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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论康德在上帝观中实现的哥白尼革命
¸

司永慧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

[摘  要 ]   海德格尔认为上帝问题是康德哲学隐蔽的刺激,驱使着5纯粹理性批判6的全部思想, 并推动着康德此后的主要

著作。由此可见, 上帝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批判传统意义上帝观的同时, 完成了对宗教理性根基的内在转
换, 使其由以知识论为基础转换为以道德论为基础, 进而在宗教批判的领域中,引发了一场伦理意义的 /哥白尼革命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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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
不能回避 /上帝0这一概念, 每一阶段上帝都会以不同的身份

和地位出现, 充当哲学家们建构自己逻辑体系的 /帮手0, 而
在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大陆理性思维批判的矛头直指中世纪

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 ) ) ) 宗教神学。人学对神学的审判成

为当时时代的主旋律 ,一向被尊为至高无上, 全知全能的 /上
帝0,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康德哲学在批判了传统意义上帝

观的同时, 完成了对宗教哲学理性根基的内在转换 ,用康德
的话说, 对于上帝, /我之确信 , 非逻辑的确实, 乃道德的确

实。0 [1]使其由认识论为基础转换为以道德论为基础, 更多的
把它放入伦理学的范围内去讨论它的道德含义。并进一步

扭转了道德与宗教的相互关系, 突显了人的主体需要, 这时

的上帝已经不在是道德本身,而是成为了人们实现道德追求
的手段。 /道德学原理并不是由于神学来的, 而乃是纯粹实

践理性自身的自律, 因为这种道德学并不拿关于神和神意的
知识作为这些律令的基础。0 [2]康德对于上帝的改造不仅仅

是从理性领域到实践领域,而是如同他在纯粹理性范围内发

生的认识 /哥白尼革命0一样, 在宗教批判的领域中也同样引
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伦理 /哥白尼革命0。

一、康德前的宗教批判及其理论困惑

从 /自然本原0到 /理念0的哲学追思本身就包含着走向
精神上帝的趋势和倾向。自基督教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以

来, 上帝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都充当着第一观念, 是一切思
考的出发点, 是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 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到

来, 哲学进入了提倡理性至上性的时代并逐渐从中世纪宗教

神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开始了对上帝观的重新审视, 在康
德前的宗教批判主要分为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派别, 对上帝

的批判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 )唯理论的上帝批判

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0开创了近代唯理论的先河, 把上

帝降为人的理性思考到的存在, 人和人的理性是先在的原
则, 这是近代以来, 理性对上帝的首次批判。斯宾诺莎的泛

神论通过把上帝等同于 /自然实体 0的途径让上帝回到了自
然之中, 把理性推到了最高, 这样在近代哲学家眼中上帝不

在是慈父般的人格神而是转化成为实体般的自然神, 上帝由
万物存在的第一因转化为万物得以存在的 /形式符号 0。这

样人的理性成为哲学的主题,上帝的神性开始逐渐消解。

(二 )经验论的上帝批判
洛克作为经验论的代表,通过将信仰化为超理性的方式

把上帝还原为理性的一种, 巴克莱用 /存在即是被感知0, 使

得人的感知成为上帝存在的前提,改变了以往 /上帝决定人0
的宗教信条, 从经验的立场同时开展了一场 /上帝人本化0的

批判。

(三 )康德前近代哲学的理论困惑

康德之前的近代哲学,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试图

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完成对 /理性神0的改造, 上帝本身理性
内容的神秘性又驱使着从经验论出发的休谟对理性上帝的

怀疑, 强调我们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随之陷入 /独断0的危机。莱布尼茨从唯理论出发试图找到

上帝存在于自然的固有规定性的理论前提, 但最终难逃 /独

断0的命运。这样近代哲学家在批判理性上帝的同时, 陷入
了自身的理论困惑中。如何才能既解决理性上帝的存在方

式, 又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依据, 成为哲学面临的严峻

问题,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无疑就是康德。
二、康德宗教批判中的上帝观

(一 )认识界限之外的上帝
诗人海涅曾经这样评价康德: /他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

的哲学家, 他袭击了天国, 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 这个世

界的最高主宰未经抵抗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 , 而他的老兰
培作为一个悲伤的旁观者,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 , ,

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 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会幸福
, , 0在此海涅生动贴切地概括了上帝在康德哲学中的意

义, 于是我们看到了5纯粹理性批判6中上帝的不可知和 5实

践理性批判6中的上帝公设。
康德认为纯粹理性的概念就是理念, 由于康德在5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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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批判6中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划清了

认识的范围, 认为人类只能认识现象世界, 对于超验的本体

或自在之物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到达不了的, 自由、灵魂不

朽、上帝存在这些本体的问题都作为了 /自在之物0被幽禁在
不可知的冷宫之中。

在5纯粹理性批判6中, 康德通过对以往的宗教神学中关

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批判, 得出一种全新的上帝观 ,认为无

论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还是宇宙论或是自然神论

的证明, 都是知性向着超验世界的思辩运用, 这是一种逾越

权限的做法, 康德认为知性只须去认知, 这是以经验世界为

对象的活动, 上帝这种超验的本体则非认知能力所能达到,
所以康德在强调上帝不可知的同时并没有否弃上帝本身,而

是对传统神学上帝观的否定,继而试图建立新的宗教理性根

基。

(二 )道德实践的必要前提 ) ) ) 上帝公设
康德有这样一句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 愈反复

加以思维, 它们就使人心充满了翻新不辍、有增无已的赞叹

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0 [ 3]通过纯粹理性的

批判, 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无法认知上帝的存在, 星空虽大,

却容不下超验的上帝, 但为了 /心中的道德法则0上帝就被请

到了比理性更为自由的道德领域中,因为康德认为在道德领

域中存在一个德性与幸福的二律背反, 要解决这一二律背
反, 仅靠绝对命令是无法实现的, 必须在实践领域内进行道

德公设,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道德的最高理想 /至善0,才是协

调德性与幸福二律背反的理想目的。

康德在推展自己的人学思想时在实践领域中遇到了困

难, 因为在现实中有德性的人不一定会得到幸福, 而幸福的

人不一定都有德性, 于是他发现 /幸福与道德原是至善里面

所包含着的两个种类不同的要素,因此它们的结合是不能在
分析方式下认识到的 ,而是这两个概念的综合。0 [ 4]这种 /综

合0也不能依从经验的原则,因为在现实中 ,在有限的理性存

在者那里, 要完全达到 /至善 0是不可能的, 要设想这种可能

性, 就必须公设一定的条件, 这样才能在实践领域中使人们
相信道德, 学会自律, 获得幸福。为此康德提出了实践理性

的三个道德公设:

1.意志自由。 /通过意志自由来实现至善乃是一种先天
的 (道德的 )必然0 [ 5]。这里康德认为自由是人们道德活动

的先决条件,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决定自己的道德活动, 而非

是有目的、被迫的行善, 这种自由的意志是科学所不能认识

的, 所以必须人为的设定, 把它作为实践理性的第一个必要
的假设, 是 /先天的必然0。

2.灵魂不朽。理性存在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是不可能进

行无限的德性修省达到 /至善0,所以要使 /至善0成为可能,

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必须公设灵魂不朽, 这样在有生之年不
能完成的目标也可以灵魂不朽的条件下成为可能。

3.上帝存在。如果说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保证了人可以

通过不断的道德自省达到 /至善0, 那么如何衡量这种自省的
标准和与之相匹配的幸福呢? 理性告诉我们, 应该有这样一

个神, 这个神也必须是全知、全能、全善的, 因为他必须能洞

悉人类的道德理想, 那么这个神也只能是上帝。这样在纯粹

理性中被驱逐出去的上帝又在道德领域中被请了回来, 然而
这时的上帝已被剥夺了道德的立法者和颁布者的地位, 只是

人们道德行为的最后归宿而已。在此康德把上帝作为伦理

的概念, 上帝已不再是人的理性需要, 而是人的道德需要。

三、宗教批判中的 /哥白尼革命 0

(一 )涵义阐释
康德通过三个道德公设,把上帝从理性的范围内驱赶到

了道德领域, 但却没有满足于把上帝仅仅从理性神转化为道

德神, 而是在实践领域内引发了对上帝观伦理学的全面改
造, 颠覆了以往哲学家把理性作为上帝存在的基础。

上帝作为道德存在的基础这一关系, 认为人道德行为的
基础并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的内在道德自律, /道德本来并

不是教我们怎样使自己幸福的学说,而是教我们怎样才配享

幸福的学说。只有加上宗教之后,才有希望有朝一日依照我
们努力使自己配享幸福的程度二分享幸福。0 [ 6]追求幸福的

/希望只是随着宗教才开始的0, 这样在康德那里, 宗教存在
的价值仅仅是为了道德的主体 /人 0能够在道德实践中保证

一定的公平性 ,获得 /至善0的道德理想,所以需要道德公设,

这样公设上帝存在的前提就是为了满足道德主体的需要,在
这种意义上, 上帝因人而被需要, 这就打破了宗教观中上帝

被人而需要的传统, 宗教的意义在于道德完善的需要, 进而

扭转了道德与宗教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不是宗教导致道德
而是道德导致宗教,不是神学的道德而是道德的神学 (道德

宗教 ),完成了他具有宗教伦理意义的 /哥白尼革命0。
(二 )康德在上帝观中实现哥白尼革命的哲学意义

1.康德上帝观的 /哥白尼革命0, 建构了自己的伦理学体

系, 完成了宗教根基的内在转换, 建立了以道德为基础的全
新宗教观, 把上帝变为一个道德概念去协调伦理学中德性与

幸福的二律背反,这样的上帝远离人之外, 仅仅作为道德的
守护神而存在。这样使哲学的研究价值最终转向了 /人是目

的0,他颠覆了传统意义上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为哲学与宗教

划界, 在哲学领域中不再有上帝存在, 而只有人的理性, 信仰
领域中不再有理性的存在,而只有人的道德。这样哲学与宗

教有了明确的研究领域,获得的各自独立的发展。

2.康德上帝观的 /哥白尼革命0, 直接影响了费希特的
/以道德为基础的泛神论宗教观 0, 费希特把康德的 /道德必

然导致宗教0直接发展成为 /道德就等于宗教0, 从而使宗教
哲学与论理学合二为一,同时康德道德哲学中潜在的一些问

题 (自律与神助,理性与神秘的关系问题 )也推动了后来的人

们再思考。有效的推动了后来从费希特到谢林再到黑格尔

哲学的再认识, 使宗教哲学以全新的角度出现在哲学家面

前, 不断的深入发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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