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心为中心的人论——史料篇

by袁永甲



史料

Dem. = 阿弗哈特《论文集 Demonstrations》
• 叙利亚文：Parisot, D. I., ed. Aphraatis Sapientis Persae Demonstrationes. PS 1-2. Edited by R. Graffin. Paris: Firmin-

Didot, 1894. 
• 英译本：Lehto, A., trans. The Demonstrations of Aphrahat, the Persian Sage. 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 27.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0.

Con. = 卡西安《会谈录 The Conferences》
• 拉丁校勘本：Pichery, E., ed. Conférences. Sources chrétiennes, no 42, 54, 64.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1955-9.

• 英译本：Ramsey, Boniface, trans. John Cassian: The Conference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7. 

Hom. = 马加略 Symeon-Macarius 《讲道50篇 50 Homilies》

• 希腊文：H. Dörries, E. Klostermann, and M. Kroeger, eds. Die 50 geistlichen Homilien des Makarios (Berlin: De Gruyter, 
1965). 

Dis. = 尼尼微的以撒 Isaac of Nineveh 《论文第一部分 Discourses. Part I》
• 叙利亚文：Edited by P. Bedjan as Mar Isaacus Ninivita. De perfectione religiosa.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09.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1/12/16/%e5%8f%99%e5%88%a9%e4%ba%9a%e6%95%99%e7%88%b6%e9%98%bf%e5%bc%97%e5%93%88%e7%89%b9%e8%ae%ba%e5%bf%83%e5%9c%a8%e5%9c%a3%e7%a5%b7%e4%b8%ad%e7%9a%84%e4%bd%9c%e7%94%a8-%e8%a2%81%e6%b0%b8%e7%94%b2/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03/10/%e5%8f%99%e5%88%a9%e4%ba%9a%e7%9a%84%e5%9c%a3%e4%bb%a5%e6%92%92%e4%b9%8b%e5%ad%a6%e6%9c%af%e4%bb%8b%e7%bb%8d-%e8%a2%81%e6%b0%b8%e7%94%b2%e8%af%91/


史料

Prin. =奥利金《论首要原理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
• John Behr, ed. and trans. 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s, Vol.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Sch. Ps. =艾瓦格里《诗篇评注 Scholia on Psalms》
• 希腊文 PG 12:1054–1686. (PG =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ed. J.-P. Migne (Paris, 1857–

66))
Th. =艾瓦格里《论邪念 On Thoughts》

• 希腊文 Evagrius Ponticus, Géhin, Paul, Guillaumont, Claire, and Guillaumont, Antoine. Sur les pensées. Sources 
chrétiennes 438.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1998.

圣山尼哥底母《以心为中心的人论》（标题系译者所取）

修士尼克弗罗《论心祷》（标题系译者所取）

圣帕拉玛《为静修士辩护文1.2》

新神学家西蒙《论三种祈祷》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01/30/%e8%af%91%e4%bd%9c%e5%88%86%e4%ba%ab%ef%bc%9a%e5%9c%a3%e5%b1%b1%e5%b0%bc%e5%93%a5%e5%ba%95%e6%af%8d-%e8%ae%ba%e5%bf%83%e6%98%af%e4%ba%ba%e7%9a%84%e4%b8%ad%e5%bf%83/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02/10/%e8%a2%81%e6%b0%b8%e7%94%b2%e8%af%91%e4%bd%9c%e8%8a%82%e9%80%89-%e4%bf%ae%e5%a3%ab%e5%b0%bc%e5%85%8b%e5%bc%97%e7%bd%97-%e8%ae%ba%e5%bf%83%e7%a5%b7/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10/21/%e5%9c%a3%e5%b8%95%e6%8b%89%e7%8e%9b-%e4%b8%ba%e9%9d%99%e4%bf%ae%e5%a3%ab%e8%be%a9%e6%8a%a4%e6%96%871-2-%e8%8a%82%e9%80%89/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06/15/%e8%af%91%e4%bd%9c%e8%8a%82%e9%80%89%ef%bc%9a%e6%96%b0%e7%a5%9e%e5%ad%a6%e5%ae%b6%e8%a5%bf%e8%92%99-%e3%80%8a%e8%ae%ba%e4%b8%89%e7%a7%8d%e7%a5%88%e7%a5%b7%e3%80%8b/


νοῦς心灵/理智是枝干，是用； καρδία心是
根，是体
• 犹太传统（包括新约，尤其是福音书）

• 旧约中，心代表了人的全部：生命力、情感、理智、意愿和灵性，是人的核
心。新约继承了旧约的人观，视心是人最核心处。此外，在新约中，心是上帝
的居所。使徒保罗指出心是圣灵的所在，他说神“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林后 1:22)。“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 (加 4:6) 总之，在圣经中，
心是人的中心。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林前 6:19)

• 叙利亚传统（以大马加略、阿弗哈特、圣以撒《爱神集》为代表）
• 希腊传统（以奥利金，艾瓦格里为代表）nous =心 (不少现代学者持这种观点
Meyendorff）
• “Nous的官能被称为心，你会在新旧约找到很多[心这个词]” (Prin., 1.19)； “圣
经的习惯是把nous的地方说成心 (ἀντὶ τοῦ νοῦ τὴν καρδίαν)” (Sch. Ps. 15:9) “Nous
依附于他自己的珍宝，经上记着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太, 
6:21).” (Th. 6,  Géhin 172:30-32)



大圣马加
略手稿简
介

• 作者：多数手稿归于马加略 (Macarius)之名，
但有一些也归于某位西蒙 (Symeon)，因此手稿
可以称为马加略-西蒙传统；文体有些讲道集，
问答体和书信。作者显然是叙利亚人，住在安
提阿附近。无论如何这些著作对东方教会的灵
修传统有深远影响，与巴西尔的著作有回响，
影响了后期的Mark of Monk, Diadochus of
Photice, Maximos the Confessor,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Gregory Palamas.

• 成书时间与地点：4世纪叙利亚地区
• 特点：使用艾弗冷，阿弗哈特象征、比喻和诗
化语言，引用叙利亚四福音书和叙利亚的启示
文书（暗示至少能读叙利亚文），使用柏拉图
和斯多葛派的术语；与尼撒的格里高利和大圣
巴西尔有关联（如强调忆念上帝）,比艾瓦格里
更强调心的深层性（后来的体用说）



来自大圣
马加略

• Nous (νοῦς) 在心中。心是一个小容器 (μικρόν τι
σκεῦός)，包含着龙，狮子，毒兽以及一些邪恶的仓
库。类似的，它也包含上帝，它持守天使，生命和
王国，它包含光，使徒，恩典的宝库，它包含一切。
(Hom.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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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ή γάρ καρδία ήγεμονεύει καί βασιλεύει όλου τοϋ 
σωματικού όργάνου, καί έπάν κατάσχη τάς νομάς τής 
καρδίας ή χάρις, βασιλεύει ὄλων τών μελών καί τών 
λογισμών. έκεΐ γάρ έστιν ὁ νοῦς καί όλοι οί λογισμοί τής 
ψυχής καί ή προσδοκία αυτής, διό καί διέρχεται ή χάρις 
είς όλα τά μέλη τοῦ σώματος. (Hom. 15.20)



卡西安——
阿爸摩西

• 因此，我们必须持续地查验心中一切
隐秘之所，必须以最严谨的态度调查
进入其中的任何印记，恐怕一些属灵
的野兽，一只狮子或一条龙，穿入，
悄然地留下它们危险的脚踪；倘若我
们忽视[心中]的邪念，我们心中的圣坛
就交付给别的东西来入住了。因此，
我们应该时刻以福音的犁——即，持
续忆念主的十字架——耕心田，我们
就能清楚有害动物的巢穴和毒蛇隐秘
的窝。( Con. 1.22.2)



阿弗哈特

•清心 ( '&% ܬ#"! ) 是比一切大声祈祷更好
的祈祷，联合着一颗清明的心灵（  '*"(ܪ

+,"' ) 的静默，要比高声呼求更优。亲爱
的，将你的心和灵给我，听听圣祷的力量，
看看我们的先祖如何借着在神面前的祈祷
得胜，并且这祈祷成为他们向神所献的纯
洁的供物(玛 1:11) 。”（Dem. 4.1; 
Parisot, PS1, 137.1-10）
•你居于公义之中，那里对你来说很宽敞。
你的伟大插入 (ḥelda’) 微小的心中(klebā’ 
z‘urā’)，你使我们成为殿，你荣耀的居所。
(Dem. 23.59; Parisot, PS2, 121.11-14.)



圣以撒 Nous与心的关系：枝干与根

•清洁之心灵/思（ '(ܪܕ -ܬ#"! ）思与清心 ( '&% ܬ#"! )有别，正
如一个肢体与全身的区别。心灵只是灵魂的一种官能，而心掌控
内在的所有官能：它是众官能之官能，是它们的根本。如果根部
是圣洁的，那么它的枝干也是圣洁的；但如果只是一个枝干圣
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Dis., 29)



圣山尼哥底母和巴西尔：心是体，心灵
nous是用
• 当心灵不再分神与外在世界，不再跟随感觉耗散于世俗，就回到自身，
从中升向对神的静观(或观念ἔννοιαν)（巴西尔书信2）
• 你必须守卫心神，就是心神的活动和你的心。你知道，每一个本质的
活动，都自然地与激活它的本质和能力相连，并且自然地回到它的本
质，与之合一，在那里安息。因此，如我们之前所说，既然你将心神
的活动（能量）——其器官是脑部——借着守卫感觉和想象，从一切
外在世界的事物中解脱出来；如今，你必须使它返回到它自身的本质
和能力中，即让心神回到心中——即心神本质和能力的器官，如此，
灵性地查看整个内在之人。对新手来说，这种心神的返回，按照教导
警醒的圣教父们的教导，经常通过低头、将下颚贴在胸口完成。
（《论心祷》）



修士尼克弗罗

• 因此，坐下来，收敛心神(nous)，引导它随着呼吸降入呼吸道，来到心脏的位置，
驱使、甚至强迫它与吸入的空气一同下降，进入心里。一旦进入心里，接下来，
心灵就不会悲伤难过，而是像离家很久后回到家里的浪子，虽然一无所有，仍
十分快乐，因为与妻儿团聚如此宝贵。这样，一旦心神进入心里，它就充满了
不可言说的欢喜快乐...我们知道每个人灵魂中理性思考的部分是位于胸中的，
当我们的嘴唇沉默时，我们说话，谋算，计划，安排祷告，唱诗以及其他都是
在胸中进行的。因此，如果你愿意，你就能这样做：在这心神思考的能力中，
清空源自它的所有念头，将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怜悯我”交
给它，迫使这祷文取代其他的任何时候在我们里面涌出的念头。如此假以时日，
心里的入口肯定会向你敞开，不要有任何疑惑，就像我们对你写过的，就像我
们亲身从经验中获知的。



论三种祈祷

• 关上门，从一切虚空，短暂的事物中收心，然后让你的胡须（即下巴）
贴于胸膛，将目光和你全部心思移到腹中央，即肚脐。限制你吸入鼻孔
的气息，使之不那么畅快自然（即让你的呼吸变得绵长），以意念搜寻
你身体中心脏的位置，因为一切灵魂的能力都居于其中。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里一团黑暗，是一片厚重，无法穿透[的混沌]（πάχος 
ἀνένδοτον）。这里虚空，暂时之物即指被造物。
• 警告：笔者并不建议在无神师的情况下做以上两种操练，原因请见，笔
者的建议请见，但会为这种姿势辩护。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09/04/%e8%af%91%e4%bd%9c%ef%bc%9a%e5%9c%a3%e7%b4%a2%e5%bc%97%e7%bd%97%e5%b0%bc%e3%80%8a%e8%ae%ba%e8%80%b6%e7%a8%a3%e7%a5%b7%e6%96%87%e7%9a%84%e6%96%b9%e6%b3%95%e3%80%8b%ef%bc%88%e5%ae%8c%e6%95%b4%e7%89%88/
https://areopagusworkshop.uk/2022/02/15/%e7%bb%99%e6%96%b0%e6%95%99%e5%be%92%e5%85%b3%e4%ba%8e%e6%93%8d%e7%bb%83%e8%80%b6%e7%a8%a3%e7%a5%b7%e6%96%87%e7%9a%84%e5%bb%ba%e8%ae%ae/


圣帕拉玛为静修士辩护文 I.2

• 他们说，我们试图将心灵封闭在身体中 (即心中)，是错误的；他们说，
恰与之相反，我们应该让心灵在一切形式上远离身体，外在于它[2]。他
们疯狂地嘲笑我们中的一些人，写信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建议初学者低
头定睛于自己，通过呼吸引导心灵进入心里。他们说，心灵与灵魂不可
分，因其不可分，心灵本应该包含在灵魂里，如何能让心灵再次进入心
中呢？再者，他们指控我们说，我们通过鼻孔吸入神恩，（使其内
住）。



圣帕拉玛为静修士辩护文 I.2

• 灵魂有众多能力，它藉着身体——好像藉着一个器官——运作，因为身
体天然地依靠它而存活。那么，灵魂的能力，就是我们说的心灵会使用
哪个[身体]器官来活动呢？没有人会认为心灵居于手指甲，眼睑，鼻子
或嘴唇中。但大家都认为心灵居于身内，只不过它主要通过哪个内部器
官运作，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位于脑部[某个区域]，好似一座城
堡；有人以为它居于心的最核心处和心的载体（ὄχημα）——这载体依
照最核心处的天然之灵得净化。



圣帕拉玛为静修士辩护文 I.2

• 但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的理性并不像一个装在身内的容器，因为它是
无形的；也不在身外，因为它与身体相连；而是居于心中，以心为其载
体 (ὀργάνῳ，也可译为器官)。这并非出于人的教导，而是造物主亲自说
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太 15:11)”稍后，他说：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 (太15:19)。”大圣玛卡里奥（Μακάριος 
Makarios）说：“心统领百体，一旦恩典进入心田，它就统领一切念头
和肢体，因为心灵和一切灵魂的念虑都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