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拥抱世界的爱 

 

「信德之光」系列中关于创造的两部分文章的第二篇。 

 

—— 天主在那里？ 

—— 在现实的核心 

——世界的奇迹 

 

许多人感到爱应该在现实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件美丽而令人振奋的事。 但通

常这似乎是一种怀旧的想法—尽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这一个原则去做，世界肯

定会变得更美好。 在这世界上，邪恶，不公义，不完美的经历似乎使爱更像是我们需

要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真正基础。「实在，许多现代人不认为爱与真理有任何

关系。爱的经验被理解为转瞬即逝的情感，与真理再没有任何关连。」1 

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在宇宙的起源中看到一种既有位格又是无限创造性的爱 —— 这

爱的程度怎至成为另一个人进入创造中去拯救他。我永远爱你，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

的仁慈（耶 31:3）。许多梦想改善世界的人意识到这远见卓识，但却无法放弃这样的

观念，即一个有位格又是永远的存在 —— 在万世之前已存在的想法 —— 是源于一种

「神话般的和相反事情真相的。」2 他们认为这观念根据我们世界的共同经历可以分享

的理性框架下是格格不入的。在前一篇文章中认真思考了创世纪里创造的记述后，我

们可以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今天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创造是理性的？ 

天主在那里？ 

即使在有信仰的人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科学的确定是基于可靠的证明，然而

天主的概念是基于传统和无法证实的假定。乍看起来，似乎很难反对这种观点。但

是，如果考虑到「可靠的证明」在这里等同「观察到的证据」则可以理解这种确定的

范围是受制于科学本身侧重于可观察到和测量到的事实方面。这战略上的决定使科学

以指数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实征科学无法处理事实的所有范围，或者至少不能排除这

范围可能超越了科学所能处理的。另一方面，与所有科学学科（包括神学）一样，实

征科学也有其自身无法论证的假设。其中之一是它所研究的事实的存在，这必然需要

另一种理性的思考。因此，基督教的启示并不是试图去质疑科学的方法或科学明显的

成就；而是先于科学并为科学开启了更寛阔的视野。 

当然，天主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会使人难以认出祂。圣奥思定写道：「没有什么比祂

更隠藏的和更存在的；很难找到祂在哪里，更难知道祂不在哪里。」3 这诡论，混杂着

是与否，有时好像是语无伦次，实则指出了将理性开放到另一个层次的必要性。4 天主

并不好像在世上其他现实的存在，祂也不必然以经验为主可验证的方式干预自然过

程。天主在更深层次上行动，维持了受造物的存在，使所有成为现实。当我们谈论祂

时，即使否认祂的存在，我们的语言也总是超出了实验科学的严格范围，并利用了科

学本身所预设的另一种语言，一种有自己严谨性的哲学或形上学的语言。因此，一个



迫使以科学观察工具来显示自己的「神」不会是真正的天主，而是祂的漫画。真正的

天主不会干扰科学的运作，因为在科学本身之前祂已处于现实境界。天主并不符合物

理定律；相反是物理定律符合了祂。5 

科学的贡献在使我们意识到宇宙的无限及其定律和进化轨迹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

形成了智人在地球上出现的生物史前史。然而，科学无法完全解释宇宙的起源，因为

这事件并不是简单地将同一个现实的两个「状态」联系起来。要解释从无到宇宙的原

始状态这大跃进背后的「定律」超出了科学的可能，因为什么都没有脱离了任何科学

的描绘。每一个宇宙学理论都以时空结构作为起点，而从根本上虚无，即是 —— 非存

在 —— 总是不在这结构之内：分别存在与虚无的界限是归于形而上学的。6 因此，人

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希望而是必要的，和为什么需要哲学

的斡旋，并不是作为交战双方之间和平的仲裁人，而是作为一个可以明白两个学科的

范围和可能性的对话人。 

在现实的核心 

即使在处理宇宙的起源，科学始终在存在内留在现实的一面。有很多科学家在确定这

界限时意识到需要从事哲学思考宇宙的起源是需要藉一位创造者来解释。「毫无疑

问，创造的美丽是伟大的著作。默观，注视，理解其上下部分。天主并未以笔墨写出

文字，好让你通过文字认识祂。祂把祂所做的一切放在你眼前。你为什么还寻求更强

有力的声音？天与地都向你呼喊：『天主做了我』」7 

然而，哲学本身也遇上有限制的问题：为什么会是存在而不是没有？我为什么存在？

在这一方面，天主教信仰提供了「天主的新形象，一个高于哲学的推论可以铸造和设

想的。但信仰并没有否定哲学上有关天主的教理……基督徒对天主的信德，接受并完

美了哲学关于天主的教导。」8 面对存在的目的和最终意义的问题（在生命的某一刻这

条问题对每一个人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哲学并未有解答。基督徒的信德引起并作

出回应：天主在万世之前已存在；祂出于爱而孕育和创造了万物。 

事实上，有时创造概念受到指责引致宇宙被神话化，这简单说明却带出相反的一面。

领悟世界是天主所创造是「对历史决定性的‘启蒙’……是人类因恐惧受到压制的突

破。这说明把世界置于理性的环境，并认可世界的合理性和自由。」9 尽管科学能够看

懂大自然本质上逻辑的重要组成，没有天主的科学不会将世界于神话中脱离出来，因

为总会有需要其他解释来填补的空白地方。10 由于科学本身在实征上的限制，科学不

可能填补所有这些空白。人们也不会停止问这些问题，因为这样做正正表明（正如科

学所追求的一样）人类超越了实征的规范。人的灵魂体现在以下的事实中：我们每一

个人面对世界时意识到自己的个人身份，我们自问这些差异，甚至有人会认为问这些

差异是愚蠢的……所有这些都清楚表明，就算从纯粹哲学观点，我们虽然是和宇宙共

用同一元素的缩影，但我们并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一份子。 

因此，我们认为自己与世界截然不同的个人自由和自我意识，也是我们可以看见那超

越人类的巨大「差距」；他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位与世界完全不同，并是祂自由地创

造，的个人天主。反之亦然，认识到现实源于这种创造性的自由，是对承认人的自由

以及人的尊严的基础。11 这是创世纪说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创 1:27）的基

本理解：我们自己是可以窥见天主的一面镜子。因此圣若望．享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指出良心是「我们内心的伟大信仰导师」12，「联系受造物和创造者

的原理，」13 

因此，创造的信德并不是要从外在将「心灵的世界」强加给物质的世界。相反，这信

德明确地肯定天主的创造包括整个物质世界。正如但丁的诗篇以不朽的名言陈述：

「天主是那推动太阳和其他星辰的爱。」14 在现实的核心，天主是存在的，并且祂爱

世界和每一个人：「当爱的钥匙一打开祂的手，万物随即出现。」15 圣施礼华的著作

中反复出现的信念在这里提供了重大的神学深度。他常说道，在决定采取行动时，

「最超性的理由：因为我们要。」16 自由与爱，像世界的理性一样，向我们显示出天

主。所以，如果圣奥思定在大自然中认出天主，他也在自己灵魂的亲密关系中找到

祂：「看哪，你怎会在我内而我在外。我在外边找你……你叫过我，你的呼声震动了

我的耳鼓；你发过光，你的光明驱逐了我的黑暗。」17 

世界的奇迹 

奇迹的现实反映了天主对世界的自由，爱和智慧有着同等的优先地位。柴斯特顿以他 

独特的悖论风格说：「如果一个人相信自然律的不可改变性，那么他就不可能相信任

何时代的奇迹。如果一个人相信定律背后的意志，他就可以相信任何时代的奇迹。」
18 三本对观福音叙述了一个癞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求耶稣治愈。耶稣回答说：我愿

意，你洁净了罢（玛 8:3）。天主治愈那一个人是因为祂愿意，正如祂创造了世界一

样，然后祂出于爱创造了每一个人，因为祂愿意。本笃十六世注释另一个奇迹，即治

愈一个盲人，时说：「人们在行奇迹后的评语，使人当然想起在《创世纪》开始时创

造天地的评估：他所做的一切都好（谷 7:37）。当耶稣望天叹息时，祈祷显然进入了

耶稣的治疗行动。治愈聋哑的力量肯定是出于对他的怜悯，但这源于他求助于天父 的

事实。这两种关系相互作用 ：人性对一个人怜悯的关系进入与天主的关系，从而获得

治愈。」19 

所以，并非例外以致使到世界的确实性和合理性受到质疑；相反是直接指向确实性的

根源。它们显示了真正的奇迹，那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存在。这是天主所创造的真正奇

迹（奇迹，一些只有使人赞赏的事）。对这种「开端」的理性开放不仅使奇迹变得合

理，而且首先使世界本身变得合理 。「自然律的一致性和一般性……使我们认为自然

界是自给自足的。然而，创造与最平凡的日常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并未有间断。一个奇

迹的介入使我们相信了。」20 

有时有人会说「我们生活在奇迹中」，是指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某些问题或危机。

事实上，这表达包含一个根本性的真理：我们平凡生活的每一刻都在一个出于爱而存

在的世界的奇迹之中展开。「我们每个人，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都是天主的一个奇

迹，是祂意愿的和祂亲自认识的。」21 正如圣保禄在雅典的阿勒约帕哥对听他讲话的

人说：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宗 17:28）。因此，「在犹太基督徒的传

统，‘受造界’一词的意义更广阔，非纯指‘大自然’，因为此词与天主爱的计划有关，每

一受造物皆有其价值及重要性。」22 

我赞美你，因我被造，惊奇神奥（咏 139:14）。对创造的信德导致强烈的感恩态度。

尽管世界上存在着痛苦和灾祸，所有事实（特别是我们自己和周围人们的存在）对我

们来说都是幸福的保证：啊！凡口渴的，请到水泉来！那没有钱的，也请来罢！请来

买不花钱，不索值的酒和奶吃！（依 55:1）。人知道自己没有防卫能力（因为他确实



是），但他也是无限慷慨的接受者，召叫他活着，并活到永远。圣依勒内．里昂在著

名的格言中概括这一点：「因为天主的光荣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生命就是享见天

主。」23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生活也不仅仅是努力争取成功或生存：这

是感恩，朝拜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安息。24 能肯定人的生命，既不 是

在无望的混沌中，也不是在纯粹由命运主宰或历史不断重演的世界里漂泊， 是何等的

奇妙！创造者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还没有在母胎内形成你以前， 我已认识你」(耶

1:5)。我们是在天主的心中孕育而成，因此，「每一个人都 是出自天主的心思意念，

每一个人都是被天主要的、是被爱的、每一个人都是 必要的。」25 

Marco Vanzini – Carlos Ayx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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