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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46: REGARDING THE IMAGE 

  关于形象              

                

                                           作者   海伦• 巴勒特   

                                         By Helen Barratt 

 

        奥德丽在一次中风后失去了意识。她的医生说她恢复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她不能和她的家

人交流。她已经失去了很多重要的能力，那么她的生命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价值呢？
 

 

在过去的 50 年中，医

生和其他医疗专家面对着骤

增的伦理挑战。在人工技术

的辅助下，无论是堕胎，还

是安乐死，基督徒在辩论中

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围绕着生

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仅仅因为我们是人而被赋予

的内在价值。从圣经来看，

做人意味着什么，其核心就

是神赋予[1]我们祂的形象。

这不仅将我们从其他的生物

中划分出来，也给予了人类

生命不同寻常的价值。 

        基督徒能够深刻理解伦

理问题的实践固然重要，但

同样重要的是：圣经对人性

的教导——或者说做人意味

着什么——因为这是很多辩

论的中心。这份文件不会深

入到具体的问题，有很多具

体问题被其他 CMF出版物

囊括了。放下这些个别辩论

的细节，我们反而能够更深

的理解人生价值是如何和为

何坚固基督教伦理观的。首

先，在探索神的形象这个概

念和它与生物伦理的关系之

前，我们先看圣经告诉我们

做人意味着什么。 

 

 

  人类：神的形象 
 

在诗篇第 8 篇，大卫将

一首赞美诗献给创造主上

帝，反映了神手所造：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
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
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
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
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
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
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
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
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
都服在他的脚下。[2] 

 

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却

依然非常重视人类，并不是

因为人的任何作为，而仅仅

因为这是神送给人类的礼

物。祂赐给人类荣耀尊荣为

冠冕，并派他们管理神手所

造的。 

 

            创世纪实 
 

人类作为受造物中的冠

冕这个观念第一次出现在圣 

 

 

 

经开头的创世纪实，创世纪

1：26-27：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
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
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
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
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创世纪 1：26 的经文提

到了“形象”（希伯来文：

tselem）和“样式”（希伯

来文：demuth）。曾经有过

关于这两个词是否代表不同

意思的讨论，但是看起来它

们可能是同义词。神学家霍

安东发现在原始希伯来圣经

中这两个词之间没有连接

词。“和”是在公元后四世

纪时被加入到拉丁译本中

的，给人们留下“形象”和

“样式”是两个不同事物的

印象。这两个词在创世纪中

其他提及形象的经文中被交

替的使用。[3]然而，创世纪

第 1 章和诗篇第 8 篇都清晰

的暗示了人不只是高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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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也是神所有创造中唯一

像上帝的受造物。 

尽管旧约其他提及神形

象的经文很少，但是在创世

纪 9：6 中，很容易看到这

个话题的重要性与简约的篇

幅不成比例。故意杀人被明

确地禁止，因为人是按着神

的形象造的，这肯定了诗篇

第八篇提示的人类的价值。 

创世纪第 1 章继续解释

了我们在创世中的位置，包

括：对地球的统治——我们

代表神，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飞鸟和地上的活物。[4]

神的形象是我们这个角色的

中心。在旧约时代，王和统

治者通常在征服的领地上建

造自己的雕像或肖像来表示

他们的存在和统治。 

除了提及神的形象的经

文以外，tselem 这个意味着

“形象”的希伯来词语——

在有关众神物理复制品的文

献中被使用了二十次以上，

建造人或东西来代表统治

者。[5]“样式”（demuth）

也出现过几次，都指的是身

体或外貌的相似。[6] 

 

           被恩典修复 
 

随着创世纪第 3 章罪进

入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认

知力被毁坏了，我们失去了

纯洁，我们与神、与人的关

系都被破坏了。因此有一些

人会问人类是否还保持着神

的形象。然而，我们似乎在

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它，因

为哥林多前书 11：7 和雅各

书 3：9 在提及人类时仍然

用“按着神的样式而造”。

这形象也许因为我们违背神

而扭曲了，但是作者们很难

确定丢失了神的形象的哪一

部分。 

最有帮助的就是吉

姆·帕克，他提出人类在犯

罪之后在形式上仍然拥有神

的形象——我们里面仍然有

能力（如果正确使用的话）

使我们过像神一样的生活—

—所以每个人独特的价值仍

需被尊重。但我们在实质上

失去了形象，并且需要神的

恩典——和基督的联合来完

全修复。[7] 

新约中提及神的形象的

经文有很多，人类被描述为

“神的形象和荣耀”。[8]有

两个特殊的主题浮现出来：

基督是神真正的形象；基督

徒藉着神的恩典越来越与神

的形象一致。我们在基督里

看到看不见神真实的形象，

[9]神荣耀的表现。[10-13]

作为第二个亚当，基督也是

新人类的头。亚当和他的后

代共同具有扭曲的形象，基

督也与他的后代共同拥有完

美的形象，基督的后代就是

在基督里的信徒。保罗在罗

马书 8：29 写道：“因为他

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

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

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

子。”因此，耶稣的样式是

所有属他之人的榜样。[14] 

然而，这修复是神的工

作，靠着他的恩典，而不是

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成圣

的过程——让我们更像基

督，并修复形象——是基督

徒的一项持续的工作，由基

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完成。

[15-16]然而，尽管我们被改

变了，“荣上加荣”，[17]

直到基督再来我们才能与神

的形象完全一致“我们必要

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

体”。[18]
 

 

          道成肉身与复活 

 
对很多人来说，人的身

体不是重要的，可以任意改

变。这可以从关于人工增强

技术的辩论看出。然而，从

圣经来看，身体对人类是至

关重要的。基督的道成肉身

和复活成功的验证了这点。

约翰福音 1：14 告诉我们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

间”。当神进入人类历史，

将救赎带给堕落的人，不是

通过带来新的受造物，而是

通过显现自己，作为“真实

的人的榜样”。 

 

马丁·路德相信人

类在堕落之后失去

了神的形象，而救

赎的目标就是修复 

 
约翰·怀亚特写道：

“当基督作为一个人被养

育，神宣告了他对创世规则

的自信”。[19]耶稣复活后

的身体不仅肯定了神起初创

造广义上的良善，也明确的

肯定了按着他形象所造的

人，作为创世的高峰，拥有

一个在创世纪 1：31 中被描

述为“是好的”的身体。
[20] 
 

      定义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的本质意义是

人类有内在的价值，因为我

们在某种程度上像神。即使

这种相似不能被进一步定

义，这仍然有极大的重要

性。然而，自古至今无数的

作者更具体的探索了这个想

法。尽管这种探索主要被当

时的人类学和神学所引导，

主要有两个学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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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主义学派观点 
 

实用主义学派定义形象

为神赋予人的一些品质，使

我们像造物主，与动物区别

开来。依勒内（c.130-

c.200）可能是第一个将

tselem和 demuth 这两个希伯

来词汇区分开的人。他提出

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形

象”代表了人类的理智和自

由；这在人堕落后被保存下

来。相反地，我们像造物主

的“样式”——他的圣洁和

与神的关系却丢失了，并需

要通过救赎来修复。[21] 

托马斯·阿奎奈（1225-

1274）否认了人在堕落之后

失去了样式却保存了形象。

他反而将这两个词作为实质

上的同义词。他写道，神的

形象可以在所有人中找到，

是“人去理解和爱神的一种

自然倾向”，[22]不同于圣

经，阿奎奈的逻辑很可能根

源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的思想，他们都声

称人的认知力是神圣的：圣

经说神是爱；没有地方说神

是才智。[23]然而，奥古斯

丁（354-430）也认为才智是

重要的：他教导说神的形象

与记忆有关，才智和意志能

力有关，他暗示了神三位一

体的本质。[24] 

宗教改革又带出了圣经

的观点，即作为人意味着什

么的观点。像依勒内一样，

马丁·路德（1483-1546），

相信人在堕落之后失去了神

的形象，并且救赎的目标就

是修复它。然而，他认为形

象的本质是我们最初的义，

就是亚当享受的与神的关

系。[25]相反的，他的同伴

改革家约翰·加尔文（1509-

1564）认为神的形象的适当

位置在人的灵魂[26]中，尽

管人的堕落带来了毁灭性的

影响，形象并没有完全毁

灭，但却严重变形了。[27]

他坚持认为人的所有天赋被

罪恶扭曲，使我们既缺乏又

堕落。[28]卡尔·巴斯

（1886-1968）否定了神学家

先前试图将神的形象定位于

人身结构和品质上的观点。

他回到创世纪 1：27 创造人

的来历：“神就照着自己的

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

象造男造女。”[29]他提出

神造男造女，这种伴侣关系

也是我们反映神的重要方

式。巴斯的观点被改述为：

“神称人为你，称自己为

我。因此这个形象描述了我

——你的这种人与人，人与

神的关系。”30]因此，巴斯

的观点是：形象的核心是爱

神和爱人。 

其他评论员认为神的形

象存在于人的不同的能力

中。一些人从物理层面理解

“形象”，比如我们的直立

与其他动物形成鲜明对比。

其他人认为人的道德，理智

和心灵的这些品质很重要，

同时另一部分人认为我们的

主权是问题的关键。还有一

些实用主义学派的人认为：

是自我意识的能力将我们从

其他生物中分别出来。[31] 

实用主义学派观点的问

题在于它疏远和削弱了缺乏

个别能力的人群，比如因为

脑损伤而缺乏理智或自我意

识的人。正如基督徒作者瑞

伊和考克斯写的，“用功能

关系来定义人是行不通的，

因为一个事物在于它是什

么，而不是它做什么。”
[32] 
 

         物种学派观点 
  

第二种学派思想——人

的物种观点认为神的形象在

智人身上。这种与众不同的

特点在创世中被演绎出来，

并且不可否认的将人类从动

物中区分出来，将我们与神

联系在一起。然而，物种的

观点认为神的形象是全部人

类本质的阐述。这种观点并

没有明确联系到某个特殊的

方面或特点。实际上我们可

以将它称为“整体”观点。

这种观点最初出现在约

翰·加尔文的论著中，他承

认“尽管神的形象原本在人

的意识或心里，或者在人的

灵及能力里，然而人的任何

部分，甚至是身体本身，无

不存在闪光点”。[33]
 

 

神的形象不仅在我

们的 DNA 中，也

在我们的理智里 
 

实用主义学派观点将人

类明确的从动物王国中分出

来，这与旧约圣经的作者一

样。然而，这种观点试图定

义神的形象，因此人性的本

质在于我们能做什么。相反

地，物种学派观点更关注在

创造中我们是什么。伦理学

家瑞伊和考克斯又一次解释

了这种区别的重要性： 

 

        神的形象不是我们能够
拥有或失去的一种能力，而
是我们本质的一部分。我们
是神的形象，或者说我们反
映了神的形象，而不是我们
依据某种能力占有了神的形
象。当然了，神的形象会显
出为一些能力，这些能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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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神的形象，这形象就是
人本质的一部分。[34] 

 

一些人认为生物因素决

定了人性，也就是人的基因

型蕴含了道德状态。[35]然

而，神的形象不仅存在于我

们的 DNA，也存在于我们

的理智中。我们可以看到，

人不仅是身体部分的汇总，

而是身体、灵魂和意识的独

特组合，每个部分都被神所

知道，所爱，所创造。这暗

示了人性——成为道德群体

的一员，有道德的权利和义

务。[36]更简单的来说，因

为我们是人，所以有人的资

格。一些神学家反对任何在

身体层面反映形象，主要依

据约翰福音 4：24 耶稣所

说，“神是灵。”他们认为

这说明神并没有物质形态，

所以我们的身体不能反映他

的形象。然而，如果我们作

为一个整体来反映神，我们

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必然

反映神，我们否认身体是不

重要的这种观点。 

与实用主义观点相反，

物种学派支持基督教观点：

人人平等，与能力无关，

“富有的与贫穷的有共同

点：主创造了他们。”[37]

正如奈杰尔·卡梅隆所写，

“人的生物实体与人这种受

造物必然是一体的。这暗示

了形象也必然在这个物种中

呈现。”[38]只有这种观

点，不是各种能力的清单，

让我们真正的维护人类生命

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形象的影响 
 

在过去，人类生命的神

圣不可侵犯性这个概念或许

与基督教对堕胎的看法有最

清晰的联系。[39]最近几

年，讨论转移到其他话题，

比如自愿安乐死和协助死

亡，[40]还有应用离谱的科

技如干细胞来创造人类生

命。[41]然而，这些不同问

题的中心是对圣经观点的挑

战，就是做人意味着什么，

特别是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生

命界限。 

回顾圣经对做人的教

导，不仅阐释了我们寻找这

些医疗困境解决方案的轨

迹，也说明了我们与造物主

上帝的关系的重要真理。圣

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人是按

着神的形象造的。据我们所

知，人是唯一具有神形象的

受造物，所以人比其余的动

物更重要。我们也看到这形

象是神“特地”放在人身上

的。这种价值不是我们行为

的结果，而是神给我们的礼

物。这也不是我们可以拥有

或失去的一种能力，而是我

们的一种本质。因为我们有

神的形象和样式，夺取别人

的生命是绝对被禁止的。
[42] 

对于世俗的作者，以及

用实用主义观点看待形象的

基督徒，我的价值和对人性

的要求依赖于我能做什么：

如果我的功能减弱了，我的

伦理价值就一定会减少。基

于这个论据的原则，人的胚

胎、虚弱的人和老人是可以

牺牲的。然而，回到我们的

个案研究，“整体”物种观

点认为那些像奥德丽一样，

在中风后失去意识的人的价

值不在于他们能做什么，而

在于他们是什么。人不仅

“以荣耀和尊荣为冠冕”，

也被造成神的样式在地上代

表神。因此，我们的生命不

仅因为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

而有内在的价值，也不再单

单凭着己意随意处置。如约

伯记中以利户解释的：“他

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

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

灭亡，世人必仍归尘土。”
[43] 

综上所述，我们身上的

神的形象不是可以获得或失

去的能力，而是我们作为人

类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造

物主的反映：远远超过于进

化链中的一环，人是创世的

高峰。这就是我们呼吁要守

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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