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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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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摘
的认信

要 被人普遍认为是 无神论者 的伊壁鸠鲁主 张神 的存在 这 究竟 是不 得已的 妥协 还 是真 诚
从两个认识论标准来看 他对神的存在的信念是真诚的

的 而我们灵魂中确实有关于神的清楚明白的 影像
是 一种不朽的和幸福的存在

因为 伊壁 鸠鲁 相信感 觉

影像是 可靠

而且 人类 普遍 拥有关 于神 的 前 把握 观念

神

但是 从神是完满 的 前 把 握观 念 出 发 得 出的 神 绝 世 独 立 的 结论 却

让许多人相信伊壁鸠鲁是 无 神 论 者 因 为 大 众 关 于 神 的 本 性 的 前 把 握 观 念 首 先 是 神 为 万 物 第 一
因

所以他们无法接受 不动心 的神

是在否认神的存在

一 些 哲学 家 为 迎 合大 众 也 认 为如 果 说 神 没 有愤 怒 和 偏 爱 那 就

大众的神的政治神学意 义在 于 强 调 神的 威 严 和 仁慈 甚 至 成 为 那样 的 权 威 否则 就

把一切托付给神和权威

伊壁鸠鲁的神的政治神学意义则昭示我们应该 成为 自由而 宁静 的人 于是 神就

成为 不动心 的政治神学楷模
关键词 伊壁鸠鲁 有神论 神的本性 政治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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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如何看待神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伊壁鸠鲁及其门徒都严肃地论证神的存在
并栩栩如生地描述其本性与居所 还规定了众多祭拜礼仪 但是大多数人几乎毫不犹豫地称伊壁
鸠鲁为 无神论者 近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因此热情呼唤伊壁鸠鲁作为自己的战斗号角 而千百年来
宗教信仰者则痛心疾首地申斥伊壁鸠鲁亵渎神圣 困惑引人深思 一个启蒙的 唯物的 公开评判
宗教迷信的自然哲学家怎么可能相信神 是无奈的妥协还是另有深意 我们相信 对这一问题的
追问将有助于深刻认识伊壁鸠鲁学派在政治神学 政治 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一 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吗

显白与隐微

古希腊的宗教是政治宗教 在远古时代 并没有统一的希腊人的名称 直到公元前 世纪至
世纪 一个由赫西俄德述说的神话被全希腊人接受 希腊才有了统一的民族意识
称自己为 希
腊人
而称其他民族为 外邦人
德尔菲神庙不仅成为希腊的象征 而且对希腊城邦政
治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希腊城邦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都要事先向阿波罗神求神谕 此外 希腊
各城邦都规定了敬神和祭神的法令 违者有可能被处死 英国学者狄金森是这样描述古希腊的神
和宗教的 在希腊 宗教对于国家是极为重要的 与全体组织极有关系 无论在大体上或者在细微
处都是如此 所以将各种力分开的观念在希腊是不可能的
不仅公共的全体 即使各个分开的小
机关 都在神的庇护之下
那儿没有教会的宗教 只因为没有世俗的国家
在这样的观念
习俗和政治背景下 古希腊那些无论声称自己是爱智者还是智者的人绝大多数不承认其为是无神
论者 甚至否认自己 引进了新神 以伊壁鸠鲁的自制 平和 与人为善的个性 很难想象会冒天下
之大不韪 公然宣扬无神论
据说 哲学家为了避免迫害 虽然不相信神 但会小心区分 显白的说法 和 隐微的说法 如
一方面参加公共祭祀活动 但在对学派中少数弟子的教导中就会露出无神论的本质 那么 作为唯
物主义者的伊壁鸠鲁在内心是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呢 我们看到 伊壁鸠鲁在诸多极为私密的教导
中都显现出虔敬的一面 伊壁鸠鲁写给梅瑙凯的信是要求弟子们反复记诵其观点的教诲信 并不
是为应付某种检查而敷衍出来的思想汇报 这应当反映了伊壁鸠鲁的真实观点 伊壁鸠鲁在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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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 神是确实存在的 因为这一知识是清楚明白的
这句话清楚明白地表明 伊壁鸠鲁相
信神的存在 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神的确信让伊壁鸠鲁及其门徒断然反对一切无神论和疑神
世纪小亚细亚的奥依诺安达的第欧根尼在他花巨资建立以宣扬伊壁鸠鲁思想的铭文中愤愤不
论
平地说
他们激烈地谴责那些最虔诚的人为无神论 事实上 很明显 不是我们拒绝神 而是别
普罗泰戈拉确实提出了与第阿哥拉斯
同样的观点 但是为了避免过分的无
人在拒绝神
耻 他使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因为他说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 这无异于说我知道他们不存在

二 神存在之证明

清楚明白吗

那么 唯物主义者为什么会相信神 这与原子论的基本原则吻合吗 塞克斯都

恩披里克曾

经在 反自然哲学家 中总结了古希腊哲学家接受神存在的必然性或合理性的三条路线 第一条路
线可以称为秩序需要论 那些人类的伟大领导者 先是订立诸法 旨在制约做错事者 对明显干坏
事者予以惩戒 之后他们又发明出诸神作为人类恶行或善行的审察者 使得人们即使在私密的情况
下也不敢做坏事 因为人们相信诸神 第二条路线是灵魂论 神的观念源自与灵魂相关的事件
其成因在于灵魂入睡时的受激发状态及其灵魂的预知能力 第三条路线是天象启发论 自然界的
有序运动规则让人们推测 这种规则绝不会是自发产生的 而一定是出于某些拥有超常而不朽本性
的操纵者 而它们也就是神
伊壁鸠鲁 有神论 的依据看来不是第一 第三条 因为他的神是不动心的 根本不管人间事物
也不管天体运作 不得认为在天体的运动 回转和日 月食以及天体的升降中有一个享受着完全的
塞克斯都 恩披里克也确实将伊壁鸠鲁归于第
不朽幸福的存在者在勤勉地管理着这一切
二条路线 他说 伊壁鸠鲁认为 人们是从呈现于睡梦中的种种征象中生发出神的观念的 他说
因为人们在睡眠时 当某种颇具人形的巨大影像印入人心之时 人们就想当然地相信某种长得像
人形的神确实存在着
对于今天的唯物主义者来说 梦中影像 之类的东西也许过于虚幻 实在难以想象可以用来作
为证明重大理论问题的基础 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伊壁鸠鲁的独特认识论 即所谓 标准论
就
会明白伊壁鸠鲁是认真的 伊壁鸠鲁的思路是这样的 感觉具有绝对的真理性 而感觉的原理就是
精细的原子构成的 影像 传导到我们的灵魂中 所以具有扎实的客观基础 伊壁鸠鲁说 我们必
须知道 正是由于外部事物中有某些东西进入到我们中来 我们才能观看到他们的形状和思考他
们
卢克来修也强调睡梦中和幻想的东西不是灵魂自己生出来的 为说明这点 他举了许多例
子 他说 当人们许多天一直在观看演出比赛时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当他们停止用感官观看这一
切后 心灵中还有一些通道仍然开放着 可以让影像进入 于是多少天之后 同样的东西还一直在
他们的眼前运动着 结果他们即使醒着仿佛还能看到舞蹈者摆动着柔软的四肢 耳朵中还能听到琴
声潺潺 如泣如诉 能看见那些观众席上的人群和舞台上的各种耀眼的辉煌景象
这样说来
如果我们灵魂中确实有关于神的清楚明白的 影像 那神就当然存在
然而 如果说我们灵魂中有的事物就一定具有客观存在 那么我们认识中的错误又是从哪里来
的 伊壁鸠鲁并没有走到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正确的极端 他肯定感觉是真理的第一标准 感觉是
对的 而我们的错误来自心灵 当对象发出 影像 引起我们的感觉后 我们的判断可能会错 卢克
来修告诫说 不要把心灵的错误加给我们的眼睛
但是这样一来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一是 影
像 背后的对象本身是否存在 我们是没办法感觉的 就像原子也不是我们感觉出来的一样 它们都
是依靠推论 而推论可能出错 二是我们做梦看到 神 的形象时 感觉其实已经停止 所以这是判断
最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那么又怎么能肯定神就一定客观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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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感觉标准走入僵局时 这种僵局威胁的不仅是神的证明 同样是针对整个自然哲学 如果自
然哲学仅仅建立在这种感觉影像论的基础之上的话 我们自然就转向了伊壁鸠鲁认识论中的 真
前把握观念
第欧根尼 拉尔修说 他们的前把握观念意味
理的第二个标准
着我们头脑中的理解
或者正确的意见
或想法
或者普遍概念
也就是说 是对反复显现的外部对象的记忆
比如 如此这样的东西是人 因为说到 人
我们立刻就通过前把握观念想到他的形状 在形状上 感觉居首位
伊壁鸠鲁的 前把握观念 是指当我们以某种语言说出某个词时 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这个词
所包含的某种基本和共同的含义 这些含义对我们来说是清楚明白的 比如当我们说到 人 这个
词 立刻就想到人的特点 当我们说到 神 就立刻想到 那是一种不朽的和幸福的存在 所以 伊
壁鸠鲁认为关于神的知识是清楚明白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第欧根尼 拉尔修认为
前把握观念 是真理的标准 并且说伊壁鸠鲁用这个 前把握观念 的标准反对辩证法 苏格拉底
式的辩证法是对名称作无休止的追问 最后可能的结果是我们什么都不能说 而说出来的就是混乱
的或者自相矛盾的 前把握观念 理论有两个特点 一是 前把握观念 是清楚明白的 因此无须再
证明 如果再证明就是把清楚明白的东西弄混乱而陷入错误 二是 前把握观念 与我们灵魂中的感
觉和心灵 理智 都有关系
前把握观念 的认识论是否解决了问题 所谓 前把握观念 实际上就是大家都自然拥有的普
遍观念 但是观念中普遍拥有的就一定存在吗 进一步说 我们普遍拥有关于神的观念 神就存在
吗 心灵难道不会发生错误吗 所谓 前把握观念 是清楚明白的说法 实际上它不是那么清楚明
白的 西塞罗在 论神性 中记录了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维勒乌斯
的话 我们必须承认
神的存在 因为这种知识是与生俱来的 一种因本性而得到普遍赞同的观念肯定是正确的 这一
点不仅被哲学家们普遍认可 而且也为普通人所接受 我们不妨把这种观念当作我们一个得到普遍
立
赞同的 内在观念 如我们所称的 或者当作神存在的先知 然而一个学园派人物科塔
即对此反驳 你说的所有种族和民族都信仰神足以证明神的存在 但这种论据是错误的 肤浅
的
怀疑论者塞克斯都 恩披里克也对伊壁鸠鲁进行了同样的诘难

三 神的本性

及其居所

关于神的 前把握观念 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就是在问 神的本性是什么 无论对
大众还是哲学家来说 这个问题比神的存在的论证重要得多 因为既然古希腊的宗教是一种政治宗
教 那么 神的本性就将决定大众的个人生活和城邦的公共生活 一般来说 希腊人关于神的本性
的 前把握观念 有两种 完满 和 万物的第一因
但是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如果神的本性是
完满 那么神就是 不动心 的 如果神的本性是 万物的第一因 那神就总在关切我们的命运 指
导我们的言行 两种不同的关于神的本性的 前把握观念 具有完全不一样的政治神学意义
伊壁鸠鲁在 基本要道 第一条中指出神的本性是 完满
幸福和不朽的存在者自己不多事
也不给别人带去操劳 因此他不会感到愤怒和偏爱 所有这些情绪都是软弱者才有的
那么
本性 完满 的神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伯利认为 毫无疑问 他 伊壁鸠鲁 认为
神具有人的形状
而 因为诸神的本性极为精细 远非我们的感觉所能及 甚至连心灵的理
智都难以察觉
所以 他们的住处要与他们自身的精微本性相称 势必与我们的住所截然不
同
伊壁鸠鲁认为 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在整个宇宙中应该有无数个 而这样的世界是极不完
善的 所以神只能居住于 诸世界之间 卢克来修说 你 伊壁鸠鲁 的推理一开始宣告你的神圣
心灵所揭示的万物本性 我们心中的恐惧立刻就烟消云散 世界之墙也为之打开 我看到了这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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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发生的诸般事情 在我面前 出现了庄严肃穆的诸神 还有他们那么安宁祥和的居所
这
样的神是一个还是多个 一神论还是多神论 呢 伊壁鸠鲁在提到神的时候这么说
其主语
神 以及谓
语动词
存在 是 用的都是复数形式 这表明神不是唯一的 而是众多的 这些众多的神
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其他神都听命于他 还是所有的神之间都是并列的
既然伊壁鸠鲁的神的本性是 完满 不关心人间事物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那些神相互之间也一定
不动心 各自存在 相安无事 所以 伊壁鸠鲁不但是个有神论者 而且是个多神论者
然而 众人大多是这样把握神的本性的观念的
万物的第一因 所以他们总觉得神应该与
我们有关联 而 不动心 的神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基尔松看来 自然神学要么认为世界只有一个
神 要么认为虽然有很多神 但存在一个最高神 而伊壁鸠鲁的神学是地道的多神论 因此 基尔松
把伊壁鸠鲁排斥在自然神学之外
然而 伊壁鸠鲁是反目的论的 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因为关于
神的 前把握观念 的第一种
完满 是更为根本的 也就是 不朽的和幸福的存在
大众信仰
不懂得在思考神的时候坚持这一点 所以时时陷入自相矛盾 而哲学家投合大众就更不应该了

四 哲学家需要神吗

城邦需要哲学家的神

两种关于神的 前把握观念 之争导向了更进一步的问题 哪一种观念更有利于政治生活 从
政治哲学来看 哲学诞生之后就一直与城邦处于紧张之中 虽然哲学家总是否认自己是无神论者
只是在帮助大众更好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但是在城邦看来 哲学家必然渎神 哲学家当然竞相向城
邦表明自己的无辜 表明自己的虔敬对于城邦有重大的贡献 初看上去 主流哲学包括柏拉图 斯
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渎神罪行不如伊壁鸠鲁的严重 因为那些人往往尽量让自己的神与大
众的神相一致 而伊壁鸠鲁的神却与大众的神毫不妥协 政治神学认为神掌管着一切 是一种必要
的维护世界秩序的威胁力量 所以 说神没有愤怒和偏爱 说神对人事漠不关心 是对政治的极端不
负责任 柏拉图的 巴门尼德篇 开首即置疑 设定与现象界无关的 相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柏拉图的 理想国 开头与结尾都在讲神的愤怒及其政治意义 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主义者普鲁
塔克在 伊壁鸠鲁实际上使幸福生活不可能 一文中指责伊壁鸠鲁是无神论者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说神不管人间事物 就是自绝于神 就是在否认神的存在 普鲁塔克说 如果我们听从那些否认神
明的愤怒和偏爱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走向漠视宗教 我们对神明的信仰包含了某种部分崇敬 部分
畏惧的情感的混合 这也比逃避它要好 因为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对神明的恩惠的希望 对成功
的信心 在困境中也无法在神那里找到避难之地
干预的神 对政治社会能发挥两重功能 一
是神 使他们 坏人 不敢干坏事情 远离犯罪 二是神给我们 压倒它 恐惧 一千倍的乃是欢喜的
希望 兴奋的欢乐 无论在祈祷还是在感恩中把幸福的每一点增长归功于神明
事实上 哪儿相
信并确定认识到神的存在 哪儿就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扫除所有的痛苦 畏惧和焦虑的情绪 沉浸
在欢乐之中 轻轻松松 喜气洋洋
深受柏拉图影响的神学家克莱门断然宣布 只有伊壁鸠
鲁 我愿意从记忆中抹去他 因为他大逆不道地认为神从来不关心世界
克莱门认为像柏拉图
那样的人还是可以被基督教拯救的 但伊壁鸠鲁简直是无药可救
普鲁塔克指责伊壁鸠鲁夺去了人们永恒得救的快乐 那么 伊壁鸠鲁当真毫不关心哲学家的城邦
责任 冷酷地从民众的手中夺去安慰 但是伊壁鸠鲁岂不是快乐主义者 他们双方对立的表面原因
是对快乐的理解不一样 伊壁鸠鲁的快乐是无痛苦的静态快乐 而普鲁塔克的快乐是积极追求中的动
态快乐 然而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的对立 神以其愤怒和偏爱来维护世界良好
的秩序具有重大的政治神学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 政治学 中指出 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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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人类在本性上 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凡人由于本性或者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 如果
不是一个匹夫 那就是一个超人
人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能带来神一样的快乐 柏拉图派可能更
严重威胁着政治神学
倾向于把伊壁鸠鲁看成是 出族 法外 失去坛火 无家无邦 的人
于是问题就成了怎样在共同体中生活 古典时代的政治神学之所以设定或认可大众信奉的威
严和仁慈的神 是为了推动 王 成为这样的神 并且教化民众把一切托付给那些像神一样的人 政
治意味着或者统治城邦 或者驯从统治者 神就像人间的那些强权统治者一样 恩威并施 让你畏
惧也让你欢喜 让你痛苦也让你感恩 伊壁鸠鲁的神则完全相反 就像人间那些散发着迷人的人格
魅力的人一样 他们与世无争 也许还默默无闻 寂寞孤独 但是他们第一次明白了自由的珍贵 他
们以自由为最高幸福 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神格 人只有破除迷信 消除恐惧而回归到内心的宁
静和自由 才有可能不必通过政治荣誉的争夺和服从来遮蔽自己的不安全感 像神一样生活在人
当中
在大众看来这确实是渎神的 作为 自由 的终极体现 它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着神
而自己不是神 用青年马克思的理解就是 人的自由意味着他律的消失 用 会饮 中阿里斯多芬
对自由受到
的故事说就是 人本身起源于不满足自己不是神 从而反叛神 这里面充满着愤怒
侮辱和伤害的愤怒 这种愤怒的调子在伊壁鸠鲁温和的说法中看不到 但是在卢克莱修的哲学诗
中可以看到 在青年马克思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
选择哪一种虔敬当然与个人的心性及经历有关 不过 在一个充满了强权和霸道 说教和谎言
以及愚昧主义的政治神学的时代中 一个自由自主的政治多元论的神观也许更能打动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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