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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格拉底用理性和道德改造传统宗教，认为神即理性，善为神的本性；用“ 灵机”代替神谕作为

沟通神、人之间的媒介，肯定了人在生活中的主动作用。苏格拉底怀着坚定的唯灵主义信仰，并以身殉道。苏

格拉底的神是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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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人们信仰的神主要是以宙斯为代表的奥林匹

斯诸神。在奥林匹斯宗教受到几乎全希腊人崇拜的同时，也有

一些勇敢的哲学家对这种人性化了的多神论进行批判改造。

苏格拉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目的论和理性主义道德哲学

出发，明确地论述了神即理性、善为神的本性的一神论思想，

用理性的、至善的一神去代替感性的、超越善恶的多神。他认

为理性神是可以认识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内省智慧，即他所

说的“ 灵机”去认识理性神，然后自己去决定自己的行为。苏

格拉底的神学思想有着浓郁的唯灵主义色彩，从而与后来的

基督教神学一脉相承。

一、神即理性

苏格拉底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合乎一

定目的的，它们都是神按照“ 善”的目的进行合理安 排 的 结

果。这种安排和设计万物的神就是充满宇宙的理性，即理性

神。在苏格拉底的理念里，与有形象的传统诸神不同，理性神

无形象，这个万物的指挥者是人看不见的。苏格拉底指出，人

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理性神的存在，因为“ 指挥你身体的灵魂

你也是看不见的啊”<%=。而且他也一再强调事物之所以存在的

真正原因并不是人凭感觉就可以感觉到的，只有凭借人的心

灵、理性才能认识到。“ 如果我用眼睛盯着事物，或者用某种

感官来把握它们，恐怕我的灵魂就会弄瞎。所以我想不如求助

于心灵，在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对理性神的认识也是

如此，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思维，从万物的秩序和目的中去体察

他的存在。“ 这位神本身是由于他的伟大作为而显示出来的，

但它管理宇宙的形象却是我们看不到的”<%=。

神和神性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费尔巴哈看来，神是幻想和

想像力的产物。“ 想像力乃是宗教的主要工具，神乃是幻想、

寓意的东西，而且是人的一种影像”<+=。多神教是人借助于想

像力将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和神化的产物，一神教是人借助于

想像力将人的精神加以神化的产物。苏格拉底就是看到了人

有理性因而能够指挥人的行动这一事实，就凭借想像力将这

一事实加以类比推广到宇宙万物中去，认为宇宙中万事万物

之所以会必然如此，表现出一定的秩序和目的，其原因来自一

个更高的理性———宇宙理性的设计和安排。他说道：“ 住在你

身体里面的智力，既能随意指挥你的身体；那么，你也就应当相

信，充满宇宙的理智，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这个

充满了整个宇宙、能随意指挥世间万物的理性，就是加以放大

和神化了的人的理性。

苏格拉底的理性神思想是建立在猜测、类比之上的，因而

是非常粗糙的。但与传统诸神相比，理性神无形象，人只有凭

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到，因此理性神就摆脱了传统诸神的感性

特点，成为一个超验的、彼岸的、形而上学的纯粹精神。苏格拉

底用一个超越的理性神去取代众多的感性神，一方面深化了

由色诺芬所开创的用理性去理解和阐释神与神性的思想，另

一方面也是希腊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他

之后，当柏拉图用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用不动的第一推动者

去代替传统神作为万物存在、产生和变化的最终因时，就将理

性神的思想推向了巅峰，预示了一个新的、超验的宗教———基

督教的来临。

二、善为神的本性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城邦陷入危机的时期，他认为造成

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雅典人“ 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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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因此，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改

善人的灵魂，使人心向善。传统宗教由于缺乏道德上的崇高

感，就很难起到净化人心、改善社会的功能。为了使宗教发挥

其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的功能，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神，对 神

的本性和职能作出新的规定，苏格拉底 充 分 认 识 到 了 这 一

点。他认为真正的神应远离人类的各种罪恶，神应有其神圣

的本性，即善。为了使神远离人性中的粗鄙成分，苏格拉底开

始用正义、善等道德规范来净化传统神明，使之朝着 至 善 神

的方向嬗变。他的这一工作在柏拉图的《 欧绪弗洛篇》中已

经开始了。

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和欧绪弗洛讨论虔敬的定义。他

指出虔敬是“ 使一切虔敬行为成为虔敬的基本的型”!$#，是虔

敬之事的本质，并请欧绪弗洛回答何为虔敬。欧绪弗洛起初给

虔敬下的定义是：“ 凡是令诸神喜悦的就是虔敬的，凡是不能

令诸神喜悦的就是不虔敬的。”!$#苏格拉底指出由于诸神之间

相互反叛、敌视，在正确与错误、高尚与卑鄙、善与恶等问题上

持有不同观点，因而不能用诸神的情感、意见来定义虔敬。于

是，他又提出虔敬与神意之间何为因何为果的问题。“ 虔敬事

物之虔敬是因为诸神赞许它，还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诸神

赞许它？”!$#经过一番讨论后，他认为虔敬是因，神的喜悦、赞

许是果，虔敬高于神意。“ 如此说来，由于该事物是虔敬的所

以它被神喜爱，而不是因为它被神喜爱，所以才是虔敬的”!$#。

随后，苏格拉底又将虔敬这一概念归于正义概念之下，并指出

虔敬只是正义的一部分。

在虔敬、正义和神的意志、情感之间，苏格拉底认为正义

高于神意，神应按照正义行事，遵循正义的绝对标准。虔敬、正

义、节制等美德都是智慧和善。当正义成为绝对的标准高于神

意时，神也就从传统神话中走出，成为以善为目的指导和安排

一切的新神。这样，通过把道德注入宗教，苏格拉底就使神获

得了神之为神的神圣本性———善。

理性神的善的本性集中体现在苏格拉底对人类的关怀和

惠佑上。传统神是任性的，并非关怀人类，从有关“ 潘多拉的

盒子”的神话叙事中可以看出神对人的戏弄。苏格拉底的神

则关爱人类，他设计和安排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人类的关怀。神

创造了人，并为了各种有益的目的而造出了人的各个器官，在

所有的生物中，神只让人能够直立、有手，并有语言表达能力，

因此人类就有了更大的幸福。更要紧的是他在人里面放置了

一个理性灵魂，使人能够认识并敬拜理性神。有了理性灵魂，

人就能够“ 预防饥渴、冷热，医疗疾病，增进健康，勤苦学习，

追求知识”!%#。神明还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操心，把自然万物

设计得能够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他首先把光明提供给人类，并

为人类的休息提供了黑夜。把水分、土地和季节一起供给了我

们，使田地能够产出粮食，牛羊等其它动物的生长也是为了人

类。神明还把表述能力赐予我们，使我们能“ 制定法律，管理国

家”!%#。总之，与任性的、有着强力意志的传统神不同，理性神

以其关爱人类的种种作为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因而理性神更

能激发起人类的崇敬之心。

三、神谕和“ 灵机”

作为雅典公民，苏格拉底遵照城邦风俗也从事占卜和献

祭活动，但他反对人们事事都去求助于神谕，而是明确地划分

了人的领域和神的领域。他认为“ 那些结果如何尚难确定的

事”，以及涉及人生祸福的一些隐晦的事情，“ 神明都为自己

保留着”!%#。在这些事情上人们可以通过占卜求得神明的指

示。“ 至于想要熟练于建筑、金工、农艺或人事管理工作，或想

在这一类艺术方面成为一个评鉴家，或者做一个精于推理、善

于持家 的 人 ，或 者 想 要 做 一 个 有 本 领 的 将 领 ，所 有 这 一 类

事 情 ，他 认 为 完全属于学习问题，是可以由人的智力来掌握

的”!%#。也就是说建筑、农艺等这些事情是属于人的领域，人可

以凭自己的理智本性通过求知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自行决定

行止。这样，苏格拉底就限制了神对人统治的范围，肯定了人

在生活中的主动作用。

苏格拉底的神是理性神，对神的信仰也就是对理性的信

仰。色诺芬说苏格拉底也从事占卜，但苏格拉底与那些根据异

鸟等外在的现象求神谕的人不同，他是“ 照着心中的思想说

话，因为他说，神明是他的劝告者”!%#。“ 照着心中的思想说

话”，也就是照着人心中的理性说话，人的理性与充满宇宙的

理性是相通的。这种人神的沟通，就涉及了苏格拉底的“ 灵

机 ”。 在《 申 辩 篇 》中 ，他 说“ 有 一 种 神 物 或 灵 机 来 到 我 身

上”，并说“ 这是一种声音，我自幼就感到它的来临；它来的时

候总是制止我去做打算要做的事情”!"#。柏拉图的《 会饮篇》

中说“ 灵机”（ 精灵）介乎人神之间，它是人和神之间的传话

者和翻译者，把人的祈祷祭礼传给神，把神的旨意传给人，使

人和神沟通起来，并说苏格拉底经常处于一种出神状态，长久

站立凝神默想求得内心的启示。

“ 灵机”是声音、命令，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要人经过凝

神默想才可获得。对于苏格拉底的“ 灵机”，黑格尔说道：“ 过

去必须由神谕来决定的事情，在苏格拉底内心之中，则有必要

以灵机、神谕的方式来进行决定。由此可见，灵机是介于神谕

的外在的东西与精神的纯粹内在的东西之间，灵机是内在的

东西，不过被表象为一种独特的精灵，一种异于人的意志的东

西。”灵机就是人“ 自己独自决定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善的

⋯⋯人对于他自己所应当做的特殊事物，也是独立的决定者，

自己迫使自己做出决定的主体”!&#。

在苏格拉底看来，真理、善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对真和

善的把握无须求助于外在的宗教、神谕、习俗等，而只须通过

理性对自我进行反思，从自身之中把真理发展出来。自我意识

是人的本质。人在对自己的一些特殊情况进行决断时，只须反

思自身，按照智慧提供的理由自行决定，因而人在认识上和意

志上都是自由的。这种撇开外在的神谕，仅仅借助于对自身的

反思而达到真理的认识方式，就是苏格拉底的原则。他的这一

原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并未认识到

人的内心是如此自由、独立的，因而往往让神谕这个外在的东

西来决定自己的认识和意志。苏氏则试图唤醒沉睡在人身上

的自我意识，让人从神谕的盲从者转变为意志自由的主体。从

神谕到“ 灵机”，自我意识的自由就生长出来了!&#。

苏格拉底到处找人谈话，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发每个人自

己的“ 灵机”，让人照顾自己的心灵，“ 认识自己”，去过经过

理性省察的生活。他企图用“ 灵机”代替神谕，用理性神去代

替旧神，因而遭到雅典城邦的控告，他也以自己悲剧性的牺牲

献祭于他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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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唯灵主义

苏格拉底的神是理性和善的化身，在理性神身上体现了

苏格拉底对智慧的热爱和对善的推崇。理性神无影无形，人看

不到神的存在，但神可以通过声音、托梦等方式降临于人，人

也可以通过“ 灵机”去领会神的旨意，达到人神相通。与有血

有肉、感性直观的传统诸神相比，理性神是一种彼岸的精神，

他有着超越性和神秘性的特点。

苏格拉底对理性神有着坚定的信仰，并把听从神的命令，

从事哲学实践和改善人的灵魂看做是神赋予 自 己 的 伟 大 使

命。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首先关心改善自己的

灵魂”，因为“ 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可以给人带来金

钱，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其他一切好事”@AB。为了改善人的灵魂，

苏格拉底四处奔波，对遇到的每一个人进行劝说。他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追名逐利或无所用心的状态中唤醒，引

导大家去思考人生的意义，过经过理性省察的有道德的生活。

苏格拉底的神因其超越性和神秘性与雅典人所信奉的奥

林匹斯宗教格格不入，他改善人的灵魂的理想与实践也与深

陷于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之中的雅典人的生活态度相悖逆，

因此他被他的同胞控告、判刑、处死。然而面对死亡，苏格拉底

并无恐惧，而是坦然受刑，视死如归。柏拉图在他的《 斐多篇》

中集中阐述了苏格拉底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见解以及如何看

待死亡。

苏格拉底认为，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灵魂自此获得

解脱与独立，而且灵魂只有在得到独立后才能获取真理性的知

识。人在活着的时候，灵魂被囚禁在肉体之内。首先肉体以无数

的需要和疾病阻碍我们认识真理，其次肉体又用爱、欲望、恐惧

等充斥我们，使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思想。要想获得纯粹的知识，

就必须摆脱肉体的干扰，而这个目标只有死后才能达到。苏格

拉底强调，“ 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和

分离出来”@CB。为了使灵魂获得解脱，哲学家在活着时蔑视肉体

的种种享受，用理性去净化自己的各种欲望。当他们结束此生

后，他们的灵魂“ 会出现在善的和智慧的神面前”，在那里获得

他们终身企盼的东西——智慧，并与神度过余下的时光，永享

福祉@CB。而那些关心肉体享乐的灵魂，由于受到肉体的玷污，则

再次被禁闭在另一个肉体中，遭受轮回之苦。

蔑视肉体的享乐，致力于灵魂的自由，鄙薄现世的物质生

活，向往彼岸的幸福，苏格拉底的这些观点使他的神学思想充

满了浓郁的唯灵主义色彩，这种唯灵主义是对传统宗教的现

世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否定，而与后来的基督教一脉相通。正是

怀着唯灵主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来世美好生活的向往，苏格

拉底欣然赴死。苏格拉底是为追求真理而死，在他身上表现了

一种为理想而殉道的精神。他的死就成为 CDD 年后耶稣蒙难

的历史原型，而他关于彼岸世界图景的描述以及对生前灵魂

净化重要性的强调，就成为基督教鄙视肉体和现世的物质享

受、追求灵魂的获救和彼岸的幸福的理论来源。

苏格拉底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用一个超验的、全知全

善的、理性的一神去否定感性直观的、非善非恶的传统诸神，

就预示了一个新宗教的来临。他对道德生活的重视，对灵魂不

朽的论述和对来世幸福的向往，这些思想经过柏拉图的进一

步系统化和晚期希腊哲学的发展后，最终融入了基督教神学。

所以，苏格拉底的神是西方多神论向一神论转化的中介。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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