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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如何对待启蒙？ 

 

                  汪民安 

 

 

   对尼采来说，启蒙有多种面相。首先，它是一种哲学思潮，康德是其代表。

尼采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启蒙视作是柏拉图主义的一个新的阶段。  

在《偶像的黄昏》的“‘真正的世界’如何终于变成了寓言”1一节中，尼采

提纲挈领地描写了这个对柏拉图主义进行自我回忆的欧洲哲学史。这个历史对于

尼采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将理念和真正的世界结

合在一起。理念只是埋藏在真正的世界中，并享有对于感性世界的巨大优越性。

尼采将它表述为三个阶段。而启蒙是这个阶段的最新形式。 

第一个阶段指的是：“真正的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

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尼采将这点称为理念最古老的形式。真正的世界在此

虽然没有得到明确描述，但是它已经显露出非同寻常的一面：它只是少数人（智

者、虔信者和有德者）才可以达到的，它为自己设定了前提和条件，这意味着它

开始和感性世界有了沟壑和距离――感性世界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只有有德者

才可以达到这个真实世界――这个超感性世界，相对于无德者和愚者置身于其中

的感性世界而言，这个超感性的真实世界有了优越感。但是，这个真正的世界（超

感性世界）毕竟是人（即便是少数人）可以抵达的，人可以无障碍地生活在其中，

也就是说，它还是在此岸，它还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它尚未完全同感性世

界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世界和真实世界（超感性世界）有了分离的趋势，

但还没有完全隔绝，还没有划分为截然两分的世界，它们同处于现世之中。显然，

这是柏拉图的观点：有德者和智者享有真正的世界，无德者和愚者享有感性世界。

但这两个世界都是此岸世界，都可以抵达，只不过其空间被不一样的人所占据。 

 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基督教阶段，“真正的世界是现在不可达到的，

但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给悔过的“罪人”）”，同第一阶段相比，这个

真正的世界就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个理想了，它是“许诺”给将来的。无论是

谁，在此时和此世并不能进入其中。它只是为有德者预备的一个未来世界。这样，

真实世界和感性世界进一步分离了：前者在彼岸，后者在此岸；前者在来世，后

者在现世；在此，同柏拉图一样，真正的世界同样是属于智者的，但同柏拉图不

一样的是，它只是许诺的，不是在现世和此岸中就可以进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感性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了。它们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人（智者和愚

者）所占据的空间，而且还是两种处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不同空间（此世和来世，

此岸和彼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较之柏拉图本人而言，尼采说，这个理念“更

                                                        
1 《偶像的黄昏》，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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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更难懂，更不可捉摸……它变成女人，它变成基督教式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康德的阶段，也就是启蒙阶段。同第二个阶段的“真正的世

界”的许诺相比，这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的“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

不可许诺，但被看做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这个真正的世界看上去

同基督教的真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它甚至没有获得抵达的许诺。有这样一

个真正的世界，它将所有的人拒之门外，没有人能够抵达其中，窥见它的奥秘（这

就同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真实世界区分开来）。虽然不能抵达其中，不能得以证明，

但这决也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存在。这个真正的世界就是康德的物自体。它存在

着，只是不能被认识。康德虽然认为没法认识物自体，但是，这个超感性领域还

是被设想为有知识的，虽然物自体本身并不可认识，但不意味着物自体本身的知

识不存在，只是因为理性自身的限度，这样的知识无法获取。尽管是在经验和证

明范围之外，“它也要求为必然持存着的东西，旨在挽救理性合法性，为之提供

一个充分的根据。”2显然，这个不可知的真实世界和可知的经验世界仍旧是一种

二分状态，仍旧是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二分状态的最新形式。由

于这个超感性世界是不可认识的，那么，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超感性领域并

不是根据哲学上的认识原理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而是依照未曾动摇过的基督教

神学的那些预设而进入康德哲学中的。”3康德哲学并没有逃脱基督教的阴影，它

和基督教所构想的两个世界的模型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

非本质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物自体，“本质上仍是旧的太阳，但被雾

霭和怀疑论笼罩着；理念变得崇高、苍白、北方味儿、哥尼斯堡味儿。”启蒙哲

学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同基督教一刀两段，而是基督教的乔装打扮的新形式。 

尼采将第四个决定性阶段称为实证主义的鸡鸣。这个阶段是对康德和启蒙哲

学的克服。既然这个真实的世界不能被抵达，不能被认知，那么，为什么还要将

它看做是一个安慰，一个义务和拯救呢？“真正的世界――不可达到吗？反正未

达到。未达到也就未知道。所以也就不能安慰、拯救、赋予义务：未知的东西怎

么能让我们承担义务呢？……”这个超感性的真实世界既然不可抵达，我们对它

一无所知，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我们也就谈不上应该对它有什

么态度和义务了。为什么要对一个一无所知的世界有所承诺？这就是十九世纪中

叶之后德国唯心主义结束之后的新阶段，我们看到，这个新阶段则是对这个超感

性世界的拒斥。对于真实世界的理念而言，对于柏拉图主义的统治而言，这个拒

斥实际上是一种破晓，是“理性主义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它是一

个转折点――真实世界开始遭到了怀疑和拒斥，现在不一定要将真实世界作为安

慰了。这自然就成为尼采工作的出发点――进入了尼采的哲学早期阶段：干脆废

除真正的世界！“它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也不再使人承担义务――是

一个已经变得无用、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已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

将无用的理念废除掉，随之而来的是天亮、喜悦和愉快。尼采的一系列书名正好

                                                        
2 《尼采》，第 226 页。 
3 《尼采》，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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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这种感觉：《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快乐的知识》。“尽管已经消

除了作为真实世界的超感性世界，但还是留下了这个高层的空位，以及一个高层

和低层的结构裂口――那其实还是柏拉图主义。”4所以当我们废除了真正的世界，

尼采接着就问：“剩下的什么世界？也许是假象的世界？……但不！随同真正的

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尼采不满足于假象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对

立形式，只有两个世界同时废除了，那个深度的二元哲学模型才能废除，柏拉图

主义才真正被克服。这种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的同时废除，所有的阴影便一扫而

空，这就到了正午（我们看到哲学史是如何从破晓到天明到正午这一完整的过程），

最光明的时刻，人类最久远的错误――柏拉图主义――得以终结，人类走到了它

的顶峰。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柏拉图主义的诞生和终结史。在此，真实世界和假象

世界构成的分隔和对立成为核心：在这个区分中，真实世界对于假象世界的优先

性成为柏拉图主义的首要原则。先是在现世的层面上区分了这两个世界：一个是

有德者占据的世界，一个是无德者占据的世界（柏拉图）；接下来是一个未来的

许诺的彼岸精神世界和一个现世的此岸的物质世界（基督教）；一个不可认知不

可经验的世界和一个可经验可认知的世界（康德）；接下来是对不可认知的真实

世界的怀疑；对这个真实世界的废除；最后是对真实世界和假象世界的同时废除

（尼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尼采来说，启蒙哲学脱胎于基督教，它根本不是西方

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它是柏拉图主义的最近的回声。它反而需要尼采来

突破——而这就是尼采的工作：废除了真实世界的同时（一道），也废除了假象

世界，最根本的是，废除了一个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模型。将柏拉图主义，基督教

和启蒙一起清算，才是尼采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说，人类的曙光

和正午才会来到。事实上，尼采不仅是反柏拉图主义的先声，也是由他播下了反

启蒙的种子。正是由此，海德格尔，巴塔耶，德里达和德勒兹才从这里展开了各

自的起点。 

 

 

 

 

 

 

 

 

 

 

 

                                                        
4 《尼采》，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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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这是就启蒙作为一种哲学模型而言的。但是，从哲学主题而言，启蒙难道和

尼采没有共同之处吗？启蒙不是也说上帝死了吗？这不正好和尼采的“上帝之死”

相吻合吗？ 

 

“你们是否听说有个疯子，他在大白天提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大喊：

“我找上帝！我找上帝！”那里恰巧聚集着一群不信上帝的人，于是他招来一阵哄

笑。⋯⋯疯子跃入他们之中，瞪着两眼，死死盯着他们看，嚷道：“上帝哪儿去了？

让我们告诉你们吧！是我们把他杀了！是你们和我杀的！咱们大伙儿全是凶手！”5 

 

显然，凶手不止一个。这个疯子一方面寻找上帝，一方面又杀死了上帝。在

疯子之前，已经有一些市场上的人不相信上帝了。但是，吊诡的是，寻找上帝的

人杀死了上帝，不信上帝的却没有杀死上帝，而且还对这个杀死上帝的人进行取

笑。尽管都不信上帝，但显然，对上帝的不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用不同的

目光来看待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不信就会遵从不同的角度。疯子和市场上的人因

为将上帝看做是不同之物，因此，他们对上帝的不信也就有不同的缘由。什么是

市场上的人？也就是启蒙时代的人，市场正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他们对上帝的不

信是缘自启蒙时代所特有的科学和理性，即通过科学认知可以发现上帝不存在，

启蒙理性就认为上帝是虚构，是发明之物。既然是一种虚构，上帝本身就是不存

在之物，那么，不信上帝就行了，何来的去杀死他，杀死一个不存在的虚构之物？

或者说，就市场上（启蒙时代）的人而言，上帝只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没有

生和死的问题。存在和不存在是一个思辨命题，它同历史、发展和剧情无关；相

反，生和死则是一个戏剧问题，它意味着曾经存在过，而后又死去，而后或许再

生，又或许再死；这意味着一个“奇特的道路”6。生死是一个历史叙事剧，它

意味着动荡的事件（“惊人的大事”）在其中剧烈地上演。在此，存在和不存在的

问题，同生和死的问题，就是两种不同论域中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信上帝和杀

死上帝，这二者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的人要嘲笑去寻

找和杀死上帝的疯子的原因。就（启蒙）市场上的人而言，他们没有接近上帝，

没有寻找过上帝，没有感受过上帝，或者说，没有关于上帝的历史意识，没有看

见上帝的戏剧历经怎样的高潮。对他们来说，上帝不存在，仅仅意味着上帝在他

们的理性认知之外。上帝是个虚假的知识论对象。启蒙理性不相信上帝，这表达

                                                        
5 《快乐的科学》，第 126-127 页， 
6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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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种科学意志，它并没有从最高价值的角度来对待上帝。 

这就和疯子的杀死上帝判然有别。疯子是在寻找上帝，寻找上帝意味着要去

信上帝，要和上帝发生信仰上的关联，要将上帝作为价值来对待――要不然为什

么要去寻找上帝？但，正是这样一个寻找上帝的人杀死了上帝，这说明什么？显

然，上帝被杀死的原因正在于上帝和寻找者的关联本身。因为上帝被寻找者发现

了，上帝是作为寻找对象和信仰对象来对待的（“众人原来都信仰的那个老上帝”
7），更重要的是，这个上帝存活得如此之长（老上帝），影响是如此之大――上

帝是作为最高价值来对待的。正是在这种关联中，上帝的形象得以澄清：他清晰

地表达了他的教义和功能。正是因为上帝作为信仰对象（人们无条件地信奉和遵

从他），而非作为认知对象，他才被杀死的。疯子发现和理解了上帝，理解了上

帝的历史和功用，疯子将上帝看做是一个信仰对象，所以他要杀死上帝。也可以

说，这个被杀死的上帝是寻找到的上帝，是被信仰的上帝，是统摄道德准则的上

帝，是作为最高价值的上帝。在此，“上帝是精神”，而不是知识对象。正是因为

上帝的这些特征，上帝的道德功能，上帝是“最高价值”之所在，上帝才被杀死――

上帝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对象，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被杀死的。  

  但是，对于启蒙理性而言，不信上帝，只是因为意识到上帝不存在，但这

并不意味着上帝所占据的那个位置掏空了，并不意味着最高价值不存在了，相反，

他们还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设定另一个替代物，他们还可能信另一个替代物，也就

是说，不信上帝，并不意味着不信其他，比如理性或者平等或者民主或者自由等

等。对于启蒙者而言，它们都是上帝的替代物，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

它还拖着很长的阴影。这也是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对启蒙者来说，基督教死

了，但是，宗教性还在。 

   就此，杀死上帝的凶手不止一人。同样，上帝死后，欧洲也会出现不同类型

的人——尼采在这里同样将自己和启蒙区分开来。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上帝死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人不努力了，放弃了一

切理想和抱负，也放弃了痛苦，他按部就班，得过且过，追求此刻的舒适和满足，

他完全受自我保存的欲望所驱动：所有的潜能，所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有的

超越性都被抛弃了。他们没有渴望，没有爱，没有创造，在这类人中不可能诞生

出类拔萃的明星。这样的人，这种根除了可能性和潜能的人，就成为尼采所说的

“末人”。他自己感觉幸福，因此不再进化，不再生长，不再勃发，这末人，享

受着平庸的安逸，“他们竭尽全力想获取的是羊群在绿色牧草地上的普遍幸福：

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保障、舒适、毫无危险和安宁；他们最常重复的歌曲和学说是

‘权利平等’和‘同情所有受苦人’――他们将痛苦本身看作是某种必须根除的

东西。”8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牧人的羊群”，“人人需求同一，人人都是一个样，

谁若感觉不同，谁就自动进入疯人院。”9这末人是现代思想的奴隶，这末人虽然

不是悲观的人，但也是衰退的人，因为自我保存就意味着不增长，不增长就是衰

                                                        
7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282 页。 
8 Beyond Good and Evil, p. 50. 
9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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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就是缩小。“大地在他的眼里变小了，末人使一切都变小了，他在大地上蹦

蹦跳跳。他的种族不会灭绝，犹如跳蚤一样。末人寿命最长。”10这末人就是启

蒙时代的人，也就是自由民主制下的一般民众，“尼采相信，现代民主制度不是

把奴隶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让奴隶和一种奴隶道德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自

由民主国家最典型的公民是‘末人’，一种由现代自由主义缔造者塑造的人，他

把自己的优越感无偿献给舒适的自我保存。自由民主创造了由一种欲望和理性组

合而成但却没有抱负的人，这种人经过对长远利益的算计，很巧妙地以一种新的

方法满足了一大堆眼前的小小需要。‘末人’没有任何获得比他人更伟大的认可

的欲望，因此就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由于完全沉湎于他的幸福而对不能超越这

些愿望不会感受到任何羞愧，所以‘末人’已经不再是人类了。”11这实际上就

是启蒙时代的人的图像。尼采将他们称为畜群。 

除了这末人外，还有一种悲观的人，这种人出自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既然

世界的价值贬黜了，那么一切都失去意义了，生命不再有统摄它的价值，不再有

目标，也就是说，它不再去意志了，它不再肯定自己了，它可能“困倦了，衰竭

了”，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目标了。同末人不一样，它也没有幸福感，没有安逸感，

没有羊群的快乐，相反，它倍感悲观，充满厌倦，生命于是否定自身，这是精神

权力的下降和没落。价值贬黜，直接导致了生命的贬黜。没有价值和目标去激发

意志，它只能去寻找麻醉和慰藉。佛教就是这种典型的消极虚无主义。这也是叔

本华的方式：叔本华解除了对上帝的信仰，同时，他也否定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这是生命的自我否定，其效果同最高价值对生命的否定是一样的，都是生命遭到

了否定。就此，叔本华“未能摆脱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观的巢臼。”12这样一种

消极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悲观主义。“悲观主义者疲惫的目光、对于生命之谜

的怀疑、厌倦人生者的冷冰冰的否定”13，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基督教道德的继

承。二者都是对尘世和生命的否定。尽管基督教是借助于一个来世天国来否定尘

世，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者则是自我否定这个尘世。这是上帝之死后出现的第二

种人，充满着颓废感的悲观主义者。 

但是，还有第三种人：价值的贬黜并不一定导致悲观主义，它还可能导致一

种积极的虚无主义：“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价值不光彩的来历，因此万有就

显得贬值了、‘无意义’了，……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14在什么意义上说这

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既然以往最高价值贬黜了，一切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回到

了一个没有价值的状态，如果这个状态并不必然导致自我否定的悲观主义的话，

如果人们也并不陶醉于自我满足的幸福之中而成为末人的话，那么，反过来，这

种没有价值的状态作为一种空白状态，充满着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充满着新

的价值设定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实际上也是一

                                                        
1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10－11 页。 
1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3 年，代序第 13 页。 
12 《快乐的科学》，274 页。 
13 《论道德的谱系》，第 47 页。 
14 《权力意志》，漓江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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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解放，它意味着人摆脱了先前的重负和目标，变得轻松自如，意味着上帝之死

后带来的新生的可能性，意味着生命的积极创造的可能性：生命是否会创造出一

种新的价值，一种不同于以往上帝价值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往最高价

值的贬黜，才变成了一种过渡，一种奠定新价值的过渡。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尼

采对虚无主义的正面评价：“虚无主义还要求我们助一臂之力，动手毁灭一切……

虚无主义是坚强的思想与意志的一种状态。”15虚无主义是创造之前的毁灭，这

种毁灭是创造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它可能“创造性地重又设定一个目标、一个为

何之故、一种信仰。”这样的虚无主义，是“作为提高了的精神权力的象征。”16

如果上帝死掉了，出现了这样积极的虚无主义，这也就是超人的出现。如果说，

对启蒙运动而言，上帝之死导致了末人的出现，那么，对尼采而言，则相反地导

致了超人的出现。启蒙运动的结果并非是对上帝的脱离，末人本质上同基督徒没

有什么区别。它们共享奴隶的价值观，只有尼采才清晰提出了相反的主人价值观。

主奴之战也就是两种道德价值之战。对于启蒙来说，末人的价值观也就是平民的

价值观，它是反动的价值观。  

 

            三 

 

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直接讲述了两种价

值观在欧洲历史上的争斗。自从犹太-基督教以来，奴隶的价值观就开始战胜主

人的价值观。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有所反复，但是，到了启蒙时期，平民再一次战

胜了欧洲的政治贵族：人人平等，多数人享有特权，奴隶的道德理想再次胜出（基

督教是这一运动的准备和先声）；不过，拿破仑又惊人地再次颠倒了这个情况。

少数人统治出现了，高贵理想又开始重现了。但是，现代的民主终究要埋葬拿破

仑这样的主人――在尼采这里，所谓的现代思想中的主宰性道德，仍旧不过是卑

贱的奴隶道德，是群居者的道德，也是群氓的道德。现代社会藐视高傲和冒险的

个体，却去尊重庸碌群盲。“群盲是手段，仅此而已！然而现在，人们试图把群

盲当做个体来理解，而且赋予他们一种比个人更高的地位，――其深无比的误解

啊！！！把造就群盲的同情刻划为我们本性中更有价值的方面，也是如此！”17现

代社会――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观都是奴隶的道德观。从这

一点而言，基督教同 18、19 世纪欧洲启蒙现代性思潮并没有区别。尽管民主启

蒙运动不断地对基督教进行攻击，但从尼采的视角来看，这二者在一些关键性方

面是一致的：都是奴隶道德作为主宰，都是强调平等――基督教那里是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启蒙民主则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反对等级制，都没有人和人

之间的距离感，都反对高贵和主人，反对暴力、冒险和剥削，都强调同情、爱和

利他主义，总之，都是力的衰退，都是颓废当道。而这都同尼采的贵族要求，同

尼采的价值标准背道而驰。基督教道德是奴隶道德，同样，“民主的欧洲只不过

                                                        
15 《权力意志》，漓江版，第 59 页。 
16 《权力意志》，商务版，第 401 页。 
17 《权力意志》，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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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了一种对奴隶制的高雅培育。”18现代的欧洲，同样伸展在基督教的欧洲

所铺设的奴隶道德轨道上。为什么尼采反对启蒙现代性？现代性宣布上帝死了，

但还是没有走出上帝的阴影，还是在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幽灵中徘徊，现代性

重新勾兑的启蒙新酒还是置放在接近两千年历史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旧瓶

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在民主启蒙时期，人的虚弱和虚无较之基督教时期更甚：

“人的自我贬低、人的自我贬低意志，难道不正是哥白尼以来不断加剧的吗？呵！

对人的尊严的信仰、对人的特性的信仰、对人在生物系列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信仰

消失了：人变成了动物，无可比拟、不折不扣、没有保留地变成了动物。……自

哥白尼之后，人似乎被置于一个斜坡上，他已经越来越快地滚离了中心地位――

滚向何方？滚向虚无？滚向‘他那虚无的穿透性的感觉？”19 

                                                        
18 《权力意志》，第 183 页。 
19 《论道德的谱系》，第 12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