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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October 15th, 2014,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organized a one-day seminar “In Dialogue 
with Jürgen Moltmann: Beijing Summit”. Professor Jürgen Moltmann,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German theologian who has influenced a generation 
with his “Theology of Hope” and “Theology of Ecology”, presented a 
paper on the theme of “Political Theology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t 
the morning session, and five scholars responded to him on this topic.  
Moltmann insists that political theology should not just cover the human 
world but also the natural world, which means that any human social o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hould b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iming 
towards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other peoples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world. In an era of when terrorism has become a new 
heretical political theology, wh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people’s well-
being have been threatened, we should realize that terrorism emerges from 
people’s minds, and can only be overcome by beliefs. Therefore, the only 
way to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is to be kind to others, to create an inclusive 
society, and to replace hatred and indignation with compassion and mercy. 
The following i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dialogue of that morning.

Keywords:  Jürgen Moltmann, Political Theology, Dialogue, Contemporary 
China, 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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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主持人）：

莫尔特曼教授很多的神学著作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很多著作都有

中译本，但是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莫尔特曼教授有

一位学生曾念粤，他曾经给莫尔特曼教授作过一个访谈，其中介绍了

莫尔特曼教授年轻的时候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曾经在英国做

过战俘。正是在英国的战俘营，莫尔特曼教授开始对神学感兴趣。我

们这代人没有赶上战争，但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跟我年纪相仿

的人，恰好是在“文化大革命”、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开始考虑人文

学术问题。因此，我觉得这可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这

么多中国的人文学者会对莫尔特曼教授的神学话题有兴趣，特别对他

谈到的政治神学、希望神学等等问题感兴趣，今天的对话对中国学者

是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莫尔特曼教授。

莫尔特曼发言

我们知道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政治神学：

1．古老的政治宗教的神学表述；

2．当代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君主集权制之间的冲突或恐怖主义和

“例外状态”之间的冲突；

3．基督教参与的抵抗独裁及反对压迫剥削的“新政治神学”。

首先，“政治神学”这个术语是斯多亚派哲学家们创造的。他们

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神衹：1）被拟人並神化的自然力量；2）国家或城镇

宗教之神；3）神话之神以及民族传说之神。诗人们的神是神话的，哲

学家们的概念是物质的，国家或城镇的宗教是政治的。神话的神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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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戏院，物质的神学属於学院，政治的神学属於城镇或国家政府。根

据古代的国家理论，遵从某一个人自己的城镇或祖国的神明，是政治

权利的最高目的。国王或是地方法官同时也是神殿的大祭司，因为诸

神保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发生瘟疫、战争和饥荒，是因为

诸神很愤怒，因为人们的宗教崇拜的实践有问题或者是因为无神论者

亵渎了神灵。於是整个民族需要忏悔或者是需要亵渎者以及宗教信仰

持異議者献身来安抚神灵。在晚期罗马帝国，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因为

拒绝崇拜凯撒大帝而被斥责为无神论者並因此被杀害。这种类型的政

治宗教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一些国家的刑法根据，对亵渎神灵者会用

死刑来作为惩罚手段。

政治宗教包括的不仅是人的世界，还有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管

理和统治必须与周围的自然相协调。按照欧洲的传统，宇宙的君主一

统天下结构对应着人间的一位统治者君主政治体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XII）中引

用了特洛伊战争中阿伽门农（Agamemnon）的一句话：“人拒绝坏

的政府，如果多数人掌权的政治是不好的，就让一个人当主宰者”，

这也其实是他对於宇宙的观点。宇宙的秩序是：一位神明、一个逻格

斯、一个宇宙，相应的政治秩序是一位君主、一部法律、一个帝国。

亚里士多德可能想到的是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希腊帝国。

这种一神论的君主政体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即这个地球上只能有

一个统治者。就比如说1254年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Gengis Khan）

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表明刚刚我所说的不管是对中国还是罗马还是

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来说，都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宗教。

成吉思汗说：“在天上只有一个永恒之神，在地上只有一位可

汗，那就是天子成吉思汗。这就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这是成吉

思汗对来自罗马想要对他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说的一句话。18世纪

欧洲的政治专制主义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君王，一种信仰，一个帝

国。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试图建立这个所谓世界君主政体。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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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辩护。

第二，我谈谈无政府主义与政治君主集权制、恐怖主义与国家安

全这两组权力的关係。德国的宪法教授卡尔 • 施密特（Carl Schmitt）

将政治神学的现代概念引入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讨论。他曾经出过一

本书《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他的美国伙伴列奥 • 斯特劳

斯（Leo Strauss）以芝加哥为大本营。施密特认为政治神学这个概念

並非来自斯多亚哲学，而是来自於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巴枯宁在《上帝和国家》（God and the State）一书中有两

句著名的口号：“既没有上帝，也没有国家。既不要上帝，也不要国

家。”

巴枯宁谴责在国家或是社会中存在的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

宣称要从神和人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如果上帝存在，人就是奴隶。

但是人必须自由，因而上帝不存在。”

对巴枯宁来说撒但是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世界解

放者，因为他劝服人不要服从上帝。巴枯宁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人

是动物，人的大脑是一台机器，而神圣者和人的本质相同，所以如果

你把东西给了其中一方，就必须从另外一方拿走它。巴枯宁的大敌是

俄罗斯沙皇和东正教的独裁。他认为独裁主义的政府是一切邪恶的根

源，无神论是所有人类自由和自治的基础。

巴枯宁是用其政治哲学术语来谴责他在意大利的对手马志尼

（Mezzini）。为了给政治君主集权制一个超验且绝对的合理身分，卡尔 • 

施密特把这个概念转化成一个正面概念。施密特认为：“现代所有關於

国家的定义确切地说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因而他试图在他自己的

政治神学中为这些概念去世俗化。他跟随反对革命和反对法兰西大革

命精神的天主教哲学家们的观点，认为天主教与无神论无法调解，因此

权威与自由之间也无法协调。那么什么是政治君主集权制呢？

施密特的著名定义是：“君主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因此德国

《魏玛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第48条宣布了施密特所说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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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帝国总统专政”。1933年施密特为希特勒的纳粹独裁辩护，认为

这是一个政治君主集权制的合法行为：“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他

相信：是权威，而不是真理，制定了法律。

施密特从人类历史终末的背景来看待国家君主集权制和无政府状

态之间的政治冲突。由於上帝反对撒旦的决战即将来临，我们早已捲

入一场持久的内战之中。他宣称，划分敌我的范畴是：“任何不赞成我

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人。”他把这称为“存在或生存政治范畴”。这样

一个划分敌我的原型就是在上帝和撒旦之间或者是善恶之间抉择。

现代国家安全与恐怖主义之战非常类似卡尔 • 施密特所说的国家

在反对无政府状态和革命时拥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力。美国政治家们用

“爱国主义行为”来回应201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允许总统

在一种持续的“例外状态”下回击恐怖主义。结果，关塔那摩出现了

非法监狱、美国安全局无限制地监视全世界，还有用无人机轰炸任何

恐怖主义者可能的藏身之处。事实上，恐怖主义滋生於人们的头脑和

心里，它只能够用信念去克服，而不能靠压制。反恐怖是在增加恐怖

主义，並不能限制恐怖主义。

20世纪时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国家我们有“自上而下的恐怖主

义”，现在我们有恐怖主义组织网络带来的个体恐怖主义，兴起於国

力衰亡的国家，是“自下而上”的恐怖主义。我们需要稳定国家“暴力

的垄断”，同时我们需要通过法律、宪法和人权来约束暴力的使用。

第三，我想谈谈受奥斯维辛集中营冲击之后在德国出现的新政治

神学。我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倖存者与犹太人大屠杀有关，不仅

要面对我们自己民族的道德灾难，还需面对德国基督教的恥辱。新政

治神学的领军人物始终是天主教的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博伊

克特（Helmuth Peukert）以及新教的葛维泽（Helmut Gollwitzer）、左勒

（Dorothee Sӧlle）和我自己。这是一个天主教和新教合作的普世工程。

为什么在德国只有这么少的人反抗和抵制？我们在天主教和新教的政

治传统中发现了一些导致教会和基督徒失败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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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产阶级有一个普遍传播的观念，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

情，与公共生活和政治毫无关係，这样一种只关注内心发展的思想

会对大街上发生的犯罪行为无动於衷。其次，新教传统中的“两个

王国”划分了精神和世俗的权力，基督徒有信仰自由但同时也要顺

服於已有的政治权力。只有当纳粹党对教会发动攻击、强迫教徒

服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认信教会才在《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s）中进行抵抗，然而没有人代表受迫害的犹太教徒抗议。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反现代防禦策略之后，天主教会在第二次梵蒂

冈大公会议（1962年到1965年）后终於开始面向世界。默茨提倡以一

种政治神学作为“面向世界的神学”，他批评宗教的私人化以及神学

退回到教会内部：基督並不是死於祭坛上两盏蜡烛之间，而是在城外

的各各他被处死。

将新政治神学与古代政治神学以及卡尔 • 施密特区分开来的是一

个“决定性主体”（determining subject）。旧的政治神学的主体是国家

的政治权力以及革命行动的权力，但是新的政治神学的主体是教会和

社会中的基督教社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基督教信仰的

中心並不是神圣的君主政权，而是那被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的基督之

复活。

下面我再谈谈正义和平（Just Peace）以及环境公正的政治神学。首

先让我们从正义战争理论来理解“正义和平”：被一分为二的德国在二

战后总是处於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当中。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形势在

大国共同的军备竞赛中升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东德和西德那样

有如此多的原子弹库，人们对此的回应是一场大型的和平运动。西德的

新教教会发表了正式声明，要促进世界和平，东德的新教教会也非常严

肃地谴责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逻辑和行为。门诺宗这种历来主张

和平的教会成为每一个想过“没有武器军备生活”之人的榜样。耶稣的

《登山宝训》也成为这些抗议教会的行动纲领，文本被印刷在著名报纸

的头版或第二版上。这些经历促成了正义和平神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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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为犁！”这是在建立“正义和平”时的裁军政治主张。通过

“建立信任措施”人们开始在暴力世界中建立和平，正如1975年“赫

尔辛基进程”在分裂的欧洲所做的事情。和平並不是指的没有暴力，

而是要出现更多公义与和谐的关係。和平不是一个既有的状态，而是

在社会环境和全球人类关係中不断减少暴力並构建公正的过程。欧洲

漫长的君士坦丁王朝（Constantinian era）和国家教会也走到了尽头，基

督教十字军东征的时期也结束了。基督教教会是普世的和平教会，应

该独立於任何权势阶级的政治利益。我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有关“正义

战争”（Just War）的神学教义，只能有一种“正义和平”的新教义。

第二，伴随着这种正义和平的新政治神学，出现了一种新的自然政

治神学。普遍的生态危机需要我们对基督教神学和灵性进行一种全新的

改革，我们不仅需要地球上的和平，还需要与地球和谐相处。我认为我

们是站在现代社会的终点和世界生态未来的开端，各国正在发展一个新

的范式，它把我们人类的文化和地球的本质以一种与西方现代范式不一

样的方式聯繫起来。当下的时代是人类凌驾於自然和自然力量之上。正

是西方现代世界的神学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係以及人类统治自然这一人

类学概念。人类是扮演一种类似於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形象，就如上帝是

宇宙的主宰一样，人类必须是地球的主宰。“治理这地並管理地上各样

行动的活物。”《圣经 • 创世记》第一章如是说。

现在正在形成一幅關於人类的新图像。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学让

步於一种整全人类学：即在人类可以征服地球之前，他们是地球的一部

分和地球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即使没有人类，地球依旧存在，数百万年

来都是如此，但是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地球，正如2000年的《地球宪章》

（Earth Charter of 2000）所言：“人类是持续发展的宇宙的一部分，我们

的地球家园为我们以及其他各种生物提供了唯一的生存空间。”

基督教的精神性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灵魂和“灵魂之外”世界的

精神性。新的精神性应该是地球的精神性和与人类所有感官相连的精

神性。地球是我们的家园，这种新的精神性正试图通过赐予万物生命



基督教文化学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第34辑 • 2015秋34

和活力的精神，寻求同宇宙的基督聯繫起来。

回应莫尔特曼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

尊敬的莫尔特曼教授，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恐怖主义和当代

中国现实的问题，恐怖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必须严肃面对

的现实。除传统意义上的零星小规模的突发恐怖活动之外，现如今的

恐怖主义更向着有预谋、有组织、规模大、跨国，乃至国际化方向发

展。在这种情況下，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再使用私人恐怖主义的概

念来概括现在的现实了。

当然在中国，恐怖主义近年也呈上升趋势。一些个人组织，为了

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仅仅为了泄私愤杀害无辜群众，造成恶劣的影

响，不仅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更是造成了民众的恐怖心理。

而且经历了恐怖活动以后，恐怖主义和国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聯繫。但

在这种情況下，以政府行为和思路来应对恐怖主义的现实，是神学家

和宗教研究者的天然使命，所以莫尔特曼教授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

难能可贵的啟迪。

但是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宗教的社会中，

政治神学在中国相比在欧洲来说，如何为政治神学寻找一个可能的

立足点或者在多种宗教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支撑点，是一个更困难

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我想是莫尔特曼教授谈到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权利

垄断这两者之间的关係。我同意莫尔特曼教授把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

与无政府主义聯繫起来的说法，这里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是对正常秩

序的严重影响。我也认为莫尔特曼教授有理由举出应对恐怖主义的两

种可能性。一种是通过权利的私人化，但这种权利的私人化只能是富

人的权利，通过私人安全代理来保护自己，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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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特曼教授认为这会使国家的权利垄断受到威胁，但我还想做

进一步引申。私人权利的政治膨胀，会进一步加剧与恐怖主义相关的

无政府主义的基础，甚至会成为新生的恐怖主义的温床。

第二种可能性是通过持续的恐怖主义所导致的国家持续動盪的

状态。这只能由国家权力来操作，也是现代国际上反恐的主要应对

措施。但莫尔特曼教授也认为，公权力的这种膨胀，同样也会影响

到行政权力受法律约束的原则。其实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地说，公权

力的扩张，不仅会威胁到法律和正义，甚至会威胁到公民正常的生

活。它也同样会在某种意义上加剧恐怖的心理，达到恐怖主义所希

望的目的。更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思的是，公权力的扩张是否有一

个极限的问题。如果把无政府主义理解为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的话，那么鉴於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恐怖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人们

是否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者世界警察，我们有什么权力让全世界都

进入紧急状态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莫尔特曼教授在政治神学中所提出的应对恐怖

主义的方式，那就是变友敌关係为爱仇敌关係。因为我们历来应对恐

怖主义，总是採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式，甚至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再之后进一步又提出变被动为主动、採取先发制人的手法。总

的来说，这些都是一些以暴制暴的方式，短时间内可能取得明显的效

果，但从长远来说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

冤冤相报何时了。

在这种情況下，人们提出了解决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人们试

图採取一系列政治、宗教、民族、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来消除社会分

歧所导致的内心仇恨，这里从中国兵法来讲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把仇恨消除在萌芽状态的方法更高明。但到目前为止，它的效果也並

不十分明显。更何况有一些社会分歧，比如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矛

盾、信仰之间的对立，常常是无法理解的。在这种意义上，莫尔特曼

教授再次回到基督教的传统，力图用爱仇敌来替代友敌关係，用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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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敌对关係，甚至理解他人的方式力保社会的和平。这里在中国传统

思想中，也同样有用以德报怨来走出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困境和思路。

认识和理解他人，前面所说到政治宗教、民族、经济等方面的政

策，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实施。如果要想从根本上破解恐怖主义，这方

面我非常欣赏莫尔特曼教授的说法，恐怖主义开始於人的心和头脑，

而且也只有在心和头脑里，才能得到克服。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心中和大脑里克服恐怖主义将是一个

旷日持久的任务。中国古人就已经告诫过我们：“破山中贼易，破心

中贼难”，但莫尔特曼教授提出这样的解决方式，毕竟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希望或者盼望，有希望、有盼望，我们就能前进。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神学”一旦进入社会，基本上会以“政

治神学”来表述。因此,在社会范围，“政治”得以凸显。“政治神

学”乃主要的神学表达方式，这在中西社会均无例外。在这一意义

上，莫尔特曼教授的“希望神学”是政治神学，当代中国处境的“爱

的神学”亦是政治神学。现实世界处於混乱之中，纷争、冲突、战争

在许多地方都正重新成为主要的社会表象，各种宗教也捲入其中，难

得超拔。宗教中的“神性”被世俗的需求所解读，为权力的需要所利

用，造成“神圣”与“暴恐”相混误的局面。其根本的不幸与悲剧，

就在於人们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潮及行为中甚至也看到了“宗

教”的身影，把本来理应截然对立的原则及观念聯繫在了一起。所

以，要想还原“宗教”的本来面貌，体现“神学”的本真精神，就必

须清算、消除在核心“精神”层面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达人心

之平静、内在之和睦。我同意莫尔特曼教授刚才表述的基本思想。

在莫尔特曼教授希望神学的政治表述中，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的思想即面对现实。当世人的“信仰”出现问题时，我们反观基督教

所倡导的“信”、“望、“爱”三原则会发现“信”乃在实践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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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层面出现了麻烦，使人发生“信”上的动摇。这种“信”之“实

践神学”以生动、鲜活的政治神学方式表达了出来。而对现实，此

刻的无奈势必让人们仰望“未来”，寻求“超脱”。因此，莫尔特曼

教授提出了神学的“希望”原理，把基督之爱以“爱仇敌”这种“耶

稣基督伦理的特别標誌”之最典型方式表现出来。这里的“信”、

“望”、“爱”重新走向共构，以一种“神圣共同体”来回应现实社

会中的政治神学。

这既是对现实政治神学的完善，更是对其之超越。社会的动乱反

映出精神的分裂，这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及其政治传统

有着密切的关联，並由此形成了人类複雜的社会史和政治史。在这种

二元对立中没有真正的“信”、“望”、“爱”，其“思”只能走入

窘境、走进死胡同。为此，世界的精神生活要走出困境，则必须另闢

蹊径。所以我希望莫尔特曼教授关注中国神学的构建，也希望他能够

对中国的当代神学是否有一种政治神学作出评析。

第二个层面，我想谈谈中国思维模式。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儘

管有着种种不足或局限，但其古老智慧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多元纷

争的“二元合一”、“多元统一”的另一种选择，从而给我们当代发展

带来了希望。中国文化的核心不是“斗争”文化而乃“和谐”文化。儘

管“二元”不同会带来分歧和斗争，但中国智慧总能看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並不截然区分、根本对立。在现代政治中，我们察觉权力中

有民主、民主中有法治，共聚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体，“他者”关係

应变成“你我”关係，其根本可能的合作亦需要基督教所倡导的“铸

剑为犁”、“化敌为友”之和平大爱。这种对立统一是我们时代的“希

望”原理、政治神学、和谐精神，其中国文化中的標誌即自古至今相流

传的“太极”和合之形、“阴阳”共构之道。中国智慧是倡导“和好神

学”，这样一个把不同共构一体，二元合一这种思维模式，我想问问莫

尔特曼教授是否能表示赞成或者有其他的评价？

第三点，我想谈一下“中国梦”与希望神学。在论及希望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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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时尚、最流行、也最适当的表达即“中国梦”。“梦”在此也是

一种前瞻、一种希望、一种超越。其虽然不能绝对确定，却让人去努

力、去奋争。可以说，“中国梦”作为我们的希望原理、政治哲学，

也能与莫尔特曼教授的希望神学和政治神学相呼应、相对话。不知莫

尔特曼教授是否愿意对话？

这一寻求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中国之道，在当代中国既是现实

的，又是超越的。对於这一中国之道，我们乃言道为哲、行道为德、敬

道为教。神性在此既是超越的，也是内在的。以具有超越意义的希望精

神来在政治神学中体现，可能之途就是包容、对话、求同存異、和而不

同的社会共构之道。这条道非常艰难，但这是人类共存唯一之途。

为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生存需求，我们不仅不能“从共

同体抽身而退”，而且还必须去努力构建我们人类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的“精神共同体”。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想根据莫尔特曼的思想谈一下我的体会。我觉得莫尔特曼今天

到此来作一个政治神学的演讲恰逢其时。因为政治神学在中国当今也

有，大家也在传播政治神学，那是一种卡尔 • 施密特的敌友的、斗争

的政治神学。但是我从莫尔特曼的演讲和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真正的

政治神学可能是一种和平的、正义的、友爱的政治神学，所以说我觉

得莫尔特曼先生他的演讲，给我们開闢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神学视角，

而这个政治神学视角为我们当今中国政法学界思考我们所面对的中国

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法制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不同於

敌友政治论、专政论的一种新的超验价值，这是我的一个体会。莫尔

特曼，基於他的新政治神学、暴力、专制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对於我

们中国学界不但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啟发性与警示性意

义。因为现代中国百年以来面临着暴力、战争，当前也面临恐怖主义

等诸多问题，都是在人民主权和政治国家这两个世俗政治的维度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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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並且一直陷於上下二元的对峙性张力关係之中。

而莫尔特曼所開闢政治神学的视角，以及他的政治神学所谈到

的通过“正义的和平论”来取代“正义战争论”，通过基督教神学的

“反抗权”和“爱仇敌”的理念，超越巴枯宁和卡尔 • 施密特两种极

端的政治主义。对於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世俗思考的民族，

尤其是纠缠於近百年中国当代历史的演进来说，它是具有非常大的啟

发性意义的。我个人非常认同莫尔特曼的这一观点，就是说一切政治

问题、法制问题，对於暴力、专制和专政的这一系列最终的抵抗，应

该有着一种超验的价值基础；应该在我们大家所关注的政治正义和法

律正义的背后，来思考一种超验的正义基础。个人的、公民的自由宪

政制度，以及持久、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的秩序，如果缺失这样一种超

验的正义的话，会不会是有缺陷的？

我觉得在中国当今的法律和政治思想界，基於权力或利益的思考

过多了，缺乏一种超验价值的政治神学的思考。而在最近这几年，随

着卡尔 • 施密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在我看来是魔鬼式的

超验正义，我们应该感受到莫尔特曼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和平的、天使

式的超验正义，我觉得这是恰逢其时，来抵制那样绝对敌友论的政治

正义。我觉得莫尔特曼的思想、著作和演讲能够给中国的法律和政治

思考，带来一些新的啟发。

我在此想请教一个问题：基於主权在民的理论，一个现代的政治

国家，例如英国或法国乃至中国，通过一场革命，例如英国的光荣革

命或法国大革命或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而构建了一个现代国家

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並且创制了宪法，是否有可能还会发生这个国家

的政治权力並不代表人民，尤其是没有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呢？

如果发生的话，谁来守护宪法，无论是最高行政长官还是联邦法院或

宪法法院，其守护宪法所依据的正义原则，是否来自神学的超验正义

呢？进一步说，人民主权如果缺失超验价值这一维度的话，就难以形

成真正的主权正当性，而只是一种虚假的正当性？此时此刻，人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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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民的反抗权，是否符合“正义的和平原则”呢？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还有一个问题：民主或自由或者说人民民主

原则和个人的自由原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係？尤其是莫尔特曼先

生你作为一个神学家，那么我想听听基於一种超验政治神学的角度来

说，民主和自由哪一个价值更加优先？总的来说，莫尔特曼先生的政

治神学，确实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个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

种正义问题、宪法问题，我觉得提供了一个不同於世俗的或那种敌友

政治论的一种新的视角，非常有啟发性，对我们教益很多。

彭小瑜（北京大学）：

我的研究领域是教会史，我想从我们做历史学者的角度就莫尔特

曼教授对正义和平的阐释，谈一下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或者过去所更多

使用的正义战争和现代经济贪婪的观念有什么关係。

我想可以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去年在美国的时候，碰见美国一位

很有名的政治学家。那位政治学家说，中国的经济情況很不错，你们

也在追求美国的一房两车的生活的梦想：每家人有一个房子，两部汽

车。我想，在目前的基础条件下如果全世界人民都达到美国或欧洲人

的生活水平，地球的资源是不是够用？如果不够用的话，那么美国人

民肯定不愿意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怎么办？其他国家人民希望提高

他们的生活水平，所以在有限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如果科学技术能

有巨大的突破，能在这种情況下保持和平吗？在这种情況下对财富的

追求，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所以过去我们谈到正义战争理论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包括在现代，我们经常会遇见为了保

护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做法，实际上很多情況下我们是在保护经济

利益。

观念和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包括战争、恐怖主义问题都有很密

切的关係。莫尔特曼教授在这提出恐怖主义是从人的脑袋和心里面生

长出来的。而基督教今天的概念，是在放棄正义战争理论，而且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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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以正义战争理论的名义来发动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以正义的名义，防禦者当然是正义的，发动战争

的也说我是正义的，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例如我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

了。所以刚才李老师说到预先打击的，这更是走到极端了。

这里有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考虑。作为一个特别爱好和平的

民族，我们中国人可能对正义战争最近的反思比较少。所以这个情況

下，我觉得是不是目前，包括历史学者、还有宗教学者、哲学家、政

治学家都需要重新反思一下，正义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最近

十几年、二十年的历史来看，比如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有充

足的理由，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反对恐怖主义。没有说得特别明确，

但大家在很多情況下心里又比较明白，这里头还是有经济甚至金融利

益的考虑，但这个现在是不会说出来。所以每次战争的发动，一直到

现在，都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当然捍卫经济利益、民族国家的经

济利益吗，至今也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这是我想莫尔特曼教授

在他的演讲里提到了，“正义的和平”这个概念是非常关键的，可能

用传统思维去修正。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一种情況，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确实

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现在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时

候，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美国现在的生活水平很高，

欧洲的生活水平也不错，那其他很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很低。将来很多

别的国家发展起来了，现在都说德国发展很快，中国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在经济繁荣追求上有没有一个终极的幸福？“中国梦”提到中国

人要幸福，这个幸福是不是以一个几乎是无限制的经济繁荣为目标？

我们当然不可能。在道理上人类也可以要求某些国家、高速发展

的一些国家，也许他们的物质生活不一定永远是这样。这是我觉得不

太现实，让美国放棄一房两车、维持更加绿色的，这就是莫尔特曼教

授提到的环境问题了，更加绿色、更加简朴一些的，这样同样幸福甚

至更加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个应该不太现实。所以在未来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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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果不正确的看待经济的繁荣，发生的冲突可能性很大，所以从

正义战争理论到正义和平的学说，这其中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们现在

是想不太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去思考的。

我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健康发展的经济，可能对任何

社会尤其对中国社会其实还是很贫穷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

是具有正当性的。我想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区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和

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有时候我们搞不太清楚我们到底是在追求发展，

还是我们在对物质财富产生慾壑難填的贪婪。然后由这种贪婪演化成

为了推动经济繁荣，也许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使用暴力的手段。

尤其在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需要思考，需要有明确的

思路、有结论。可能我们还需要让我们周边的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

国家都明白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我们应该算是非常和平的一个

民族，也有传统。

需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包括使用像莫尔特曼教授在这介绍，

国外可能很多神学家也在谈的这个问题，从正义战争走向正义和平。

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这样的思路，让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能

够对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我想国际安全的问题，会有一个比

较紮實的道德追求。

其实在某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有非常严重道德问题，一旦涉

及到国家利益，其中非常主要的是民主国家的经济利益，试图使用军

事的手段，往往会使大家觉得不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但是我觉得这

个问题恰恰是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对待的，根本的问题在

於，其实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在物质财富的追求上，我们有没有一个

封顶的问题，而不是说慾壑難填的，无休无止去追求社会财富。

我其实是呼应一下，某种程度上补充一下莫尔特曼教授的演讲。

可能是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和得到莫尔特曼教授的帮助来澄清这个

问题。我们其实很明白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发展与和平之间，

怎么样达成一种和谐的关係。而实际上经济的发展，潜在总是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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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的社会关係上的矛盾和冲突，也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冲

突。所以在追求正义和平的道路上，怎么来处理经济发展的问题，确

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也想听到各位和莫尔特曼教授的解答来帮助

我想明白这个问题。

李丙权（中国人民大学）：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政治神学与当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也非常有意义的议题。莫尔特曼教授介绍了对政治神学的不同

理解，並以希望神学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神学，以“正义的和

平”和“环境的正义”替代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这一切在西方

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语境中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今天我想从当代

中国的处境出发，对莫尔特曼教授的发言做简短的回应。

第一点我想谈一下關於梦想和希望。按照我理解，莫尔特曼教授

的政治神学应该在其希望神学这个视域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与希

望神学和政治神学非常契合的一个视点就是“中国梦”。在汉语的语

境里面，梦想和希望几乎是一个同义词。但是在莫尔特曼神学的观照

之下，两者之间会有很微妙的差異。根据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表

述，“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还有人

民的幸福。“中国梦”蕴含着对经济腾飞、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民

族的尊严，还有世界和平的追求。

这是一个民族梦，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梦想。要理解“中国

梦”，必须通过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也就是通过“过

去”这一时间维度来理解。 在我看来“中国梦”某种程度上，可以算

是后殖民语境中一种不乏民族主义特色的呼召。与莫尔特曼教授基於

上帝的应许盼望相比，“中国梦”基於对历史和时间的不同理解 。一

边是属人的，基於过去的世俗盼望。一种是超越的，面向未来的，对

新创造的盼望。所以在我看来，“你”的希望不同於“我”的梦想。

我们发现，在呼籲“中国梦”的同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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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合都在倡导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回归，寻找对传统文

化创造性的转化。

我注意到就在不久前中国的领导人还提出对国家的治理要借鉴中

国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样一个治国理念，尝试在祖先的传

统中寻求某种神圣法统。这也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也就是莫尔特

曼先生所提到的第一种类型的政治神学。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文化处境中，我们提回归传统，提“中国

梦”，同样是关注“身分”（identity）和“相关性”（relevance），

这一莫尔特曼神学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也在思考，这种提倡“中国

梦”、“回归传统”，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的政治神学正在悄悄地发生

了某种变化？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中国梦”的话，我们会发出一些疑

问，比如说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否也要

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自由、个体各方面的代价。在全球化的现实之

中，“中国梦”的实现是否需要别的国家或别的民族付出代价？大家

能不能共赢互利，还是必然引起冲突而沦为“敌友”？对国家的统一

和民族主权的强调，如何与世界和平的理念相互协调？

还有，我们要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公平和正义？古典传统中的政

治理念，儒家的政治理念也好，与我们追求的现代化的诉求是否相契

合？如何来协调传统政治中德治和今天法治？简言之，“中国梦”究

竟应该由什么样的希望来引导，引领中国未来的价值基础究竟何在？

这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我想莫尔特曼教授今天的政治神学

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第三个问题，關於神学、公共空间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莫尔

特曼教授所提的政治神学是独特和具体的，以十字架为核心的基督属

性，盼望和爱的政治神学，只有在圣灵的帮助下才会发挥作用，也就

是 “望”和“爱”应该在“信”的基础上。所以这种政治神学如何在

我们的中国社会发挥它的作用？我想在当代中国，如果基督信仰不是

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至少也应该是非常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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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事情。

如果这种信仰的话语不能进入到公共空间的话，不仅莫尔特曼

先生所倡导“政治生活的基督教化”是难以想像的，基础的宗教间的

对话和文化间的对话也会成为问题。所以我觉得公共空间是非常需要

的，神学的公共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公共空间不能仅仅满足於

现有的构架中去寻找，更多是在未来的盼望中创造。在这一点上我非

常认同莫尔特曼教授以未来为导向的视域。只是这种公共空间只能在

全球的共同处境中，通过持续的对话和交流而产生，今天我们讨论恐

怖主义包括“世界内政”的概念，这使得我们谈论这种公共空间成为

可能。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公共空间必须具备真正的公共性而不必成为

任何一种政治神学独唱的舞台，这要求我们在对话中放棄“身分”的

执著。或者至少改变我们对“身分”这个问题的理解或许一种新的身

分会在创生中的公共空间中形成，因为这一切都基於对未来的盼望。

不管引导我们盼望的是对上帝国的盼望，还是基於对世界大同的盼

望。

在此，请允许我借用布洛赫的表达来作为我回应的结束，“有生

命的地方就有盼望”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相信人类总会有新的盼

望，这种盼望就是我们的未来。

讨  论

莫尔特曼：

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报告的回应，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没

法回应所有的想法，我会突出强调一些对我而言比较重要的想法。

第一，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二元论式的对世界的认识：世

界是由好人和坏人，信仰者和不信仰者组成的，坏人和不信仰者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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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二元式思维。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回答是反

对恐怖主义及其二元论世界观，我们不应该以恐怖主义的方式去回应

恐怖主义，用二元论思维来回答二元论。我从李秋零教授和卓新平教

授那里学到，基督教思想优先考虑的是爱仇敌，要思考生命和对敌意

以及敌对关係的克服，不让自己成为敌人的敌人，我们不要变成反恐

怖主义者，相反，我们要承担起对仇敌的生命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

克服敌意和敌对关係。如果我们成为敌人的敌人，那么我们就会试图

尽可能多地去消灭敌人，但是敌对关係却依然存在。我们要去克服敌

对关係和敌意，而不是去消灭敌人。中国的辩证思想和中国智慧看到

一中有多，即在差異之中的统一，而不是无差異的同一。

第二，恐怖主义还具有一种宗教性内涵，即恐怖主义和死亡的神

圣性。塔利班的穆拉奥玛尔（Mullah Omar）说，你们的年轻人喜欢

生命，我们的年轻人喜欢死亡。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神圣化，这是对所

有世界性宗教的一个挑战，要克服这种对死的神圣化，使恐怖主义者

们相信生命的神圣性。在伊斯兰文明内部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人很

多，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人士认为伊斯兰国（ISIS）的组织成员不是穆

斯林，而是凶手，这个评价的分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炸弹，这標誌着

世界性宗教是反对将死亡和屠杀进行神圣化的。

我现在来回答人民主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法学问题。在早期的

改革宗神学中有一种从《旧约》中汲取的盟约思想：上帝和他的子民

之间的基本盟约，以及君王和人民之间的次级盟约。如果君王破坏了

上帝与其子民的盟约，那他必须要被替换掉或被反抗。我相信，在中

国传统的君王神学中也存在这种盟约思想的痕跡：如果天子与天冲

突，他就会被推翻，这是一种原初的天和子民之间的盟约以及君王和

子民之间的派生盟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民主权理论是具有超验

向度的。

倒数第二个问题是正义战争论。有没有正义的战争？哪里可以找

到正义战争的合法性依据？基督教传统发展出了正义战争论，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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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去限制和克服战争，因此正义和平论是对正义战争论的发展，而

非后者的一个替代物。

我现在来回答中国梦的问题，我首先问自己，中国梦和马丁路德

金著名的“梦想即解放被压迫的人民”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我相信，

中国和欧洲，美国和非洲一样，都要发展出一种全球梦想，即關於大

地的梦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地上，我们必须在这个大地上找到我

们的位置，同时与地球上不同的国家和各种生物建立起一个共同体。

我个人關於中国的梦想是，中国通过吸引力，而非扩张来成为中央帝

国，在我看来，未来的中国充满吸引力，吸引大家都愿意到北京来相

互交流我们的思想和看法，而非一个充满进攻性的帝国，就像欧洲也

可以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帝国，而不是一个进攻性的帝国，后者在十九

世纪的殖民主义中得以体现，非常可怕，其终结於二十世纪的两次

世界大战。许多人从近东、东南欧比如乌克兰，蜂拥来到欧洲，因为

欧洲对他们而言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工作、自由和安

全，我设想中国在未来也会是这样，许多人愿意在中国生活，因为这

里有工作、安全、自由，也有很多人，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打住。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

我想给莫尔特曼教授提一个问题，在目前的现实中，应对恐怖主

义的一直是各国的政权关心的问题，对於这些政权来说，纳税人供养

了政府，他们必须来保护自己公民面对恐怖主义时的安全。所以他们

往往採取的是用强硬的手段来保证做到这一点。

现在莫尔特曼的政治神学提出用爱仇敌的思路来改变过去敌我关

係的思路，这让我想起中国历史上孔子和孟子的遭遇。孔子和孟子处

在一个战国时代，各国政府考虑的是怎样富国强兵，怎样在战争中取

得胜利？而孔子和孟子在他自己的时代，到各国去游说，不断地遭受

冷遇。因为那个君主们需要的不是仁爱，而是怎样富国强兵。

我想问莫尔特曼教授的，那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提出



基督教文化学刊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第34辑 • 2015秋48

爱仇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取代刚才莫尔特曼教授说的反恐主义这种

思维方式，会不会遭到中国历史上孔子和孟子那种落魄的命运？

另外，莫尔特曼教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思考？我们怎么去说服作

为现在应对恐怖主义主体的政府？

莫尔特曼：

我们的政府必须反抗恐怖主义，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同时共

同体也需要做事情。短期而言，军事打击对恐怖主义来说是必要的；

长期而言，反抗恐怖主义必须通过教育，就是要克服人的心理和头脑

中的恐怖主义。因为反向恐怖主义只能导致恐怖主义的继续产生。

我们刚刚有一个来自阿富汗的小女孩因为教育得到了诺贝尔和平

奖。她在巴基斯坦推行教育，反对塔利班，就长远而言，我相信这是

正确的道路。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谢谢莫尔特曼教授，我想把话题再往前推进一步。我跟秋零交

流过多次，爱你的仇敌，这背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借莫尔特曼教

授刚才讲的反向恐怖主义来谈一下。以恐反恐，最后不是能消灭恐

怖主义，而是增加恐怖主义，如果跟这个东西关联起来，是不是有这

么一种可能？其实有很多神学，有像爱你仇敌这样的一些教义，未必

真的是让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而可能更多地是提醒我们，我们不

能爱我们的敌人。当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其实做不

到爱我们的敌人的时候，那时候再讨论什么是前提？否则我们都以

为我们代表正义，我们能用正义的战争去消灭恐怖主义，最后真的

是会非常成问题。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逻辑去考虑这个，也许可

以这样去引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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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刚才莫尔特曼教授非常简短地回应了，我觉得他谈了两个重要的

问题，还是非常有啟发性的，而且给我们有非常大的提醒。

第一个他认为人民主权，主权在民，这个主权中有着一种超验价

值思考的维度，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超验的或者在人民之外，另外更加

不同的价值或正义支撑的话，所谓人民主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是

要打折扣的。人民主权不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饱满的，能够自我证成

的东西，我觉得莫尔特曼刚才谈到了这一点，人民主权和超验正义是

有一定关联性的。

第二点谈到的更重要的是，他谈到了古老的契约。我想引申谈一

下感想，这个契约实际上是双重的，无论是天子、国王或者人民或者

统治者，他是和一种超验的神或者价值、上帝或者说哪怕是中国古老

的天，有一个定约关係。

第二个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样一个主权者，他何以有资格，

能够和一个超越者订立盟约，人民之间，每个个体之间、社会之间，

公民之间是不是也有契约，然后把自己的权利、自由或者自己的一些

价值授权给统治者或者主权者，然后他再来代表人民或代表每个人来

和上帝或这个超验者定约。

历史过程中我们总是看到一些自以为代表人民、社会或不同的阶

层来和上帝定约，但问题是他自己有没有资格或者他的代表性是来

自哪里？是来自选举？还是来自大家一种基於传统或基於卡里斯马的

影响力，甚至来自於暴力？我觉得，在政治神学的过程中，这个约有

两层，一层约是主权者和上帝的定约。第二个是每个人和主权者来定

约。但中国近百年来的最大问题，可能和西方18世纪、17世纪前后面

临的问题相一致。

刚才莫尔特曼也谈到了，这种宪制、宪法、宪政制度，它是和主

权者的资格相关的，因为这个资格来自於超验的价值，作为中介者它

使超验价值所具有的自由、和平、希望，爱、最基本的安全，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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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之中。

政治神学的啟示在於，我们能够在个人社会契约，个人之间和主

权者的订约中，形成一个新的价值维度来平衡这种盟约。在中国的传统

中，虽然我们有王命在天，但是这种价值的制约力度不够。西方在希特

勒时期，默茨（Johann B. Mezt）和莫尔特曼先生他们有一种新神学，对

希特勒的专制集权发出了一种反抗的声音。这一点上，是和卡尔 • 施密

特的神学不同的。所以我想问莫尔特曼一个问题，从政治神学的角度来

说，您觉得您和卡尔 • 施密特在对待专制的问题上，最大区别是什么？

莫尔特曼：

卡尔 • 施密特只是政府的主权。他也说民主，他並不赞成魏玛政

府。他说的是统治者绝对的主权，所以他比较赞成希特勒的专政独

裁，元首的话就是法律，主权者是绝对的。他並不希望向任何人报

告，他理解不了所谓人民民主或者是来自圣经的人民主权，他不懂这

些东西。

我说的不是人民之间的盟约或主权者和子民之间的盟约。首先这

个盟约是上帝跟人的，然后是统治者跟人的，所以，首先是人的政府

跟天的盟约。我想这是讨论限制法律权力的出发点。所以说这个统治

者首先想的是宪法。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莫尔特曼教授在演讲当中，对西方自身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莫

尔特曼教授也对西方自身提出了很多的质问，有些逻辑在西方也是很

成问题，比如“9•11”以后，到底是什么给了某些国家的掌权者这么

大的正义性、合法性，能用战争去消灭另外一种政权？

包括对正义战争这个概念的命名，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我印象最

深的，而且真的是深表钦佩的，就是“9•11”的第二天早晨，我给几位

美国学者发了邮件。因为我当天晚上看了一夜的电视实况转播，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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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惨烈。其中有一个邮件的收件者就是罗伯特 • 贝拉教授（Robert 

N. Bellah），他第二天给我回覆这个邮件，我的确很受感动。本来我以

为他会表示愤怒，他却说：这个事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像很多美国

人说的要发动反击，则是一个更大的灾难。这是9月12日早上，他从一

个学者的角度，一个神学家的角度去考虑的问题。

我想这种政治神学可以让我们得到新的逻辑，一种自我批判的维

度，其实对我们反思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刚才莫尔特曼教授和几位教授的回应，也是我思考的问题。關於

正义、公平的理解，有没有正义和公平？对於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假命

题，正义和公平只能是对一个共同体而言。在这个共同体中间寻找的

正义和公平，它只能是以一种契约的方式来构建的，大家共同形成一

个制约、保护我们生存这样一些规定，这个契约应该说在基督教传统

中间，它这个约的宗教有很深刻的体悟。

我们今天社会这种契约，实际上就是人际之约，它应该有二维，

其中一维能够信守之约要靠文化靠教育，这是内在的熏陶。外在必须

要有规范和法制，违反这种契约会遭到惩罚，不管你是君王还是个

人，这一点是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这个人际之间的契约经常被破坏，破坏者往往他是以

一种好像是人民的代言者。这种方式在今天的社会还能不能够像古代

那样，有一种神圣之约，神人之间的关係，超越性地对现实契约的监

督。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的话，社会就会混乱，所以我们说的今天社会

为什么这么混乱。包括今天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传统说举头

三尺有神明，有一种外在的约和内在的一种自律，没有这种的话，这

个世界确实是让人感觉到没有希望，所以我们谈希望神学，之所以对

於莫尔特曼的思想非常感兴趣，我们要在今天的社会中间寻找出一种

希望，所以我想问问莫尔特曼今天我们这种社会还能不能重建一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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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之纬，以神圣之约来监督人际之约？

莫尔特曼：

我是一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我经历过第二次世界

大战，普遍而言，我们需要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在现代世界中，我们

强调生命的神圣性才能尊重生命。敌人的生命不是虚空的生命，我恨

我的敌人，会让我很空虚，我需要爱我的敌人。

我的责任不仅仅说反对我们敌人的生命，同时敌人的生命要反对

空洞、空虚，这是我现在能想到回应你的问题。

彭小瑜（北京大学）：

我想说的跟莫尔特曼教授有一点关係，也跟杨老师刚才说的有关

係，因为教授提到教育这个问题，其实在战争和恐怖主义问题上有一

个有意思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统计过没有，如果对比美军在珍珠港

伤亡的人数和“9•11”伤亡的人数，后面的人比前面的人要多。而更

糟糕的是“9•11”大部分是平民，珍珠港大部分是军人。但如果你们

去看美国的报纸，我们老是拿美国做靶子，也应该提醒我们自己，美

国人是很有进步的，一定程度上归功於像莫尔特曼教授这样的人以及

他在美国的同事。因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所有的报纸和媒体几

乎是一边倒，呼叫着要跟日本开战。在那个年代不是问题，你都已经

轰炸我的海港和军舰了，就是开战了。

如果去看一下“9•11”时的媒体，大部分的美国媒体没有用这种

态度，这是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我们国内可能没有作充分的对比和研

究。如果你再看一看杜鲁门在广岛和长崎丢下原子弹的报道，美国所

有的报纸头条都是欢呼声，其中有一个报纸的记者问总统，你觉得怎

么样？好像他只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说这笔钱总算没有浪费。那边是

30万人刹那间就灰飞煙灭，这边说这笔钱没有浪费。还有一句话，

我欣喜若狂。你们再看一下“9•11”以后的美国总统说：“希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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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精确制导的导弹没有炸到妇女儿童。”世界在变化，美国也在变

化，在这个意义上，向莫尔特曼教授表示祝贺和感谢。这是人类在20

世纪后半期，通过宗教学者和其他社会人士的努力，造成一个大的仇

恨的变化，因此才会有我们的今天，虽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

大的形势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谢谢彭小瑜教授。莫尔特曼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巴门宣言，提到

希特勒时代作为政治神学重新思考的起点。其中里面有一句话：为什

么在当时只有那么少的神学家反对希特勒？这就像彭小瑜教授说的与

60年前对比，确实有非常巨大的变化。这是人文学的无用之用，我们

应该还是可以给自己一点信心和安慰的。

李丙权（中国人民大学）：

莫尔特曼教授提到了關於面对恐怖主义民主制的困局。您知道

在中国有很多民主制的信徒，尤其是美国民主制的信徒，民主制里面

也有困境，有自上而下的恐怖，也有自下而上的恐怖。中国对民主讨

论非常多，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着的，比如在香港发生着的“佔中”事

件，也会让我们很多人从很多侧面去反思民主。有时候民主也含有暴

力的成分。

您也提到了卡尔 • 施密特的学说，在中国有趣的现象是，卡尔 • 

施密特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並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影响。我认为

这是一件好事，可以给我们不同侧面去思考民主和政治的问题。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卡尔 • 施密特在中国著作的传播？我也非常

好奇它跟中国传统思想的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第二个问题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不同的时代，随着文化的

发展，定义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您提到正义的和平，中国人一向是很

热爱和平，只要跟中国人说和平就够了。西方人也讲过，没有好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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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没有坏的和平，好像和平本身就是够好。但是加上一个正义的

和平，会让人问，是否还有不正义的和平呢？就像杨老师说的，恐怖

主义可能是界定的一种话语。我们在讲正义和平的时候，添加了“正

义”作为修饰语来说和平，这中间有没有隐含了某些具体的内容？或

者里边是否也有某种秩序或者话语权力的因素在里面？

莫尔特曼：

卡尔 • 施密特的敌我思考是二元论的思考，他的东西在神学上没

有得到很好的辩证。这里确实有一个不正义和平的秩序，比如说朝

鲜，他们没有正义的和平。这个就像我说的，你们中国人讲的和而不

同，每个部分都感到满意，而且有和平。卡尔 • 施密特在西方其实没

有多少支持者，只有寥寥几位，比如说列奥 • 施特劳斯。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谢谢莫尔特曼教授的回应。

刚才这个简短的讨论，我也想到了莫尔特曼教授的演讲里边提

到的正义和平，怎么从正义战争变成正义和平，确实跟下午的希望

神学讨论是有关的，在什么意义上才能讨论正义和平。这里面可能

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究竟是一定共同体的“社会正义”保证了社

会的和平，还是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和平反过来引证社会正义的

存在？

这个问题，还跟刚才卓新平教授的提醒有关。我们在什么意义上

才能谈正义？也许人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能谈的正义只是我们共同

确认的。相对於正义的原则而言，那不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我

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特别有啟发性的。

提问1：

莫尔特曼教授，您好，我是来自北航法学院的博士生。我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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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您在理论当中批判了巴枯宁和卡尔 • 施密特的两种政治神学理

论，巴枯宁倾向於否定政治神学的合法性，而施密特倾向於神化政治

权力，尤其是神话政治人格和政治权力。但是我想，在西方的神学传

统中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政治神学，就是它虽然承认政治权力的

神学基础，但是它强调对政治权力的一个制约，无论是主权者还是国

王，並不享有决断性的政治权力。人只有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形成制

度之间的一种制衡，才能实现政治权力向善的维度，这种是不是可以

算作是另外一种西方的政治神学传统？

莫尔特曼：

是的，确实存在一种民主式的政治神学，比如在卡尔 • 施密特时

代的美国就有不少对契约论的思考。卡尔 • 施密特目前在德国的追随

者极少，而且他们都已经很老了。

提问2：

我是环球时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恐怖主义

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像中国新疆也发生了类似

的事件，您说到要教育恐怖主义，如何对他们实施教育？如何才能成

功地把他们教育成功呢？

莫尔特曼：

就长远而言，克服恐怖主义者是需要通过教育的，我们要改变人

的内心和大脑，去克服在我们头脑中恐怖主义的诱惑。如果恐怖主义

把死亡当做是神圣的话，世界上的宗教必须站起来反对恐怖主义。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经常希望能够标本兼治，莫尔特曼教授治本，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眼前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人文学的思考，宗教学者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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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能够更多地参与一些什么？可以简单地回应吗？

莫尔特曼：

对於年轻人来说，恐怖主义是一种诱惑，是一种吸引，他们离开德

国，比如说去叙利亚参加恐怖主义的战争。德国的穆斯林团体帮助年轻

人去对抗这种诱惑。如果你在现实当中碰到很多问题，容易受到诱惑去

谴责这个世界，想把这个世界置於死亡，而恐怖主义有很多这样的土

壤，有这样的诱惑。在西方国家，在年轻人确实面临恐怖主义的真实诱

惑。克服恐怖主义需要教育，比如在我们德国，我们要教年轻人要对别

人怜悯，而不要去恨其他的信仰者。

宗教教育，要教育年轻人去建造自己的生命，这两种教育是克服

恐怖主义最好的药。

提问3：

我来自新疆，我可以说比较深刻地体会到新疆人对恐怖主义的感

受，“7•5”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读研。我们

在学校宿舍里头就可以听到外面的枪声，可能比報導的更要重一些。

当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到了大学去工作的时候，在车站看到了很多维

吾尔族的小孩，他们穿着很髒的衣服，还有很多小孩光着脚在地板上

随意走来走去，这可能就是恐怖主义的温床。

都说少数民族的孩子他们在接受教育，他们的经济发展了，以及

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工作的就业机会等等这些事情，但遇到了比较

窘迫状况的时候，恐怖主义就会在其中滋生出来。什么时候这些少数

民族的孩子，他们能够在工作、自由和安全这些方面，得到保障的时

候，那么可能恐怖主义也会相对没有现在这么猖獗。

刚才教授说的，恐怖主义有很深的宗教根源。既然都属於同一宗

教，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同胞？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学界对於

恐怖主义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深度？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策略？



化通玄理：基督教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

No. 34 Autumn 2015
    

57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们是有办法的。我对现在的一些

做法持一种保留态度的，必要的秩序一定要維繫。但是你刚才说教育

的问题、信仰的问题要解决，为什么同样一个民族中间有被杀害的？

他有很深的信仰精神误解的问题。就是同样一个伊斯兰教，被不同

的信奉者所误解，就出现了这种偏差。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治本的话，

攻心为上，必须要把教育跟上。这个教育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现实社

会的世俗教育，再一个是宗教领域的信仰教育。我们现在感到这个问

题，要正视这种信仰的存在，从信仰的内在建构中间改变这种局面，

这个方面我认为做得还不够。我个人认为如果从长期来说，必须现在

在这个方面弥补，有的人认为觉得这是远水不解近渴，可如果现在不

做，不仅是近渴，以后可能还会渴下去，甚至会乾枯。教育要从人心

方面改变，刚才莫尔特曼教授说得非常好，人从内心，从精神层面改

变这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取向，离开了他本身的宗教信仰，从外

在的层面是做不到的，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应该想一想，在这方面是不

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莫尔特曼教授在他的演讲里面提到，心灵深处的问题用心灵的方

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引起的冲突，可能也只能回到文化问

题上，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刚才新平教授再次强调，如果我们现在

还认为那是远水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发现干枯已经不远。眼前的问

题，可能是后人更难处理的。

大卫 • 贾思柏（David Jasper，中国人民大学/格拉斯哥大学）：

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反思，算是对今天早上的座谈的回应。我觉

得很多人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不同的语言之间，都在努力的翻译，

德语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熟悉的语言。我懂一点德语，但是不能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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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顺畅地体会对话之间细微的差别。

在欧洲、英国和美洲，在20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许

在这儿也发生了。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文化的许多方式也是

一种言语，特别是在政治和宗教中，特别是宗教和政治结合的地方、

相呼应的地方，它们的含义有所改变，而且衍生出新的含义，这对我

们来说非常困难，而且不熟悉。这种情況下，特别是有的对话中，我

们在挣扎，特别是一些特别的言语，比方说恐怖主义或者是某一术语

或者是我们很熟悉的词——战争与和平，都在被不断地重新定义，而

且在现在已经完全，哪怕是恐怖主义都有点不同的含义了。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体会到有一些语言上的便利，但是语

言也有危险，特别是我们在这种古老术语，在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术

语之间挣扎的时候。

雷立柏（Leopold Leeb, 中国人民大学）：

我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莫尔特曼老师，一个优秀的德国神学家的发

言。20世纪德国的发展历史可能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个借鉴。刚才高老

师也说了一百年以来的历史，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什么是正义，什么

是公平、和平都需要来做分析。

另一点也是自己刚刚想到，我们离一种真正的爱敌人，还是非常

遥远的。如果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得会阿拉伯语言，这个是

非常难的。我跟很多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汉语，这就是共同

的语言，但是我跟阿拉伯语世界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这一个学期在我的古希伯来语班上有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年轻的

小伙子，上个星期就跟我说，他说我很享受你的课，因为我学过阿拉伯

语，阿拉伯语跟希伯来语有很多共同的词。我十年前学的《古兰经》，

我知道《古兰经》跟《圣经》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单词，但是为

了达到可以共通的水平，我还得学习多长时间。民族之间有共同的语

言，还非常遥远。国际的沟通、国际的来往，确实得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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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刚才大卫 • 贾思柏教授和雷立柏教授对今天上午的演讲和讨论做

了很好的点评和总结，我就不再多说了。莫尔特曼教授今天上午的演

讲话题正好和下午希望神学的话题有所关联。雷老师刚才说，我们有

很多路，也许是注定走不到头的，但也许正因为是走不到才需要有了

希望和盼望。基督教神学和政治神学里面有很多可以带给人文学者

的啟发，所以谢谢莫尔特曼教授，谢谢学者们的回应，谢谢各位的参

与。让我们我们期待下午的演讲和讨论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