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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约圣经 创世记》的
史前史叙事看神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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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建构的史前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以色列人

对自己历史的溯本追源。同时，通过史前史叙事也揭示出了神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神创造了
宇宙万物和人。在所有被造物中，人居万物之上 只有人能与神交流。起初，神人之间处于
和谐的关系。然而，自从人类始祖偷食善恶树上的果子之时，人与神的关系就开始破裂了。
神人关系破裂后，人自身就充满了罪恶。神不断地惩罚人的罪。但是，神又不断地减轻惩
罚，并为人开启新的可能性。在《圣经》结尾处，神在爱中又恢复了自己创造的伊甸园。这
样，整部圣经故事就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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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包括伊甸园故事、该

我们仍然有使命在身，要讲述出埃及的故事。对出埃及

隐和亚伯的故事、大洪水故事和巴别塔故事。这些故事被称
作远古历史，即史前史。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几

的故事讲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想称颂耶和华上帝。
” 通过
出埃及的先祖，以色列同上帝之间产生了特殊的关系。是耶

乎无法确定其形成年代，对这些内容进行历史断代学的研究

和华把他们救出埃及，使他们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民族。

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圣经故事为什么要加进这些叙事呢？
建构史前史的意义何在？这要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说起。

既然出埃及，那么以色列人的先祖为何要去埃及？从这
开始往前追溯，经过约瑟故事，雅各故事等先祖叙事。从先

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史上至关重大的事件。《申命记》
第 章 — 节中记载：
“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

祖叙事再往前追寻，就涉及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闪的
后代，而闪是挪亚之子，挪亚造方舟躲避了大洪水。为什么

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

会有大洪水？因为神看到世人罪恶甚多，于是发起大洪水惩

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
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耶和华听见我们

罚世人。人类又为什么会有罪恶？人的罪是因为人违背了上
帝的命令。人和宇宙万物又是怎么起源的呢？《创世记》的

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
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
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
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
”以
色列人每年都要在逾越节上纪念出埃及事件，他们认为：
“我

第 至 章给出了终极回答。
人和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如果把出埃及称为对以色列民的起源所做的推元学的话，那
么，亚伯拉罕及先祖故事则将以色列民族的推元学向前推进
了一步，而远古历史则是‘一切推元学的推元学’
。
”
是《创世记》建构史前史的意义所在。

这

们曾在埃及受法老的奴役。耶和华我们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

然而，希伯来圣经《创世记》中建构史前史的意义不仅

出的臂膀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若不是这位万福之源的圣者
从埃及救我们的祖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子孙的子孙

仅在于以色列人对自己历史的终极探寻。同时，通过史前史
叙事也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神学思想，即罪—罚—拯救。这

依然会在埃及受奴役。因此，尽管我们都很聪明，有见地

一神学思想始终围绕着神人关系而展开的。《创世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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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人由于背叛神陷入罪恶的渊

上帝对人进行了惩罚，但又不断地减轻惩罚。这是史前史叙

薮，而不断遭受神的惩罚。但是，神是大能与慈爱的，他又
不断地减轻对人的惩罚。神以他的慈爱和恩典拯救人类。
《创

事中所反映出的共同神学主题。
首先是人类始祖的堕落。上帝造出亚当后，吩咐亚当：

世记》的史前史叙事拉开了人类历史舞台的帷幕，并点明了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

整部圣经的主题，即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而且，这也为作为
上帝选民的以色人为什么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找到了神学

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记》
： — ）而蛇却引诱夏娃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由于神说

上的解释，这根源于他们对上帝的背叛。如果没有上帝这一
维度，这一切都无法说明。

过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死，蛇却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

一、神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创世记》首先系统地描述了上帝六天创世造人的经过。
起先，渊面一片黑暗，地是空虚混沌，神从空虚混沌中创造
了天地。第一日神造出了光，第二日造出了天和地，第三日
造出了旱地 植物的生命，第四日造出了太阳、月亮、星星，
第五日造出了空中和海里的动物，第六日造出了地上的动
物，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让人管理地上的万物。
因此，人拥有管理其他事物的权利。人是上帝创造万物的最
终目的，是上帝创造行为的最高点，居荣耀之冠，尽管如
此，人也要依靠上帝才有生命。上帝按自己的形象用土造人
后，将自己的气息吹进人的鼻孔里，人才有了鲜活的生命。
人是上帝的杰作，其他万物都无法与人相比。人高于其他万
物之上。但是，人永远是被造物，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
和神是绝然分开的。只有神才是最高主宰，他在万物之先，
是万物之因，超乎万物之上。他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他永
远是万物的创造者。
在所造万物中，神对人偏爱有加，神造人的目的是希望
人与神能有亲密愉快的交流。神造出人，并被安置在伊甸园
中。在希伯来语中，伊甸意为“喜悦”，转喻为“乐园”。在
伊甸园里，一切都那么和谐。
“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
”（
《创世
（
《创世记》 ：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
记》 ： ）园中有各样的树、各样的果子。神依自己的形
象，“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
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
《创世记》 ： ）神吩咐亚当看
守管理伊甸园，除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园中任何树
上的果子。神看只有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便用亚当身上的
一条肋骨，造出了一个女人作亚当的配偶，这个女人名叫夏
娃。神造出人，是为了人能与上帝为伴，与上帝沟通。如在
《创世记》 ： 中上帝就同亚当、夏娃谈论当天发生的事。
在伊甸园里，“上帝几乎把人置在与其平等的位置，神人同
处一园，互相交流和娱乐。
” “神可与人谈心，也会因人而
感到高兴；人也能在神的同在、爱和眷顾中享受到全然的快
乐。
” 在所有被造物中，只有人能与神见面，与神相交。
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和误解，他们之间其乐融融。人
不仅与上帝处于和谐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非常和谐的。整个世处于一个平衡而有序的理想状态。

二、神人关系的破裂与新的可能性

道善恶。
”（
《创世记》 ： —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
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
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
（
《创
世记》 ： ）神给了人一种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吃
或不吃。最终人还是选择了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善
恶树的果子之后，便知自己是赤身露体，不好意思见耶和
华，藏了起来。耶和华得知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对
他们进行了宣判。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这也是人第一
次背逆上帝。上帝对蛇、女人、男人分别施与了惩罚，让蛇
用肚子行走，让女人增加生育的痛苦，让男人辛苦劳作直到
归于尘土。宣判之后，亚当、夏娃被耶和华赶出了伊甸园。
此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变得失调起来，人与自然界相互
我又要叫你和女
为仇、互不信任，“耶和华神对蛇说：
‘
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
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后跟。
’
”（
《创世记》 ： ）
不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失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也开始破裂了，亲人也变成了仇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
甸园后，夏娃生下了该隐及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
地的。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献给耶和华，亚伯献出羊群中头
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给耶和华。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
物，没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怒形于色，心中暗恨亚
伯，二人在田间之时，该隐杀了亚伯。耶和华对该隐的恶行
宣告惩罚，“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
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
《创世记》 ： — ）
该隐离开耶和华，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自从人与上帝的疏离、失和后，人自身就充满了罪恶、
邪恶，不再像神那样仁慈、舍己、怜恤。人在地上造的恶越
来越多，“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
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创世记》
：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
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
（
《创
世记》 ： ）可见，耶和华十分憎恶人的罪恶。于是他决
定发一场大洪水除灭地上一切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所幸
的是，只有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耶和华见他是个义人、完
全人，便吩咐挪亚造方舟，使其一家并洁净的、不洁净的畜
类，飞鸟及地上的昆虫等有血肉的活物可在世界的大洪水中
保全生命。洪水退后，神又与挪亚及其后裔立约，同时也与
从方舟中出来的各种动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
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创世记》
：

然而，神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短暂的。神人之间相知相

挪亚的后裔在地上建立了邦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

爱的和谐关系出现了破裂、隔绝，这一切都源于人偏离了上

语言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
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
《创世记》 ： ）他们决定要建

帝，背叛了上帝。自从人与上帝疏离后，人自身充满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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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传扬人的名字。因为人类

叙事开辟出圣经后面的叙事，它们“对后面的具体历史叙事

的语言和行为的一致使耶和华深感不安，“看哪，他们成为
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

起着一个宪章般的作用” 。这其中蕴含着上帝的慈爱（或
恩典）。如果没有上帝对人的爱，没有上帝为人开启新的可

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

能性，就没有以色列人的历史。

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
”（
《创世记》 ： ）地上
众人的口音语言被变乱了，分散在各地上。这就是著名的巴

《创世记》中的史前史叙事紧紧围绕着神人关系，点明
了整部圣经故事的神学主题，即罪—罚—拯救。这个主题在

别塔故事。当然，这则故事有许多涵义，但是其中一个意思
便是，神要惩罚人类的狂妄自大、自作主张。

整部圣经故事中不断地得到重复和回应。如《士师记》中就
提到，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这些叙事虽然不是一个整体连贯的故事，但是，这些叙

去奉侍诸巴力。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去叩拜别神。耶和华

事构成了一个故事链。由一个故事引出了下一个故事，它们
一个一个地推进，从亚当夏娃引出了该隐与亚伯、该隐与亚

非常愤怒，神就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他们受到欺压，便祷
告求神的帮助。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便拯救了以色列人。

伯引出了大洪水、大洪水引出了巴别塔，在这一过程中，世

以后又不断循环重复类似的故事。

界充满了恶行，行在耶和华眼中是恶的事。这一切都根源于
人类始祖的堕落。上帝给了人决定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人却

圣经故事从神的创造开始，至人类的堕落，到神的救
赎。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始终彰显了耶和华对人的慈爱与

滥用自由，做自己命运的主宰，破坏神与人之间的相知相爱
的关系，置上帝的价值观于不顾。世界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无

恩典。神自始至终是圣经故事的主角，他始终介入到人的历
史活动之中。神“创造”了一个被救赎的民族，他的救赎计

序，那么混乱。起先那种平衡而有序的理想状态不复存在。

划是通过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而展开的。可以说，圣经

自从人类始祖背离了上帝，后世之人就因袭了他们对上帝的
悖逆。由于人与耶和华神的疏离，使人与神之间有着一道极

故事就是一部救赎史。神拯救人的目的是要人依存于神，与
神修好，重新与神照面。人自己是没有什么本事把自己从苦

深的鸿沟，如同“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
《以赛亚书》 ：

难中拯救出来，只能依靠神的恩典。离开了上帝，人就会陷

）。与上帝失和的恶果便是人作恶多端，亲人也能变成仇
敌，该隐不就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吗？神对人所犯的恶行进

入灾难之中。没有上帝，人就不完全。人与上帝的关系就像
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因此，人需要上帝的指引。而上帝“对

行惩罚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应当的，人类被逐出伊甸园，该
隐被流放到地上，大洪水灭世，将人分散在地上以免他们一

那些以孩子般的纯真之心承认自己对创造者依存关系的人，
。最终，神在爱中恢复了自己
他永远待以宽容和慈爱”

起作恶等等。但是神又是那么的慈爱，他总是宽恕、恩典人

创造的伊甸园。这样，圣经故事便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类。耶和华对人充满怜悯和慈爱，即便人类堕落至不堪的地
步，耶和华也始终对人不离不弃，他总会把人从罪中拯救出

注释：

来，
“不断地为神人和谐状态的复归开出新的可能。
”

“在

每一次对人罪的惩罚中，都留下继续前行，开启新的可能和
机会的余地。
”
耶和华曾经对亚当说不得吃善恶树上的
果子，并警告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记》 ：
）然而，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并没有死，而是被耶和华
逐出了伊甸园，并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
《创世记》 ： ）；

① 本文所用的《圣经》版本为中英文对照圣经，中文采用简化
字的《新标点和合本》。引文出处的形式如《创世记》 ：
表示《创世记》第 章第 小节。神、耶和华、上帝可互相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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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多端，但是，上帝对人的爱却没有止息。耶和华总会给人
留下一线希望。他不会任人自消自灭，永远都存在着重新开
始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亚当夏娃就没有该隐与亚伯；如果没
有上帝对杀人犯该隐的宽恕，就没有挪亚及其后裔；没有上
帝许诺不再以洪水灭世，就没有巴别塔故事

由这一系列

许一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

戈登菲 道格拉斯 斯图尔特 圣经导读 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瑞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