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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暸解西方文明，讀點《聖經》知道，人類滅亡，宇宙長存。“科

學知識不能給人生提出目的。”科學≠真理。“即使科學在某種未曾料及

和令人驚異的秩序中發現了美和完善，我們的思維也不是上帝的思維。”

理性經濟人≠人。西方經濟學 = 唯利是圖學，從來不是任何國家體制改

革的圭臬 —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文藝復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本主

義，“它的英雄人物是托馬斯·莫爾；它的最著名的學者和著作家是伊拉

斯謨。”基督教、伊斯蘭教源自猶太教。出類拔萃的猶太人與其人口規模

不成比例，是因為重視教育？直到以色列復國以前，皈依猶太教 = 嚴格

自律 613 n+1 條清規戒律 + 飽受歧視、迫害和屠殺。兩千多年來，猶太人

不斷總結追求大同理想帶來的災難，創劇痛深的血淚教訓是堅定信仰，矢

志不移：“人，尤其是權力和財產的擁有者，自然會反對完整實現神的真

理和正義的要求，因此他們試圖把上帝的事業限制在神聖的領域，而在所

有其他領域只是通過言詞和象徵承認他的權威。這正是先知們的抗議產生

的原因。”1 

 

                                         
1 馬丁·布伯：《論猶太教》204 頁，商務印書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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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与科学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2 

 

过去的五百年要求我们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来自何处，我们

追求什么，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中世纪的大学是精神上封闭的机构，神学在那里占着统治地位。神

学的权威代表基督把科学划分为许多学科。但是，在大学之外兴盛起来

的、独立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以及新的人本主义却进行过最彻底的理智再

建和新的虚心坦怀的运动，这是一个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过程。它之所

以是如此的彻底，是因为由此而改变了真理的概念。但是，这个变化的

轴心则是现代科学的确立。 

〈真理与科学〉是我所选定的论题，以便指明大学在今天的意义以

及稍微了解大学在面对着威胁性的世界灾难时所负的任务。 

 

一 

 

现代科学是世界史上独特的现象，它只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在中

                                         
2 选自刘小枫主编：《20 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冊 1553~1570 页，上海三联书店

1991。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1883~1969）是创立人文“轴心时代”的著名德

国哲学家，二战期间，不离不弃犹太妻子不怕陪住集中营；战后，举国瞩目的人格英

雄愤然质问《联邦共和国向何处去？》“一个昔日的纳粹分子竟成了新首相，他居然

厚颜无耻、令人作呕地故作微笑姿态、装出一副代表人民的友善面孔；而社会民主党

竟然也通力合作，共同拥立了这位新首相，并且逐步接受了紧急状态法而放弃了反对

派的立场。”反共政治迫使爱国教授沮丧出走 — 纳粹想做都没做到，孤独老死瑞士

巴塞尔。（汉斯·萨尼尔：《雅斯贝尔斯传》63 页，商务印书馆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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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印度，只发现一些现代科学的素朴的要素，诚然，在希腊，形式更

为丰富些，但是，也只是作些广泛而无边际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早就

停滞不前了。可是在几个世纪之内，现代科学却从理智上、技术上和社

会学上把西方打散了，从而进入了整个人类的范围。现今，现代科学是

在加速的、急剧的进展中。 

最初，现代科学兴起于艺术家的工作室、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唯名

论的哲学、新建立的天文台、动植物的搜集、人文科学的研究、外交官

的观点、以及国家的管理（财政学）之中；— 这种思维方式终于意识

到它自己是一个包括一切的现代的科学方法。 

首先，科学是承认特殊方法及其局限性的方法论的知识。其次，科

学具有必然的确定性，但也承认不确定性。再次，科学不仅在要求上而

且在事实上是普遍地有效。这样，各门科学学科就扩大了它们的领域而

认为对一切对象有效。 

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十分自明的东西只是在西方兴起的呢？

这里，我不想谈到它的产生的顺利的环境，例如：自由，它的发展是通

过教会~国家的二重性、基督教徒与回教徒的接触、教会的分裂、民族

国家的增多而成为可能的。我的兴趣乃是探讨这种普遍的扩大的研究精

神的内在动力。或许能够指明出来几个这样的动力。 

希腊哲学一般地把宇宙看作是某种完善的、合乎理性的、永恒组织

好了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对立物 — 即：无目的、无秩序、罪恶 — 是

虚无，是物质，是不可认识的，是不值得认识的。希腊人不知道我们对

于各种各样实在的强烈兴趣。黑格尔说：“这种兴趣属于一种强度更高

的、依照对象的有限性去研究对象的自信”。 

这种自信有合乎《圣经》宗旨的起源。如果我面见了上帝，世界就

只是在时间迁流中的场所，但是，作为这种场所，它乃是上帝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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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它确实是第二级的存在，不是永恒的和自因的存在，然而作为上帝

的创造物，它是善的。这样看来，一切存在的东西就都是值得认知的。

最小的和最大的，最近的和最远的，最奇怪的，总之，它们没有一个会

常保秘密、隐藏、掩蔽而不可接触。世界将由我们对事物深入的程度而

显现出来；将对我们与事物亲近的思维而显现出来，操持事物，在感性

上经验事物；将对因此而得到证实的知识显现出来。如果上帝存在，那

末，魔鬼、各种魔术的和宇宙的力量，就都消失了，各种虚妄的畏惧就

都消灭了。 

然而，希腊人追求宇宙整体的愿望是仍然继续存在的。要知道，这

种愿望把知识设想为是从事创造的上帝的思维之再思想。上帝被认作是

主管的世界建造者，是数学家，是宇宙理性。希腊有把不和谐的东西设

想为非存在的倾向也同样仍然存在着。黑格尔在事实与他矛盾时，总是

回答说，“管它什么事实。”对他说来，这些事实只是表明“自然无力

服从理念”，只是表明历史中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因为没有本质故而

是无趣的。 

《圣经》的信仰反对这种希腊的遗产，这种遗产模糊了我们对于我

们自己和世界的觉察。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个事实不允许我们漠不关心地

去考虑事实的存在。更有进者，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愿望正是要探究那些

与前已发现了的秩序相矛盾的事实。科学家的逻各斯总是使他在事实前

碰壁，然而，这不是使他抛弃探讨，而是使他在更完善的知识中解救自

己。他感觉到他是以人类的、有限的方式去认识，他不相信任何被接受

了的整体的秩序。 

因此，今天我们不再有一个有效的世界图景。哲学和神话先前所宣

称的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知识，对于人类认识来说，是不可达到的。科学

根本上并且永远是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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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和谐的事实成了吸引的力量，所以，无目的性和恶就成了

追求知识的驱策。世界充满暧昧不明的东西。对真理的渴求必须承认“它

就是如此”。创造者上帝也要服从探讨。在知识中，存在着为追求上帝

而反对上帝的斗争。上帝希求真实，不愿为错觉所影响。任何企图通过

教条和诡辩来安慰和劝告徘徊不定者的神学家都是上帝所拒绝的。 

上帝的思维是如何在世界的各种实在中发现的，这个迫人的问题使

我们达到一个限度，即我们的思维不是上帝的思维；上帝的思维不是我

们的思维；即使科学在某种未曾料及的和令人惊异的秩序中发现了美和

完善，我们的思维也不是上帝的思维。 

同时，这种斗争也发生在认知者和他的颇成问题的理想之间。正如

科学家找出与他的信念和期待相矛盾的事实材料那样，现代的哲学家也

找出了他的对手。真理之显现是以某种显然是自己毁灭的东西为条件的。 

世间的推动力禀承着《圣经》的推动力。冒险精神成了理智的事业，

它要跳过每个视野。 

在《奥德赛》中，但丁预料到现代科学的一种驱策力。奥德赛的思

乡病和对他的亲爱的人们的爱恋都不能满足“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是隐藏

的”这样的渴求。当奥德赛在世界的尽头看到所树立的“要人由此折回”

的界石时，他告诫他的伙伴们说：“不要否定在你生活的最后的部分有

发现的机会，如果跟随着太阳，我们就会成功地发现世界上没有人居住

的地方……不要像牛马那样留恋于生活，而要为名气和知识去战斗。”

他们航行了五个月，一直达到见着另一天极的星斗。“在那里，我们看

到了海中的高山，”— 炼狱山峰。那是太好了。就在那里起了风暴，

大海吞没了船只和人。但丁要使人们灭顶是因为他们敢于超过确立了的

界限。 

现代科学不知道限制。它走向极端，冒着那初看起来似乎是荒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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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危险，以图获得更新的揭示事实的确实性。与现象相违反的思维过

程在古代的依远近看法而不同的概念及其对天文学的应用中（“月亮比

伯罗奔尼撒半岛更大”）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它仍然局限于知觉。今

天，借助于数学的构造，自然科学企图证明对于经验是最荒谬的东西，

以便因此而获得为经验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知识，— 这最多的是新近

的原子物理学中的知识，— 并且也是为了解放出原子世界的能量。 

第三个推动力是在对那自现出来的东西的沉思（古老的理论）和在

思维中产生出那被现象中某种不可知觉的东西所暗示出的东西（现代的

理论）之间的知识的两极性。 

产生的活动成为可靠知识的形式。康德说，我只知道我能做出的东

西。维科说：“历史是最有效的科学，因为，在历史中，我们知道作为

人的我们自己曾经做出的东西”。 

这样，知识就在于对它自己的产物的自身确证之中（自然科学），

或者就在于对产物和人的事迹在思维中予以再演之中（历史），或者就

在于作为生存任务的基础的内在活动的生产中（哲学）。 

但是，“通过生产以获得知识”的主张却易于为权力意志所滥用。 

从自然科学中产生出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最初是适宜于使人摆脱需

求的束缚，适宜于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它却变成了有利有害的东

西，即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潜能同时增加了。最后，技术又被滥用为创

造一切事物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 

从科学历史中产生出实用的~社会学的思想，最初，这种思想是用

来指示对活动和计划有关的与可能的东西。尔后，它被歪曲成企图以设

想的普遍知识为基础的普遍的计划来获得控制历史进程的力量。 

从哲学产生出抑制人类的技术，产生出刻版化和强近教训以致在道

德上败坏自由人们的个人生活的技术。哲学否认了知识，成了武断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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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或以所谓心理分析的骗人的服装来掩饰自己。凡是体验过知识的人

都更能知道过分利用 Saplre aude — 要勇敢 — 这个挑战是不行的。求

知的意志不是无害的学业，因为，知识的后果是不能测量的：现代科学

的开端也就是纷乱的开端。这样，从一开始也就存在着反抗。知识会成

为恶行。有时恐惧心理侵袭科学家并引起良心的不安。 

可是，对于现代一般人心来说，看来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现代人按

动电钮，转动车轮，接通电流，就有了光明、扩音器、电话和热。他走

进汽车、火车和飞机。他不需要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科学和技

术的造作；它们造出各种必须的东西；创造出我们的幸福。专家能够并

且很快地能够做出各种事情。一切人在他们很小的领域内都是专家而期

待别的专家来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每个人生活着好象以为整体是从一

个单独的点被指导着；但是，在这个点上没有专家：他们在那里什么也

找不到。这样，在人生不能根除的需求中，科学~迷信就创造出普遍欺

骗、绝望或冷酷无情的典型的现代意识。 

凡是为这种科学~迷信引导着的人，凡是实际上不知道科学的性质

的人，都以为，在他所使用的和合用的仪器装置的意义上；他就好象合

乎标准地把握了整个真理和实在以及幸福，就好象在这种方式中使一切

都成为可认知的，就好象超出这个之外，就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对于真

理和实在，他成了瞎子。 

但是，科学家们自己看待这情况是十分不同的。他们是承认并且证

明世界的无根据性，对于科学家们，世界是无系统的，是不可系统化的。

科学知识的领域及其令人信服的普遍有效的精确性不能被看作是绝对

真理。 

要点就在这里。科学的确已经实现了一种新的、确定的、庄严的真

理概念，然而这绝不包括所有的真理。相反地，作为普遍有效的准确性

大風網站‧版權所有  https://strongwindhk.com/product/no_hk2022-16-pdf/



 8

这样的科学的真理概念却给另一种真理留有了余地，这就是：大全。 

不否认科学的知识，相反地，从科学的知识受到哺育而向超越性飞

跃仍然是可能的。这一点能够在哲学思维中加以阐明。 

这种飞跃的条件是对于科学界限的清楚的了解。 

在探讨宇宙开端、生命开端、意识开端以及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进

展等问题时，我们就碰到了事实上的界限。我们从来没有把握到整体 — 

不管是物质还是生命，不管是有开端还是没有开端，不管是间断性还是

连续性。在认知活动中，我们只能走向无限。 

科学认识总是意味舍弃整体。例如，海森堡说：“自然科学的每一

进步几乎都是由放弃一些东西得来的”。“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理解’

所提出的要求总是愈来愈狭隘”。 

可以把科学知识的界限表述如下： 

关于事实的科学知识不是对于存在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

特殊的，都是针对着一定的对象和方面的，不是针对着存在自身的。 

科学知识不能给人生提出目的。它愈清楚地了解它自己，它就愈确

定地关涉到另一个它不可达到的基础，即自由。 

科学不能回答关于它本身意义的问题。应该有科学，这是依据于追

求知识的根本意志，这种意志的正当性是不能科学地证明的。 

特别是，科学知识需要一些预先的假设。它知道或想知道它实际上

作了哪些假定 — 这才是它的唯一的非假设性。现代科学的局限是：每

个臆说必然是一个假设，也就必然失去了它的绝对性。 

科学界限是一些暗示。真理要求比纯科学更多的东西。这另一真理

也是思维的对象。 

科学是关涉那种强迫每个心灵接受的东西。真理的考察则是关涉人

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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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通过特殊的研究而完善起来，并且对每个人都是同一的。

对于理性的哲学知识和启示的神学知识的真理性的信念则是杂多的，不

是对每个人同一的。 

科学知识是相对于方法与观点的，因而是普遍有效的。哲学的和神

学的真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是绝对的，但是就其客观的表现来

说，它是杂多的，不是普遍有效的。对于科学的有效性概念来说，这是

很尴尬的，是难以容忍的：真理对于遵奉着它的人并由此而第一次使生

活和生活的探求成为有意义的人来说是绝对的，而这种真理从其科学

的有效性看来就不再是绝对的真理，只在许多精神力量的斗争中才是现

实的。 

科学中的有效性是理智中的共同要素，表现在思维中是所有人一般

意识的共同相关者。哲学的和神学的真理是那种在我们无限多样的生活

交往中要我们必须遵守的东西。 

近五百年来，把科学看作包罗万象的古老概念已经被推翻了。但是

这点并没有立即被认识到。相反地，全部知识，不管是强迫人接受的有

效性的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真理，都与以科学的名称。 

但是，现代科学所排斥的或含糊地包容的东西一向同样都是真理，

而且，今天也仍然是真理。 

事实上，现代哲学是和科学同时出现的，但有另外的根据。现代哲

学不依赖启示去寻求它的理性的信仰，正像科学不依赖启示去追求知

识一样。 

由于都不依赖启示，新的哲学就认为它自己是与现代科学是同类

的；这是对它本身致命的误解。这样，新时代的伟大哲学就穿着不合适

的外衣登上舞台。新时代的哲学在把自己与现代科学等同起来的做法中

就往往丧失了自己，因为它不能满足科学知识对于强迫人接受的确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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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这样，它就受到了蔑视，失去了理智的信心。 

现代哲学只在承认已抛弃的外衣（与现代科学一道，以信仰的词语

说明有组织的宗教思想）才能达到它的真正的身份，而这种外衣是与它

自己的真理不同的真理。由于考虑到这些真理，它就重新获得它自己的

永恒的泉源。究心于来自启示的信仰，它就没有对这个信仰的理解断念，

或者说，它就需要在这信仰的不可理解性中去理解它。在现代哲学看

来，科学是已经达到的迫人接受的知识状况。 

哲学的任务应该是： 

1. 因为，从世界和人的不可穷尽性来看，现代科学是绝不能达到

完全的，所以，向无限前进的命运就落在科学的身上。因此，科学就总

是不恰当的。但是，是处在这个世界中并且不服从于这种可认知性的人

们的自由就应在哲理探讨过程中表现它自己。 

2. 世界之无根据性这点不允许我们把世界当作绝对的实在。哲学

指出与可认知的世界不同的东西；存在和超越性。 

3. 科学确实使我们摆脱了魔术和魔鬼，但是也容许失去超感觉的

根据的存在。哲学又重把放弃了的历史传统建立为密码的境界，建立为

人类精神创造物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超感觉的实在被捕捉到了，或

者说，在这个境界中，人在符号、神话和哲学思辨中理解了包罗万象的

实在的语言。 

在新的知识境况中，那曾经只是表面上失去了的东西又出现了，它

声言要通过密码在存在问题上启迪我们。在密码的高超的语言中，对于

追求真理的人，密码比超感觉的假实在的具体化身更为有作用。 

这种物质性属于作为带有有限理智的、有感觉性能的我们，这种物

质性是奴役我们的。超感觉的实在（超越性）属于作为带有理性的存

在的我们，是使我们自由的。科学使在纯粹密码语言中摆脱物质性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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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哲学力求保持密码的严肃性，在永无休止的时间中以密码反对密

码而挑动这样的战争，即存在的精神参证存在的根据而和自身进行的

战争。 

那末是存在着两种独立的并列着的真理、即科学的真理和哲学的

真理吗？决不是。毋宁说，在一切科学中都存在着这两种真理的区别和

联合。 

可见，在自然科学中，那本身不是科学的信仰信念在研究者的专心

致力中就仍然是动力。例如，爱因斯坦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述出一种“与

宗教感情有关的对于理性的信念，或者毋宁说，对于世界的可理解性的

信念。”精通多种多样的经验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基本假设的单纯性

是不可得到的。因此，他的信条是：“在我们研究的原始状况中，这些

目的的最后达成乃是信仰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信仰，对于知识的自足价

值的信念就不会是强有力的，对我就不会是不可动摇的。” 

在生物学中也是这样。生物学假定活的东西有知觉的基本能力。哲

学相信生命的存在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以迫人接受的知识

的方法证明为客观上确定的东西。为了通过事实的知识永远意识到生物

科学的局限性，这就需要经常地进行批判。 

在神学中，情况仍然不同。与自然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相反，神学珍

视信仰知识的古老科学。现代科学只是作为辅助的东西服务于神学。辅

助的东西仍然可以占优势。奥伏派克这位著名的巴塞尔神学家，在提出

他的历史著作时既不管这些研究题材是否为信仰而探讨，也不管这些研

究结果对于信仰是否为想望的。他不让他的学生知道他自己所相信的东

西。按照他自己所说，他不曾相信过基督。因为，对于他的研究的严肃

性和正当性来说，这是无关重要的事情。 

在历史科学中，正确的研究和哲学的指导同样是重要的。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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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伟大的运动，诗人、学者、政治家和牧师在这个伟大运动中通过与

古代的接触去寻找人的完善性，这种人本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的

英雄人物是托玛斯·莫尔；它的最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家是伊拉斯谟。与

古代著作的接触，即对古代著作的发现、校订和注释，产生了成为现代

科学的一部分的哲学和历史学，而且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即在今天仍

不断在前进。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些著作时是如何从解释达到客观的、

迫人接受的知识的，这个问题引向了决不能完成的批判。我们如何能够

以初步解释的成果来表明事实的发展呢？如何表明这种解释的内在逻

辑或矛盾呢？如何表明它的因果方面是普遍有效的呢？在哲学信仰和

成为研究标准的相应的观察可能性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 

科学本身是什么，应当作为纯粹科学来发展的是什么，在科学中，

这个大问题在科学知识的各个时代是不同的。 

但是，整个说来，诚然，随着科学的前进，为了检验科学通过对一

切人有效的知识能提供出什么东西，根据信仰的信念是被悬置起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信念是被归结为科学知识的工具。 

与包罗万象的真理紧相联系的是研究者的动机和观察能力，而不是

研究者的知识的有效性。他们在那种迫人接受的知识中意见是一致的。

在动机和理解能力中，他们仍然受到多种多样的真理的推动，因此，就

总有分歧。 

这样看来，在科学本身中就存在着哲学。的确，要与哲学有区别是

容许科学的纯粹性的。但是，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乃是首先给科学以内容

的东西。科学与哲学两者由于无批判的混合和实际的分离都受到了损害。 

只要对于绝对化了的科学的非真理性没有鉴别能力，对于可认识的

世界的无根据性和作为真正实在的语言的密码底力量没有鉴别能力，那

末，现代科学知识的世界和技术生产（尽管它有伟大而又有限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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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仍然主要是使人愁闷，对人重要的东西予以曲解。存在和超越性（或

自由和上帝）已消失不见了：它们在科学研究的各种进攻之前取消了，

就这种研究方法来说，它们好象不曾存在。因为，从我们在科学上认识

的世界来说，我们是决不能理解它们的。 

这似乎就是真理与科学在今天的情况。现在，我们要回到最初的问

题，即对于大学的任务来说，这种精神状况意味着什么？ 

 

二 

 

在 1459 年的敕书中，爱利斯·西尔乌斯·比珂罗米利（比乌第二）

以他的时代所熟悉的语言指出大学的任务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获得

知识珍宝，这种知识珍宝示明并宣告走向善良的和幸福的生活道路”，

而且它“使它的实践者与上帝同类并引导他们得到世界秘密之清楚明白

的知识”。 

即使在高尚青年的灵魂之中这样的意向仍然可能存在，但今天还没

有一个人敢作出这样崇高的许诺。实际情况却相反：大学只教授科学（意

即现代科学），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信仰，在超越科学意义上的真

理，在这里没有地位。 

最大的问题是：大学的任务就只是教授现代科学吗？或者，它还应

当走遍一切通向真理的思维之路吗？ 

大学以它的现实情况似乎给我们作了回答。科学被分割为许多领

域，这些领域很少相互关心。大学是进行特殊训练的许多部门科学的集

合体。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仓库，在这种仓库中可以得到为某种目的所想

望的知识。但在这种有组织的秩序背后隐藏着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信仰

的基础或是消失了，或是没有被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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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和医学在技术时代具有优越的意义。语言学和历史科学

是为了培养教师而设置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是新近发展的。神学只是保

存在缩小了的范围内。哲学不再有确立了的地位，并且对每个人都成了

麻烦。 

加之，大学有分裂为学院和诊所的危险。学院的首领们常常认为他

们自己只是第二等的教授。相聚在一起安静地过着最低收入的生活，而

从事追求真理的沉思的个别研究者是更为少见了。 

大学的统一性成了幻想。它之分解成专业性的各部门的过程正在

继续。 

如果对于大学的这样的描画是正确的，那末，我们认为我们当中的

大多数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情况。因为大学的统一性是我们理智生活的

理想。或许，大学的统一性只是在改变它的意义吧？ 

在神学与哲学间、哲学与科学间、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间、科学与

实用间充满了紧张到可能破裂的状态。 

从中世纪以来统一性并不是幻想，而现在它却成了没有根据的并且

许多世纪以来也就明显地成为了问题吗？ 

统一性还不是通过作为方法的科学之纯形式的、与简单意见相反的

统一所能得到。 

再者，真理的统一性也不存在于任何一门科学中，甚至也不存在于

哲学或神学中。 

但是，在这紊乱的状态中，处在现代科学条件下的包罗万象的真理

只能借在思维中展现它自身才能引向大学之新的统一。这种统一仍然是

可能的吗？ 

在当代的真理与科学的状况中，这种统一的模本不再能是一种要揭

示的隐藏的概念系统、一种世界观、或完成了的世界图景。相反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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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统一现在仍然能够通过对精神上的束缚力的斗争而显露出来，无需客

观的法庭予以监督。 

这种统一的实现在于精神斗争方式的发展，在于互通声气的斗争的

形成。自由和容忍就是属于这种斗争，它以意志作向导，这不仅引向共

同的理解而且引向共同的理性。 

单个的真理在于各种力量的斗争，这些力量在以下几方面受到束

缚，即它们在科学的共同媒介中要互相碰头；其次，它们的出发点要互

相接近、互相探求和互相倾听。对于真理的统一性来说，斗争不是危险，

危险在于对别人的遗忘，在于不能互相会面，在于否认互通声气是共同

的基础。 

如果精神领域中伟大的宽广的斗争、互通声气的统一性的观念以及

这种斗争中的吸引力不能发展，以真理而显示出的大学的统一性就会失

掉，并且终于扫除干净，屈服在为了技术和政治目的而来的外在的统一

性的高压下。 

大学本身不是政治的。大学的观念在国家和民族之上。国家和民族

同样地都推崇大学，把它奉为珍贵的珠宝，这个珠宝现在翱翔于广阔的

精神领域的基地之上。像教会一样自由，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民族

装饰，有它自己的传统，以及按照它的特殊的地位而指定给它的任务。

但是，自由国家的光荣，在于把它的大学保持为不受国家干涉的领域，

甚至能反对国家权力的不法的进攻。国家期待从大学那里学得的真理知

识发射出国家自身认为对于它的居民的尊严是重要的东西，即把它自己

以及一切东西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的愿望。国家由于大学的自由和它加

于大学的崇高要求而有了特殊风格。 

只是在一点上，超政治的大学自然是政治的。因为，为了表露它自

己的作用，大学必须承认在那种愿意保护它的自由的政治制度中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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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条件。 

大学的自由是西方世界已经追求了 2500 年的自由事业中的一个环

节，直到现在它还是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子。 

但是今天呢？由于迷信科学而对自由的压制、由于整体知识的假定

对大学所产生的反应，容许它只是作为对于技术追求是有用的手段才受

到尊重，尤其是，只作为政治上有用的思维方式的训练，才受到尊重。

在出现和流行这些情况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地方，由于为外在于它的权力

所篡夺，只能认为，大学是在衰落，即使它还保留着它的名称。 

 

三 

 

我们西方的精神危机尚没有把那扫除一切的自觉的绝对的道德的

力量加以发展。所以，在现存秩序中，它不可和早期的宗教危机相比。

今天，它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随着真理和自由沉没在集权统治中，就存

在着由人带来的原子灾难而毁灭全部生命的危险。 

这里，抗议、简单的预防办法、通常的政治方法、个别国家放弃原

子弹等都没有长久的帮助。在千百万沉默之年之后，在比较微不足道的、

短暂时间的、确实是刚才开始的、对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千年之后，

一种自我毁灭的行动，一种从没有在自然中发现过的自我毁灭的行动，

是否会结束人类，这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动物的某些种属由于它们没有生活能力会慢慢地灭绝，— 这是自

然过程。人类的结束将是他的自由的行动，这自由是从这几千年产生出

来的。对于我们，这几千年是从未听见过的光荣的岁月，是在否则就是

无言的、无意识的宇宙中真理的启示。但是，这几千年作为已经一般地

显现在历史中而可能自我毁灭的准备也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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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能力去对付那威胁着他自己的灾难吗？ 

在前一世纪中，大学举行的百年纪念是充满了成功的得意。19 世

纪不是把自己叫做科学的世纪，就是叫做技术的世纪，或历史的世纪，

与 19 世纪的骄傲相比，对于这三方面的每一方面，20 世纪或许应有更

大的骄傲。 

但是，尽管这样，今天，得意洋洋的气氛被压下去了。伟大的个体

的研究者更为罕见了。真理的最终目的是暧昧不明的。有组织有目的的

研究占了主导地位。事实和发现积累得难以理解。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原

子弹的威胁。 

可怕的是：沉思默想的努力避开了世界，我们理智的预见毫无希

望，人们漫不思索地忙忙碌碌。 

我们远不敢像 19 世纪中海德堡的库诺·费舍尔那样骄傲地说：我

们庆祝 50 年的纪念并为未来的 50 年的纪念播下种子。 

我们已被准许把大学的观念弄得适合时宜了，— 这个任务之必要

和它曾经对爱利斯·西尔乌斯·比珂罗米利的必要是同样的。但是，在

后五百年的今天，对于这个观念的模范，我们是不再同意或仍然不同意

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全体的名义说话。 

有一件事我相信是确定的，即、我们宁愿忍受最严苛的真理的苦楚

而不愿掩饰它，宁愿把我们暴露于真理之前而遭受痛苦而不愿生活在错

误之中。 

如果，在那种对我们是含糊不明的世界中，理性和反理性总是连在

一起，那末就足以相信在任何情形下，理性总在世界中，它能够成为一

种力量，我们应当为它而生活。 

大学的任务是在其互通声气的斗争的纯洁性中通过知识为这种理

性取得最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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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家保护的大学被给予了一种极好的安静。科学研究、技术应

用、对过去的回忆、积极加入传统 — 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赞美的，但这

是不够的。许给大学的安静，这是为了我们可以在心灵中和精神上感受

到世界事件的暴风雨从而可以理解它们。大学应当是对时代有最清晰意

识的地方，在那里，把最模糊不明的东西暴露于光明之下，从而至少在

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完全被认识，从而这种明晰性将有助于世界

中的事业。 

的确，我们会灰心的。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真理绝望时，他们是如

何去寻找把生活放在比真理更高的平面上。我们看到那回避真理的反抗

不再去注意事物的基础，例如说：“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要求的

东西”，“人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知道

所有这些都是虚假的知识，都是反理性的，对于这种反理性的东西，我

们不能信赖它而不抛弃那使我们成为人的东西即理性和仁爱。 

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即或我们还不体会到它。 

在现实的世界状况中，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见地推得很远。然而我们

也不能以迫人接受的明晰性来表述伟大和简单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以

理想的信赖心情去追求它们。 

在今天凡是不进入世间行动的东西都被斥责为虚无。凡是不能达到

世界群众的东西都是与世事进程无关的。我们应该敢于公开。在所有的

人都学会了读写之后，如果，民主是通向自由、真理、和平的唯一道路，

那末，它的成功与思维方式和人人都可学习的符号是固结而不可解的。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大家都可学到的；然而，相反地，严格的专门化

了的知识则只限于一些专家，每个人按其适当的地位和职务都应当属于

这个专家团体。达到包罗万象的真理的通透性也是大家都可学到的。以

合于时宜的有思想的圆满的方式来传达这个真理是少数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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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任务是容许科学的思维方式能够实现，探出述说包罗万象的

真理的语言。 

通过大学的讲师和学生，如果大家每天都在实践合理的思维 — 这

种合理的思维到处都需求理解，但它不仅仅是理解，— 那末大学就能

完成这些任务。大学是从内在的转变中产生出来的。让我们简短地谈一

下隐藏在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活动中的东西，谈一下我们精神活动中的我

们实际存在的命脉。 

对于科学问题的熟悉已经就是一种通过自我批评的转变 — 但只是

理知观点的转变。而更重要的，并且是一切当中基本的东西，乃是求真

理的意志的基本转变。这就是柏拉图曾经那样用力描述为转变的转变。 

这里没有像在科学中所有的前进，而只有每个人和每一代人的基本

的再检讨。只是了解再检讨的意思是不够的：应当去做。没有一个人能

代替别人去做。人们总是随转变而重新建立基础。不经过转变的真理是

没有的。 

转变是人的核心。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都能够做出惊人

的事情。在真理与理性的光明中，今天通过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的许多

个人，转变是可能的吗？它能广泛地起作用吗？ 

在《圣经》语言的密码中，如果上帝曾经一度以洪水消灭过人类，

如果老年的歌德认为上帝不能再喜欢世界而会毁灭它，如果表述上帝允

许了在洪水这后绝不再发洪水的密码是虚假的，如果我们必须宁可认为

由于人的缺点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这宇宙中的微尘）就会返回到无机状

态而不留下诺亚一个人，那末，真理亦即来自科学的知识和来自理性的

转变就已经达到唯一的重要性，即只有通过它，现在才保存了人类的勉

勉强强的存在。 

今天，我们好象到达了命运的门口。它仍是敞开着的。它不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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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死亡而最后关闭起来，那就是我们跨进去从而通过不断转变中的

真理而走向自由。在这个选择的面前怀疑可能会毁灭我们。我们单纯的

理智以为它看见了这个大门在开始关闭起来。 

只要有时间，由于我们的活动，由于每个人的微小的但却是不可代

替的活动，我们就仍然必需抱有希望。因为，这活动是在于我们，并且

仅仅是在于我们。如果我们思想着、生活着和有计划，而且以热烈的合

理信仰去行动，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或许超越性就能来帮助我们转变，

而不要我们知道是如何做的，不要我们能够去指望它，甚至不要我们能

对它形成概念 — 除非依据高入云霄的密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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