期诗篇并非诗篇分类的一个专门名词。原因之一

是这个名词太广泛，可以说所有的诗篇都是在宗教节期上颂唱的，所

咱看来，由于形式评断学过于强调诗篇的文学结构.以及某些重复出现的文学特征，而较为忽

略单篇诗歌的具体社会场景和神学内涵，近年来受到较大的挑战，从诗篇的仪式的社会人类学分

析、神学意涵等方面对诗篇进行解读，成为近来的一股潮流，参 Herbert 1. Levine. Sing Unto God A 

New Song: A COnlemporary Reoding 01 tlu! Psalms (l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防部队 1995). 尤其

见其第-章 1-31 页.

岳对所谓"登基诗篇"的分析，见下一节"<<诗篇》的神学

⑧由于学者们的神学前设和解将学方法的差异，不同的学者对于诗篇应该分成哪些类型、哪首

诗歌应该归于哪类，会有争议.有很多诗篇甚至难以明确归为哪一类.本章关于类剔的划分也并非

结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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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锡安诗篇与王室诗篇完全可以纳入这一名词之下。原因之二是我

们对于古以色列人的节期与礼仪活动及其变迁所知甚少，①如 S.

Mowinckel大量地依据西亚文化宗教节期的仪式活动来对《诗篇》的仪

式背景做出的猜想虽然有益，但其文化跨度之大却难令人确信。然

而，按律法书的规定，以色列人每年要3次"朝见<1"阳、坦-nac 1"'TM甲，

appe红 before the Lord)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去圣所

(sanc阳ary)敬拜耶和华，通称为"朝圣节期" (pilgrimage festivals) 。

120-134的诗篇均注明是"上行之诗"很可能即出白这样的背景。 a

们在此用这一名词，主要来表达诗篇的两个特定节期背景:圣约更新

节期(covenant renewal festival)与新年节期(new ye缸 festival) 。

在以色列人每年3次朝拜耶和华的节期中，住棚节似乎是最重要的

节期。②圣经多处直接将它称为"耶和华的节期" (the Feast of 

Yahweh)0 @但它最早与农业社会的收藏节联系在一起。按希伯来历，

它是在7月，乃与以色列人的秋收时节相合，相当于公元纪年的9月。

在以色列人进入王朝时代后，此月是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圣殿的月份，

成为耶路撒冷的新年节期。但在南北两国分立时，耶罗波安为了抵消

北国人对耶路撒冷的向心力，便在伯特利设立圣所，并同样以秋季作

为朝圣的节期。在神学上，则回归到摩西和约书亚的立约传统，以圣

约更新(covenanta1 renewal)作为秋季节期的主要仪式活动。

因此，在以群体崇拜为基本场景的诗篇中，有不少可以发现圣约

更新节期的影子。④《诗篇)) 81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在它召唤

人们崇拜时，称呼耶和华为"雅各的神"又强调在"约瑟中间立此

(0 一般来说，除醉节、七七节、收藏节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后来又加上了圣殿节和普

离节.它们是初可能是迦南地区的农业节期，但后来又被以色列人加以历史化，与他的历史经验结

合起来，而分别成为逾越节、五旬节与住棚节。并与律法诵读、圣殿建成纪念、圣约更新等仪式结

合起来。具体到某个历史阶段的节期名称以及人们在节期上做些什么，至今所知甚少.参 B. w. 
Anderson, 558 页:并参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之最后一章。

营《出埃及记)) 23: 14-17, <<利未记)) 23 章， (申命记)) 16 章。

⑥《利未记))23:39 与《土师记)) 21 : 19. 在《撒迦利亚书》中，守不守住棚节都与归不归服

耶和华等同起来，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

华，并守住棚节。......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不降雨)攻击他们." (14 : 

16-19) 

@ Artur Weiser, The Psalms, 35-52 页，他将众多诗篇都归为圣约更新节期的背景。他过分强调
《诗篇》的圣约更新场景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但诗 50， 76， 78 ， 81 ， 82， 89， 105 ， 111 ， 114 的圣约更新

背景为学者们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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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带有鲜明的北部支派的背景。 81 : 1-5谈到在节期的庆典上宣

读律例典章，在接下来的6-7则重述将以色列领出埃及的耶和华的神奇

作为:接着8-10则要求以色列人谨守圣约，匆敬别神，其语言与思想

与北国先知何西阿也十分相近:最后的11-16节则呼吁以色列群体昕从

并实行耶和华之道，并得到上帝的护佑。将这一诗篇与《约书亚记》

24章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所共有的因素z 召聚众支派在耶和华面

前:重述耶和华的救恩史:重申耶和华的律例条文，尤其是排他性地

敬拜耶和华:并以敬则福、背则祸的圣约誓言(covenant pledge)做总

结。这些因素也是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北国传统，其核心包括:摩西、

以出埃及为中心的救恩历史、有条件的约(conditional covenant)、西奈

等所具有的。

对以耶路撒冷为都城、大E子孙为君王的南国犹大来说，北方

支派联盟的秋季圣约更新节期则被转换而为新年节期(New Year 

Festival)，其核心因素也被置换成锡安圣城、耶和华的圣殿、大卫王

朝的拣选、无条件的约(unconditional covenant)等。因此，带有大卫

世系的南国王朝背景的节期诗篇，则以新年庆典中围绕着圣殿的耶

和华崇拜、耶和华为王的威严形像、对大卫世系的诸王的颂赞作为

基本内容。例如:诗24关于荣耀的耶和华将要进入城门的颂歌:

"、 149、 89等诗篇关于圣殿中的各种崇拜场景的描述、王室诗篇对

大卫世系的君王的颂赞等。在以下的锡安诗篇与王室诗篇将更详细

地讨论这一点。

当然，以上南北传统的分法并非绝对的，它们共属耶和华崇拜这

一更大的范畴。尤其在北国灭亡之后，北国传统在南国得以继承下

去，一些曾经以北国的圣约更新节期为背景的诗篇，也被南国传统所

吸收改编，并被置放在锡安新年节期的背景之下。<<诗篇>> 50就是一

个显著的例子。 5-23以耶和华为第一人称"我"发出的神谕宣言是它

的主体部分，其基本格式是先知传统所采用的"辩告文体" (~'叫，

disputatio时，包括z 耶和华呼唤天地做他审判以色列人的见证:其所

依据的就是他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1 守约则福、背约则祸

所依据乃有条件之约等，带有鲜明的北国圣约更新的仪式背景。但

是，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诗歌中，锡安却取代了西奈，成为耶和华的

荣光显现之域。据R. Toumay的考察，这首诗的前半段1-4是神显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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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hanic 严em)，而后半段则是先知神谕(prophetic oracle)。①前者多

与在锡安圣殿对耶和华的荣光的颂赞相关，而后者则取自于西奈圣约

的传统，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具体的圣殿崇拜场景

中，那些先知神谕Jj由圣殿中扮演祭祀先知角色的利未人来发出。这

深刻地表明，以圣约更新节期为背景的北国诗歌传统，很好地进入到

以新年节期为背景的南国诗篇之中，融为一体了。

2. 锡安诗篇(Songs of Zion) 

以圣殿崇拜为基本背景的诗篇所颂赞的主题有二个z 一是"一

座城"耶和华对锡安和耶路撒冷的拣选，以之作为"神的居

所"二是"一个人"耶和华拣选大卫，由他的子孙世代为以色

列人的君王。它们分别对应《诗篇》中的两个主要群体z 锡安诗篇

与王室诗篇。

锡安诗篇的得名有圣经自身的依据<<诗篇)) 137 : 3讲到流放之

民在巳比伦被要求唱一首"锡安歌" <1'咀「咐， Songs of Zion)。人们一

般将俑， 48 , 76 , 84, 87 , 122归为此类。它们的共同主题都是歌颂耶

和华对耶路撒冷的锡安的拣选，以之作为上帝在地上的居所。例如z

46篇将锡安称为"上帝的城" (The City of God)，是"至高者居住的圣

所" 48篇对锡安之威严与伟大的颂赞 84篇则谈到人们对圣城和圣

殿的渴慕 122篇表达人们圣城朝圣的欣喜心情等。

在第八章对锡安神学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大卫王朝的建立和圣

殿的修建意味着希伯来宗教的一个重要新方向，即上帝在人间的临在

从时间 (time) 转到了空间 (space) ，从圣约 (covenant)转到了圣殿

(temple)，从诫命(commandment)转到了崇拜(worshi抖。②神人沟通的渠

道乃可通过锡安圣殿来实现，在圣殿里的祷告可以被耶和华所垂昕:

锡安圣殿乃是宇宙之君王在地上发布审判的地方:圣殿之建立是耶和

〈。参 RaymondJ缸:ques Toumay, Seeing and Hearing God with the Psa伽s: The Prophetic U，ωrgyof 

the Second Te"ψle in Jerusalem (Sheffie1d: JSOT pr回纱， 14牛145 页.

岳基督教之后，圣约神学常被人们所推崇，而圣殿神学则被轻看.但圣约与圣贱、西奈与锡安

是希伯来宗教精神的两个基本支点，也是后来基督教精神的基本源泉.在早期基督教群体中，耶稣

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臣"仙1 0 l.óyoc; σ树是y缸τo KIIL 

旬叫问XlEV Êv ~LV， 怕吗PTJÇ Xá.pL t oc; KIIL Iil.T]ÐE LIIÇ.)在相当意义上，其实是对圣殿神学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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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作为超越的宇宙主宰在地上建立统治的标志，也是人类之由以得救

的根据:圣殿标志了神与人的同在。既然圣殿是上帝在地上的居所，

那么圣城也是不可触犯的(inviolable)，以至于形成了"圣城不破"的

神学(inviolability of Zion)。如《诗篇}} 46 : 5-6 "上帝在其中，城必不

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 "87:5亦说"而且至高者必亲自

坚立这城。" <<诗篇}> 46中重复出现的诗句是对锡安神学的高度概

括"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也

正好是上述锡安神学的两点核心所在。

同时，人们也倾向于把那些带有圣殿崇拜仪式背景的诗篇称为

"礼仪诗篇" (liturgy psalms)，即它们在特定的崇拜仪式中被运用，如

15 , 24 , 50, 68 , 81 ，钮， 95 , 115 , 132篇。其中15篇似乎用于人们

进入圣殿之时，会众与祭司之间的启应诗z

启: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帷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应:就是行为正直，作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15 : 1-2) 

在24篇，则在3与4-6之间形成启应，之后7-8和9-10又分别形成两轮启

应。 50篇的后半段也可用于圣殿崇拜时由祭司来唱颂。 68与95篇则与

圣殿前的列队行进相关，其最终是在耶和华面前屈身敬拜(95 : 6)，而
95 : 7-11还可能是圣殿祭司所发出的仪文。 115篇也反映了这种启应，

1-2是启，而3-8是应。 118篇与15篇相似，可用于进入圣殿之门时的唱

颂。而132则可能是重演大卫将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礼仪活动，对大卫

与锡安的歌颂可谓是圣殿礼仪活动围绕的中心。

3. 王室诗篇(Royal PSaImS) 

对大卫王朝的颂赞之诗通常称为"王室诗篇"它们是南国神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篇包括 2， 18, 20, 21 , 45, 72, 89, 101 , 110, 132, 

144 : 1-11 。这其中包括对君王登基之时的颂赞，如2 ， 72与 110; 有关

于战争顺或逆的颂赞与呼求，如18 ， 20 , 21. 89与 114; 也有对王室婚

礼的颂赞，如45; 以及君王以忠心耶和华、实行公义为治国方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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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篇等。①

对于王室诗篇的解读，有两个基本的角度。一个是从大卫王朝的

政治神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大卫王朝的世俗治理被赋予神圣意义，君

王被理解为将宇宙层面的秩序与公义带到人间的中介者，或者说是上

帝对世界进行治理的人间代表。在南国的政治神学框架中，虽然君王

还未绝对化为神抵自身，但被称为"上帝所拣选的"或"生养的儿

子" (诗2 : 7)，王权的神性因素进一步深化，与北国摩西传统以圣的

约束君王，甚至将主权视为对耶和华神权的背离形成极大的差异.

另一个解读角度则是弥赛亚式的(messianic) ，或者说末世论的

( eschatological)。在希伯来先知们(尤其是南国先知)所传神谕中，这样

的君王形象成为他们的弥赛亚预言的种子，即一个耶和华应许给以色

列人的理想君王一一弥赛亚②，一个与耶和华如同父子一样的人物，一

个实行耶和华意志、以公义和慈爱治理世界的人物将降临人间，为以

色列人乃至全世界的君王。例如以赛亚就预言一个"以马内利(神与他

同在的人)"、一个名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

父"、 "和平的君"的人、一个"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有智能

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的人。@当犹

大国于公元前586年陷亡之后，基于王室神学的弥赛亚盼望便显得尤为

突出，如耶利米所预言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在地上施行

公平与公义，聚拢流放之民将他们领回耶路撒冷"的人:以西结所预

言的耶和华必立"一牧人"照管他的圣民，并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后

流放时期的先知哈该与撤迦利亚也都从王室神学的角度发出弥赛亚式

的先知传言，如《晗该书>> 2 : 20-23与《撒迦利亚书>> 9 : 9-10来安慰

回归之民，尤其是后者的先知传言，与王室诗篇之45: 4与72 : 1, 8甚

至在用词与句式上近乎相同。因此，可以认为，王室诗篇可能起源于

@关于王室诗篇与以色列王权的关系，参 John H. Eaton, Kingsh伊 and TIU! Psalms. 2"" ed., 

(Sheffie1d: JSOT Press, 1986). 

@弥赛亚一词是希伯来文 m田。一词的音译，意为"受膏者它源于古代以色列对君王、祭

司等进行确认的仪式，具体场景可参见《撒母耳记上>> 10: 1; <<列王纪上>> 1 : 39; (列王纪下'

9: 6. 

.③分别见《以赛亚书>> 7: 14, 9: 2-7 , 11: 1-9. 另外，弥迦先知也有类似的弥赛亚预言，见

《弥迦书>> 5: 4-5. ‘'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

他们要安然居住g 因为他必日见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

a 参《耶利米书>> 23 : 5-6. <以西结书>> 34: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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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王朝的政治神学，但它在与先知的弥赛亚传言的相互影响之下，

也逐渐具有了未来盼望的意义。后流放群体最后编修《诗篇》时，乃

将这些王室诗篇加以一定的编辑，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弥赛亚盼望的

色彩。①

当然，这两个角度的转换乃由于希伯来宗教的内在精神，尤其是

其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历史中的上帝。耶和华乃是历史的和时

间的主宰，在他那里，过去、现在与未来，己然与未然乃相融相即

的。上帝对于历史的意志始终是一种未然的已然，虽然尚未发生，但

由于上帝己经宣示了他的意志，在未来必然发生，在他的启示之中即

包含着这一事件的实现，他的话语就是一个己然的事件。第二、耶和

华信守他的圣约。王室神学强调"上帝的慈爱"永不离开大卫世系，

其中慈爱归。罚， love)一词之本意即"基于圣约的爱"故吕振中将其

译为坚贞的爱。耶和华信守于他对大E所立的圣约，因此必将在未来

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如大卫一般的治理者，也就是来临中的弥赛亚。

因此，在希伯来宗教的总体范畴之下，王室诗篇在现世的政治神学与

来世的弥赛亚盼望之间的转换也就不难理解了。

4. 律法诗篇和智慧诗篇

以上所述的各类诗篇，皆是与圣殿崇拜相关的(cultic)。但在《诗

篇》中，还有另外一类诗篇没有明确的崇拜背景，与人们群体性的在

圣殿中颂赞耶和华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即所谓的"非崇拜性的诗

篇" (non-cultic psalms) ，如1. 14 , 37 , 73 , 91. 112 , 119 , 128等。

那么，这些诗篇有什么共同特征或相似之处呢?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人的理智能力，如反思、默想或教育

等，其讨论的主题也是关乎人类日常生活的，如义人与恶人的命运之

别。这与以《箴言》为代表的希伯来智慧文学在主题、方法与文体上

十分类似，因此常被称为"智慧诗篇" (wisdom psalms)。而在对智慧

的看法中，这些诗篇又倾向于以"耶和华的律法" (:'t,iT' n响n ，

teaching of yl而H)作为智慧的最高形式与源泉。而义人与恶人的命运

@参 Norman Whybray, Reading the Psalms ω A Book (Sbeffield: A四demic， 1996元 88-99页.他甚

至认为 2， 72, 89 被有意地加以弥赛亚式的改编，而 20， 21 , 28, 61 , 63, 78, 144 则不甚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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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别，也因他们对耶和华律法的不同态度而表现为前者"所作的尽

都顺利" (1 : 3)，而后者则"乃像糠批被风吹散" (1 : 4)。因此，这些

诗篇中的一部分又常被称为"律法诗篇" (Torah psalms) ，如 1 ， 19 , 

119等。

虽然不以圣殿崇拜作为它们的生活处境，这些诗篇同样有它们的

社会场所和思想背景。第二圣殿犹太教的会堂制度。ynago伊e)是它的

社会场所。虽然第二圣殿在耶路撒冷得以重建起来，但散布在巴勒斯

坦和西亚各地的犹太人乃以分散的会堂作为崇拜场所。会堂而不是圣

殿成为犹太人日常宗教生活的中心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z 诵读和学习

律法逐渐取代了祭祀活动，成为犹太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诗篇》

119就是这一转变的恰当反映。它是《诗篇》中最长的一首，所有诗节

围绕的中心都是"耶和华的律法"。它的文学结构也很有意思，共有

22节，每节8行。它采用希伯来诗体的贯顶体(acrostic) ， 22节的开始字

母按希伯来22个字母排序，而且每节中的8行皆由同一个字母开始。这

样的文体便于诵读，便于记忆和教育，其创作动机是为方便会堂的经

文诵读和讲解。

这些律法(甸声)诗篇的思想背景则与第二圣殿时期兴盛的智慧文

学编修与成典相关。关于智慧文学的文本、源起与性质，我们下一章

再详细论述。从起源上来说，智慧传统也许较为古老，但圣经的智慧

文学( <<箴言》、 《约伯记》和《传道书》等)的编修成典时期应该是

在第二圣殿时期。人们注意到，在早期智慧文学如《箴言》当中，

"耶和华的律法"并未被视为智慧的源泉，也未与自然、社会和伦理

道德一起列为讨论的对象。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的文献《便西拉智训》

一书中，才清楚地看到律法也成为智慧的来源之一。①也许在亚历山大

东征之后，希腊文化的浪潮进入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之中，在启示和历

史神学传统之外，智慧与自然神学的因素亦抬头，带动了犹太人对智

慧文学的整理与编修。以犹太会堂作为制度基础，智慧传统与第二圣

殿的犹太教对律法研读的强调结合在一起，其成果之一就是《诗篇》

中这些智慧(律法)诗篇的成典。

(j)].臼Uins.4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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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诗篇》中的神学

新教改革家路德曾经在他的德文版圣经中这样评价《诗篇>>

《诗篇》可以说是一部小圣经。在它里面，全部圣经都以最

美的、最简洁的方式为人所了解。它确实是一部完美的教义

问答手册。事实上，在我看来，圣灵以它自己的方式编辑了

一本小圣经、一本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圣徒们的榜样之书，以

使那些不能读到整本圣经的人，在这一本小书里，就有机会

得知它的全部梗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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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 <<诗篇》包含了《旧约》的所有神学主题，并→直延续到

《新约》之中。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多数神学家们的认可。这一节，我

们就来分析《诗篇》中的主要神学主题，主要是它对于上帝、自然(历

史)和人这三个基本神学支点的理解。

1.上帝与宇宙E 兼论"登基诗篇'但D由ronement PSaImS) 

在希伯来宗教中，自然(Nature)并非一个最终的实在，它只不过是

上帝的创造物，属于第二性的存在。但是，在表达耶和华在宇宙论上

相对于自然的至上超越地位时， <<诗篇》使用的是诗性的神话语言，

并与特定仪式场景密切相关。耶和华被称为"宇宙君王"从末初就

立定了"他的宝座"。而与"耶和华为王"的宇宙论诗篇也常被人们

称为"登基诗篇"最典型的如93 ， 97 , 98篇，其他则散见于各诗篇

之中如10， 24, 47 , 96: 10-13 , 99等。

这些诗的起首是一句欢呼短语<<耶和华作王! "其希伯来文是

1与口i'ni1"，但它既可译为YHWH reigns，从而表示YHWH IS king; 也
可译为YHWHhas be∞meki晤。②前者为多数英文译本所接受，如KJV，

NIV, RSV, NASB等，表示耶和华对宇宙治理的永恒性和持续性，但这

<D Martin, Luth町， ωs. by J. 1. Pelikan, Lu加r's Works (Saint 1刷is: Concordia Pub. "'剧院 1955)

35: 254. 

曲在以色列人称王时，同样会发出这样的欢呼，如《撒母耳记下>> 15 : 10 "你们一听见角声就

说:‘押沙龙在希伯仓作王了".. (列王纪下>> 9: 13 "他们吹角说z ‘耶户作王了!' n 



478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盟与届想世界

里做了相当的神学衍释。而译为后者，则涉及到希伯来宗教对西亚文

化的借用的问题。在西亚文化中，不少宗教都有纪念新年(New Year)的

仪式。这些新年仪式是对世界产生秩序的纪念，或者说是对它们神话

中关于宇宙起源时的事件的重现。按照巴比伦神话Enuma Elish ， 宇宙

之神Marduk乃在击败混沌之海神Tiamat之后，被众神欢呼为宇宙之

王，为世界建立秩序。迦南的巴力(B础。神话，也同样认为在他战胜了

海神Yamm与死神Mot之后， ß嗣1被众神欢呼为宇窗之王。在巴比伦的

新年仪式上，人们纪念和庆祝Marduk的胜利，其高潮也就是在仪式性

地表现Marduk登上王位，成为宇审之王时，人们齐声高呼 "M缸诅uk作

王飞所以这一节期也被称为"登基节期" (enthronement festiva1). 
《诗篇》的"登基诗篇"具有类似的特征。首先，起首诗句"耶

和华作王!"由众人欢呼发出，显示其仪式化背景。虽然希伯来圣经没

有一处明确地讲到以色列人有一个巴比伦式的"登基节期"但在圣殿

举办的众多节期中是否会举办类似的活动呢? J. Collins就指出住棚节

又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很可能就是举办类似活动的时间。@第

二，在这些诗篇中，关于耶和华如何成为宇审之王的颂赞运用了与西

亚神话非常接近的术语系统。例如，耶和华成为世界之王是从宇窗之

"太初"开始(93 : 2); 而且也是经过一场战事，如诗篇89 : 9-10 11 耶

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管辖海的狂傲:披

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晗伯，似乎是己杀的人:你用

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它的敌人也是类似于混沌之海神的水或

海，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

。3: 4)等等。

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在这些诗篇的后面是否真有一个所谓的登基

节期的背景，但诗篇借用并改编西亚神话来构建希伯来的创造神学，

并以耶和华为王的神话形像来表达他对世界的主权和治理却是显然

的。除了上述所谓"登基诗篇"之外，如29 ， 48 , 77 , 82 , 89 , 104 
部或多或少地有一些西亚神话的因素。例如，人们认为，除了将巴力

之名换成耶和华外， 29篇几乎照搬了迦南乌加列(Ugaritic)地区的创造

神话z

咀参 1. 臼I恤.464 页. Si阴阳Id Mowinckel就认为这些登基诗篇反映以色列入有一个庆祝耶和

华登基为宇宙为王的节期，参其 The Psalms in Israel旨胁rship 一书的细致分析.



第十只摩翻费2歌: (诗篇》 479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妆饰敬拜耶

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

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蝶的香柏树。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辘，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棋。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岔。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

上述诗篇所引用的地名，都是迦南文化的关键名词，以色列的那些著

名地名如耶路撒冷、示剑或伯特利等却完全没有提及。而且，它在强

调耶和华的宇窗之主宰的身份时所引用的神话因素，与经过先知运动

的推动之后的希伯来宗教传统在很多方面是不相容的。例如"神的

众子"、 "神在诸神中行审判" (82 : 1)的观念对于先知们所倡导的独

一神崇拜来说，是相当怪异的。但这些诗歌的上帝形像，恰恰说明了

以色列人在用诗歌文体表达对耶和华的敬拜时，所具有的文化宽容。

在表达上帝与宇宙的关系时，诗篇还通过颂扬自然万物对耶和华

的敬拜，从另一个方向来强调上帝的主宰身份，例如z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19 : 1) 

并且呼吁全地万民都向宇宙之王耶和华敬拜颂赞，如96: 1-4: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会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夭夭传扬他的教息。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

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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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和华的神性(四ledivine na阳re)

由于诗体在文学的特定要求，如要求简洁、对仗等，所以《诗

篇》在对上帝进行描述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信条般的阳时al)特点。

同时，由于它们所具礼仪场景的公开性和集体性，它们对耶和华神性

的概括也反映了信仰群体所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因此(诗篇》是

分析希伯来宗教的神学思想的恰当文本。

举例来说， <<诗篇》常见的一个文学表现手法是 z 附属从句

(描cription)。其语法结构是用由关系代词"那个......的" \I~鼠， who) 

所引导的从句，或者由动词的动名词形式，直接代指耶和华来作为颂

赞的对象。 136篇常被人们认为这一手法的经典体现，它们的前半节都

采用了这一手法， 4-7节如下z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能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 A喜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看来，对希伯来宗教来说，耶和华的本质不在于他是伽e)什么，而在于

他做(do)什么。这是一种与希腊哲学认为"存在" (to be)才是真实的静

态思维完全不同的动态思维，在以色列人看来，耶和华首先是一个行

动者(actor) ，对终极存在一一耶和华的真实把握只有通过"行动"

(action)才有可能，耶和华的真实性在于他的"行动" (ωdo)本性。①因

此，诗篇颂赞所指向的耶和华是一个行动的耶和华，一个过去行动、

现在行动，将来也必行动(has done, is doing, and will do)的上帝。

因此，对耶和华神性的讨论不应该是哲学或教义学式的，而应该

从希伯来圣经所理解的耶和华在宇宙史中的作为(action)出发进行讨

论。如果对其进行概括的话，那么这又可概括为两个行为z 创造与拯

救，从中衍生出来的两个名词形像即创造主 (Creator)'和拯救主

@关于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差异，参Thorüef B佣E钮， Hebl'f!W Thoug加

Co，叫回时'd with Greek (London: SCM 阮田5， 19ω， Revised Version)一书，并可参攒斌《是与终极存

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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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臼mer)。同样，我们可以分析最为浓缩地表达这两大主题的一首

诗篇即136篇。①

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能造天的，因他的愚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总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愚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总爱永远长存!

这首诗以"独行大奇事的"来指代耶和华，并以此统领上帝的创造与

拯救。 5-9是关乎自然的，是对《创世记》的创造叙事的概括:而10-

24则关乎以色列的救恩史，包括出埃及传统但xodus)的所有重要主

题z 击杀埃及长子、红海神迹、旷野引领、进入迦南等。上帝是一个

在自然与历史中皆有活动的上帝，而且通过他对宇宙的创造、对以色

列人的拯救来表明他在自然与历史两个层面都是"王者" (Kingship)的

形像。

如果说诗篇神学强调耶和华的某种静态的神性的话，那么"慈

爱"扫町. love)就是他→个根本属性。在上述136篇中，在讲述耶和华

所行的大奇事之后，崇拜群体都用"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回应，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所直接经验到的是耶和华在自然与历史之中的行

为的话，那么，从这些行为之中所推断出来的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本

性，这就从"所行" (ωdo)过疲到了"所是" (ωbe)。值得注意的是，

"慈爱"之于希伯来宗教，如同"善"之于希腊哲学"道"之于中

国文化。它是一个情感性的概念，表述上帝与个体之间相互缠绕的关

系: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以色列的救恩史就是耶和华的慈爱之历

史展开z 还是一个本体性的概念，宇宙之创造与维持也皆因耶和华的

慈爱@。慈爱作为上帝的根本属性，也是所有诗篇之得以成立的神学基

础，因为诗篇的主要类剔z 颂歌与感恩之歌是对上帝的慈爱本性的颂

赞与感谢，哀歌也是对于上帝的慈爱行为的回忆和析求。

也其他比较典型地将耶和华的自然与历史形像统一起来的还有 4诗篇) 19. n等

e 另可参 4诗篇>> 33, 65.66. 114. 135, 136. 146.14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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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算什么?诗篇的人性论他ehumanna'阳回)

希伯来圣经是呈现耶和华与他的圣约之民之间交往故事的戏剧，

它很少抽象地讨论普遍的人性，或人在世界和历史中的地位和角色。

因此<<诗篇》中少数以抽象、普遍的方式谈论人性、人的命运、人

的存在处堤的诗歌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与《创世记》的创造故事、

智慧文学构成了人们讨论希伯来宗教的人性论的主要资源.

《创世记>> 2 : 7的人之被造故事似乎是希伯来人性论的总纲z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

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它表达了人的两个基本属性z 泥土与生气，前者表示人之存在的脆弱

与短暂:后者是表示人之生气，以及他所具备的与上帝掏通的能力。

诗篇对于前者有大量的诗性表述，俐如《诗篇>> : 

耶和华啊，人算甚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甚么，你竟顾念

他? (144: 3) ① 

这些诗性感叹，不仅是诗人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而且是他

们从耶和华信仰的总框架出发，对于人在宇宙间的地位的神学理解。

对于他们来说，将人与上帝分开，纯粹地来讨论人性是不可想象的。

而一旦将人本身纳入到神人关系的框架之中，人就成为一个对象化的

存在，也就是说，它只是作为上帝的创造对象、拯救对象而存在的。

所以，在诗篇对人的讨论中"人算什么? " (阶黯-M. what is man 

由at...?)成为一个重复出现的变奏。②如果与希腊哲学中的"人是万物

的尺度"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异是显而异见的。我们可以来

分析经典的诗篇8 : 4-8: 

由其他的类似诗句还杳 39: 5~， 90: ~等。

@此处吕振中、新译本皆随和合本，希伯来文并无"算"这一动词，英文译本亦无.但中文译

法非常准确地把握整个诗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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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踢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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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传统对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基本理解，甚

至在一些术语的使用上都很是类似，即人相对于耶和华的地位卑微，

但又有一定的荣耀尊贵，在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在诗篇看来，就人的存在本身而言，它是脆弱无根的。但是，正

由于它的脆弱性，人的存在必须向上帝开放，如63 : 1-3所示: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千早疲乏无水之

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因你的总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而正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之中，这一脆弱性才得以弥补，人的存在才得

以完满，这就是希伯来诗篇所说的"幸福"归国民. " blessedness或

happiness)o 84篇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幸福感z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使为有福!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曰: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 (4-10)

诗篇又是如何考虑人的负面性命运呢?也就是说对于地狱或阴间又是

怎样的理解呢?在希伯来文中，地狱或阴间常用与1民回(英语音译为sheol)
来表示。但希伯来宗教既然没有形成"天堂"的观念，那么阴间也就

与"地狱"差别甚大。宫似乎只表示一个地下的世界，或者用它的同

义词一一坑、深坑(nnw， pit)来说，就是一个死人灵魂聚集的地方。对

于诗篇来说，阴间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表明神人关系的断绝，如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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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元力的人一

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基里。

他们是你不再记念的，与你隔绝了。 (88 :3-5) 

在阴间里，人们被耶和华所忘记，与上帝隔绝。从人这一方面来说，

人在阴间也不能赞美耶和华，也就与"幸福"无缘，如=

因为在死地元人记念你(耶和华).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6 : 5)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 (115 : 17) 

但是，对于人们死后灵魂下到阴间之后会发生什么，上帝又会做

什么来救义人的灵魂，诗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①在这一方面，诗

篇似乎也采取一种"未知生，焉知死"的现实主义态度。甚至"灵

魂"本身的概念也与后世的神学解释有很大差异。与"灵魂"或"生

命"对应的希伯来词中，罚响(life)指生命，而m'(spirit或breath)则指呼

吸之气，也衍生出生气的含义。在《创世记>> 2 : 7讲到上帝"将生气

吹在"人的鼻孔里，用的是口呐n nc由即由e breath of life，其结果就是

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n w剖. a living soul)。这里，回剧是用

来表示个体的人，后来较普遍地用来表示"灵魂"。②但它实际上更多

指个体之中的生机或生命力，与希腊哲学的"灵魂"概念所内含的灵

肉二分，灵魂高于肉体，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不朽的观念大相径庭。

灵魂对于希伯来人来说，更像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性

的实体概念。因此，所谓"灵魂不死"的理念对于古典希伯来宗教是

陌生的，只有在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后，受希腊文化和天启文学的影

响，在犹太教中才开始出现灵魂不死、永恒生命的概念。

.<. J. Col1ins, 471-474 页.
9 可参 TDOT关于l'T"n(life)， m'(spirit或 bre础)与回Ðl(四川}等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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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理性主义:智慧文学

如果说希伯来圣经是讲述神人关系的一部戏剧(由四时的话，那

么，历史(时间)乃是这部戏剧的根本舞台。前面儿章所分析的五经、先

知书(包括历史书)和诗篇都是以耶和华的救恩史(hist。可 of salvation)作

为基本主题，它们的神学建立在两个具象化的支点之上z 西奈(Sinai)与

锡安 (Zion) ，围绕它们的神学主题则包括圣约 (covenant)与圣殿

(temple) 、诫命(commandment)与崇拜(worship) 、摩西。tIoses)与大卫

(David)等。但是，希伯来圣经中还有另一个远离这些主题的文学和思

想单元=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时，它的存在似乎在在提醒我们 I

注意圣经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分两个部分对其进

行分析z 一、智慧文学的一般逻辑和主题:二、分别对不同的智慧文

学文本进行分析。

一、智慧文学总论

可以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对智慧的追求。与希腊哲学、中国文化

相比较而言，希伯来的启示传统也可以称为一种希伯来式的智慧。因

此，所谓希伯来圣经的智慧文学中的"智慧"二字，并不是泛泛地一

般意义上的智慧，它指的是希伯来启示或历史传统之外的理性主义传

统(intell饵阳al 位'adition)。①通常人们认为《箴言》、《约伯记》和《传道

也关于智慧文学与希伯来启示传统之间的一般关系，参滋斌， <<智慧文学z 希伯来理性主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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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智慧文学的主要代表但其他传统亦受其影响，如《诗篇》中

的"智慧诗篇"等.①

智慧一词来自于希伯来文臼罚，其词根的含义十分广泛.它表示某

种技术性的能力，这里常被译为"智能"，如建造会幕时的那些能工巧

匠被称为"心里有智能的人'但喃自2罚罚，由ewi回 man); @那些能释梦的

人也被称为口唱!:)nl"T.但此处译为"博士"与"术士"并列，或者可

指那些知识渊博的人.③因此，它被延伸为某种抽象的能力，例如《箴

言>>30:24 讲到有四种小动物的特别能力时，说它们"甚聪明"

(O'l~:;，n~ o'l~:;，n ， exc创ingly wi则.在此意义上，智慧相当于今天所说

的工具理性，它本身并无好坏善恶，被恶人所用则为恶，如出计给大

卫之子暗嫩奸淫妹妹她玛的约拿达被称为"极其狡猾'何跳~ o:;，n 田、低，

wise me时，希伯来文亦用自:;，n这词:被义人所用则为义，如用计使押

沙龙与大卫王和好的提哥亚妇人被称为"聪明的妇人"仰自~n 罚回鼠，

wise woman) 0 

当人际关系被理解为一个独立于自然的层面时，智慧或聪明又进

入实践伦理的层面，表示一个人对于恰当的社会规范的了解和掌握.

那些知道如何处理与他人、朋友、父母、君王关系的人，也被称为

"智能人飞日常生活的规则也是智慧的一部分，例如知道在何时说

话、何时沉默的人，被称为"聪明人飞因此，诚实、良善与戒贪都被

视为聪明智慧.在此意义上，智慧乃表明某人能够按照公义的基本法

则行事，因此在《箴言》的平行诗体中"智慧"但2罚， wisdom)与"公

义" <P'盐， righteousness)常构成对仗词语.

智慧表示人们对于自然与社会的主观理解与掌握，与它相对应的

乃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与法则，因此，希伯来圣经亦将智慧加以客

观化，乃至成为上帝创造的工具或助手，如《箴言>> 3 : 19-20所言z

其与启示传统的关系). (宗敏学研究).成穗.2(四年 7 月.

·智慧一词在希伯来圣经共出现 318 次，其中 183 次是在这三卷书中. (雅歇'也常被归入街

意诗歌的范畴，详细论述可，李炽昌、.斌(生命言说与社理事认同'第五章.另外商部典型的智

慧经卷被基督敏归于次经之中，即《便西拉智币11) 与《所罗门智制11) .在这两部书中，智慧乃以其

希腾文回呻úl出现的.

@ (出埃及记) 36: 2. 4. (历代志上) 22 : 15-16 等.

@ (箴言) 17: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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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以智能(~!)M~ , by wisdom)立地，以璐明伽田毡. by 

understanding)定天;以知识(wn:. by his knowledge)使深渊裂开，

使天空滴下甘露。

这时智慧就成为某种客体性的力量或实体了.尤为奇特的是，智慧本

身被人格化，成为一个向人们说话的女性形像，这就是在《箴言>> 8 : 

22-31 中的一段奇特经文z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大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

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看来，希伯来人对智慧的理解实际上与希腊哲学对逻各斯、中国文化

对道的理解有结构性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涵盖了人的理智能力、实践

伦理、主观真理、客观规律等儿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与这样的智慧概念相对应，智慧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它们对

问题的讨论方法都表现出自己所特有的方式。首先，可以将它们所关

注的问题分为两大类。一、教导性的处世之道。它属于生活教诲的一

类，关乎日常生活应该注意的东西、如何待人接物的一般性教导、老

一辈人对于生活经验的总结等.例如《箴言>> 3 : 27-31 教导说E

你手若有行兽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

给你。

你的部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

人未曾加害与你，不可元故与他相争。

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

就属于日常生活的规范。二、反思性的意义质疑。对于信仰、人生意

义，乃至前面所说的人所公认的智慧本身进行反思，它通常设置在某



488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盟与思想世界

一特殊的人生场景如垂暮之年♀遭受苦难等非常处境之中，因此常带

着怀疑的语气。如约伯在苦难之中对生命乃至上帝自身发出的感慨z

人算甚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鉴察他，时

刻试验他。

你到何时才特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

鉴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于你何妨?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

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

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草? (伯 7 : 16-21) 

再如传道者对智慧文学所建立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一善恶报应的反思与

感叹z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

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替的与不献替的，也是一样。好人如

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

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

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

了。( <传道书) 9 : 2-3) 

在们亦可分析智慧文学对于自身的理解， <<传道书》说z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12 : 11) 

它将智慧文学称为"刺棍"和"钉稳的钉子"。剌棍是游牧社会所常用

的驱赶牲畜的工具，当牲畜懒惰时，牧者即用刺棍使其前行，以示智

慧文学具有剌激听者更勇敢、更积极地面对生命的意义:钉稳的钉

子，则指人的思想有所依靠，有着稳固的基础，说明智慧文学使人对

于生命、道德有着稳固的了解，不至于摇摆不定、无所适从。前者强

调智慧文学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后者则强调它的教导和实践意义。

可见，智慧文学形成了与历史传统大相径庭的主题。它不讨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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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历史，也没有集体性的以色列作为耶和华的圣约群体观念，甚

至在一些智慧经巷如《传道书》和《约伯记》中神的名字也多用Q"l'1加
或 π加(上帝. God)取代专名i111'1'1(耶和华. YHWH)。那些历史传统最常
用的术语如以色列的拣选、耶和华的日子、圣约与律法、祭司与圣

殿、先知传言、崇拜仪式等，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义人与恶人的

命运、人生的意义、与人相处交往的方式、人生的苦难、自然的奥妙

等主题。它更多地从普遍的角度谈论世界和人生，类似于希腊的自然

哲学与中国的伦理教导的一个结合。虽然在希伯来圣经中是一个异

类，但却更具跨文化的比较性。①

与它在主题的变迁相应，智慧文学由以达致真理的方法也非常特

别。在历史与启示传统中，真理是通过上帝而至人的(神→人}，上帝直

接通过先知传言(prophecy)启示他的真理。人们则通过践行上帝启示的

西奈律法，或到上帝所选择居住的锡安圣所进行祷告来与神和好。但

对于智慧文学来说，真理来源于经验或观察。例如<<箴言>> 24 : 30-

32就反映了这样的推理方式z

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

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场塌了。

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

这种人生经验的总结，又通过父亲向儿子的传授，或者智者向弟子们

的讲授而代代相传。这些箴言的真理性，不是通过诉诸于上帝的权

威，而是假设聆听者自己通过观察来印证它们的正确性。

另一种达致真理的方式是通过类比(analogies)，也就是说，通过在

不同的现象之间寻找共同性，从而确定某一种普遍的秩序.常见的一

种情况是在自然与人生这两个层面进行类比，但重点落在人生的规劝

上。例如:

空夸赠送礼物的，好象无雨的风云。( <箴言) 25 : 14) 

①也许这是《传道书B 在华人学者中引起较大关注的原因之一，关于华人学者对《传道书》的

研究，见李炽昌: <<传道书z 中文圣经注樨)(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甜品然<<荒谬

与真理z 论传道书之神学思想>>(香港2 建道神学院. 1996 年);韩承良<-UI\道:篇馨义) (台北z 思

高圣经学会. 1981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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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婚象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但5: 28) 

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特过来吃他所吐的。

(26 : 11) 

还有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因果的链条，从而以后果

来鼓励或劝诫人们的行为，如z

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

上。 (26 : 27) 

最后，智慧文学以质疑、反思和提问的方式来进一步推进智慧的探

讨。这尤其表现在后来的成熟文本如《约伯记》和《传道书》之中体

现出来，如《传道书》对智慧本身的反问 z

智慧人的眠在头上看;愚顽人在黑暗里走;我却深知这两种

人都必遇见同一样的遭遇。于是我心里说"愚顽人所遭遇的、

我也会遭遇着，我为仲么要有智慧呢?那我有什么长处呢? "我

就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同愚顽人一样、永远元人怀念

着;因为在将来的日子二者都会被忘掉;唉，智慧人死亡、终究

同愚顽人一样。 (2 : 14-16) 

也就是说，在死亡的面前，智慧人与愚顽人并无不同，那么智慧本身

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它深刻地表明智慧文学以反思作为探讨问题

的基本方式，甚至不惜推翻自己的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与启示传统的"神→人"启示的方向相反，智慧文学

采取的是"人→神"反思的方向。主角从神变成了人，在智慧文学

中，上帝往往是缺席者。即使为耶和华设置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也

从启示传统中的第三人称变成了第二人称，他不是启示的权威，而是

与人交谈的伙伴，是人发问的对象，甚至能够接受人的辩论和挑战。

在人对自身存在和周围环境提出疑问、思考和解答的叙述结构中，上

帝的存在退入到背景之中，成为一个隐隐约约的模糊形像。在智慧文

学发展的晚期，理性的开放和批判精神进一步表现出来，它反对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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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永恒的真理的存在，主张真理必须接受新的生活经验的检

验，哪怕得出虚无主义的结论。

二、智慧文学z 文体与生活处境

智慧文学的最常见文体是所谓箴言(prov，的)或者谚语(aphoris时，

其他如格言(max:ims)、比喻(fables)、谜语(riddles)、隐喻(allegori臼)、

教导(instructions)等。它们的特征包括z 其语气是断定式的，其论说的

道理似乎是自明的:常用悖论来表达，以突出其结论:语言简短z 常

用对比或类似:易于记忆或流传等。①平行体(p，缸al1elism)短句是它们的

基本文学结构。例如《箴言>> 10-31章常被称为智慧文学较为古老的部

分，就以两行平行体诗句为主，例如10: 5: 

夏天收聚的、是明智的人; 阶::lC 1::l甲~p::l巳'l

收割时还沉睡的、是贻羞的人。如!lW 1::l T"P::l ，揣

希伯来诗体的平行体结构，有助于诗人或者将两件事类比，强调它们

的共同之处，这称为同义平行体(synonymous parallelis时，如《箴言》

22 : 1; 也有助于他将两件事对立，突出它们的不同，这称为反义平行

体(anti也etic parallelis时，如《箴言)) 10: 1; 或者有助于他在描述某一

现象之后，在第二行对其做出总结，这称为上行平行体(副cending

par萄llelis时，如《箴言>> 4 : 18。当中，它还可利用希伯来方法自身的

特点，来制造语词上的美感，使其流畅上口，易于传播。如《传道

书)) 7 : 1(吕译本)

好名誉强于好膏油::l，巳 1ctúc 口回到巳

死的日子胜过生的日子。 1气与1罚口1唱 n，cn c，叫

智慧文学的另一种文体是劝诫文体(admonitio时，主要可见于《箴

言)} 1-9 与 22-24 章，亦可见于《便西拉智讪I}}。它有时用鼓励，有时

@参ABD之Wisdom in theσr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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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用劝诫的方法进布劝说，并且'经常以"因为" ("::;)，也。、"恐怕"或

"以兔" (tÐ , lest)为连词，给出为何需要这样做的理由。例如《箴言》

22: 22-25 

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

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国苦人。

因耶和华必为他，辨屈，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

智慧文学有较强的诗体特征，一些智慧诗篇(wisdom psalms)也许最早

就出自于智慧文学.希伯来诗歌的某些强烈特征亦可见于智慧文学作

品之中，例如《箴言>> 31 : 10-31就是一首贯顶体(配rostic)诗歌. 22句

诗歌正好由希伯来22个字母连贯开头。

接下来的问题是z 这些智慧文学的生活处境是什么?这些箴言是

为谁所写?它们原初运用的生活场景是什么?又是如何进入希伯来圣

经的呢?我们首先从更广的西亚文化的背景进行考察。古代埃及有非

常丰富的智训传统，从古代王国时期(公元前2680-21ω年)的

"Kagemni智训"和"Pt血-hotep智训"到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80-

11∞年)的"Amenemope智训"乃至公元前11∞年的"Ani智训"。

它们既有宗教内容，认为人的道德行为乃为喜悦诸神:也有世俗内

容，如父亲告诫儿子如何恰当得宜地与人相处，在社会中履行自己的

职责，并远离那些自大、淫乱和贪婪等行为。它们在形式与内容上都

与圣经箴言相似。同时，东部的两河流域也有丰富的箴言传统，如公

元前二千年的"Shuruppak智￥11 "就是以一个国王对他儿子进行训导的

集子，与《箴言》类似"我儿"俨l:l， my son)也是引导训词的起首

语。公元前15协1000的"智慧忠告" (Counsels of Wisdom)也是一个处

世箴言的文集。尤其是公元前7∞年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的一

个臣子编的"Ahiqi缸论语"就是一个融箴言、谜语、寓言、仪规于一

体的文集，其中的某些片断如"不要舍不得杖打儿子"就见于《箴

言>> 13 : 24. 如"我举过沙，我举过盐，但恼怒比这两样都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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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27 : 3即内容相似。①

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以色列人可以接触到这些西亚文化的智训传

统，例如((列王纪上)) 4 : 30-31就将所罗门王与埃及、西亚的智士

相比，说"所罗门的智能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能。他的智能

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玛昂的儿子希慢、甲各、达大的智

能，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在《但以理书)) 1章中，也讲到尼

布甲尼撒对智士的训练。((箴言》自身也印证了它对异文化的借鉴，

如《箴言)) 30章所引之"雅基的儿子亚古骂的言语气以及31章所引之

"利慕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等，即是对非希伯来

文化中的箴言、谚语的收集。@

在此，我们要注意两点:一、从西亚文化借鉴智慧传统，并不等

于说以色列人就没有自己原生的智慧传统:二、即便这些智慧文学具

有异文化背景，但是以色列人在接纳它们时进行了改编与重组，对它

们进行"以色列化"。首先，希伯来文化存在着古老的智慧传统，这在

圣经的历史和先知传统中都有所体现。在士师时期，约坦所举的"众

树立王"的比喻( ((士师记)) 9 : 8-15)、参孙(14 : 14)的谜语，就说明

智慧传统在以色列古代社会很早就存在。进入王朝时代后，大卫和王

子押沙龙身边就有这样的谋士，如《撒母耳记下)) 16: 23所言"那

时，亚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

日给押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在王室内乱的过程中，也可以

看到一些"有聪明的妇人" (l"Ic;:,n M回隙， wise woman)在双方之间回
旋。③在先知文献中，一些先知对那些"智能人"和"智慧"总是进行

批判，如以赛亚和耶利米1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能人的智能(叫到 MO:l罚， the wisdeom of the wise)必然消灭;

(Ìl详细论述见 Allen P. Ross, "Intr咀duction 10 Proverbs"及 Bruce K. Waltke, "'The B∞，k of Proverbs 

and Ancienl Wisdom Li阳ature"， in Roy B. Zuck ed., Leaming From tM Sages: Selected Studies on tM 

BooIc 01 Provems (Grand R句ids: Bak筒， 1995), 35-65 页.

@参看 W.G.L副n悦目， Ba抑'IonÙln 附sdom Literature (Ox伽.rd: Cl缸endon 阶陋， 1960) 和 1咖 G.

Gammie and Leo G. Perdue, ed., The Sage i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 Wìnona Lake，因.. 
因senb阳晒， 1990)对希伯来智慧文学的西亚起源的说明.

(3) 参《撒母耳记下>> 14 : 1-21 , 20: 14-22. 



494 精伯来圣经的文本、历盟与思想世界

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赛29 : 14) 
智能人(口、C:ln，也e wise man)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

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甚么智能(nc:ln，也e widsom)? (耶8: 9) 

可见，当时的智慧传统起码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态，以至于先知们感

到要对它进行猛烈批判。

因此，人们猜想，广义的希伯来精神文化的三种型态 z 祭祀

(cult)、圣约(covenant)和智慧(wisdom)对应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三类人

员=祭司(priest)、先知(prophet)与智者(sage)。祭司按照律法和祭祀

规制，在圣殿帮助以色列人通过崇拜、祭祀和祷告与上帝和好:先知

则将自己理解为"上帝的传言人"他们列席在"神的会"中，针对

以色列不同历史社会情形传讲"耶和华的话飞而智者们则根据他们

对于生活和自然的细致观察，总结箴言警句，为以色列人的生活实践

提供指南。①

那么，这些智慧箴言可能运用的生活处境是什么呢?从《箴言》

中不断出现的"我儿"、"父亲教训我说"、"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等

话来看，它最先可能起源于家庭教育，或者来源于家族支派的教育。

古代世界，多数家庭不可能进行家庭教育，它最可能起源于皇族或大

臣的家室.在埃及，智慧文集就是用于王室的教育，而且. <<箴言》与

《传道书》中都有主题与王者的权责相关，如王的智谋与国民的福

祉一一"无智谋，民就败落" (箴11 : 14). 王的审判职权一一"王的嘴
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 (16 : 10). 王的饮食举

止一一"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 (31 : 

句，王要以仁义和诚实治理国家一一"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

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 (20 : 28)此外<<箴言》一书包含的主题

既有城市生活，也有乡村习俗，尤其与富足的种植农业相关:既有以

色列社会的，也有属于外族异邦的。总体上反映诗人来自于较好的社

会经济背景，游历广泛。@因此，如果智慧文学的作者不是一个组成广

后参 B. w. And町酬， 572 页.但是，对于是否存在一个可以与祭司和先知处在同-范畴之内

的智者樨体，人们普遍存在怀疑，参 R. N. Whybra;弘 TM lntellect，嗣I Tradition in t，加 Old Te刷刷刷

(Berlin: BZAW, 1974). 

曲参Rot田tG叫5，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wì曲mU'翩翩re，见 Poe缸" Prop胁"and Sages 

(B~ω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田5， 1971), 1协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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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智者群体的话，那么它应该源起于上层社会的家庭教育.

但是，在这些智慧文学写成之后，它便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大众

教育而传播开来。"学校" (sch∞1)也许就是一种形式，如《便西拉智

训}} 51 : 23就提到在"学校" (O'LK<t> 1TfXl.õèL间， house of ωaching)的教

育，尽管对于古代以色列的学校教青到底是一种什么形态我们并不清

楚。①无论如何，在智慧文学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公开性和社会性.

《箴言》刻画的"智慧之女" (Dame of Wisdom)是智慧的人格化，她

活动的领域是在"城门口、街市上、热闹街头、十字路口"等，这些

都是以色列人进行世俗性的社会活动的场所:而且，她活动的方式是

"打发使女出去、在城中至高处呼叫、大声呼喊飞这与先知传统有着

本质区别，先知所代传的神言是隐秘的、私人性的，不具有公开性，

也不能学习和教育。

传统上将所罗门视为"智慧文学"的作者，②因为在《箴言》和

《传道书》都谈到所罗门是它们的作者，而且，按《列王纪上>> 4 : 

29-34，所罗门乃智能之王的代表z

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能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

量。所罗门的智能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能。他的智能胜

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玛苟的儿子希慢、甲;各、达大的智

能，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

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革;又

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能，就都差

人来听他的智能话。

此处所谓的"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其社会背景也许是

所罗门按西亚王室的传统，设立一些文人、史家到民间收集谚语、格

言、寓言、故事之类，然后收集成册。③这些作品凰然标注所罗门为作

面参Lennart Bostrom, The God 01 Ihe Sages: lhe PortrayaJ ，扩 God 凯仇e Book of Prover如
(St侃恤olm:Aln叩ist & Wiksell Intemational, 1990), 11-15 页.

@犹太教也依据 4箴盲>> 25: 1 ..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警录的"，将

希西家称为篇言的作者.

也西亚文化如巳比伦、埃及甚至希腊等经典之形成过程，都有类似做法.参见阳Iip R. Davies, 

Sc，耐es and Schoo1s: 加 Canonkation 01 lhe Hebrew Scr，伽res (l翩翩1: SI吃民 1998)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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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他最多发挥"组织、支，持、监护"的作用。无论是从内容，还

是从文体，所罗门都不可能是所有这些智慧文学的作者，甚至编者都

不可能。①人们一般认为<<箴言}} 10-31是前流放时期的作品，而

《传道书》则基本可以肯定是后流放时期的作品，可能完成于公元前3

世纪。而《便西拉智训II>}则常被定位于公元前2世纪的上半叶。至于

《约伯记}} ，不可否认它的主体内容可能形成于前流放时期，但它的

最后编修肯定在后流放时期。而《所罗门智训》则更晚，应该成于公

元前1世纪的下半叶。②

这样，可以保险地说，智慧文学从基本形态来说，是一个后流放

时期的文化现象。其有趣之处，在于它与圣经的成典时期(canonization)

在时间上大致重叠，这样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z 智慧传统有没有反映

在希伯来圣经的其他部分的成典过程之中呢?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不

谈圣经其他部分也存在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的话，是否可以说

它们的编修受到智慧传统的影响(wisdom influence)呢?③

答案是肯定的，几乎圣经的所有其他经卷单元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智慧传统影响的痕迹。"智慧诗篇"自不待言(详参上一章)，律

法与历史传统亦深受其影响。先从律法传统来看。律法被理解为上帝

在西奈山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的启示。后来，受智慧文学思维的影

响，律法亦逐渐地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是可以"被思想

的"。可以说"秩序"的概念正是智慧文学的基本命题。因此，律法

本身就可以视为智慧的产物。《申命记}} 4 : 5-6就将律法与智慧、聪明

等同起来。⑥

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油IOns in 也.e Ancient WorId", 15-36 页。

由对所罗门的作者身份的怀疑，参李炽昌、勤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第四章.

②参ABD 的 Wisdom in the OT一文对它们的断代。

@关于"智慧文学"与"智慧传统的影响"之间的区别，值得注意.对于"智慧传统的影响"

不能过度敏感，否则到处都是智慧文学了.参 ABD 之说明. J. Crenshaw 要人们注意分别智慧文
学、智慧传统与智慧思维之间的区别，也是出于此一考虑'参"Methoωd i恤n Det恒阳E臼rm回m归i扭ni恤ng Wisdom 

10圄n回nc铺eup严。In'H阻is舶ωd配caI' Literat阳ure'飞 JBL.二，， 88， 1969， 129-142 页.

@关于《申命记E 中智慧传统的影响，参 M. Weinfeld, Deuterono町 and lhe DelÚerorwmic 

Sclwol (Oxford: Oxford Univ町sity pr四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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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切律例

(口、pnn-切，与11 these sta阳岛es)，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m 口:lM-C17. a wise and understanding peo抖e)o"

而在"智慧诗篇"中，上帝的律法乃是沉思默想的对象，义人、有福

之人、智能人也就是遵行律法之人。这都表明人们对律法传统的理解

受到智慧文学的深刻影响。

再来看智慧传统对历史传统的影响。人们发现以色列的历史叙述

在一些关键时刻都被加入了一些带有明显智慧因素的片段，比如，: (撒

母耳记下)} 9 章到《列王纪上>> 2 章通常被人们称为"继位叙事"讲

述所罗门如何通过宫廷斗争，继承王位的故事，就深显智慧传统的影

响。再如连接先祖叙事(patri配hn缸rative)与出埃及但xodus)两大历史板

块的"约瑟故事"其世俗性、人本主义的特点、语言特征与前后两大

块都区别很大，属于较为独立的单元。它对约瑟在埃及命运转折的叙

述就深受智慧文学的影响，与智慧传统的主旨接近。再看接连上帝创

造宇宙与人类历史的"伊甸故事飞其主旨也强调智慧的运用对于人类

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看出第二圣殿的犹太群体在对历史的

编修中，乃将智慧文学的原则带入到以色列历史的理解之中。同样的

思想潮流，在公元前一世纪的《便西拉智训11>> 的反思历史中更为系统

和明显。其 44 章到 51 章，对以色列历史做了全面回顾，从以诺、挪

亚、亚伯拉罕，一直到当时的大祭司西门。如前所述，掠希伯来人的

通常做法，在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关头，都要重述先民的历

史，其主题一般都是围绕着上帝与以色列人的盟约，一方面强调上帝

的信实，另一方面则强调先民的背逆，从而要求当时的听众回到并信

守他们与上帝的盟约。①有趣的是，在《便西拉智训11>> 对以色列史的回

顾中，贯穿其中更多的是以色列英雄的智慧，认为在以色列历史的开

始，智慧就在那里。而且，它强调"他们的智慧，在列国中传播"

(44 : 15)，这与《申命记}} 4 : 4-5 有着相同的旨趣.因此，虽然《便西

拉智训》在形式上采用传统的"历史重述"的方式来回顾以色列历

白圣约更新的礼仪活动中对历史的重述，在与《便西拉智由11)大葱同时代的死海社癖(Dead缸'

Community)中亦可见到，参 Sarianna Metso, The Te;alllll De帽均拥ØIll 01"加缸跚跚 C跚跚跚iIY R，响

(Leiden: Bril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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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但对历史的诠释却选取了，新的方向，把以色列史解释为智慧的体

现。在此，体现了作者把智慧传统融入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神学之中的

努力。

总之，智慧文学较为深刻地影响到希伯来宗教的其他传统，尤其

表现在对一些深层次的神学主题的影响上。在我们对智慧文学的个别

经卷的思想进行分析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以下，我们就对

《箴言》、 《约伯记》和《传道书》逐一进行分析。

三、 《箴言>>智慧文集

《箴言》常被认为是智慧文学的经典之作，集中地体现了智慧文

学对智慧的探求方法和基本总结。其书名来自于其第一个希伯来字母

与四口(prove曲，箴言)，是对全书主旨的最好概括。虽然它的第一句话指

明说"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但是，全书清楚地表明它

是一个合集，主要可分成以下几个部分z

一、 1-9章;所罗门的箴言

二、 10 : 1-22 : 16; 所罗门的箴言

三、 22 : 17-24 : 22; 智能人(也.eWi叫的言语

24 : 23-34; 这也是智能人言语

四、 25-29章;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希西家的人所眷

录的

五、 30章;雅基的儿子亚古耳的言语

六、 31 : 1-9; 利慕伊勒王的言语;

七、 31 : 10-31; 共22行由希伯来字母连贯起首的贯顶诗体，

对才德妇人的赞美。

通常人们认为， 10-31章较为古老，尤其是10-22章肯定来自于前流放时

期的王朝背景，为最古老部分，而1-9章则较为晚期。但是，近来通过

文化比较学的考察，人们发现1-9章中同样可以在迦南文化与埃及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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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传统找到相似的对应，表明它们同样来自于古老的传统。①

但可以肯定的是， <<箴言>> 1-9章在全书中扮演着引介、概论的角

色。可以这样对它进行结构上的分析:

A、 1 : 1-7，总论智慧文学的意义

* 1 汀，敬畏耶和华是知识(nl7哨的开端
B、 1 : 8-19，以"我儿" ('):3)所引导的劝诫经文

c、 1 : 20-33，由"智慧妇人"ρameWisdom)呼喊发出的

智慧劝言

B'、 2-7章，以"我儿"所引导的劝诫经文

C、 8章，智慧妇人呼喊发出的智慧劝言

D. 9: 1毡，智慧妇人摆锺延请众人的呼喊
* 9 : 10，敬畏耶和华是智能(i1O::J町的开端

0'、 9 : 13-18，愚昧妇人摆锺延请众人的呼喊

其中 B 与 B'、 C 与 C'、 D 与 0'分别构成对称，中间更由相互对应的

"敬畏耶和华"经文扮演着将全篇整合起来的题眼功用。而 A 部分则

更是《箴言》整篇的总括，智慧文学的所有关键词汇都囊括在其中z

要使人晓得智能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

使人处事领受智能、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使智能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谍，

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能人的言词和谜语。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这一段话以智能(i1c::Jn，也.e wisdom)、知识(罚)':3， understanding)、训11诲

阴阳口， instruction)等关键术语来总括智慧文学的精神，并且将它们与希

伯来宗教的核心概念如仁义~."骂， righ能ousness 又常被译为公义)、公

平(巳E回旬， faim筒。、正直但叫田、口， uprightness)等结合在一起，最后又统

由参 R. Rendtor霄; 2SS-2S8页.以及民 N. Whybray, The Ii脚U配伽al TraJlition in 伽 OId Testan阻M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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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于"敬畏耶和华" (im"T、 rnc，吨， fear of YHWH)的主题之下。@体现了

成熟、系统的神学思考，与智慧文学在晚期倾向于把智慧传统纳入耶

和华信仰的主流之中的趋势也吻合，表明它形成于较晚时期，是智慧

传统对自己进行高度概括的代表之作。

1.秩序(Order)与创造(Crea甜00)

可以说，智慧文学有二个基本原则。第一、世界是被秩序化了的

(ordered)，它的运行、人们的遭遇受着这一世界秩序的支配:第二、这

个秩序是可以通过人的理性观察、总结为人所把握的。人生的意义就

在于按照这一秩序来实践生活。所谓"智能人"与"愚妄人"的区别

就在于能不能认识到这一支配生活的世界秩序，而"义人'与"恶

人"的区别则在于按不按这一世界秩序去实践自己的生活。因此，在

实践生活的意义上来说"智能人"与"愚妄人"、"义人"与"恋人"

乃处于同样的范畴之内。②

在此意义上，人们把智慧文学称为希伯来式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

义传统，是对早期以色列传统中的泛神秘主义(pansacra1ism)的反动。@

它对于人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充满自信，与历史与先知传统不同，它不

单纯地把人间的祸福吉凶归结为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把它归结为人类

理性可以发现的道德法则，归结为人自身的道德能力，使得每一个人

都成为一个独立的道德主体，需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同时，它

确信茫茫宇宙中存在一个确定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人生幸福的保障，

人们运用本己的理性即可掌握这一法则。进而言之，人们凭借自我的

智慧即可掌管自己的生命，从而实现"智慧"与"生命"的合一。@

"智慧"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善恶因果法

则"或者"德/行一果效法则" (actlcharacter-cons吨uence

Cr' 吕振中将此译为"敏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总纲"，将其做了意译。

②参 1副部 L. Crenshaw, Old Testament WlSdom: An Introduction (Atlanta: John Knox 防部队 1981)，

66 页.

⑧所谓泛神秘主义，就是认为人间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遵守{或违背}神秘的仪式活动，将

给人带来福(或祸)，某经典例子可见《撒母耳记上》扫罗与非利士人相争的诸多事例.参 G. von 

Rad, Wisdom 切 Israel(London: SCM, 1972), 57-65 页。
@参 Roland E. Murphy, The Træ 01 L物: An Explorat;on 01 BibUcal Uterølllre (New yi侃二

Doubleday, 1990)对智慧文学与《创世记>> 2-3 章之间关系的精妙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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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血ip)，简称"德效法则飞在智慧文学看来，在某人的德行与他

所遭遇的命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有所行必有所报，这是自然的

(natura1)法则. <<箴言》通过对人生经验的反思、日常生活的观察所得

出的结论，都是为了印证这一点。①所以，智慧诗篇 37: 25-27 说z

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放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永远安居。

即使由于某些具体原因，现实可能会与此不符，也只需等待，这一法

则最终必将实现。《诗篇>> 37 : 7-11 如此劝诫z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离弃忿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惟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也要归

于元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所以，智慧文学亦可称为希伯来文化中的自然法理论(natural la时，人

们近来也多从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通常认为，在智慧文学的早期，智者们的兴趣只在于道德和生活

法则的层面，局限在人生与自然的层面，但是，由于希伯来宗教的终

极实在并非自然本身，而是一个所谓的"上帝"或"耶和华气因此，

人们逐渐提出这样的问题z 如果人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与思考就可以了

解并掌握"智慧"一一自然的秩序和法则，那么，智慧与上帝是什么

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所以，智慧文学起点在于对人生和道

德意义的追问，其终点却到达了创造神学(creation theology)。也就是

说，智慧乃参与了上帝对人与自然的创造，它是上帝创造的"工师"

或"孩童" <1'。然. a mas馆r workman). 它包含两个互动的内涵z 一、上

@具体经文可参Lennart B倒回m，TheGt加rl 01 the Sages: 加 PONrøyall扩 God jn the Book of 
Prove巾，如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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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创世时借助智慧而使之成为有序的世界，这是人们之可以安身立命

的基本出发点:二、智慧乃存在于万物创造之先，本身即具有本体性

的意义。智慧文学的一些经文就强调上帝借助智慧创造万物，如z

耶和华以智能(i'm!)n~ ，即智慧， by wisdom)立地，以聪明

(罚)'~阳， by understanding)定天;以知识。m咽， by knowledge)使

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廿露。( (箴言> 3 : 19-20) 

在此，所用的间接宾语的介词都用:l(by)，表明智能、聪明、知识都是

工具性的。但在智慧文学中著名的创造宣言中，智慧甚至自己{以人称

代词"我" )发言，而且被人格化为某个具有自主意志的存在。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那时，我在他那里(由3At l"I'i'1M'，吕译"在他身边" )为工师

。自然，吕译为"小孩" )，日日为他，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

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箴言) 8 : 22-

31) 

智慧是上帝植根于自然之中的法则，于人间之中的社会正义，它先于

世界存在，是上帝创造的助手，本身也是一个创造者，或者可以说z

智慧是内在于自然之中的上帝。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智慧文学所坚持

的"德/行一果效"之间的必然性才得以建立。

所以，创造神学是智慧文学的神学基础。①但它并没有解决上帝与

智慧之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匆宁说，反而是使其变得更加突出了。例

如，耶和华与这个口称"我"的智慧是什么关系呢，它与那个工师或

孩童又是什么关系呢，既然他们都是位格性的存在，那么这些位格之

间又有何关系呢?甚至可以说，同样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基督教之中。

《约翰福音》的神学序言就从创造(creation)的角度讲到这三者之间的

关系 z 上帝(God)、道。..og08)与独生子耶稣(Jesus Christ) ，似乎就是智

@这一观点乃大多数研究智慧文学的学者的共识，包括 G. von Rad. W. zi皿nerli， C. wi回阳回翻血，

1. Cr回归.w， R. Murphy, Leo Purdue, 1811嗣 B町等.



第二+章希伯来锺性主义:智慧文学 筑"

慧文学的这三者:耶和华(rm'T' I 'YHWH)、智慧(i'1o!:)n I wisdom)与人格

化的"我"关系的翻版。①后来，教父们提出三位一体理论，在系统神

学上使之教义化，但它的内在张力仍是推动今天神学发展的动力。

2. 智慧女神(Dame Wisdom) 

《箴言》对于智慧传统的另一个有趣的贡献就是将智慧加以女性

人格化(feminine personification)。其中包括 1 : 20-23 和 8 : 1-汩的女

先知形像 4: 6-9 中的护兵形像 7:4 节的"姐妹" (sister)形像 8 : 

22-31 的孩童形像 9: 1-6 的主妇(hos闹。形像。

智慧的女先知(prophetess)形像乃采用先知传言的第一人称"费"

的形式，并且充满了警告、劝诫、预言将来临的灾祸的主题。它的场

景则是公共性的，包括"街市、宽阔处、热闹街头、城门口、城中"

等。②但亦须看到，它与先知传统的传言(prophecy)有着本质差异。它

所针对的对象并非群体性的以色列人，而是所谓的"愚昧人"但、nÐ，

simple ones)、"亵慢人" (口甸的 I scomers)、"愚顽人" (1口妙。!:)， ti∞1); 他

们被谴责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背约，而是因为他们"恨恶知识"、

"喜爱愚昧"。同样，智慧女先知也呼唤他们改变生活，但不是如先知

传统所主张的"悔改、归回圣约飞而是要他们回归到自己的理性自

我，要"会悟灵明、心里明白" (8 :匀。因此，虽然智慧女先知的呼唤

传言的格式与先知文学类似，包含着三个基本时态z 过去的(p部。不完

满状态、未来的(如阳刚警告、当下的(pre甜nt)选择，但其根本内容却是

智慧传统的。

智慧的第二个形像是"姊妹"即"对智能说你是我的姊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箴 7 :吻。它被用来表示人与智慧之间的亲密

关系，以智能和聪明作为身边的亲人，就可使人们远离那些愚笨与顽

妄。这与《箴言)) 4 : 6-9 中智慧的护兵形象是相似的。

《箴言)) 8 : 22-31 所论智慧在创造中的参与，则强调了智慧在世

由关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智慧文学中的创造神学之间的关系，可详参 G. von Rad，陆伽

in Israel, 144-170 页.但在自然主义的解释者看来，不能过度神学化理解这一段经文，它只是简单

地将上帝创世时的智慧属性做了文学上的诗化处理而已. Roy B. Zuck, "A 1b回，logy of Proverlls飞收

于 Roy B. Zuck ed., Leaming From lhe Sages: Se/ected Studies on lhe BωlcofProverbs， 103 页.

②见《箴言>> 1; 20-21 , 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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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的本体地位，上一部分已做分析。在接下来的 9: 1-6中智慧则被

人格化为一个有才德的主妇。她准备好宽阔的场所，主动去邀请世人

来学习智慧，它还形象地以吃饼喝酒来比喻学习。它还将智慧人与愚

昧人的命运进行对比，并以之与生死相对应。有趣的是. (箴言》还将

愚昧加以人格化，塑造出一个"愚昧妇人"的形象，使之与智慧女人

进行对比。

接下来的问题是z 为什么智慧会被女性化?最简单的一个解释

是z 在希伯来文中，智慧(iTC~"，也e wisdom)是阴性词性，因此它的人

格化就是女性化。或者从西亚文化的背景出发，巴比伦和迦南神话

中，主神的身边常有一位女神，因此，虽然耶和华崇拜的一神性禁止

任何女神的形像，但智慧的女神化实际上是西亚文化中男女二神这一

普遍主题的隐晦表达。①或者它就是某一个独立的、另外的本质实体，

在被接纳到耶和华崇拜之后被加以特别处理的表现。@

但智慧的女性化，也许意味着智慧传统对于自身与耶和华崇拜主

流的启示传统之间差异的意识。在启示传统中，耶和华是一个不可接

近的角色，从摩西、以赛亚到以西结都有类似的描述。当耶和华向人

显现时，伴随着令人敬畏的场景，如西奈的"雷轰、闪电和密云.. (出

19 : 16); 以赛亚先知的经历的"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赛

6 :句:以西结先知经历的"狂风，来烁火的大云.. (结 1 : 4-28)等。因

此，先知们在经验到耶和华的共在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俯伏在地"

不敢看神的面。这样的叙事方式传递出先知传统对于启示的理解，即

启示是自上而下的，庄严而肃穆，是超越层面的上帝向人主动显示他

的意志，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它。而智慧传统赋予智慧以女性的形

像，美丽而动人，则意味着智慧对人是充满吸引力的，可接近的。人

被智慧所吸引，正如被女性的美丽所吸引一样，因此人具有主动地接

近智慧，并渴望智慧的能力。智慧文学将智慧定义为现世的生活原

则，内在于生活世界之中，因此人与智慧之间是一种相互亲近的关

系。智慧主动招呼人们聚集，人们乐意与智慧共处。圣经的神学思

想，有时就隐含在叙事散文或诗化语言对人称、性别的选择之中.

S参William F. Albright, "Some Canaanite-Phoenician 岛四恼。，f Hebrew WlSdom," Siψμ跚跚， ω
协tus Test，由旧'ntum 3 (19ω) : 8. 

⑨参Helm配Ringgren，胁rrl and Wisdom: 51阳位富 in the 崎1pOnatizlltion 01 Div阳。四lities and 

Functω'M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und: I恤an Oh1ssons Bo.恼yekei，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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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文学的耶和华化

如前所述，智慧文学的一些经文在源头上可能是异文化，或者是

人文世俗主义的。但在被纳入到希伯来圣经中之后，却经历了一个显

著的"耶和华化"的过程。其文本上的表现就在于那些包含耶和华

(YHWH)的诗旬在整个《箴言》中扮演着架构性的作用。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分析了在 1-9 章中"敬畏耶和华"是如何将

它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它被学者们公认为较晚期的作品。但即便是由

较早期的智慧文献组成的其他部分，将智慧箴言加以耶和华化的特征

亦十分显著。它通常采取的形式是用那些带有耶和华的诗句(由e

YHWH sayings)来重释早期的智慧文献。例如z

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

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 ? 

两样的法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

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箴 20 : 8-12) 

在这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与"都是耶和华所造的"这两句诗都构

成了对前面的箴言的解释，它使得这些本来不带神圣意义的箴言，得

以成为耶和华崇拜的一部分。①

如果再来看 10 : 1-22 : 16 的"所罗门的箴言"的话，那么，还可

以发现 15 : 33-16 : 9节的"耶和华经文"构成这个整体的中心。

敬畏耶和华，是智能的方11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人-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你所傲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谍的，就必成立。

q) R. N. Wbybray 对此做深入的研究，认为类似的经文单元包括 10章 3 节对 2 节、 14章 2节

对 1 节、 15 章 16节对 17 节、 18 章 10节对 11 节、 19 章 21 节对 20节的解释等. 16: 33-17 : 2 也

可视为一个类似的大单元.参阳础1m inProver曲's(N咱自叽11e， ill.: A. R. A11en皿'D.I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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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连手，他必不免受罚。

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帷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这一段箴言，既可称为"智慧神学" (wisdom theology)的经典表达，亦

因其在"所罗门箴言"中的核心地位，乃构成对 10 : 1-22: 16 进行神

学解释的出发点。

在与埃及智慧文学 Amenemope 智训非常相近的《箴言>> 22 : 17-

24: 22 中，同样可以看到"耶和华化"的痕迹。例如"贫穷人，你不

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与埃及智慧

文学在词句上相同，但它被接着的"因耶和华必为他辨屈，抢夺他

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 (22 : 23)加以解择，伦理规范与神学敬

拜乃结合在一起。而且，从整体结构上来看， 22: 19 在开头的导论，

23: 17 在中间的小结， 24: 21 在结尾，分别插入了"敬畏耶和华"的
诗句。

加上对第一部分 1-9 章的整体结构的分析，我们起码可以说，正

典形态的《箴言》在最后编修时是经过了神学诠释的。当带有世俗人

文、异文化背景的智慧传统进入希伯来宗教时，无论在思想还是在文

体上，都经历了"耶和华化"的过程。在思想上，经过创造神学的转

化，智慧成为耶和华创造的助手:在文体上，则由一些包含耶和华的

诗句形成对智慧箴言的解释。总而言之，智慧文学在希伯来圣经中最

终乃形成了非世俗的、耶和华化的神学智慧文学(theologica1 wisdom 

1i旬m阳.re) 。

四、《约伯记)):智慧文学的反动

《箴言》是智慧文学的典范之作，其文学结构与思想都反映了希

伯来智慧传统的基本精神。但是，智慧文学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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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停留在某些基本原则上，而是运用它对人生的经验观察和理性思

考，不断地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反思，甚至对智慧本身提出根本的质

疑。《约伯记》和《传道书》即是这样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智慧作

品，但这恰恰是对智慧精神的贯彻，也是它们对于智慧文学乃至希伯

来信仰的重要贡献。

《约伯记》是旧约中最深刻、难解的作品之一，历来人们也对其

推荐有加。路德称其为"圣经中最宏伟、精深的作品飞康德也以约伯

来阐释他对于善恶报应的哲学分析:其他现代作家如 Robe皿 Frost 等也

对它十分欣赏，甚至称之为"旧约中的莎士比亚"。①但问题是，这些

赞赏或者来自于对《约伯记》的约化理解，如把约伯约化为人类普遍

现象-一善人恶报、义人受苦的象征，约伯个人的命运及他对苦难的

感受很快就被抽象的神义论仙ωdicy)所取代:或者来自于对《约伯

记》的片面理解，如《新约·雅各书>>5:11 将约伯视为"忍耐"的代

表，就完全忽视了《约伯记》中约伯对神的无畏抗议和质疑<<约伯

记》自身具有的强劲生命力反而被这些赞赏之声所阉割了.

1. (钩伯记》的文学结构

简单地说<<约伯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散文体写成的开头

。: 1-2 : 13)与结尾(42: 7-17); 二是它的主体部分(3 : 1-42 :旬，以诗
体写成。在第一部分，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形象，即使在

大难之中，他也大声颂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 21)在结尾部分，他的形像也是对他在诗体中的不当言语懊悔的顺

服形象，在此意义上，他确实是称得上是《新约·雅各书》所说的z

"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之典范(5 : 11)。但在诗体

部分，约伯则完全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大声抱怨自己所受的苦、不认

为自己有罪，认为自己的苦难就是由神在后面主导的，因此大声向神

抗议甚至发怒，例如在 9 : 17-19: ② 

@可参Robert Frost, "A M画queof&回回n"，收于 E.C. Lathem 翻翻dL. 四四叩皿，n ed.. R(脚rt Fros，ι

Poerry ønd Prose (New York: H口11， Rinehart and Wins阳.1972).

@其他一些著名诗句包括2 约伯以自己喻为洋海、大鱼，即神在也:~世时要制服的仇敌，即指上

帝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仇敌. 7: 11-12; 神自己成了约伯的敌人. 16: 7-9. 16: 11-14; 约伯称自己

有义，要与神进行辩论， 13: 1-18. 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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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暴风折斯我，无故地如增我的损伤。

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倒使我满心苦恼。

若论力量，他具有能力;若论审判，他锐，谁能将我传来呢?

希伯来圣经中向神发出的最强烈的怨愤之诗就出自约伯之口，其风格

与怨愤诗篇十分接近。

此外，散文与诗歌部分所使用的神名也不一样。散文部分的神名

是用以色列的特殊神名一一耶和华，而在诗歌部分则用西亚文化中普

遍的神名一一如(伊勒)或其古体式 π蚀，甚至"全能的神"何盼。
"全能的神"这一名词曾出现在五经中，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和

雅各"所启示的神名，但出埃及事件后，耶和华就是圣约之神的专名

了。这表明《约伯记》的诗体部分或者来源于西亚异文化，或者起源

于远古的希伯来诗歌。@因此<<约伯记》的总体结构是z 开头与结尾

的文体(genre)乃是民间故事(folklore)，以讲述某个类型化、理想化的古

代人物为基调:而诗歌主体部分则取自智慧文学，与《箴言》、 《传

道书》以及那些智慧诗篇极其相像。

既然散文部分与诗歌部分之间的差异如此突出，那么， (约伯

记》的起首结尾与它的诗歌主体是什么关系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

行分析，一是在文学结构上，散文叙述使得主体的智慧诗歌被纳入到

一个叙事框架之中。由于这个框架的存在，整个《约伯记》就构成了

一个故事。否则它就只是一个诗歌集，与智慧诗篇、 《箴言》类似。

那些对普遍的人生经验进行反思的诗歌，也就被置入一个具体的生活

处境之中。二是在思想结构上，散文叙述运用一个类型化、理想化的

人物形像一一约伯，来表达智慧文学的基本原则z 义人得福(the blessed 

righ忧。us)，它既是主体诗歌思考的起点，又是批判的对像。它为整体

的《约伯记》设置了一个"信仰一经验"的张力模式，在两个无法协

调的支点z 义人得福的信仰、义人在现实中经验苦难之间，制造无限

的神学想象空间。

散文叙述中的约伯形像是"乌斯地"的一个财主，但它"完全正

直、敬畏神和远离恶事"。所谓"乌斯地n (f'17-f'跳，由e land ofUz)乃

由普遍认为. (约伯记>> 38-42 章、 28: 28 、 12: 9 出现于诗体中的耶和华神名仔HWH)乃后期

编修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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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阿拉伯沙漠边上的以东地区，不是传统的巴勒斯坦地区.约伯此

人与以色列历史有什么关系，也未加任何说明。但它被以西结先知模

式化为一个敬虔而智慧的形像，如《以西结书)) 14 : 14 与 20 说z

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

教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虽有挪亚、但以理、约

怕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

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教自己的性命。

在迦南神话拉撒姆拉(Ras Shamra)中，但以理是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人

物，想必约伯亦如此，是一个西亚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①但在接下

来的故事中，约伯成为耶和华与撤旦打赌的对象@来检验约伯的敬畏

是出于真信，还是出于得福的投机考虑。在散文体的 1-2 章，约伯的

信仰愈挫愈坚，无所怨言。但这一形像在第 3 章进入诗体后，就一直

没有出现，直到最后的 41 章结尾部分才再次"懊悔"并终得善报。

《约伯记》的诗歌主体，乃以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辩为

基本结构。这三个朋友分别是z 以利法、比勒达、琐法，他们每个人

都对约伯的处境发表议论，然后约伯再作答辩。这样的对辩共有三

轮。三人的次序都是一样。所以， <<约伯记》的诗歌是经过精心编修

的。例如，根据 31 : 40 所言"约伯的话说完了"可以推测在某个阶

段，人们以此作为《约伯记》诗歌的结尾。然而正典的《约伯记》又

加上了 32-37 这一段更为"信仰正确" (religious ∞Irrect)的诗歌，其发

言者以利户在前言与结尾都从未提及，表明这可能是正统的耶和华信

仰为了液化诗歌中约伯对上帝过于强烈的质疑所做的编修。最后，由

耶和华从旋风中直接向约伯做出回答，人人对辩转为神人对话，自然

地过渡到散文体中约伯再次向神表示懊悔。

因此，正典《约伯记》也是一个长期的编修过程的结果。对于它

具体的成书时间，人们几乎不可能得出定论。但它被认为是"智慧危

机" (the crisis of wisdom)的表现，也是社会危机的一种反映，因此普遍

(j) B. w. Anderson. 590 页。

串撒但q由国罚. s剧时在希伯来圣经传统中，只是在耶和华天庭中的一个报信天使，或者"神的

众子"中的一个，如《撒迦利亚>> 3 : 1. 但它的原意是"作对的.. (advers缸y). 可能使得它后来满

变为上帝的根本敌人，直至成为"魔鬼"的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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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主要是后流放时期的产物。

总之<<约伯记》的总体结构可以归纳如下:

一、散文前言. 1: 1-2 : 13 

二、约伯与三个朋友之间的三轮对辩

1、约伯的哀歌. 3 章

2、第一轮对辩. 4-14 章

a'. 以利法发言(4-5)

b'. 约伯做答(6-7)

a". 比勒达发言(8)

b气约伯做答(9-10)

a'''. 琐法发言(11)

b'气约伯傲答(12-14)

3、第二轮对辩. 15-21 章，如上循环

4、第三轮对辩. 22-28 章，如上循环

5、到伯最后的答辩. 29-31 章

三、以利户的"信仰正确"的辩词. 32-37 章

四、耶和华在旋风中对约伯的做答

1、第一次做答. 38-39 章，结果是约伯"用手捂口"再不

回答(40 : 3-5); 

2、第二次做答. 40-41 章，结果是约伯"在尘土和炉灰中懊

悔" (42 : 1-6) 。

五、大团圆的散文结尾. 42: 7-17 。

2_ 义人受苦与德福信念

《约伯记》所针对的是人类日常经验中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即人生

苦难。uffering). 因此，约伯如同一个文化符号，对它可以提出多层次

的问题。诸如:一般意义上的苦难来源问题?公义的上帝与人类苦难

的关系问题?或具体一些的，例如 z 义人为何受苦?义人之苦与上帝

的公义如何协调?这些都是把约伯的个人经验约化为抽象的神学讨

论，所以，我们应该调整提间的方式，即《约伯记》真正关心的问题

是z 将德福报应的智慧信念运用在约伯身上是否恰当的问题?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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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将《约伯记》限定在智慧文学的具体范畴之内来进行讨论。

诗歌所设置的约伯写朋友们的对辩格式就突出了"约伯的个人经

验"与"德福报应"之间的对立。以利法、比勒达、琐法和以利户站

在德福报应的正统立场来解释约伯的受苦。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对

辩。以利法首先发言说z

请想一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哪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

据我所见，耕耘罪革的，必收割罪孽;种植毒害的，必收割

毒害。

他们因上帝的气息而灭亡，因他的怒气而消灭。(新译本

4 : 7-9) 

这句话与其说是生活经验，不如说是对抽象原则的再次确认。在他看

来，约伯现在遭受到苦难，必定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所以他接着要

求约伯承认自己的罪，并请求上帝的恩典。但约伯却不认为自己做错

了什么，他要求以利法指出他到底哪里错了 z

请指教，我就默不作声;请指示，我有什么过错。

正直的言语多么有力!但你们的责备究竟责备什么呢? (新译

本， 6: 24-25) 

接着第二个朋友比勒达上场，向约伯发出了同样的指责z 上帝是完全

公义的，约伯必因不义而遭罚，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得救。他说z

上帝怎会歪曲公平?全能者怎会屈枉公义?……

你若殷勤寻求上帝，向全能者恳求;

你若又洁净又正直，他就必为你奋起，复兴你公义的居所。

(新译本， 8: 3-6) 

在接下来第 9 章的自我辩护中，约伯对上帝的创造者角色做了非常独

特的发挥。在他看来，上帝既是警察，又是法官:既是执法者，又是

立法者。这样，受苦乃成为人之不可逃脱的生活归宿。甚至，上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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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的创造者，具有无限的强力，任何人与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

内，甚至正义法则都完全被他的强力所淹没。上帝的意志就是人间正

义，人不能够以他的任何遭遇去控诉上帝。但要注意到，这些思想在

约伯所用的诗体修辞的表达中，与其说是对上帝意志的顺服，不如说

是对上帝的怨愤。他不是顺服于上帝的正义，而是屈服于上帝的强

力。也就是说，既然上帝你远超乎众人之上，那么我还能有什么话可

说呢!我的冤屈又向何处去申呢!

他独自铺开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与参星，昂星和南方的星座;

他所行的大事无法测度，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

他行过我身边，我却看不见;他掠过去，我竟不觉察。

他夺取，谁能拉阻他?谁敢问他"你干什么? " (新译本，

9 : 8-12) 

所以，约伯最后说:他(上帝)与我之间并没有仲裁者可以向我们两造按

手。: 3匀。人在上帝面前所遭受的不公正，没地方去申诉。

在《约伯记》中，约伯是一个"自义" (self-justification)的代表，

坚持自己是一个"义人"并非由于自己的罪而招致那些苦难，所以

在诗体部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向上帝发问，反对朋友们所提出的德

福、罪罚相报的理论。他说z

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

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

般。 (27 : 5-6) 

在 29 与 31 章中，约伯更是一件一件地数点自己的德行，强调他的现

时遭遇与他过去的公义德行是不相称的。

因我拯教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

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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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眠，痛

子的脚。

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 (29 : 

12-16) 

总而言之，约伯乃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即义人受苦来挑战智慧文学的基

本原则z 德福报应。在他看来，德与福、罪与苦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

的链条。这样，智慧文学的根基乃被推翻。这是《约伯记》之所以常

被称为"智慧文学的危机"的原因所在。但是<<约伯记》还揭示了

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即上帝并不保证德福报应，或者说，上帝并

不受德福报应的束缚。这就引出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z 德福报应不

是神人关系的根本，那么，神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3. 创造中的上帝

一般人们认为<<约伯记>> 38 与 40章中耶和华从"旋风"中对约

伯发出的回答是整部经卷的高潮。如何看待这二段话与前面那些智慧

诗歌之间的关系，就是分析《约伯记》的神学思想的关键所在。

需要注意，这二段对话的发言者已经从普遍神名转变为希伯来宗

教的专用神名一一耶和华.但是，以耶和华为发言者的这二段诗歌却

毫无触及约伯关于义人受苦的问题，它不是要对前面的对辩进行总

结，给出答案，而是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z 从创造

论的意义上来讲，人与上帝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耶和华的创造主(Creator)形像，乃这二段经文最突出的特征。而

且，从创造论的意义上谈论上帝，既是《约伯记》诗体部分之开端第 3

章的约伯哀歌的题旨，也是贯穿《约伯记》中的约伯答辩的主要线

索。在此意义上<<约伯记》与第二以赛亚在主题与文风上都十分相

近，例如，它们都是希伯来圣经对苦难(suffering)反思的经典之作，甚

至人们推想，作为"义人受苦"的约伯是不是就是第二以赛亚的"受

难仆人" (suffering 帽rvant)的原型呢!而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主形像，

也是《约伯记》与第二以赛亚在神学上所共同强调的基本原点。①那

国这也成为学者们试图界定《约伯记3 的写作时间的一个依据，如抽rvinH. pc醉. Job (Gar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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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创造论意义上的上帝，能为《约伯记》反思义人受苦带来什么意

义呢?

首先，在智慧文学的范畴内，创造论有其独特的知识论内涵。它

将上帝与万物分成两个极端z 创造者(Creator)与创造物(Creation)，上帝

作为创造主，他的所作所为是作为创造物的人所不得而知的.所以，

上帝从旋风中发出声音质问约伯说z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晨，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

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池的角石是谁安放

的? (38 : 1- 6) 

最后，约伯只能承认自己的无知: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拉阻。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大奇妙是我不

知道的。 (42 : 1-3) 

因此，这两段对话所展现的作为创造主的耶和华形像，乃强调耶和华

超越于万物之上，世界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乃不能为人所彻知。它既是

对约伯朋友们以智慧文学的德福报应原则来解释约伯受苦的驳斥，也

是对约伯苦苦向上帝追问受苦缘由的棒喝。

再一种理解就是创造论重新将人与上帝拉入到一种关系

(relationship)之中。按《约伯记》的散文序言，约伯之受苦事件乃源起

于对一个问题的检验z 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1 : 9)这里的"敬畏"

(然甲. fe创一词乃指人神之间的恰当关系，所以这句话又可转译为"约

伯爱神岂是无故呢? "确实，如果约伯对神的爱与敬畏乃是由于因为

德行而带来的福报，那么，真正与约伯有关系的乃是那些"福报n

或者更深一层说，乃是约伯自身的"义"和"德"。那么，神人之间

City, N. Y., Doubi础弘 1973)， xxx-xxxvii 页，如果第二以赛亚是以钩伯为原型的话，那么. (约伯

记》就可以定在前流放时期的末期(由e 18但 F静exili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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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便实际上被转换为人与包身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约伯的义人

受苦事件乃打破了德福之间的联结，也挑断了人在自身范围内建立的

关系。上帝的创造者形像，使人再一次进入神人关系之中。这种关系

不是德福、罪苦之间的交易，而是一种不受任何因果必然性制约的自

由的、活泼的关系。①

另一种理解则通过与西亚创世神话的比较，创造中的上帝乃表明

上帝对世界正义的持续维护与建构。按照西亚的创造神话，世界的创

造、秩序的建构、正义的实现都是一场原初斗争(primeva1 stru囚le)的结

果，上帝战胜了混沌之神，世界才有秩序和正义。但是，在这一原初

斗争之后，这些混沌之神仍然不断地威胁世界的秩序和正义，因此，

上帝乃不断地、持续地参与在创造之中。<<约伯记》所引用那些怪兽

的名称如拉晗伯、大龙、大鱼、海怪、河马、鸽鱼等，乃是西亚神话

中那些混沌之神的名称。约伯的义人受苦，乃是这些混沌之神对世界

秩序和正义之威胁的表现。因此，世界的秩序和正义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处在上帝与混沌之神的不断斗争之中。上帝的创造主身份，

要求他参与到其中的每一场争斗之中。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持续地参与

其中的话，那么，有秩序和正义的世界又会回复到原初的混沌之中。

在此<<约伯记》的创造论与希伯来宗教的其他创造论传统{如创世

记、第二以赛亚)有很大不同，因为在后者，上帝的创造主角色乃通过

结果一一历史与自然中的秩序来证明，而在《约伯记》中，他的创造

主角色乃通过过程一一与混施和失序的斗争或角力(wrestling)来证明。

所以<<约伯记》中的义人受苦乃是上帝持续维护世界秩序的一出

戏，约伯的受苦表明世界秩序和正义受到威胁，然后创造主上帝介入

这一斗争之中，正义再次得到实现，约伯重新得福。②

总之<<约伯记》突出上帝的创造主角色，都是为了强调智慧文

学的原则一-德福报应不是世界的终极法则，在它后面，还有一个更

为根本的、与人处在关系之中的、自由的、创造并维护整个世界的上

帝。它对智慧文学的反动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原点上进行的。

@类似解释参 J. c. Mccann, "Wisdom's Dilenuna: the 8∞，k of Job, the Fma1 Form of the 队lOk of 

P且k圃， and d幅画画re 8ible"，收于 Mich部I L. 8arre，隔世s伽'nJ， You Are My S阳:er 刊Vashin~∞， OC: the 

Catholic Biblica1 Association of Ameri饵， 19叨)， 18-30 页.

面详细分析，参Leo G. per阳，陆dom 切 Revolt: Me.即horical Theology 饥伽航睛。I/ Job

(Sheffield: A1mond, 1991)，尤见260-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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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传道书)) :希伯来怀疑主义

希伯来圣经中有三部书即《传道书》、 《以斯帖记》和《雅

歌>> ，对于是否应将它们接纳到正典之中，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这

些书不仅在字面上没有 YHWH 这个神名，而且在思想上也极其奇异，

与希伯来宗教思想的主流有很大的差距。以《传道书》来说，它不仅

与主流的历史和启示传统相异，在支流性的智慧文学中，它也处于边

缘的地位。

1. (传道书) :书名、作者与结构

中文圣经普遍将此书译名为《传道书)) ，乃沿自《七十子译本》

与马丁·路德的理解。在希伯来圣经中，其书名为 n与:"1p，源自动词词
根与巾，意为"招聚、收集、整理"。它既可与人联系在一起，指
"会众、聚会、集会"也可与物联系在一起，指"搜集、编辑"

七十子译本做了第一种理解，将其书命名为咀KKληOLα。她~通

俗译本(Vulgate)将其拉丁化即为Ecclesiastes，并一直沿用到主要的英

文译本之中。其意皆取"将人聚集起来"故此它作者就是聚会的领

袖，向人们传道。路德按这种理解，认为这是一个"传道人" (preacher) 

的集子，将第一句话译为"传道者的言语"。近来一些译本则主张对

此存疑，对 n与:"1p 是指人还是指物不下断定，只是将其音译为
Qoheleth，所以第一句话就常译作 the words of Qoheleth。①但中文译名

为"传道书"则似乎既可指"传道人的书"也可指"将书聚

起"两个意思皆可包含在内。

传统上，所罗门一直被认为是《传道书》的作者。因为书中明确

提到作者"在耶路撒冷作玉，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l : 1)及"我

传道者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 (1 : 12)。不少的经文也预设了王

室的生活背景，如 2: 4-lO。但这一传统看法近来受到人们的怀疑。

首先，按希伯来圣经的称呼，凡在耶路撒冷作过王的都可称为大

cj' JPS. NAB. NJB等RP来此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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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儿子，并不一定就是所罗门本人。其次，书中的某些语气表明君

王并非此书的作者。如 8: 2-5 中，他讲到要尊敬君王，惧怕君主王权

等，表明作者可能只是一个劝民守律的臣民。最重要的是，书中所使

用的某些文字和特殊用语，也指明此书成于远晚于所罗门执政的时

期。例如，书中多次出现"益处" <1"n吨， profit)一词，①"益处"这一

词来源于商业行为，是所罗门时代所未出现的用语，属于相当晚期的

希伯来文，与亚兰文(Ar回国c)比较接近。而书中谈论的诸多社会现

象，也多是商业、贸易社会的景象@与所罗门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有

较大的距离，与公元前 3世纪左右的巴勒斯坦社会更为接近。

相对于《箴言》与《约伯记》两部书来说， (传道书》的整体结构

要简单一些。但它也是几次编修之后的产物，其总体结构如下z

一、 1 : 1 ，点出作者;

二、 1 : 2-12 : 8，以"虚空"主题的首尾呼应式(inclusio)勾勒

出主体部分:

三、 12 : 9-12 : 14，结语

A. 12: 9-11 ，第一个结语

B. 12: 12-14，第二个结语③

最后的结语部分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从其主体部分来说，都是为了

彰显"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样一个主题。它

对于希伯来宗教、智慧文学而言都是颠覆性的。但在第一个结语中，

它回到了智慧文学的基本精神，即教导人生智慧，寻求立身之道。它

强调智慧文学的精神如刺棍，反思生活;又如钉子，是安身立命的支

点。-11)。在第二个结语中，则更与希伯来主流的律法传统相结合，即

"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飞因为"神必审问"人所做的事(12-14)。这

些思想都不是《传道书》的主体所包含的，显示它们来自于更晚时期

Q) <<传道书) 2 : 11. 5: 9. 5: 16. 

@见《传道书) 5 : 1()'11. 7: 12. 

@到底如何划分这个结语，有几种看法.有人将它分为三个结语. øp 9-10, ll-12, 13-14; 亦

有人主张分成 9-138， 13b-14. 但都认为它是叠加的结果.参C.L.S回w， "8eyond 1bem, My S恤.8e

Warned: 四le Epilogue of Qoheleth Revisill划收于 Mich酷1 L. Barre ed., Wisdom, Yo" A", My Sister, 

125-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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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抵消《钱道书》过于浓厚的批判色彩而进行的编修加工。也

正是有了这些加工，又加上所托的"所罗门"作者身份，才使它得以

跻身于正典之中。

2. (传道书》中的宗教思想

《传道书》与《约伯记》一样，常被称为"智慧危机"之书。我

们先从它们之间的区别说起。<<约伯记》用以质疑智慧的方式是对话

式的，其怀疑之彻底，即体现在约伯对上帝本身的质疑与怨愤之中，

上帝成为发间的对像。但《传道书》的文体则是智慧文学典型的反思

式，即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所做的归纳推理。

《传道书》与《约伯记》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意识到人神之间

的差距，人对终极意义的不可企及。对于这样的生存论意义上的现实

处境<<约伯记》采取了一种挣扎的态度，无所畏惧地向这一现实发

间，不屈于这样的一种生存安排。而《传道书》则采取了一种冷静的

现实主义，承认接受这一现实。例如，他不像约伯一样追问上帝为什

么要以义人约伯为敌人，而是单纯地接受上帝的安排。

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

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

强于兽，都是虚空。" (3 : 18-19) 

他主张"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

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5 : 2)在此意义上<<传道

书》又可以说是《约伯记》的续集，如同约伯在激烈的情感渲泄之后

坐在"尘土和炉灰"中的无奈叹息。①

当然，恰恰由于《传道书》属于希伯来圣经的边缘书卷，所以它

包含一些很独特的思想，诸如z 生命虚空、不可知论、人皆有死、重

由民 αu回m皿n 就认为《传道书》是为《约伯记》做总结，尤其像是约伯站在耶和华面前时的

无奈感叹"自 38-41). 转引自Rend比町霄~ 2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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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等等(ï)也是人们展开希伯来宗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的经典文本。

众所周之"将智慧主题整合到旧约神学之中，是一个远未完成

的任务，在将来亦会始终存在"②这是因为智慧传统所依赖的创造神

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耶和华，即耶和华是"世界的上帝" (God 

of the Creatio时，它与历史传统所依赖的拯救神学所暗含的耶和华是

"列祖的上帝" (God of the Fathers)构成鲜明的对立。智慧文学作为一

个独立的文本单元，显明了蕴含在希伯来圣经中的一对神学范畴z 创

造(creation)与拯救(redemption)之间的张力。在 von Rad看来，希伯来

宗教的主题是拯救，只是在后来的理解中，上帝与列祖的圣约、对他

们的视福才延伸到整个人类历史和创造世界，形成创造神学。@但创造

神学形成之后，即对拯救神学形成忡击，也就是说z 如果耶和华与整

个创造世界立约，那么，他与先祖之间的圣约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在

创造世界中就可以经验上帝，那么，圣约群体的独特历史经验又有何

意义呢?因此，希伯来圣经一直面临着如何在创造与拯救之间相互观

照的问题，这也是今天基督教神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之一。

由详细分析见李炽昌、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第四章.

@参 R. Mwphy 为 ABD所写的 Wisdom in the Old Te幽ment辞条对智慧文学与创造神学关系的

总论.

⑤以创造归属于拯救，是 von Rad的经典理解，参 G. von Rad, "'Ib回，Iogical ProbIem of the Old 

h阳nent Doctrine of cr四ion"，收于 The Problem 01伽 Hexateuch and 0加'r Essays. 131-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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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浪潮中的犹末教:天启文学

简单来说，可以把圣殿重建的公元前六世纪到希伯来圣经成典

( canonization)的公元前后这一时期，以公元前 334年的亚历山大东征为

中点，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居鲁士教令犹太人回归耶路撒

冷，以斯拉与尼希米发动宗教与社会改革之后，以色列社会进入相对

的安定期。犹太社会的普遍安定，在文本上的表现就是希伯来圣经对

这一历史时期基本上保持沉默。在第二阶段，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体则

重新卷入更大范围内的动荡世界之中，先后经历了希腊化运动、马加

比起义(Ma∞abean Revolt)、哈斯蒙尼(Hasmonean)王朝的自治、被罗马

征服、圣经成典等重大事件，进入基督教时代。我们可用以下简表的

方式来表示。

年代(公元前} 埃及 巴勒斯坦 西亚地区

六、五世纪 波斯统治 回归和重建时期 波斯王居鲁士、大

流士等

334-323 年 亚历山大东征，马其顿帝国一统天下

托勒密王朝 埃及控制 塞捏西王朝

2∞年
(Ptolemaic 

叙利亚控制
(Seleucid Kingdom) 

Kingdom) 

167 年 马加比起义，

进入哈西蒙尼

王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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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年 庞培征服耶路|庞培征服缸利亚

撒冷

30年 | 罗马征服埃及，地中海世界进入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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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干部分"圣卷"也趋于完成。

与上述两个时期相对应，我们可以来分析两个主要的文本单元。一个

是所谓的"五小卷" (Megillo创单元，尤其是《路得记》和《以斯帖

记>>;另一个是"天启文学" (a归calypse)，尤其是《但以理书>>.

一、五小卷=经典与节期

按希伯来圣经的分法，第三部分圣卷(Writings)中有一个独特的单

元，即所谓的"五小卷飞《路得记》、《雅歌》、《传道书》、《哀歌》与

《以斯帖记》。希伯来圣经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基督教则

将它们分插在不同的圣经单元中<<路得记》和《以斯帖记》进入历史

书<<哀歌》被当成耶利米所做，名为《耶利米哀歌>>，进入先知书E

《雅歌》与《传道书》被认为是所罗门所做，被放入智慧书。@

五小卷之所以被犹太教视为一个整体，直接的技术原因是它们合

在一起，正好是一个羊皮卷的篇幅。但是，更深层原因是随着犹太教

传统的发展，这五部经典都与犹太人的五个重要节期联系在一起，诵

读它们成为节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对应见下表。

节期名称 希伯来月份 现代犹太月份 希伯来经巷

逾越节 尼散月 7 月 雅歌

五旬节 西弯月 9 月 路得记

圣殿被毁节 亚笔月 11 月 哀歌

住棚节 以他念月 1 月 传道书

普离节 亚达月 6 月 以斯帖记

经典与节期诵读的结合，是希伯来宗教的一个突出文化现象。因此，

①关于这五卷书的内部顺序，有的古本以节期为序，即《雅歌3、《路得记》、《哀歌》、《传道

书》和《以斯帖记);有的则以书卷所暗含的时代为序，即《路得记》、《雅歌》、《传道书》、 4哀

歌》和《以斯帖记以由于它们与五大节期的联系，有的古本直接将它们蟹体性地排在五经之后、

历史书之前，以突出它们的地位.参Rendωr霄~ 258-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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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有必要先一般性地分析经典与节期结合

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言之，节期的作用是使人们将恒常的时间流

动打上标记，区分日常时间与神圣时间。甚至可以说，节期乃是不同

宗教的身份标志。在犹太教传统中，由于节期与经典联系在一起，人

们在节期庆典上朗读经典，回忆和重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而使得

文化的意义系统亦在一代又一代中延续和传递下去。

节期对我们分析希伯来宗教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二个基本方面z

一、随着人们历史经验的变迁，节期之被赋予的意义也相应的变化，

节期的意义流动是希伯来宗教变化发展的缩影:二、随着人们不断地

经历新的历史事件，新的节期也不断产生出来。前者主要体现在那些

历史悠久的节期如逾越节伽sover)、七七节(又称五旬节， W臼刷、住

棚节σ'abem剧的，后者主要体现在那些较新的节期如圣殿被毁节

(Commemoration of伽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普现节伊田im) 。

圣经中最古老的律法文本对逾越节、七七节与住棚节这三大节期

有着细致的规定，但不同文本之间的细致区别，甚至它们的不同称呼

都透露出它们后面隐含着的意义变迁。按《出埃及记}} 23 : 14-17，这

三个节期分别名为 z 除酵节、收割节和收藏节，源自于迦南社会的农

业背景。①但到了《申命记)) 16 章，同样的节期被命名为逾越节、七七

节与住棚节，对它们的意义解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你要?主意亚笔月，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

你的上帝在亚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不可吃有酵的饼，七

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要叫你一生一世记念你从埃及

地出来的日子。(中 16 : 3) 

你要计算七七日……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作过奴仆。你要谨

守遵行这些律例。(中 16 : 9)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

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

在棚里。( <利未记> 23 : 43) 

(j) (.利未记>> 23 章与《民数记>> 28章对这三大节期的规定，有类似的农业社会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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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逾越节与，m埃及事件、七七日与以色列人的为奴记忆、住棚

节与以色列人的旷野流浪经验等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农业社会的自

然节期被历史化和宗教化了。它们是前流放群体最重要的三大节期。

重大历史经验在民族文化中的凝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新节期的

产生。后流放时期群体发展出 t 圣殿被毁节与普固节，即对应他们所

经历的两个重大事件。前者对应予公元前 586 年耶路撒冷圣殿的毁

灭:后者则对应寄居外邦的犹太人如何战胜敌人，避免民族整体灭绝

的事件。

总之，节期与经典的结合为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

解。由于经典在节期上的诵读总是公共性的，是由信仰群体来诵念

的，因此，经典与社群的互动便成为研究五小卷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文

化一社会学因素。①一方面，经典在社群面前的诵念，乃将经典中的历

史经验(w.臼n臼s)传递为信仰群体的当下经验(isness)，使之成为社群的

集体记忆。任何经典最初都是由某个历史时代的一个或一群人写成

的，但通过在节期仪式上的诵读，个人或较小群体的经验被整个群体

所感知，成为集体的记忆。@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不同

意识形态，决定着人们怎样述说经典，述说什么样的经典。人们在节

期上对历史的回忆，不只是为了保存过去，而更多是为了应对现在与

塑造未来。不同群体选取历史经验的角度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

乃至经典。因此，对诸如五小卷这样的节期经典进行分析时，尤其要

注意它们的社群背景，即谁是讲故事的人?这故事是讲给谁昕的?故

事的叙述，如何成为当下社群的一种意识形态表达?下面我们以《路

得记》和《以斯帖记》为例试做分析。@

@参Donn F. Morg姐， Between Text ønd Communiη: f，加"胁ifings" 切 Canonical Interpre.翩翩

翩nneapolis:Fortt臼s Press, 1990). 
@关于节期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更可见于 Schw缸tz Vera, Bridge Across Broken ηme: Chinese ønd 

Jewish Cultural Mem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酶， 1998); 及 Bruce Chil棚， Redeeming Tune: 

The 附dom 01 Ancient Jewish ønd Ch对stian Festal Calendors (Peabody, M酬.: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ω2). 

@更详细的分析，参李炽昌、游斌，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之第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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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与他者: <<路得记》和《以斯帖记》

如前所述，从回归耶路撒冷到马加比起义之间的犹太历史相对平

静，但外部平静并不等于内部毫无风波。恰恰相反，由于外部两大政

治势力z 两河流域与埃及的争斗不再是后流放群体所要面对的首要问

题，内部的族群与宗教认同问题反而突出起来。置身于多元族群的浪

潮之中，诸如z 犹太人是谁?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犹太群体?

如何划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犹太群体应该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等

乃成为紧迫而艰难的问题。

如果把以斯拉、尼希米视为第二圣殿群体的主流的话，那么可以

说，排他主义(exclusivism)构成巴勒斯坦后流放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

他们以圣殿崇拜为中心，以摩西律法作为基本宗教与社会准则，以祭

司和利未人作为精英阶层，来建立一个边界清晰、与异族隔绝的自足

群体。这是一种清楚划分自我与他者、将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截然分开

的民族主义(n硝onalistic)潮流。这一潮流同样表现在以散居群体为叙事

主体的《以斯帖记》之中。与之相对，在犹太群体中同样存在着普世

主义的(uiversa1istic)潮流，他们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模糊界线，认为

犹太人并非一个与异族隔绝的自足群体，同时，耶和华的救思也不仅

仅局限在犹太人，恩典与慈爱同样是耶和华与异族之发生关系时的基

本属性。这一潮流在《路得记》中得到鲜明体现。

1. (路得记》

如前所述，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宗教社会改革中，异族通婚是焦

点所在，尤其是嫁入犹太人的异族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清洗的对

象。如《以斯拉记>>10:10所云z

(以斯拉)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

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租的上帝认罪，遵行

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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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我们看不到这些被离绝的外邦女

子的发言，她们是沉默的，被动地接受主流群体的安排。而在《路得

记》中，嫁入犹太群体的摩押女子路得成为整个故事的英雄人物，在

此意义上，它代表了那一群在民族纯洁运动中遭受切实苦痛的外邦女

子对主流群体的隐蔽却明确、微弱却坚定的反抗之声。

《路得记》将故事的发生场景界定在"士师秉政"的时期，但它

只是统称"士师"而没指出具体是哪个士师秉政，因此，它不是一个

具体的时间定位，而是为整个故事定一个基调。它在"士师秉政"与

"大卫降生" ( <<路得记)) 4 : 17-22)之间产生对立，从而将路得故事确

定为一个"阐限飞强调她在从士师的无序到王朝的荣耀的过疲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①

从《路得记》采用的文体来看，它带有鲜明的民间文学(folklore)

的特征。它很少交待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很少描述事物的外在形像

与特征。在它 85 节的经文中，有 55 节是对话，对它来说，故事的场

景很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话来表达人物的意志。它像是古代人创

造的话剧，四章经文如同紧密连接的四幕话剧z

1 : 1-5，序幕:拿俄米的处境

1 : 6-18，第一幕: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得相随

1 : 19-22，对白(拿俄求与路得)

2: 1-17，第二幕:路得与波阿斯相遇

2 : 18-22，对白(拿俄米与路得)

3 : 1-15，第三幕:拿俄米指示路得，路得禾场合波阿斯

3: 16-18，对台(拿俄米与路得)

4: 1-12，第四幕:波阿斯在城门的诉讼

4: 13-17，结尾高潮，大圆圆结局

4 : 18-20，大卫的谱系

人们判断， <<路得记》的部分内容在前流放时期就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

@在希伯来传统中，士师阶段被模式化为"混乱与无序"，如《土师记>> 17: 6 及 21 : 55 两次

批判"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玉，各人任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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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①但是，它被犹太教放在"圣卷"部分的事实则表明，工整、紧凑

的正典《路得记》应该是在后流放时期才形成的。它最初以口头、民

间文学形式流传时，与世界口头文学一样，只是在文学娱乐过程加入

一些朴素的道德教化，即那些以忠诚和慈爱之心相待的人必将在最后

得到上帝的祝福。但在结尾部分加上了大卫王的谱系之后，前面叙事

部分中路得不断被强调的"摩押女子"身份就不能不说带有相当的意

识形态色彩了。在相当的程度上，它代表了后流放群体中反对以斯拉

和尼希米的排他式民族主义的那些边缘群体的呼声。

《路得记》讲述了一个犹太家族，如何因为它的摩押媳妇一一路

得的忠心而得以延续，并从这一族系中诞生出大卫王的故事。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路得的"摩押女子"身份， 85 节经文中有 11 节提到

了摩押人或摩押地。在以色列人的民族谱系中，摩押人是不共戴天的

仇人，例如《申命记)) 23 : 3-6 就说:

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于孙，虽过

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

安和他们的利益。

是比以东人和埃及人还要可恶的敌人。先知也对他们有过诅咒，如

《西番雅书)) 2 : 9 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

必象所多玛，亚扪人必象域摩拉，都变为刺草、盐坑、永远荒废

之地。"

但《路得记》颠覆了先知传统以摩押永为敌人的模式化形像，以温

顺、慈爱、忠诚的女子形像来呈现摩押人。当尼希米以所罗门为例说

娶外邦女子是犯罪时，②《路得记》却以大卫为例来说明，大E这样伟

大的君王也是外邦女子的后裔。在此，它强调:以色列人的最伟大英

雄，身上流着的也有外邦人的鲜血:犹太群体是一个开放的社群，而

曲具体理由，参 J. Collins, 532 页。

②《尼希米记>> 1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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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封闭的和排外的:在犹太与异族之间，不应存在固定不变的

界限。

除了反对性的意见之外， <<路得记》还提出了另一种群体建构的方

法，即以耶和华信仰而不是单纯的血缘作为犹太群体的基础。在拿俄

米催促路得离开自己寻找新出路时，路得发出的信仰宣告，是希伯来

圣经对耶和华信仰概括最精要的段落之一。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

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

重重地降罚与我 (1 : 16-17) 

按《路得记))，一个人是否能被称为犹末人，不在于它的血缘出身，而

在于他的信仰品质。在此口.11(people)可译为"国"也可译为"民"

吕振中将其译为"族人"。它表明"民"、 "族"与信仰一致，认同

什么样的"神"就可以被认为是什么样的"民"。在犹太人与耶和

华信仰存在着对应的关系。

《路得记》提出这样的思想，其当下的直接动机是为了隐蔽地反击

主流的后流放群体驱逐外邦女子，但它的神学政治学涵义却回到了希

伯来宗教的精神，即以色列人之为上帝的选民不是一个血缘族群概

念，而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概念。人们通过信仰而进入到与耶和华的圣

约关系之中，这些圣约之民所组成的群体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后

流放群体中，这一思想倾向处于末流，其真正发展是由基督教群体来

完成的。

1. (以斯帖记》

在圣经的全部书卷中，也许《以斯帖记》的正典地位最受争议。

在古海边隐居的库兰社群的圣经就没有包括此书。①犹太教拉比也一直

怀疑此书的神圣性和正典性。新教改革旗手一一马丁·路德更认为其

@库兰社群，得名于库兰地区(Quram).即在杰里科(Jericho)附近，约旦河南的约旦与以色列的

边界地区.著名的死海古卷即发捆于此，其中记载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犹太社群的信仰与生活.可

参见王神荫编译<<死海古卷>> (北京 2 商务印书馆.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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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满了异教的不当思想(pagan impropriety). 并且太"犹太化"

(Judaic)了，他宁愿这部书不被包括在圣经之中。①在《以斯帖记》中有

太多所谓世俗化的因素，如宴乐的记载不下 20 余次、充满血腥味的民

族仇杀等，而且，它完全以波斯宫廷为故事背景，根本没有提到巴勒

斯坦。希伯来宗教的核心要素在书中都没有提及，如上帝的作为、西

奈山故事、希伯来的律法传统、宗教礼仪、先知或祭司等人物形象

等，甚至上帝的名字亦未出现过。如果不是因为它与犹太节期普理节

的密切关系，而普理节在公元前后又是犹太人普遍庆祝的节期的话，

那么它很可能会被剔除出圣经。

对于《以斯帖记》的文体，人们进行过很有趣的讨论。它的叙述

方式是小说体(novel1a). 又以波斯王亚哈随鲁的宫廷斗争作为具体的历

史场景，故此 Gunkel 称它为"历史浪漫小说" (historical romance); 而

《以斯帖记》与约瑟故事在文风、思想上都有相当的近似，例如它们

都设置一个异邦的场景、主张人的智谋决定命运、上帝乃隐藏着的等

等，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历史化的智慧叙事" (historicizing wisdom 

narrative)。②

简单来说. <<以斯帖记》讲述的是居于波斯帝国的犹太散居社群，

如何在波斯王后以斯帖的带领下，避免族群灭绝的故事。因此，官与

《路得记》相同之处很多，例如，故事主角都是女性、都是讲述犹太

族群与异族群的关系、都是讲述一位女英雄如何使家族(或族群)免于灭

亡的故事。但在对作为"自我"的犹太族群与作为"他者"的异族之

间关系的理解上，却儿乎完全相反. <<以斯帖记》更类似于《以斯拉

记》和《尼希米记)).主张在自我与他者制造紧张，通过强调他者与自

我之间的紧张，来突显自我。

《以斯帖记》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犹太族人与亚甲族之间的民族

仇恨。故事中两位男性主角之间的对立，乃隐指两个族群之间的对立

和紧张。

@转引自 S扭曲 Beth B吨，7i加 800" 01归her: Mo咐" Themes and Structure (Mis酬la: Scholars 

阶田s.1979) ， 11 页.

@见 S. 四lmon. "Wisdom 扭曲eB∞，k of Esth町". VT 13, 1963, 419-455 页. <<撒母耳记上:. 9: 1 

节。有学者认为， <<以斯帖记》的叙事之所以以扫罗而不是大卫作为末底改的祖先，乃因应扫罗时

代的部辖杂居的局面，这正好与散居时代的犹太人的生活处模相合.见 11四川Iy S. Lan尬• SIrome 

and Honor ÎII lhe 800" 01 Es战er(Ad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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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珊域有一个犹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使雅悯人基士的曾

孙、示每的孙子、眶耳的儿子。 (2 : 5) 

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

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他同事的一切臣宰。 β: 1) 

作者一开始就标记出他们的族群身份，体现了其所秉持的"谱系高于

地域" (genealogy is above glω阴phy)的观念。便雅悯人基士，是以色

列历史上第一个王扫罗的父亲。而晗曼，则是亚甲人。①亚甲人是什么

人呢?这要追溯到扫罗的时代，亚甲是亚玛力人的王，是以色列人的

世仇，据说"扫罗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 @ 

作者精心地勾画了两主角末底改和哈曼的族群谱系，其目的即是为了

通过与"他者"对立来确定"自我"一一犹太人的民族身份。

因此，在《以斯帖记》的叙事中，亚甲人哈曼是末底改的民族身

份相伴相随的影子。末底改与晗曼之间的对立，是两个民族之间的对

立。在对立之中来寻找民族身份，在他者中寻找自我，是《以斯帖

记》的特殊叙述手法。在《以斯帖记》中"自我与他者的形象是同时

生成的，它是一个双重显现(double-eme理;ence)0 " @或者说，晗曼是异

族人的形像代表，它是犹太人一一末底改的一面镜子前，在这面镜子

前，每一个犹太人确立起自己的族群身份。

总而言之，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与《以斯帖记》进行比

较，可以发现z 由于回归群体与散居群体生活处境的巨大差异，它们

在族群身份的建构上乃采取了两个路向，前者采取的希伯来宗教的传

统方法，围绕着圣殿、律法与历史建立族群身份:而后者则将族群身

份隐蔽地置入于世俗政治生活的叙述之中，通过对"危机点"的突显

来强调犹太人的群体身份，其经典表述就是末底改在犹太人面临族群

灭绝时对以斯帖说的一段话:

由在七十子译本中，晗曼的身份是"马其顿人.. (the 80n of Hammeda郎. a Macedoni町，可

见，希伯来圣经中的《以斯帖记》以"亚甲人"作为晗曼人的祖先，其叙事是有意识形态意图的.

@见《撒母耳记上>> 15 : 1-3. 更严酷的说法，见《出埃及记) 17 : 8-16. 其中说道耶和华

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

@ TImothy K. 8回1. R"th & Es，硝er: St嗣iies in HebTr!W NØ1晤时时 & Poetry (Coll略目诅e:ηle

Litu电i臼I Pr田5， 1999)，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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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底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就大

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

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

今的机会吗? " (4 : 14) 

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z 都强调排他式的群体观念，主张在

犹太与异族之间保持清晰的身份界限，将"自我"的形像建立在对

"他者"的排斥之中。

三、《但以理书》的文本世界

有理由相信， <<但以理书》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后完成的经卷之一。

原因包括z 一、虽然基督教传统把《但以理书》放在先知书单元，但

按照犹太教的排序，它在圣卷部分也处于最后一个部分。它采用的是

天启文学体裁，与先知的传言文体(proph饵"最为接近，但犹太教将它

放在圣卷部分，其原因很可能是在它成典之时，人们认为先知传言已

经终止，先知书的成典也几近结束，所以它未能跻身于先知书，而被

排入圣卷杂集之中。所以它的完成时间应在相当晚期。二、《但以理

书》的希伯来版与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的差别极大，七十子译本整整

多出了"亚扎利亚的祷告" (Pray田 of Azariah)、"三位朋友之歌" (Song 

of τbree Men in the Fiery Fumace)、"苏珊娜" (Susanna)和"比尔与大

龙" (Bel and The Dragon)。这表明在人们对希伯来圣经进行希腊文翻

译(公元前 3 至 1 世纪)时， <<但以理书》的最终正典形式仍然处于争论

之中，人们尚未达成最终意见。三、《但以理书》的主要文体是天启文

学，这在希罗时期(Graeco-Roman)的犹太教及早期基督教中最为流行，

这也决定了它可能产生于此一时期。四、最直接、确定的证据在于它

用天启语言所影射的安条克四世(Anti∞hus IV)以及由他所激起的公元

前 167 年的马加比起义，①表明它成书于马加比时期。这是希伯来圣经

所指的最晚历史时期，离确定正典的 Jamnia会议也不远了。

曲如 7: 7: 8: 9-13 所提到的以不溃之物献祭 11 : 21 等意指安条克四世 11 : 32-35 意指马

加比义军等.关于这一时期的详细历史，参 B. Anderson, 629-6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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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两个角度对《但以理书》进行整体分割。一个是从文体角

度， 1-6 章是关于但以理和同伴们的散文叙事(n町ative) , 7-12 章是但

以理的异像(vision)。另一个则是语言角度，从 2:4 至 7: 28 是亚兰

文，而 1 : 1-2 : 3 与 8 至 12 章这两个部分则由希伯来文写成，由希伯

来文→头一尾的呼应体(inclusio)构成了亚兰文部分的大框架。但这二

种划分方法并不重合，怎样来理解它们呢?

首先， 2-7 章的亚兰文部分似乎是一个非常严整的结构。 2 与 7 章

对应，其内容都是关于在梦中见到四国，其间亦诸多相同 3 与 6 章对

应，它们的文体都关于信仰坚贞之人的传说(martyr legends)，前者以但

以理的三友为主角，后者以但以理为主角，甚至它们有着同样的故事

模式=命令敬拜君王、主角拒绝、施加惩罚、神奇获救 4 与 5 章对

应，它们都讲述上帝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显示对君王的审判，前者通

过梦，后者则通过指头在粉墙上写的字，其主旨都是为了说明 z 至高

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①

其次， 7-12 章也是一个结构整齐的文本，表现在 7 汀， 8 汀，

9 汀， 10: 1， 11:1 均以君王在位的年号作为叙事导引，而且它们都

只是属于但以理一人所见的异象。所以， 7 章起到了一个将 2-7 章的第

一部分与 7-12 章的第二部分串连起来的作用。

最后，再返过来看第 1 章，它又构成了全书的导引。因为第 1 章

是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介绍，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

们(这四人)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像和梦兆" (1 : 17)，此

后的叙事就是对此的证明。然而，事实上，但以理与这三位朋友从未

在一起活动过:而且 2-7 章的叙事，只是显示这三位朋友对信仰的忠

诚，却丝毫未涉及他们的智慧。因此，第 1 章将这四人放在一起叙

述，主要是对后面两个部分作一导引，起着将后面的文本整合起来的

编修功能。②

因此，人们普遍反对将《但以理书》看作是一个人的作品。它的

成书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早可能是亚兰文的 2-6 章独立存在，然后

有人用亚兰文写作了第 1 章作为它的导引。后来，为了保持与 2-6 章的

连续性，但以理所见的异像在第 7 章也用亚兰文写成。但是，受马加

①见《但以理书>> 4: 17，匀， 32 与 5: 21. 

② Rendtorff.273-2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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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义激起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人们乃以希伯来文写作后面 8-12 章的

但以理异像。并且反过去将第 1 章的亚兰文翻译为希伯来文，以使全

书的开头与结尾呼应，构成更早一些的亚兰文部分的大框架。①

还可以从更深的思想层面来理解《但以理书》的总体结构，也就

是说， 1-6 章的叙事文体属于智慧传统(wisdom)，而 7-12 章属于天启传

统(apocalyptic)，而智慧传统与天启传统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史意义上

的关联。②在 1-6 章，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的角色是宫廷谋士，富于智

谋和德性，善于为君王排忧解难、解梦，是那些通过人的智谋来周旋

于权贵之间、以恰当的方式应对生活难题的智能人的典范，这些都是

以色列智慧传统的经典主题。一方面，以色列的天启传统在一定意义

上受智慧文学的深刻影响，例如z 天启传统相信某种必然性的因素，

认为历史只不过是某种预定秩序在时间中的展开:与智慧文学一样，

解梦、知天像、懂历法也是天启传统的"见异像之人" (seer)的基本能

力:天启传统与智慧传统都以解开宇宙、历史之最终秘密，预知其最

终归宿作为目的:在神学上，两者都以创造神学(creationlnew creation 

也eology)作为基础，并受西亚创世神话的影响，在谈论创造时均大量

运用神话因素(如怪兽等)。另一方面，公元前三、二世纪，由于犹太人

普遍对预言式的先知传言不感兴趣，因此，为了加重《但以理书》异

像叙事的可信度，编者乃将智慧传统的 1-6 章接入到 7-12 章的天启文

学之中，这种"援智慧入天启"的做法，使天启主义披上智慧传统的

外衣，为时人所接受。③所以，编修者将智慧文学与天启文学辑录在一

起，形成今天的《但以理书》的正典样式。

另一种可能是从《但以理书》编修的文本处撞(tex阳al context)来看

它的整体结构。一方面， <<但以理书》编修于希伯来圣经成典的最后时

期，可以想像，编修者手头也有一部经典，其中包括了诸如《箴言》

和《传道书》这样的智慧文学，也包括了诸如第三以赛亚和《以西结

也参 K. H. Kitchen, 'The Aramaic of Daniel' ，见 D. J. Wiseman ed., Not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lc 01 Daniel α..ondon: 可'ndaJe 阳回s， 1965)， 31-79 页;J.G.Gam皿e，叮hα甜ification， 8ragl目。f

Grow由 and Changing ln俑ntionsin 由eB∞，k of Daniel", JBL 95(1976), 191-204页，并参 J. 臼Uin电 552

页。

理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 G. von Rad，见叮he Divine De回四natioD of the Tim阳气 W/8dom 切

Jsrael, 263-283 页; OldTest田nent Theology, voJ. n, 301-315 页.
@这一理论猜想，可见 Paul Hanson, The Dawn 01 Apocalyptic,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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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40-48 章这样的早期天启文学，因此， <<但以理书》将这两种不同

的文体纳入一部经卷之中，也是时人将智慧文学与天启文学共同接纳

入正典之内的一个反映:①另一方面，在其成典时期，犹太人最喜爱、

最常见的两种文体就是教导文体(didactic narrative)和天启文体，在这样

的文化背景之下，编修者为使《但以理书》产生最好的文本效果，将

它们结合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但以理" (希伯来人文名)这一人名的问题。如

果我们以《但以理书》中的历史为信史的话，那么，但以理应该是以

西结同一时代但稍年轻的人。但是， <<但以理书》没有如通常的希伯来

叙事方式称其为"某某的儿子"。这一名字虚构成分更多，取自希伯来

传说。在《以西结书》中，但以理是一个与挪亚和约伯相提并论的古

代传说人物，被视为"义人"的模型，也是"智能人"的典范。@因

此，作者乃以但以理这一传说人物来作为故事的主角，亦起到将智慧

文学与天启文学整合的作用。

四、双重忠诚:散居群体的政治哲学

我们将按《但以理书》的两个不同文体结构来展开分析。 1-6 章常

被人们称为"宫延故事" (court tales)或"宫廷小说"它虽然以具体的

历史年表作为故事背景，但其引用的历史年表却难与实际相符，恰恰

说明它的虚构性和非历史性。

它用的第一个历史年代是约雅敬(Jehoiakem)在位的第 3 年，亦即

公元前 ω6 年，说在这一年尼布甲尼撤攻下了耶路撒冷。但事实是，

直到公元前 598月年即约雅斤为王时，耶路撒冷才陆落在尼布甲尼撒的

手中，才有第一次的流放巴比伦。第二章的背景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的

第 2 年，这就要求他在登基的第 1 年就攻下了耶路撒冷，但事实是直

到他在位的第 8 年才攻下耶路撒冷。所以，七十子译本对此做了处

ωw. Sibley Towner, Daniel (At1anta: lohn Knox Press, 1984), 8-10 页.
@Andre LaC∞que， Daniel in His ηme (Columbia, Sou血Carolina: U皿venity of Sou也Carolina，

1988)， 59-75 页.

@ "他们因他们的义救了自己的命" <<以西结书>> 14: 14. 20: .‘你居然比但以理还有智慧 1"

28: 3. 参目振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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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认为其发生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第 12 年，才消除了这一矛盾.第四

章说尼布甲尼撒要吃草，与兽同居 7 年，其真实性几近于零。第五章

说伯沙撤为巴比伦的王，但巴比伦史上虽有伯沙撒此人，但他却从未

为王。五章末尾说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流士"取了迦勒底国，但历

史上从未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玛代人大流士气@

因此， <<但以理书)) 1-6 章不是信史，它的叙事内容如人们出入火

窑、进出狮坑，模具化的人物特征如暴烈无度的君王、智慧镇定的智

者，传奇般、难与事实相符的故事情节都使人们倾向于将其视为"宫

廷传奇"或"宫廷故事飞在圣经中，与其最相近是约瑟故事及以斯帖

故事。它们都以异国宫廷为背景，讲述以色列人如何依靠自己的智

慧，来保护自己和犹太族群的福祉。虽然相对来说，约瑟与以斯帖故

事的世俗性色彩要浓厚得多，缺少希伯来宗教的传统主题如律法、析

祷、赞美上帝等，也不太强调上帝对于整个事件的预先安排和主导，

但它们都是针对散居的(diaspora)犹太社群的生活处境，并且传递一个

共同的精神:一方面，参与异族的政治生活，忠诚于异邦君王;另一

方面，犹太人的根本福祉又在于对上帝和他的律法诫命的忠诚。简而

言之，这就是散居犹太群体的"双重忠诚" (double loyalty)。

在但以理的神秘比喻中，犹太人"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

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2 : 43)，这是对各地的犹太散居社

群的形像描述。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书生活，但又处在异族的统治之

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与摩擦。《但以理书)) 2、 3 、 6 章的故事模

式就是:因为宗教或生活方式而起冲突，危机出现:神迹介入:危机

解决，异邦君王亦承认犹太人的神。他们既随从异邦的政治与法律，

又始终强调犹太人的特殊性，这样的两面性体现在众多方面。例如，

一方面，但以理的力量不是先知性的，他从来不对君王发出先知传言

(propb饵"。他所依靠的是巴比伦人的智慧方式，即通过解释梦或奇异

现象来展示他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又因为依靠犹太人的神，而在释

<D另一方面， <<但以理书》又有一定的历史性.例如，希罗多德之《历史>> 1, 191 与色诺芬的

CylY:l严edia 之 VII， v, 15 讲到巴比伦国是在他们宴饮，人们皆无意识敌人到来之时覆亡的，这与

《但以理书>> 5 章一致. Eusebius of C脑area在他的 Praparatω Evangelica 睬， 41 对于尼布甲尼撒的

疯癫也有记载.在第二部分，诸多影射安条克四世的经文也有历史性，例如他对托勒密王朝于公元

前 170 ， 169 年的二次战争(ll : 25-30)，于公元前 167 年亵读圣殿(1 1 : 31 等);公元前 163 年马加

比义军的活挣圣殿(ll : 32-35)等.参 J. A. Soggin, Jnlrod町lion 归 llu! Old Teslamenl, 476-4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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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能力上超过巴比伦的哲士。

再如，在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四国之梦的解释中，他称巴比伦

王为"诸王之王"以"金头"来指代他，其使用的语言与异像都是对

他的激赏赞誉。而且，他以金、铜、铁、铁泥混合物来比喻四国，当

指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古代历史学语言以金属质地的不断下

降，来隐喻这四个王国乃一代不如一代。@因此，但以理用金头来赞赏

尼布甲尼撤，认为他是历史的黄金时代体现，以此劝导散居的犹太社

群忠诚于所在国的君王，不要反叛。但接着，但以理又预言说z

当那列王在住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

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

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

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但: 44-45) 

这里所指的就是上帝之民的王国在最终统治世界，即所谓的"从山而

出"的一块石头，对于犹太人来说，其含义明显即指"锡安圣山"，说

这块"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山下" (2 : 35)与古典先知

所预言的各国在末世都来朝拜锡安山，布着同样的意义。因此，它对

当下的异族统治表示妥协，却又对未来的上帝之国必然实现确信无

疑，是一种"被推迟了的末世主义" (a deferred eschatology)，是"双重

忠诚"在神学上的深刻体现。

对第 6 章的但以理出狮坑一幕进行细读，可以看到作者用巧妙的

叙述手法来表现这种双重忠诚。

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

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事

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

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

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

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

①希腊的何西俄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Zoro四町)皆用金属之喻来表示历史的不断倒退，参 J.

Collins, 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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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他的神。 (6 : 19-23) 

它一方面以波斯君王之口来尊崇犹太人的神，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但以

理对于异族君王的忠心。大流士君王来到狮坑边时，即称但以理为

"永生神(N'" 民罚与鼠， the living God)的仆人扣，而但以理的对答则是

"愿王万岁俨" l'的帅， live for ever)"，其意就是"愿王永生"交换
用"永生"一词。这一故事的精巧叙事，使读者产生这样印象z 大流

士封住狮坑的口，神也封住了狮子的口:大流士一晚不食，因此狮子

也一晚不食E 但以理没有伤害波斯王，因此狮子没有伤害但以理。在

这段对白中，但以理显示了他对于波斯王的忠心。但在接下来的叙事

者(0缸rator)看来，他忠于波斯王并不是他免于狮口的原因，他"身上

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①总之，在《但以理书》叙述中，但以

理对于君王的忠心，以及他对于上帝的信靠乃是缠绕在一起叙述的，

很难将它们分开，是散居地的犹太社群现实生活处境中的"双重忠

诚"的艺术反映。

将《但以理书)) 1 至 6 章的叙事连接起来的文眼，即"至高的神在

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 @是对散居犹太群体的"二

重忠诚"最为筒洁的神学概括，也就是说，一方面，至高之神是掌管

一切历史的最终力量，另一方面，所有治理国家的人又都是至高之神

的安排。因此，这两者都是犹太人需要效忠的对象。

在散居犹太群体的意识形态中，逐渐地还产生了一种"犹太人不

可侵犯" (inviolability of Jews)的思想。在《以斯帖记》中，当晗曼与
末底改作对时，作者以哈曼之妻细利斯说z

他如果是犹大种族但叫':T'l'1 17'T, seed of the Jews) ，那么你就
不能胜过他;你在他面前一定失败到底的。 (6 : 13，吕振中译本)

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不可战胜。但由于《以斯帖记》的世俗性，它只

是指出这一信念，并未说明为何如此。《但以理书》多次重申这一信

也详细解读，可参 D. N. Fewell. Cirr:le 01 Sovereigllty: A St，町" 01 Stories in 阳llÍell-6 (Sheffie1d: 

A1mond, 1988). 141-162 页.

曲见《但以理书>> 4: 17. 25. 32 与 5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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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先是借尼布甲尼撤之口说:

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诺沙得拉、来

煞、亚伯尼歌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

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 (3 : 29) 

后又借大流士之口说z

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

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土地下施行神迹奇

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于的口。 (6 : 26-27) 

这些话都出自非犹太人的口，表达的却是散居犹太群体的一种深切盼

望。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圣殿神学的"锡安不可侵犯"精神的转

换，将圣殿的不可侵犯转移到圣民的不可侵犯。①它是希伯来宗教的

"拣选神学" (election theology)在流放的、失去了圣殿的、受异族统治

的散居生活处境(di副pora)下的具体表现。在经历了圣殿被毁之后，神

拣选犹太人为圣民的观念便突出出来，直至发展出"犹太人不可侵

犯"的意识形态。

五、总论天启主义②

只要稍微看一看《但以理书)) 7-12 章，就可以觉察到它的特殊

性。虽然基督教传统将它归于先知书的正典单元之中，但是整篇《但

以理书》看不到"耶和华如此说"或"耶和华说"这样的传言格式:

虽然它像古典先知一样，以"异像一解说"来解释神意，但它却缺失

了先知传言中的基本原则如出埃及故事、西奈立约、大卫应许等内

@关于锡安神学的"圣殿不可侵犯"的思想，见第八、十三、十九章的分析.

每人们通常用"启示文学"来译 a严JCalyptic. 考虑到"启示"一词在希伯来宗教中的曾遍意
义，律法书与先知书都来自于上帝的启示，都可称为启示文学.因此，特用"天启"一词，来表示

停饵a1yptic这一特定文体，停饵alypticism 则译为"天启主义"或"天启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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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①而它充斥着的神话、异像、宇宙论图式、将历史划分为儿个轮替

的阶段、对历史的消极态度、二元论、将"此时"与"彼时"绝对对
立起来、数字神秘主义、传讲异像之人所陷入的迷狂状态等因素，使

它成为希伯来圣经中一个非常特殊的部分。②人们通常称之为"天启文

学" (a归calyptic) ，又将其神学思想称为"天启神学"

(apocalypticism) ，由于它与先知传统一样，谈论的也是末世(Last Day) 

的事情，因此又常被称作"天启未世论"但归calyptic eschatology)，从

而与"先知末世论" (prophet比 eschaωlogy)区分开来。

关于"天启" (apocalyptic)一词，实际上来源于《新约·启示录》

之起首"耶稣基督的启示" (' A nOKcXÀ.u中间)，故其卷名为"启示录飞

人们后来就把与《启示录》风格相同的经卷归为一种文体，将其希腊

文转写成英文 apocalyptic，人们常译其为"启示文学"。但在希伯来圣

经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专门名称。《但以理书))2:28 、 29、 47 在表

达类似思想时，用的是动名词"显明奥秘的事" <1""然切， who reveals 

mysteries)的神，并没有表文体形式的名词。@为与希伯来宗教之普遍概

念"启示"区分开来，本书将其译为"天启文学"。

《但以理书》被称为希伯来圣经中最典型的天启文学，但是，如

果注意到它成书于公元前 3-2 世纪，那么它与先知活动的高峰时期公

元前 8-6 世纪之间隔了将近四百年。对于这种新奇的文体与思想，如

果我们要将其纳入到希伯来宗教思想的发展史之中来分析的话，就有

必要对其提出以下问题 1、希伯来圣经中有哪些内容可以称为天启文

学? 2、天启文学的源头在哪里?细致地说，天启文学有哪些思想源

头?希伯来自身的思想资源是什么?有否其他异文化的思想源头呢?

它的社会源头又是什么? 3、它与希伯来思想的主要形式一一一先知传统

是什么关系? 4、到底什么构成天启文学的基本要素呢?当然，这些问

题又是内在交叉的，例如:要决定哪些书卷可以称为天启文学，与界

定什么是天启文学的基本要素，是相互决定的两个问题。

毫无疑问，天启文学是两约时期(intertes阳nental)犹太人最为流行

⑦《但以理书>> 9 : 3-19 的悔罪之祷告(penitential prayer)，与先知们的历史复述与悔罪相似，包

含了这些传统的主题.但它似乎是对《耶利米书》写: \1 -14 的"七十年"之喻进行解馨，并将其

纳入到末世论的框架之中.参 W.S.Town町" Daniel (Atlanta: John Knox pr回民 1984)， 127-147 页.

@见LaO∞que， Daniel in His Tune, 88 页，对天启文学的特征的描述。

@七十子译本将其转译为 ω.... 缸~作lDtfPt用的"启示"一词的希腊语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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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形式，据不完全考察，散见于"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中

有大量的天启文献，如《以诺一书》、《十二先祖见证队《所罗门诗

篇》、《亚当与夏娃》、《亚伯拉罕启示录》、《亚伯拉罕见证》、《艾斯德

拉书下)} (或称《第四以斯拉记)} )、《第二、三巴录书》等。①但问题

是，比《但以理书》更早的先知文献中有没有天启文献呢?这时，如

果认为先知传统与天启文学之间截然不同的话，那么，答案就是否定

的。这一观点认为，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对立的=②

先知传统 天启传统

历史看法 只讲以色列历史 以世界历史为预言内容

思想来源 以色列的本土思想 波斯、希腊文化

所盼望的对象 是当前创造的完满实现 当前创造全部颠覆，进

入新天新地

上帝的审判 是为了呼唤人们的悔 历史朝着不可更改的终

改，审判临到那些不悔 点前进，无人可以逃脱

改之人:视乎人们的侮 审判

改情况，审判可以更改

但是，如果将天启文学置入希伯来宗教的母体(ma:恤)之中，将它视为

在新的生活处境下对先知传统的某些核心因素的发展，甚至称它为

"先知传言的新形式" (prophecy in a new idiom)的话@那么，先知书

的某些部分亦可算作天启文学的表达，或者说"天启文学的拂晓" (the 

dawn of apocalyptic)。它们主要包括<<以赛亚书}} 24-27 章、第三以赛

亚、《以西结书)} 40-48 章、《约E耳书}} 3 : 9-21 、《撒迦利亚书)} 9-14 章

等。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天启文学z 天启文学通常采取叙事(narrative)文

体，而非先知传言的诗体:其内容是由天使向某位奇人揭示属天的超

越实在:这一超越实在既是时间性的，即将在人间历史的末世实现出

@参 D. S. Russell. The Method & Message of Jewish A严x:alyptic (London: SCM Press. 196剑.36-72
页.

<il Paul Hanson对M副nBuber观点的概括• The Dawn 0/ Apocalyptic. 5 页.

@ B. W. Anderson. 620 页.



540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来，又是空间性的"即它存在于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之中。①

天启文学可能源自于什么样的社会处境呢?拿《但以理书》来

说，它的前半部分反映的是异族社会的宫廷场景，它的后半部分即天

启文学部分却显然是以耶路撒冷为背景，因此属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群

体。它可能属于什么样的群体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看

到，与以色列古典时期的秩序化社会制度相对应，先知和圣殿祭司们

建构了一个清晰的律法制度、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以传统

的圣殿和圣约为基础的崇拜体系。虽然经过了巴比伦的流放，但经过

第二圣殿的复兴，例如律法书的整理、撒督世系祭司(Zadokite)的设立

等，这个体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体中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稳定地发

挥作用。

但是，进入希腊化时期后，尤其是崇尚希腊文化的塞涅西王朝控

制巴勒斯坦之后，将希腊的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强加于犹太人身

上，这一系统进入危机状态。安条克四世(Anti∞hus N. 175-163BC)所

采取的政策，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处于完全的礼坏乐崩的境况之中，

包括:敬拜希腊主神宙斯、掠夺圣殿祭祀器皿、禁止行割礼、禁止持

有律法书、禁止安息日等。公元前 168 年，他率军队进入圣殿，在里

面建立宙斯祭坛，甚至在圣殿以猪献祭，强令犹太人吃猪肉等。@ <<但

以理书》成于这一背景之下，其所属的社会群体是被边缘化的犹太

人。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也使得他们旧有的宗教一社会结构以

及支持这一结构的神话陷于崩溃，它需要以新的方式、新的概念和新

的形像来建构它的宗教图式。在他们看来，一方面上帝不可能看着他

的圣民就此被虐待，否则他自己亦会因为无所作为而被他的圣民所放

弃: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历史最低点、最黑暗的时期，这些被极度

边缘化人们的命运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历史或人间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这两个"不可能"使得他们所建构的宗教图式乃由一系列的悖论组

成z 因为他们无所有，所以有者无所谓:因为现在最黑暗，所以光明

马上来临:因为现在历史处于最低点，所以历史的高潮一一新天新地

@参考 J. J. 臼llins， "A阳a1ypse: Toward the Morph，口I口Igy of a 臼E四"， SÐ1UIia 14 例issoula， MT: 

Scholars 阶酬， 1979): 1却页.

理具体经文可见《马加比一书>> 1 : 54 , <<但以理书>> 9 : 27 , 11 : 31. 2: 11. <<马可福音》

13: 14 等.

@对此概括，参LaC<明盹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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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实现。这就是天启文学的核心所在z 历史己经被决定了，但不是

由现世的那些掌权者决定，而是由那些在天上的力量所决定，真实的

历史马上就要在地上实现，并已在神奇的异像中启示给某些特殊的先

见(Seer)如但以理。

在《但以理书》中，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于希伯来传统的思想因

素。例如，它以金、银、铜、铁作为国族更替的象征，并以异族(包括

波斯、马其顿等世界帝国)作为历史之视野，①与希伯来传统围绕着以

色列历史来叙述耶和华与人类的关系，显然有很大差异。它通过对异

像、梦的解释，来传递上帝对于世界的意志，在成典的摩西五经中是

被禁止的@它更像是来自于东方的神秘主义传统，在巴比伦文化中，

占梦是人们获知真理的重要渠道。它把数字当作隐含真理的媒介，如

七十个七、二千三百等，与希腊文化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十分接近。它

对世界的二元论理解，即可见世界乃由不可见世界所决定，与柏拉图

思想也类似。尤其是， <<但以理书》很少诉诸于摩西、祭司或律法的权

威，其原因也可能是受到希腊思想的相对主义影响，即各族之律法都

不过是习惯(nomos)而己，没有真理的权威。@因此，可以设想，虽然

《但以理书》作者对希腊化采取激进的反对态度，但他处身于东西文

化激荡的揽涡之中，受到希腊文化、东方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不

足为奇。而且，对犹太人来说，激进反对希腊化并非全部，远离安条

克四世的现实政治压迫的亚历山大犹太人，如七十子译本和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就宽容地接受希腊文化。@

现在，我们需要回答天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z 它与先知传统是

什么关系?如第十一章所述，先知运动本来是与王权国家相伴相随的

精神活动，其核心是将以色列的国家史组合到希伯来宗教的神人关系

@参Pau1 Niskanen, The Human and 加 Divine in History: Herodo阳 and the Book o[ Døniel 

(London: T&TC1ark, 2'创)4).

l2l <申命记>> 13: 5. 

曲"律法"一词在但以理的天启文学中只在二个地方出现过，即 7 : 25 , 9: 10- 13. 其中 9 章

的悔罪祷文还广泛地被认为是二孚性的(酣on缸妙，引自剔处.因为这一段褥文是申命神学的，即

认为人的罪是招致以色列人受罚的原因所在，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在真正的天启

文学即 9 章下半部分中，以色列人受罚被归为上帝预定，因此 9 章的悔罪褥文并非天扁文学所固

有，当属后来编修造来。参 J. Co11ins, Daniel: An Comme1ltary on 加 Book of Daniel (Minn臼po1is:

阳tress， 1993)， 3ω页.

@详参LaCc叫ue， I6-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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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之中。随着王叔国家的消失，犹太人永远失去独立国家的地位，

先知活动也趋于停顿。受异族统治的事实，进一步粉碎了先知们对于

未来耶和华必定复兴以色列民的传言。没有人再敢以"耶和华如此

说"的语气说话，耶和会再也不直接向人传言。①第二圣殿的崇拜群体

收集古典先知的传言，并将它视为一个封闭的正典，更断绝了先知活

动在第二圣殿时期复活的可能。在此意义上，天启文学与先知传统是

分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概念。

即使将这二者放到一个更大的范畴即历史神学之中，即它们都是

试图从耶和华和他的圣民之立约关系的角度对过去、现在、未来进行

神学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们在取向上的根本不同。先知们和天启

主义者(apocalyptist)都意识到当下现实与理想状态(通常以黄金历史阶

段如出埃及、西奈或大卫应许为象征)之间的差距。但是，对于先知们

来说，当下的困苦是由人之罪所招致的，在人们的悔改之后，耶和华

将重新安排历史，以色列人与耶和华重入圣约关系之中。因此，如果

说当下是"午夜"的话，那么，午夜的黑暗意味着黎明即将来临。与

此相应，先知传言的历史就是将未来的理想状态拉入到现在，即所谓

"由彼岸及此岸飞对未来盼望的着眼点乃是鼓舞当下、改变当下。因

此，他们关于未来的设想很少是全新的，乃与以色列历史保持着相当

的连续性，多数情况下是过去黄金时代的翻版，诸如大卫世系为王、

南北两国合一、圣殿重建等。

然而，对于天启主义者来说，耶和华的圣民们所遭受的困苦不是

由于人的力量所致，而是来源于一种客观的邪恶力量，它甚至是上帝

的根本敌人(均由enemy)。因此，人们无力去改变当下的处境，它只能

通过上帝的直接干预。对天启主义者来说"午夜"的黑暗是被悬置

的，它与将来的黎明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现在的世界" (the 

present age)与"将要来临的世界" (the age ωcome)之间，存在着本体

论意义上的断裂。在天启文学中"此岸"与"彼岸"是彼此孤立的。

在纯粹人间历史的框架内，无法实现"此岸"与"彼岸"的过渡，只

有上帝的介入才能彻底推翻由邪恶掌握着的当下历史。也正是由于

此，从现在的困苦到将来的欢喜之间的转变，也只能由上帝突入到历

史之中才能实现。在天启主义者看来，纯粹的人间历史是不真实的，

①《诗篇>> 74: 9, <马加比一书>> 4 : 46, 9: 27, 1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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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被属天层面的"元历史" (me时由tory)决定了的。像但以理这样的

先见，他们直接地看见了超自然的"元历史"现实必然如其所见的发

展下去。在他们的历史图式中，过去、现在、未来是相脱节的，以色

列历史的那些传统主题如出埃及、西奈立约、大卫应许乃完全缺失。

历史朝着一个单一的箭头直奔，其终点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①

当然，人们也倾向于认为 z 虽然在对历史的理解、融入的异文化

因素、采用奇特的天启文体等方面，天启文学与先知传统有着巨大的

差异，然而在更加根本的神学理解上，天启文学对先知传统的继承也

是相当明显的。单从天启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来说，陷于"纯粹黑

暗"之中的历史经验也不只是公元前三、二世纪才有的。公元前 586

年耶种撒冷圣殿被毁、在重建第二圣殿崇拜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人

们，有着与天启主义者们同样的历史经验，因此，在公元前六、五世

纪也被认为是天启文学产生的一个高潮， Paul Hanson 就将它称为"天

启文学的拂晓"。这些天启文学被编修到先知文献之中的现实，如第三

以赛亚、第二撒迦利亚等，本身就说明它们之间的模糊边界。

说它们有着相同的根本神学理解，首先是指对历史的目的性理

解。在先知传统与天启文学中，历史都有一个由上帝所安排的、有意

义的目的。历史既不是循环，也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由一个终极的

掌管者对其安排的结果。对希伯来宗教而言，历史不是往后(p;筒。看，

恰恰相反，历史的意义在于它的未来(future) 0 即使往后看，也是因为

其中包含"已经但未然" (a1ready-not-yet)的未来，历史的最高峰在于它

的未来。虽然，先知传统把它称为"耶和华的日子" (l"ni"1' C节， Day of 

YHWH)，而天启文学称其为"末期" ('忡，也e En哟，但它们都是表达

在历史之终点处，耶和华为世界之王的那种理想状态。@

其次，天启神学对末世的理解，实际上将先知传统中的历史神学和

锡安神学融合在一起。如前所述，天启文学将"现在"与"未来"做了

断裂式的理解"现在"是由邪恶所掌握的，而"将来"则由上帝为王。

因此，现在到未来的过渡不是平滑的，而是要经过一次战争。如果将

"未来"称为新天新地(new α回tia时，那么，这一次的战争也是上帝在创

CD LaCωque.82-120 页 Hanson. 1-31; 427-科4 页.

@对天启文学的神学理解，莫尔特曼(1吨四 Moltmann)很有启发意义，见其 Theology 01 

Hope : On Ihe Ground and lhe 11叩lications 01 A Christian Eschotology α..ondon: SCM. 2002)-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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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与混沌怪兽的战争的重演，而这正是锡安神学的主要内容。所以，

在天启文学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于锡安神学的语言，尤其是"兽"

似m啊， beast)的形像。例如，但以理就将塞理西王朝比做第四只兽z

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回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

全地，并且践踏嚼碎。……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

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皮、权柄和天下诸国的

大板，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

事奉他、顺从他。(但7: 23-2η 

再如，在《以赛亚书)) 27 : 1 中，在"耶和华的日子"即历史末期降临

之时，在耶和华与混油怪兽也将有一次战争。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鳝鱼qrr巾，

Leviathan) ，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跨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

海中的大鱼作)nn ， Dragon) 。

有趣的是，在创造神话中被耶和华击杀的混油怪兽，此时成为历史暴

君的象征。创造传统被引入到历史传统之中，空间事件被置换为时间

事件。上帝在太初创造秩序世界的决定一战，成为历史末尾上帝之国

降临时的决定一战。此时的耶和华远高其抽象的赏善罚恶的公义形

像，而回复他作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形像，是为他的圣民而战的

"战士"仰amor)。邪恶的力量越强，上帝卷入这一场战争的程度也就

越深，历史从最黑暗到最光明的转变也就越剧烈。

与此相应，锡安王室神学的核心要素之君王被视为上帝之

子，代理上帝在人间进行统治，在天启文学中也被加以创造性的转

化。在王室神学中，君王是他们庆祝耶和华的创造主地位的神话仪式

所围绕的中心之一。①君王统治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正是上帝战胜混沌

之神的结局。这样从宇宙论意义上来理解君王，也进一步体现在《但

以理书》第7章的"人子"形像之中，即一个由上帝差遣来打败一切邪

@经典经文是《诗篇>> 2 篇，在《撒母耳记下>> 7: 14. 大卫世系也被称为"耶和华的子"，即
"我(耶和华}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亦可参《诗篇>> 21 : 1-7. 72: 4. 89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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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力量，开启上帝之国度的"驾着天云而来"，却又像"人子"的末世

弥赛亚。

因此，天启文学在希伯来宗教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宫的形式较

新，但其内容却又是传统的。如果非要比较希伯来传统与异文化对它

的影响谁大谁小，恰当说法应该是z 人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天启文

学中异文化的影响，但它在希伯来传统中的内在发展又极其重要。@在

此，内外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联。同处于希伯来宗教的范畴之

下，天启文学与先知传统之间有着太多的内在联结，这也是为什么人

们倾向于用"天启末世论" (apoca1yptic eSChalωlogy)与"先知末世论"

(prophetic eschatology)两个词，来表示它们的区别又强调它们的内在一

致的原因。

六、《但以理书》的神学思想

与先知传统一样，天启神学是一种历史神学(his阳出a1 theology) 。

但是，它有二点特别之处z 一、历史被认为是上帝的历史，也就是

"元历史飞它所覆盖的范围超越了单一的以色列民族，而成为全部人

类的历史。用希伯来宗教的术语讲，历史不只是大卫历史(Davidic) ，

而是亚当历史(Adan咀c); 二、《但以理书》开始触及到个人生命史的问

题，在整本的希伯来圣经中，是唯一的一部谈到"死后复活"

(resurrection)的经卷。以下分别从几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1. (但以理书》的历史神学

《但以理书)} 7-12章共由四个异像组成，它们构成了一幅从巴比

伦、玛代、波斯、希腊并直至上帝之国降临人间的历史。这四个国家

一个比一个邪恶、残暴，人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邪恶不断增长，圣民

受欺凌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历史，但人类历史不断地加重的邪恶，也使

( Peter Ackroyd, "Israe1 Und町 Baby10n and Persia", New Clare阳wn Bible, Old Testament (Oxford: 

C1arendon, 1970), 4: 340-344 页. H阻四且，臼Uins， LaC叫ue等学者也都倾向于认为内在发展大于外

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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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越来越快地趋向最终的转折点z 上帝直接介入，将人类历史带入

到理想国度。这是《但以理书》的历史神学的主要线索。与先知传统

相比， <<但以理书》的历史神学有如下主要特点z

首先，是它的宇审论(cosmic)维度。所有的以色列先知都谈到"耶

和华的日子"即历史的末期，但他们的理解都是历史现实主义的，即

从以色列已有历史经验来想象未来。以耶利米著名的新约盼望为例z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

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

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31 : 33) 

可见，耶利米想像的理想状态仍然是"此世性的" (由is worldly)，它采

用的仍是传统的术语与形像。但是， <<但以理书》所用的语言与形像都

是宇宙性的、神话式的。上帝将理想之国带入世界历史之中时，既是

一场在此世层面的争战，又是一场在超自然层面的争战。随后进入的

上帝之国也是神话式的，新世界如同新的伊甸园，统治世界的王如同

新亚当。例如z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于的，驾着天云而

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

国必不败坏。 (7 : 13-14) 

是否具有宇窗论维度，也成为天启文学与先知文学区别开来的主要标

志之一。①

其次，是它的决定论(detenninistic)性质.但以理所见的异像，以

及此后由天使向但以理所做的解释，都透露出浓厚的历史决定论的色

彩。按照这一观点，历史乃依循一个早已定好的时间表演变，不仅各

阶段的轮替顺序已定，连每个阶段的长度都已经定好。例如，在但以

理的第一个异像中，天使告诉他"(在第四国即塞涅西王朝有一王)必

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①τbwner.ll 页.



第二十一章希腊化混潮申的犹末载:天启文学 547 

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7 : 25)这里所指即安条克四世对

犹太人的残酷统治，所谓的"一载、二载、半载"也对应于他在公元

前168-165这三年半的时间。在第二个异像中"到二千三百日，圣所

就必洁净。" (8 : 14)也是指从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禁止犹太人圣殿

崇拜到165年马加比重建圣坛并向耶和华献祭的三年二个月。①他的第

三个异像是对耶利米所说的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的解释，在耶利米的

先知传言中，七十年是一个虚数，是指一代人的光阴。但是，但以理

将它释为"七十个七"，又将它分为"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一个

七飞这实际上也分别对应于公元前586至538年(49年)的流放时期、公

元前538年至公元年171年(435年)的回归耶路撒冷至安条克四世介入圣

殿大祭司之争这一时期、②公元前171年至164年(7年)的安条克四世镇压

犹太人的时期。他的第四个异像，也是对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东

征、托勒密与塞涅西王朝的具体事件的描述。

可以这样说， <<但以理书》对历史的预言实际上是对历史事件的复

述，③但它采取了历史预言的形式，即 z 它本来是站在现在看历史的

"往后看"但它采取了站在过去看未来的"往前瞻"的形式。天启文

学以这样的方式，清晰地传递出他们的神学意图。第一、历史受上帝

的掌控，就人类历史从大阶段至具体时间都受上帝支配而言，历史是

一个统一体，它的根源与动力均在上帝的意志之中"元历史"乃隐含

在上帝的意志之中。第二、历史是由上帝所预先决定了的，上帝从一

开始就决定了历史事件在时间中的显现和发展。与申命和先知传统的

历史观进行比较， <<但以理书》的历史观认为事件都是上帝预先决定

的，历史只是依照预定的模式发展，而申命和先知传统则认为历史是

∞和合本在此随阳V. 译为"二千三百日(days)"，其希伯来原文乃指"二千三百个自日与黑夜

("1p:l :1'11)". 其他主要英译本皆改译为"moming and 町enin矿，日报中译其为"二千三百个暮暮朝

朝气这样，它就是一千一百五十日即三年二个月.

@关于大祭司之争，详参《但以理书>> 11 : 22. (马加比一书>> 1 : 11-15. (马加比二书>> 4-5 章

等.

咽如此断定，不仅由于这些预言内容的准确细致，而且由于g 一、离作者越近的历史，就越细

致准确，越远的历史就越模糊杂乱g 二、它真正所预言的安条克四世之死，是在耶路撒拎附近

(11 : 40-45). 但实际上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 163 年死在波斯附近，见《马加比一书) 6 : 1-16. 

Josephus. Antiquities. xii. 9. 1 ，甚至可以依此推断. <<但以理书B 成于马加比起义之后，安条克四世

死之前，即公元前 168-164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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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直动的结果，即人的自由意志(是遵循还是悖逆神的诚命)可以影响

历史进程和人们的历史命运。①

从表面看来，天启神学用的是荒诞的神秘语言，但它实际上却是

非常现实的政治神学。《但以理书》将已成的历史以预言方式表达出

来，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说明未来的确定性。换句话说，天启文学将历

史变成了预言，乃在于说明 z 预言也必将变成历史。在但以理的异像

中，最后都会接上对于末期(the End)的预言。它表明，既然关于过去的

预言得到了应验，那么关于未来的预言也必应验:过去被预定了，未

来也己经被预定了。既然但以理所见的异像乃预示着人类的元历史，

那么它关于世俗政权被推翻，上帝之国降临的末期预言也必然实现。@

因此，在但以理的四个异像中，其结尾都是z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希腊王指安条克四世)的权柄

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7:26)

(希腊王)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国人手而灭亡。

(8 : 25) 

直到毁灭之事、铁定之事、倾倒在那使圣地荒凉者(安条龙四

世)身上为止。 (9 : 27，吕译本)

然而到了他(安条龙四世)的结局，必元人能帮助他。 (11 : 45) 

都有着非常清楚的现实政治指向。

之所以说天启神学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是因为它对于历史

终点所做的末世想像的纯粹理想主义因素。天启神学在过去与将来之

间做出绝对二元化的区分，从过去到现在是邪恶力量不断高涨，而从

现在到未来又是神圣力量的绝对统治，因此，当下便成为一个历史临

界点。人类历史在此走到终点，直接便过渡到神的国度。在天启文学

中，取代邪恶异族统治的，不是在地上再兴起一个犹太国度，而是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太平天国"的建立，即所谓~~(他)得了权辆、荣耀、

曲天启神学的困境是消解了人类的自由意志，而申命神学的困撞则在于上帝也受困于道德的因

果律法，就此而言， <<但以理书>> 9 章的上半部分将申命神学引入到天启神学中，其意义就不只是

二孚的添加以神糠天启神学的异味，而且是对自由意志与上帝预定之辩证关系的新思考.参

Niskanen, 52-125 页.

面参 Rus回11， 230-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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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

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7 : 14)这一末世王国的理想化程度越高，它

与现实的政治处境之间的张力也就越大，也就越能激起人们反对现世

政治压迫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天启文学是宗教想像的颠峰之作，也

是受压迫者的政治宣言。

2. 人于(~~K ，::l):弥赛亚盼望

与《但以理书》对末期的宇窗论想像相一致，他所盼望的末世君

王也具有宇宙论意义。在这里，他超越了以色列国族史的局限，而进

入到人类史的范畴之中。先知传统所想像的末期，是得到耶和华救赎

的以色列圣民的至福状态，因此，开启这一阶段的弥赛亚君王也就是

"大卫的(Davidic)苗裔"。但《但以理书》所想像的未期乃是宇宙论意

义上的，因此，降临的君王也就具有"人子" (回报，::l， the Son of Man) 

的形像。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

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我

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

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

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庭去，他的国必不败

坏。 (7 : 9-14) 

在但以理的这幅末世景像中，有二位主角 z 亘古常在者(K~C'、i'~n17 ，

Ancient of Days). 无疑就是指上帝:人子即弥赛亚。将弥赛亚称为

"人子"实际上是将它的形像进行历史模糊化的处理，也就是说，避

免人们将其与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大卫世系联系起来。那么，怎么来

理解这一弥赛亚的形像呢?

一种办法是从迦南神话的角度来理解。按照迦南的巴力神话，巴

力(B嗣1)是至高神伊勒但1)之子，是主管生命、丰饶的神。但它被死神

击败，下到阴间，后又在女神的帮助之下战胜死神，死而复活。其后

升到天上，众神皆以之主神，继承伊勒至高神的权威。在迦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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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力神的形像也常是"驾着天云" (rider of the clouds)而来。因而
但以理借用这一古代神话，以说明在末世国度降临之时，弥赛亚人子

乃如巴力神一样，被领到至高之"亘古常在之神"的面前，执掌上帝

之国的权辆。但是，在但以理的预言中，弥赛亚是"人子"形像，并

非如巳力一般的神子:也没有所谓的死与复活的神话，因此，这一解

释角度被人们普遍怀疑。①

在《但以理书》中，只有这么一处谈到"人子"这一词。而在希

伯来圣经的其他经文中"人子"一词多见于诗体平行句中与"人"对

仗使用。②在《以西结书》中，用"人子"指先知也只是强调他作为人

的属性。它们都不具《但以理书)) 7章所具有浓厚神性含义。所以，在

犹太教传统中，对于"人子"主要有两种理解。第一种就是将它与先

知传言中的弥赛亚盼望结合起来。因为一方面， <<但以理书》的"人

子"被授以"权柄、荣耀、国度"这乃是为王者的形像，与先知传言

中大卫后裔再次为王，复兴以色列人的形像相同:另一方面，在先知

传统中，大卫世系的君王也并非常人，而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甚至

直接称为"神" @因此， <<但以理书》的人子其实就指从大卫世系而出

的拯救犹末人的弥赛亚。

第二种就是单纯地从《但以理书》的上下文处境中来理解"人

子"一词，即人子指的是为犹太人争战的天使，因而也就是整个犹太

群体的象征。但以理所见的异像，多指属天层面的存在，由天使开启

他所想像的末世也就并不稀奇。而按第10章所示，所有的地上国度在

天上也都有一个属天的"魔君"为他们争战，因此，当圣民国度在末

期降临时，也是因为圣民在天上的天使代表一一人子掌握了天上的权

柄。按这种解释，这里的"人子"也就是天使米迦勒(以2咽，
Michael)，他是全体犹太人在天上的集体代表。

需要注意的是"人子"这一观念是在基督教才得到了深远的发

展。在经历了耶稣被钉死并复活之后，第一批的使徒们寻找圣经，试

图找到对此的恰当解释。希伯来圣经中的弥赛亚经文就特别地被加以

运用，在《使徒行传》第7章，当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时，他喊着说z

由LaCocque， 147 页， Collins, 565 页.
②《民数记>> 23 : 19, (以赛亚书>> 51 : 12, 56: 2, (耶利米书>> 49 : 18, 33, 50 : 40, 51 : 43, 

f诗篇:. 8 : 4, 80 : 17, 146 汀， <<约伯记>> 16 : 21,25 : 6,35 : 8 等.

⑨参《诗篇> 2 : 7, 89: 27-28, 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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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 (56)就将《但以理书>> 7章与

《诗篇}} 110: 1融合在一起，反映了基督教传统将天启文学中的"人

子"概念进行弥赛亚解释的早期冲动。福音书则直接地用"人子"来

解释耶稣基督的身份z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

差遣天徒，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板直到天边，都招聚了

来。( <马可福音> 13 : 26-27)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

的宝座上。( <马太福音> 25 : 31) 

这一方面表明天启文学在公元前后在地中海地区的广泛影响，基督教

是希伯来天启神学的集大成者，它的末世论受到《但以理书》的深刻

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将基督教的新经验揉合进来，未来上帝之国的

降临是由基督来开启的，而这个基督又曾称作为一个被钉死却又复活

的人一-耶稣在人类历史中生活过。围绕着耶稣基督这一核心，天启

神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经历了再一次的循环。

3. 复活的观念(R四un四tion)

人们常说生死问题是所有宗教的核心问题，但这一问题似乎只适

用于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基本前设的宗教。对于希伯来宗教来

说，历史或者说以色列人的集体命运问题才是核心问题。在前面有关

希伯来圣经的讨论中，复活或者只见于一些历史轶事如以利亚复活寡

妇儿子，或者只以复活为隐喻来象征以色列人历史命运的转变、政治

的复兴，①很少见到关于个人复活的讨论。相当晚期的《但以理书》

12 : 1-3在希伯来圣经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谈到个人复活，并一直

延续到《新约}}，成为基督教的基石性观念，在此对其进行讨论有着特

别的意义。

①分别参《列王纪上>> 17: 18-23. <<列王纪下>> 4: 31-37. 13: 20-21: <<以西结书>> 37 章，

《何西阿书>> 6 : 1-3. (以赛亚书>> S3 : 10-12. 26: 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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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首先要问 z 为什么希伯来宗教不讨论人的复活的问题

呢?第一、显而易见，人论并非希伯来宗教的中心，耶和华上帝才是

它言说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希伯来人性的基本原则是E 人是创

造物，与作为创造主的上帝构成对应。上帝造人之时，用尘土造成身

体，吹气而为灵魂。①在人性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自性存在的东西。

人死时，身体归为尘土，气息灵魂转回上市处。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

情，也就无所谓复活的问题。第二、以色列人的家族观念相信个人的

存在可以通过后人，或者由于他葬身于祖坟之中，而延续下去i 对于

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所盼望的并非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通过知识的纯

净，灵魂可以在人死后摆脱肉体的沾污和羁绊，而是长寿、得见子子

孙孙等现世幸福。

直到希腊化时期的天启文学中，才开始出现了清晰的、集中的复

活观念，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找。一是外在性的。人们曾经以为埃

及的死后生命的观念影响了以色列人对复活的理解，但从埃及文化与

希伯来文化长期的交往史来看，如果有影响的话，应该更早才对。在

此，人们更倾向于赞同波斯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力。@但它们

的类似观念都似乎更支持轮回(reiocam甜00)的观念，而与《但以理

书》中的复活有着根本的差距。二是内在性的。在希伯来宗教的自身

发展中，在经历了北国、南国灭亡、流放，尤其是在塞捏西王朝的残

酷压迫之后，人们不禁会问 z 那些义人、耶和华的真正子民的意义在

哪呢?他们的最终归宿到底何在呢?要跨越经验层面的历史现实与信

仰层面的上帝公义之间的沟辈，复活思想乃是一座恰当的桥梁，并最

终将其织入到天启神学的大框架之中。因此，恰恰是在犹太人对希腊

的现实政治反抗中，按照希伯来宗教的内在逻辑理路，复活观念在希

腊化时期的作品才成为一个突出的议题。③

《但以理书)) 12: 1-3这样谈论人们的复活=

(j) <创世记>> 2: 7-8. 

@ Russell. 385-390 页。

@复活的讨论多见于所谓的"次经.. (AIK町pha)和"伪经.. (pse回叩igraphy)之中，希腊化时期

是它们的总体背景.这些书卷包括<<马加比二书>> 7 章. <<所罗门智币11) 1-6章. (巴录二、三书队

4以诺一书>> 22-27 章. 92-105 章. (马加比四书》以及库兰社群的生活信条和赞美诗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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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钱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

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

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踵，其中有

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能人必发光，如同天上

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这里所说的"智能人"和"那使多人归义的"在具体历史处境下是

指那些勇于抵抗安条克四世亵渎和压迫而牺牲的犹太人。所谓的"如

同天上的光"、 "必发光如星"在古代世界就是指与众星同列，与

天使同伴，也就是在天堂的永生。①这是希伯来圣经唯一一次明确地谈

论个人复活(individual resurrection)的经文。它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在《但以理书》中，个人复活仍然是一个人类史。丑story)的

概念。它不属于纯粹个体的层面，乃是在人类史的末期到来之时，作

为圣约群体的一份子复活。这一段经文由清楚的时间状语"那时"

(K"l"1l"1 nl7~， at 由at time)引出，指的是尚未来临的末期。只有上帝之国

降临，终结人类历史之时，每个义人才因为他们共同构成的超越历史

的"圣民群体"之得救赎而得复活。不经历群体救赎的个人复活，对

于希伯来宗教是难以想像的。在此意义上<<但以理书》的复活不是

一个空间概念，涵摄天堂与地狱的二分，而是一个时间概念，涵摄上

帝之国在历史末期的降临。

其次，复活的根本不在于人自身的灵魂不朽，而在于实现在历史

之中的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按照希伯来宗教的人类学，灵魂与肉身都

是第二性的，不存在永恒的自性。因此，义人与恶人在死亡之时，都

要下到阴间即"睡在尘埃中"。当历史末期，上帝审判世界之时，上

帝重新创造灵肉整合的人。因此，希伯来人的复活不只是灵魂的复

活，而且是"肉身复活"。换句话说，在希伯来宗教中，征服死亡的

力量不是来源于人类灵魂自身追求纯洁的冲动@而是来源于上帝基于

公义与慈爱而在历史未期进行的重新创造。

E参《以诺一书>> 104 章.

@这是希腊式对人类灵魂不朽的理解，其经典阐述见柏拉图《斐多篇>>(Phaed功，参 P1atb.
P加Uldo. 回回. by David Ga1lop (Oxfo时:Oxc.回咀 University pr回s.I999).



554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最后，末世的复活也包含着上帝对义人与恶人的审判。在构想历

史未期的事件时，天启文学有二个相即相融的维度，即灾难维度

(catastrophic)与审判维度(forensic)，前者是对人类历史的终结，后者是

上帝或他的代理人在上帝之国降临的门槛处，按人们的伦理行为对他

们进行审判。这也正是《但以理书)) 12: 1-3 节的两个方面.历史末期

的审判在对象上是宇窗性的，在标准上则是伦理性的。在此，可以看

到它与先知传言的区别。先知传统中的审判是国族性的，耶和华降祸

给那些压迫以色列人的国族。而在《但以理书》中，审判的对象则是

个人性的，人们因为他们各自的义或恶而受审判"有得永生的，有

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也表明自耶利米、以西结先知以来的个

人主义潮流，逐渐地在希伯来文化中发展起来，但在信仰根本处的个

人主义仍然是在基督教中才得到充分体现。

当然，对个人复活的讨论， <<但以理书》只是开了个头，很多地

方语焉不详，如灵与肉在复活中各自的角色是什么、复活取决于上帝

的预定还是人的道德意志和行为等。到新约时代，人们仍然为此而争

论不休，例如在肉身复活的问题上，艾赛尼派主张灵魂不朽，而法利

赛派则主张肉身复活，撒都该派则认为没有复活的事。①基督教也是直

到保罗的《哥林多前书)) 15 章才给出完整的阐述。

最后，有必要来讨论天启文学在希伯来宗教乃至圣经宗教中的意

义问题。单纯从希伯来圣经的范畴来说，天启文学处于支流的地位，

但是，将它放在整本《圣经》乃至圣经宗教(BibUω1 religions)历史的长

闲之中，天启文学起码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首先，在思想史意义上，天启文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思想传

承的重要桥梁。实际上，在公元前后的犹太教，天启文学是其主要神

学潮流，这一时期形成的次经与伪经(包括后来新约的伪经如《彼得启

示录)) )，其思想都带有天启神学的倾向。耶稣所发动的基督教运动，

以及他的第一代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person)及教导(teaching)所形成的

解释，乃生长于巴勒斯坦这一时期的天启神学土壤，因此带有鲜明的

曲《马可福音>> 12: 18. <<使徒行传>> 23 : 6-8. 亦参 Josephus. The Jewish 陆r 2.8.11.14. 154. 

163. 165.JewishAnt句'wties 18.1.3-5. 14. 16. 18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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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文学的痕迹。甚至可以说，新约神学就是围绕着历史人物耶稣

(hisωrical Jesus)这一核心而形成的天启神学。①

其次，在圣经宗教史上，天启文学是最具力量的革命历史哲学。

天启文学的语言是神话的，但产生的果效却是最直接的。它以神话语

言构想的理想历史末期，使得一切的现实政治体制形如鬼魔，从而激

起追随者的无限革命激情。它无所指，却又无所不指。但以理所见到

的怪兽适用于任何人、任何制度。宗教改革之时，托马斯·闵采尔发

动德国农民起义时，使用的就是天启文学的语言z 当它的中国同道洪

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时，但以理式的天启神学也天然地成为他们的

政治语言。

@这是新约学者普遍的看法，经典分析参 R. Bultmann. Theology of纳eNewTes阳ment.回ns. by K. 

Grobe1. (New Y，回it:Scrib阳'. 1951-1955). vo1. I. 37-42 页，亦见 D. C. Allison. The End of加 AgesHøs

Come: An Etuly Interp1f!，翩翩 oft加 Pøssion and Res/U胃'ction of Jesus例曲曲刷血:FOI白酶.1985)，以

及 E.P.San也剧. Jes，皿 andJ，蝇1aism (London: SCM. 1985).9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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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典的封闭与意义的开放

公元 1 世纪前后，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又一个微小事件，成为影响

世界文明的重要文化事件。这就是《希伯来圣经》在文本上被确定下

来，成为犹太教的正典。①从此，一个"正典"、"圣经"或"神圣经

书" (The Sacred Scripture)的观念便进入西方宗教的思想史之中。经过

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惟独经典"的原则使《圣经》在基督新教的所

有讨论中成为裁判一切的权威，并成为整个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

符号。

在当时的处境下"正典"的确定与其说是一个神学问题，不如说

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即犹太人如何在动荡的希腊化世界保持自己确定

的文化、宗教身份。因此，在确定什么书能进入正典，什么书不能的

时候，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那本书是否在犹太人当中有广泛的接受

度，而不是以"神学正确" (theologica1 correct)作为判断标准。这样，
诸如《以斯帖记》、《雅歌》这样的书卷也能被纳入正典的范围。但

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言之"圣经"即"一部确定的、封闭的书写文本

(writ阳 Scripture)"的观念在神学上却引发一系列根本的、持续的问

①传统上一直把公元 90 年在 Jamnia 的犹末拉比会议称为希伯来圣经正典化的事件，但这可能

是一个误解.因为似乎在这个会议上，只是讨论了 4雅歌》与《传道书B 是否可以纳入正典的问

题，却未对整个的希伯来圣经做出总结.但即使如此，公元 70-135 年这个时段也应该是正典封闭

的时期.参 J. P. Lewis , "Jamnia Revisited"，而e Canon Debate. eds. Lee Mat由 McDonald &: J. A. 

Sanders (Pea放划y， MA.: Hendrickson, 2α12)， 146-162 页.更可参民创éric Manns, Jo加 and

Jamnia: How the BreaIr. Occllred Between Jews and Ch，如归ns 80-100 A.D. (lerusalem :阶ancisc:an

阶inting 阳"eSs， 1988)对 Jamnia 的宗教史意义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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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问题包括z 正典在什么意义上是"确定的n ?如果说正典是

封闭的，那么，封闭的正典与上帝对世界的持续活动之间是什么关系

呢?希伯来圣经是大西亚地区(包括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等)的以色列

人的历史经验与宗教想像，简而言之，它是一个"过去式"

(w掘oess)，那么，它与每一代的"上帝圣民n (包括犹太教徒与基督徒

等)的生活经验即"现在式n (lsoess)是什么关系呢?一言以蔽之，作为

文本的"正典"与"上帝的话"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先来分析正典的文本封闭性问题。首先"文本n (wri伽:0 text)本

身就是一个需要分析的概念。在 J. B町看来，那些写作圣经文本、被

认为是正典作者的人，并不把某部"书写的文本"视为以色列人生活

中完全主导的、明确知道的、清楚承认的因素或力量。①也就是说，圣

经作者在写作圣经文本时，并没有某个确定的文本被认为是可资依

赖、必须仰赖的"正典"。其次，就圣经文本自身而言，从"文本"到

"正典"也有一段距离。可以注意到，先知文献很早就被认为"上帝

的话语n 采取了"耶和华如此说"的诗体格式。但是，圣经文本中的

那些散文叙事如先祖故事等，最早并不具有"上帝话语"的权威，而

只是在以色列民间流传的口传故事。就此而言，正典就其文本形式而

言，也是不断开放、层累而成的。再次，从希腊版的七十子译本与现

在流传下来的马索拉希伯来版之间的差异来看，正典的文本封闭性也

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严格，正典文本在相对意义上仍然是开放的。

最后，从当时存在的希腊文版、亚兰文版的希伯来圣经这一现象就可

知，人们接受"正典可译"的原则，实际上是承认正典的相对开放

性。

实际上，考虑到不同的宗教传统"什么是正典"的问题就更为突

出。如本书第一章所示，犹太教的正典只有希伯来圣经，而基督教则

把希伯来圣经视为《旧约》。在天主教传统中，希腊文版的七十子译本

是它的《旧约>>，而基督新教的传统，则以马索拉的希伯来版作为《旧

约》原本。由于采用的原文版本不同，在具体书卷的内容存在着相当

的差距。②而且，不同的宗教传统又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它们的正典文本

曲参 J.B町'.HolySc巾阳re: Cønm也 Arúhority. Criticism (pbil曲刷a:Wi国甸回归~ 1983). S 页.

@参 J. Barr, TM COI町:epl 01 B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u饱menl Penpeclive (Minnc:吨101is: Fortress, 
1999)一书对这一现象的出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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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排列组合。这些事实说明，单单局限在某一宗教传统之中，正典

的边界是清晰的、圄定的，但是跳出某个宗教传统，来看希伯来圣经

之为"正典"的普遍文化现象，就可知它的边界其实是模糊的、不确

定的。

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谨慎运用所谓"最后形式"但nal form)的正

典这一概念。①首先，对于什么是正典的"最后形式飞其实是很不确

定的。不同的宗教传统，对正典的"最后形式"看法各异。即便是在

一个固定的宗教传统中，由于古代抄写技术的不完善，在不同的底本

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其次，对"最后形式"的正典的强

调，仍然回到了历史评断学的前提，即以某个历史阶段的文本形式为

旨归。人们提出"最后形式"的正典这一概念，本来是反对历史评断

学对圣经进行"分"的研究，把正典圣经文本分解成在历史上的真实

形态，即反对人们用历史评断学去追求所谓的"最初形式" (origina1 

form). 但是，对正典的"最后形式"的强调，也只是回到了历史的成

典时期，其接受的也只是正典文本的最后编修者的权威。从圣经几千

年的历史来看，公元 1 世纪的正典"最终形式"与王朝时期、先知时

代、以斯拉时代的"最初文本"一样，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文本成

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公元 1 世纪的"最后形式"的正典在某种

意义上也只是一种"最初形式"。最后，即使人们以"最后形式"的正

典作为研究旨归，对它的研究也不能只限于句词的研究，而应讨论组

成"最后形式"正典的"最初形式"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

说，对"最后形式"正典的文本结构的分析，仍然视乎人们如何寻找

包含在其中的"最初形式"。对"最后形式"正典的神学意义，仍然依

赖于人们对于"最初形式"的敏感，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即使回到公元 1 世纪前后时期，来探究正典确定者的真实意图，

我们亦可说z 正典确定者之所以要确定正典，不是要将这些文本作为

上帝圣民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与宗教想像的合集，把它们作为"过去

式"(W副ness)收藏起来，而是把它作为"上帝的话飞超越时空的"现

在式" (Isness)。如果把圣经理解为一个"封闭的文本飞恰恰是把"上

帝的话"当做"过去式"尘封起来。

曲参 1ames Sander罩在 Canon and Community: A O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Pbiladelpbia: 

F町tress， 1984)一书对 B. Childs 的正典评断学的评论与发展.另参 1. CoUins, 59如ω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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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希伯来圣经作为一个文本是封闭起来了，但是，作为

被正典化了的"神圣经书"却恰恰需要它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开放

它的意义。我们起码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它在意义上的开放性.一、

公元前后封闭的正典，其意义产生于它对后来形成的宗教传统的开放

之中。一方面，不同的宗教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正典范畴，希伯来圣经

在犹太教则为"圣经"在基督教则为"旧约";另一方面，内容基本

相同的希伯来圣经文本跻身于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并从这些宗教传统

中获得不同的意义。犹太教的"圣经"离开了塔木德和拉比犹太教、

基督教的 "1日约"离开了"新约"与深受希腊理性传统影响的基督教

神学传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那样的话，先祖故事、创世故事

仍然只是以色列人的民间传说，不可能获得深刻的思想内涵:圣经的

那些关键词，如"神言"、"创造"、"公义"、"诫命"等也只是某种地

方语言，不可能成为影响整个西方文明的核心概念。二、公元 1 世纪

形成的正典，之所以能够成为"圣经"一方面是它的稳定性

(stability)，另一方面则是它的可适性(adaptabi1ity) 0 希伯来圣经讲述的

是以色列群体的历史经验，但它对历史的讲述，始终是在一个神人关

系的框架之下来进行的，因此，它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可以进

入一代又一代的，甚至异文化的信仰群体之中。在此意义上"圣经"

不仅仅是被动的"启示产物" (也e Reveale哟，而且本身即是主动的

"启示文本" (由e Revealing)。三、正典的圣经文本不仅是具体的规范

(norm)，而且是普遍的精神资源(resource)。正如我们对希伯来宗教所

分析的，圣经宗教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历史宗教，上帝的本性、神人

之间的关系乃启示在以色列人之为立约之民的历史经验(p础。之中，因

此，在希伯来圣经中，乃蕴含着土帝之与现在的信仰群体(now)、未来

的历史命运(future)之间发生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此意义上，希伯来圣

经中的历史经验与信仰表达，乃是一代又一代的与上帝立约的圣民的

精神资源，是现在和将来的信仰群体的永恒参照。

总之，公元 1 世纪正典的确定，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突出了问

题，即在"封闭的正典"与"意义的开放"之间形成了永恒的张力。

圣经解释学即产生于试图消解这一张力的神动，但这一张力却又深深

地隐身于圣经解释学之中。它的一极是坚持封闭的正典，另一极则是

不断要求开放的意义。实际上，它的内在本质是=那位曾经在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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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中向他的圣约之民发出圣言、做出行动的上帝，也必须在每一个当

下的信仰群体中发出圣言、做出行动。所以， J. Barr 曾经引用一位神

学家的话，说"真正的圣经不是正典，而是在正典与解释之间的关系

( linkage ) 0" <D毕竟，对于圣经宗教来说，上帝不是在某部正典但∞Ik)

中被敬拜，而是在不断开放的人类历史中被敬拜。

由引自 J. Barr, TM Concept 018iblical TMology: AII OIJ Testamellt Perspecth!e, 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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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t，加 Old Te.刷刷刷， byG. J. Bo阳阳回:k and Helmer 

Ringgren, trans. by J. T. Willis et al. (Grand R呼ids， Mich.: Eerdmans)，简称

TDOT. 

28. 基本期刊及其缩写

• <<建道学刊))，香港建道神学院

• <<景风))， (Ching Feng)香港中文大学

• <<道凤=汉语神学学咽口，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 Journal for the S，归功I of the Old Testament， 简称 JSI饵，

•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简称 CBQ;

• Th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筒称 JBL;

• 协tus Testament， 简称 vr.

第一章z 希伯来圣经z 概念与边界

29. Albright, W. F., The Biblical Period庐vm Abraham to Eu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30. Anderson, Bernhard 靴， Underst，ωtding the Old Test，ωnent， 4'由 edition

(Englewoodαiffs， N. J.: Prenti臼-Hall， 1986)，以史为钱对旧约的思想文化

进行分析，流畅易读。

31. Anderson, G. 靴， A Critical Jntroduct归'n to the Old Testament (London: 

Duckwo曲， 1959)，以圣经书卷为轴展开分析，相对简洁。

32. B町" James, The Concept of Biblical Theology: An Old Testament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Fortr四s， 199例，回顾旧约神学的历史，对旧的神学提出的

尖锐批评是任何从神学角度研究希伯来圣经的学者不可忽略.可参书评

游斌， <<谁的圣经?何种神学))， <<道风))， 2∞5 年 7 月.

33. Bright, John, A History of Jsrael (PI咀ladelphia: Westmins恤" 1981)，以色列历

史的一般性导论，权威著作。中译本见《以色列史))，萧维元译(香港:

基督教文艺， 197D 

34. Childs, Brevard S., J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ωment as Scripture 

(阴咀ladelphia: Fortress 阶ess， 1979)，是运用正典批评学对旧约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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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之作。

35. Collins, John, lntroduction to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2∞4)，大学教材风格，清楚明快，对某些学术点的研究反映了圣经学界

的最新成就。

36. Cross, F. M.,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Essays in t加 Histoη oft加

Religion of lsra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回s， 1973)，旧约

论文集，覆盖了许多重要主题。简称 CMHEo

37. De Vaux, Roland, Ancient lsrael: lts üfe and lnstitutio.邸，缸an8. by John 

McHughιondon: Barωn，Longman 皿d Todd, 1961)，对以色列的社会生活

和制度的全面介绍。中译本见罗兰德富<<古经之风俗及典章制度>>，杨

世雄译(台北z 光启出版社， 1980 年〉

38. Aanders, Henry Jackson & Jr. Robert Wilson Crapps, David Anthony Smi曲，

People of the Coverumt: An lntroduction to the Hebrew Bible, 4'也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筒， 1到记)

39. Fohrer, G四鸣， lntro，幽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缸恕IS. by David E. Green 

(Nashville: Abingdon, 1968)，对形式批评学的运用十分出色.

40. Gottwald, Nonnan,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ry lntroduction 

(阳ladelphia: Fortress, 1985, 2∞匀，从社会学进路对希伯来圣经进行研究

的代表作.

4 1. Halpern, Baruch and Jon D. Levenson, eds., Traditions in Transfonnation: 

Tuming Points 归 Biblical Faith (Winona Lake，因:因senbrauns， 1984)，对希

伯来宗教重大事件进行的研究。

42. Kaufmann, Yeh四kel， The Religion of lsrael, from lts Beginnings to 11加

Ba，句'lonian Exile，阳IS. by Moshe Gieenbe鸣(New York: Schocken, 1972)犹
太学者对以色列宗教的研究，突出犹太教自身的视角。

43. Levenson, J. D., Sinai and Zion: An Entry into the Jewish Bible (San Francisω: 

Harper and Row, 1987)，对以色列宗教史的线条勾勒棵刻、清晰，强调尊

重希伯来圣经的犹太教处撞，回归希伯来传统自身的神学理解.

44. Mende曲甜， G回喀;e E., The Tenth Gene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Biblical 

Tradi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回s， 1973)，对希伯来宗教

的主要传统进行溯源性研究的代表作。

45. No曲， M:缸缸，而e History of lsrael, 2"" ed.，缸田18. by Stanley Godman, rev.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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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ckroyd (London: A，由mandα田IωBlack， 1960)，以传统史方法对以色

列历史进行研究的典范之作.

46.ζ)esterley， W. E. E. & T. H. Robinson, History 01 Israel (Oxfonl: Oxfonl 

U皿versity Press, 1932). 资料较陈旧，但对以色列宗教思想史的归纳清

晰、准确.

47. Pfeiffer, Robert Henry, lntroduction to 伽 Old Testament 刷ew York: Har阳，

1948) 

48. Rad, Gerard vo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例ew York: Hatper & Ro矶 1962，

1965). 兼顾以色列宗教史和基督教倾向的系统神学，是旧的神学的经典

之作.

49. Rendωr筐" Rolf, The Old Testament: An lntroduction 位ans. by John Bowden 

例曲曲lphia: Fortress, 1986). 从历史、社会和神学三大方面对旧约进行

分析，细致谨严，倾向于正典批评学.

50. Rin路ren， Helmer, The Religion ollsrael (Philade怡，hia: Fortress, 1966). 是讨

论以色列宗教史的代表作。

51. Sandmel, Samuel, The Hebrew Scriptures: An I~航船n to their Uterature 

and Religious ldeas (New York: Knopf, 1963). 犹太学者对希伯来圣经的重

要研究.

52. Soggin, J. Albe邸，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ω脚nt: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Clos.切:gol"加 Alexandrian Canon, trans. by Jobn Bowden (OTL, Lol血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PI回5， 1989). 对单篇经卷、整体单元的历史与

文学的介绍都很出色。

53. Weis缸; Artur，而e Old Testωnent: Its Foundation and Develop刷刷， trans. by 

Dorothea M. Barω，n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例如}

54. Wellhausen, J., Prolegomena ω the History 01 Ancient lsrael (Edinbu咆h: A. 

扭d C. Black, 1885) 再版于(Glouoωter: Peter Smi曲， 1973)

55. 李炽昌. <古经今解>> (香港z 基督徒学会. 1997 年).简洁、扼要。

第二章=学术史与研究方法

56. Barton, John, Retu加g lhe Old Testa脚'nt: Met加'Id in Biblical Stuφ 

(Phila曲lpma: Westminst町; 1984). 对旧约研究各种方法进行介绍的概论性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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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assuto, U., The D町umentaη Hypothesis and the Composition 01 t，加

Pentateuch， 位ans. by Israel Abrahams (Jerusalem: Magnes 1961)，从犹太学

者的角度对底本说的批评。

58. Engnell, Iv锢， A Rigid Scru阳I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Old Testament， 回ns.

and ed. by John T. Willis (Nashvi1le: Vanderbilí.lJniversity Pre:s, 1969)，北欧

Uppsala传统史研究学派的代表作。

59. Friedman, R. E. & H. G. M. Wùliamson, 00.，而e Future olthe B必'lical Studies: 

the Hebrew Scriptures (At1剧组: Scho1aI亩， 1987)，汇集了众多知名希伯来圣

经学者对主要论题的探讨.

60. Grant, R. 旺， A Short History 01 the lnterpretation 01 t，加 Bibl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3)，对圣经解释学历史做了精炼简洁的介绍。

61. Knight, Dougl凶， Rediscovering the Traditions 01 lsrael (Missoula: Scholars 

Press, 1975)，对传统史方法(尤其是北欧学派)进行总结评价.

62. Koch, K1a圃， The Growth of the B必Ucal Tradition: The Form-Critical Meth叫

trans. by S. M.ωpitt (New York: Scribner's, 1969)，将形式批评学与传统史

研究方法结合的重要著作.

63. No曲， M缸白， A History 01 Pentateuchal Traditions, trans by B. W. Anderson 

(Chico, CA: Scholars Press, 1981)，以传统史方法对五经及希伯来神学史进

行研究的典范之作，

64. Pat怡， Daniel, What is Structural Exegesis? 例úladelphia: Fortr琶ss， I976)，对

结构批评学的概述，

65. Perrin, Norman C., what is Redaction Criticism?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9)，对编修批评学的导论研究。

66. Phyllis Trible, God and the Rhetoric of Sex阳li.纱(阴曲创elphia: Fortress, 

1978)，结合性别主义与修辞批评学的经典之作。

67. Rad, Gerhard von, The Problem 01 t加 Hemte即h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cGraw-Hill, 19刷，国ns. by Trueman Dicken，融形式批评学、传统史方

法、圣经神学于一体的经典研究。

68. Rast, Walter E. Tradition History and The Old Testament 例咀ladelphia:

Fortress, 1叨匀，对传统史研究方法的导论。

69. Sanders, J. A. C(lIω'n and Communiη A Guide to Canonical Criticism 

(阴咀ladelphia: Fo由国s， 1984)，对正典评断学的概述，需与 B.αúlds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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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可见正典评断学内部的不同取向.

70. Smalley，且， The Siωφ ollhe Bible in lhe Middle Ages, 3ac1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71. The Cambridge Hislory 0111加 Bible， vol. 1, From lhe Beg，饥nings ω Jerome， ed.

by P. R. Ackroyd and C. F. Evans (London: Cambridge Un的'ersity pr回s，

1970)，对圣经虫的概览详实、清楚。

72. The FUlure 01 Biblical Sludies: The Hebrew Scriptures, ed. by 民 E.Freidman

& H. G. M. Williamson (Adanta: Scholars, 1987); 对希伯来圣经研究的一些

热点问题有很好的概述。

73. Tucker, Gene M., Fonn Criticism 0111加 Old Teslamenl (阳ladel肉ia: Fortr四&

1971)，对形式批评学的入门性介绍.

74. Wilson, Robert R., Sociological Appro配'hes ω伽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对社会学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旧约研究进

行讨论.这一方法的经典运用需参照 N. Go伽ald.

第三章z 先祖崇敬=以色列信仰的开端

75. Alt, Albrecht，叮be God of the Fathers," io EsSI町's on Old Testament History 

and Religion, trans. by R. A. Wilson (0缸也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76. B町'， James， "History and History in Biblical Theology", Jou17Ull 01 Religion, 

56 (1976), 1-17 页.

77. Buber, M缸由， "Saga and 皿sωry"，祖 The Wri，阳Igs 01 Martin Bi呻矶Will

Herbe.喀 ed. (New y4创k: Meridian B∞Iks， 1956), 149-156 页.

78. Clines, David J. A., The Theme olthe PentlJle即h， (Sheffield: JSOT, 1978). 

79. Cross, Frank M.，叮be Religion of Canaan and 由e God of Israel，"见 CMHE，

对耶和华之名与迦离宗教的关系的分析十分经典。

80. De Va皿， Roland, ''The Hebrew Pa国archs and Hisω'ry飞 in The Bible and t加

Ancient Near &.剧~ Essays 切 Honor 01 l眨 F. Albright, ed. by G. E. Wright 

(G缸den City: Doubleday, 1965), 111-121 页.

81. Gunkel, Hermann, "In位。duction"， tn Genesis, 3111 ed.，住aDS. by M缸'k E. Biddle 

(Macon， G回嘻ia: Mercer University pre邸， 1997)，形式批评学的开山之作。

82. Mark S. Smith, The Ean抄 History 01 God: Yahweh and t加 αher Deities in 

A~品cient lsrael, 2nd ed., (Grand Rapids: Eer由nans， 2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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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Mckane, W.嗡 Sludies 切 t加 Pat，切陀hal Na"atives 但dinburgh: Handsel 岛四&

1979) 

84. Otzen, Benedikt, et al.，盹1I，加 in lhe Old Testamenl, tI回s. by Fre也rick Cryer 

α..ondon: SCM, 1980)，上述几书对先祖叙事的独特文体如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的研究，是从文本上讨论先祖们的历史性和先祖宗教的基础.

85. Van Seters, J., Abra加1m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阶回s， 1975)

86. Wes饱rmann， αaus， Genesis, tI回1S. by John J. Sωtllion (Minneapolis: 

Augsburg, 1984)，它与 Rad， Gerhard von, Genesis， 笛ans by JoIm Marks， α且，

1972 是用形式批评学对先祖叙事进行研究的两部经典之作.

87. Wright, G. E., "History and 由.e Patriarchs，"姐 Eψository η'mes， LXXI (1例如邸，

292-296 页，并参 von Rad, G., "四st町 and 也e Patriarchs," in E聊'sitory

T加es， LXXII (1961), 213-216对他的回应.

88. 游斌. <<是与终极实在 z 从希伯来传统视之>>， (希腊哲学与原创文化》

(北京z 社科文献， 2∞'5) 

'四章z 出埃及s 耶和华崇拜的起雷

89. Beegle, Dewey 悦， Moses. Servant of Yahweh (Grand R呻i也Eerdmans，

1972)，对摩西出埃及事件的历史性的出色分析.

90. Childs, Brevard S.. The Book of &0血s， σ且， 1974，对《出埃及记》在希伯

来圣经中的地位进行了出色分析.

91. Fackenheim. Emil L., God 's Prese，阳'e in History: Jewish A1fim四'ions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l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92. Miller, P:甜ick D., The Divine Warrior in Early lsrael (Cambridge: Harv时，

1973) 

93. Nicholson, E. 靴， Exodus and SI臼ai 归 Histoη and Tradition (阳.chmond: John 

Knox, 1973) 

94. 0胁， Rudolf, The ldea ollhe Holy, 2"" ed吁国ns. John W. Harv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中译本见《悦论

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之关>> (成都g 四川人民. 1995) 

第五章z 西奈立钩z 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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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Baltzel飞Klaus.. The Covenß1lt Formulaη in t加 Old Testllme.鹏 Jewish antI 

. Early Christian Writ切~gs， trans. by D由.vid E. Gr回1 (阴幽幽:lpbia: Fortr回s，

1971)，对西亚文化的立的位四1y)文化做了深入考察，对理解西奈立约有

重要作用.

96. Hi11ers, Delbert R., Covenß1lt: The History 01 a Biblicalltka 但altimore: J，幽E

Hop挝囚， 1969)

叨. McCarthy, Dennis J., n曹!aty antI Covenant: A Stu命饥 Form in Ancient 

Oriental Documents antI in the Old Testament (Rome: Biblica1恤仙也岛四s，

1981) 

98. Mendenball, G. E., Law antI Covenant in lsrael antI t.加 Ancient 胁ar E恼t

(Pittsburgh: Biblical CoU吨uium， 1955) 是对圣约观念的西亚文化背景的开

创性研究。

99. Muilenburg, J缸nes，叮'he Form and Structure of也.e Covenantal Formulations", 

协t即 Testamentum， IX (1959), 347-365 页:

1∞. Niehaus, Jeff比y J., God at Sinai: Cove.刷刷 &7加叩hany in 伽 Bible antI 

Ancient Near East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5) 

101. Rendtor筐 R吨 The Covenant Formula: An Exegetical antI Theological 

lnvestigation (Edinburgh: T &Tα缸k， I998)

102. Rogerson, John W. & R. W. L. Mober1y, William Johns阳le， Genesis antI 

Exodu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1) 

103. Stamm, J. J. & M. E. Andrew，而e Ten C01tllJlll1ltÚnents in Recent Resean:h 

(Napervil1e, ßl.: Alec R. Allenson, 1967) 

第六章z 应许之地z 信仰叙事与历史实景

104. Freedman, D. N. & D. F. Graf, Palestine in Transition: 7加 Eme，宫ency 0/ 

Ancient lsrael (Sheffield: Almond, 1983) 

105. Gottwald, Norman, The T，协'es 01 Yahweh: A Soc.ωlogy 01 the Religion 01 

Liberated lsrael, 1250-1050 B. C.E. 例町knoll， N. Y.: 臼恤， 1979)，是用社会

学方法研究希伯来圣经的典范之作，并且提出了以色列人起摞于农民起

义的假说。其理论先驱可参 Mendenhall， G. E.，叮'he Hebrew Conquest of 

Canaan", The Biblical An:.加eologist， XXV (1962), 66-87 页。

106. Hawk, L. Daniel, Joshω: Studies in Hebrew Narrative & Poetry (Collegevi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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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esωlta:ι.itu唱ical pr四s， 21创)())

1σ7. K∞'pmans， William T., Joshlω 24 As Poetic Nal咽tiv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阶ess， 1990) 

108. Lind, Millard C., Yahweh is a Warrior: The Theology 01 陆啸，曹切 A~nt

lsrael (Scott也le， PA: Herald, 1980) 

109. M勾销， A. D. 且， The Stoη ollsrael 加仰'een Senlement and Exile: A 

Re血ctional Study 01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α..ondon: SCM, 1983) 

110. Mitchell, Gordon, Together in 伽 Land: A Reading of 仇eBωk 01 Josluω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111. Nelson, Richard D., Joshua: A Commentary (1..ouisville, Ky.: Westmins阳 John

Knox Press, 19岁7)

112. No俑， Mar缸，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Sheffield: JSαr， 1981)，是了解

"申命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

113. Rowlett, 1..ori L., Joshua and the Rhetoric 01 Viole.即e: A New Historicist 

Analysi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例如6)

114. Vriezen, T. C., An Outline olOld Testament The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阶ess， 1958) 

115. Weip庐，rt， Man货时， The Senlement 01 t.加 lsraelite Tribes in p，由'sßne

(Naperville, ßl.: Alec R. Allenson, 1971)，提出以色列人是和平地渗透进入

巴勒斯坦的假说。

116. We由缸n， Gordon J., Number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第七章=士师之治z 信仰、社会与文化

117. Albright, W. F., Yahweh and the Gods olCana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l1Wo 

Contrasting Faiths (1..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8) 

118. Brenner, AI也alya， ed. A Feminist Companion to Judg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3) 

119. Clinω，n， J. McCann, Judges (1..ouisville, Westmins阳 John Knox Press, 2∞'2) 

120. Gray， J曲n， 7在e Legacy olCllIωan: The Ras Shamra Text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he Old Testament (Leiden: Bri11, 1965) 

121. Kroeger, Catherine & Mary Evans, The lVP Womans Bible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皿，In阳V四ty， 2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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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Mays, D. 且， ./JMlges (Sheffield: JSσf Prω5， 1985) 

123. Schottroff, Luise, & Silvia Schroer & M缸ie-Ther回 Wacke霄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the Bible in Woman甘 Perspective， trans. Mar世n and Bar甸回

Rumscheidt (Minn回lpolis: Fortr邸， 1998)

124. Smend，民， Ya加eh， 阳r and Tribal Co收dera彼m， 回ns. by Max O. R鸣m

(Nashville: Abingdon, 1970) 

125. Weinfeld, Moshe, The Promise 01 the Land: The Inheri.阳nce 01 lhe Land 01 
CantJßn by "加 Israelil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n由阶回s， I993)

126. Wright, O. E., The Old Tes但ment Aga切st Its Environment (No吨田viUe， lli.: 

Alec R. Allen5on, 1950) 

127. y4饵， Oale A., Poor Banished Children 01 Eve: Woman as Evil in lhe Hebrew 

Bible(Minn回Ipoli5: Fortr回5， 2∞3)

128. 黄慧贞， <<性别意识与圣经诠释)) (香港z 基督徒学会出版社， 2侃lO).

第几章z 王朝时期z 田家及其政治神学

129. Cre5smann, Hugo, Narrative and Novella in Samuel: Stu.tLks by Hugo 

Gressmann and Other Scholars 1到后-1923， trans. David E. Orton,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邸5， 1991)

130. Onuse, Robert Karl, The Dream Theophany 01 Samuel: Its Strucωre in Relation 

to Ancienl Near Eastem Dreams and Its Theological Significance (Lanham, 

MD:U皿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131. Gray, John, 1 & 11 Kings: A Commentaη(London: SCM, 1970) 

132. Hurowi钮， Victor, 1 Have Built You An Exalted House: Temple Building in t加

Bible in Light 01 Mesopotam归n and Northwest Semitic Writings (She缸.eld:

JSOT, I992) 

133. Kenik, HeUen A., Design lor Kingshi，如 The Deuteronomistic Narrative 

Technique in 1 Kings 3:4-15 (Chico, CA.: Scholars PreS5, 1983) 

134. Knop伊~， Gary N.，如.0 Nations Under God: The Deuteronomistic Hislory of 

Solomon and The Dual Monarchies (Atlan钮， Scholars Press, 1993) 

135. Laaω， An耐， A Star is Ris肌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01 the Old 

Testament Royal Ideology and the Rise 01 the Jewish Messianic Expecωtions 

(Atl姐钮， Oa.: Scholars pr四5，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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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Ligh饱rnber脚~ Christa Schafer, "Sociological and Biblical Views of the I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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