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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的看法的看法
张东生

35 岁以上的中国人似乎都知道马克思的一句话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 (1844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 至于这句话的原文是指基督教还是指所
有宗教,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清楚, 到了中文为
什么翻译成为 “宗教”, 也就更不知道了. 但是这句话
对国内的人来说, 严重阻碍了他们对圣经理念的接触
了解, 生怕沾上了 “中毒成瘾”, 受害又脱不掉. 碰巧
笔者在药物成瘾分子机制的研究中做过一些工作， 就
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是历史上最著名的
思想家之一, 这句话明白表示了他对当时西方基督教
的深刻认识, 笔者认为这句话是实在的. 通过分析可以
发现, 这句话不仅包含了 对当时的基督教的尖锐 “批
评”, 也评述了基督教 在人类社会中的 “独特” 作用.
马克思的爷爷信奉犹太教, 父亲从犹太教改信了基
督教, 马克思本人六岁就成为了基督徒, 什么时候成为
无神论者并不重要, 他的思想曾引导无数的人们把
“无神论” 当做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科学最理想的世界
观.
首先, 从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看出, 马克思不仅知
道什么是 “基督教”, 也知道什么是 “精神”, 而且还知
道什么是 “鸦片”.
他对 “人” 的本质的基本理解与圣经的基本理念
是一致的, 将人分割成为 “精神” 和 “肉体” 两个层面,
“精神” (spirit) 应该指人的 “灵魂”. 在这一点上, 马克
思与现代 “极端无神论” 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为 “极
端无神论” 者否认人类有 “灵魂” 的部分.
从这句话还可以看出, 他认为基督教圣经理念 (Bible
conception) 的机制和效应都是作用在人的 “精神” 的
层面上, 并不直接作用在人的肉体层面上, 这一点与基
督教圣经的基本理念也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 他并不否
认圣经理念能够在人的 “精神” 的层面上发生作用的
基本事实. 这个事实表明, 人在 “精神” 的层面上的需
求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根本不同之处, 人在 “精
神” 的层面上有所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做为一个知识渊博的思想家, 他一定知道很
多 “毒物”的名词, 为什么他单单选择了 “鸦片” 来形
容基督教的作用? 表明他可能知道其中的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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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是从罂粟植物中提取出来的粗提物, 其有效成分
是吗啡. 基本的医药知识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十分有
效的镇痛药, 在临床治疗中一直被用来对付那些剧烈
的疼痛. 对于某些疾病来说, 疼痛可以给病人造成极严
重的心理损害, 有效的镇痛是综合治疗的重要措施之
一. 从独特的药理药效来看, 可以说吗啡是上帝给人类
的一个 “礼物”, 在解除人类肉体的某些疼痛方面, 发
挥着独特的作用, 其作用和疗效是发生在肉体的层面
上的. 但是, 基本的医药知识也告诉我们, 任何 “好
药” 一旦被滥用, 其副作用和毒性作用就无法避免, 吗
啡也不例外. 吗啡的主要毒副作用是药物 “依赖” “成
瘾”, 长期滥用可以进一步造成严重的身心损害. 但医
生并没有因此屏弃吗啡这个 “礼物”, 反而倍加谨慎把
它应用的更好. 很明显这些副作用和毒性作用并不是
药品本身的错, 错误在于那些 “不正当, 不合理” 的使
用者.
当今的医药技术可以有效地解除肉体的痛苦, 去除
肉体上的病变,
但对人类的 “灵魂” 仍然一无所知.
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 对灵魂的忽视和否认, 导致
人们对 “精神” 痛苦的原因仍然缺乏客观的认识手段.
基督教的圣经理念在人类 “心灵” 的层面上, “义不
容辞” 地担当起了 “医药” 角色, 以一种神秘的方式
关注人类 “心灵” 的需求, 医治精神上的 “病痛”, 其
中包括解除人类心灵上的 “顽疾”, 作用点是在 “灵魂”
“精神” 的层面上. 无数的事实表明, 圣经理念使无数
的人因此医治了 “心灵”的创伤, 填补了 “心灵” 的空
虚, 驱除了恐惧而获得 “内心”的平安, 从绝望走向希
望, 从迷茫的人生目的转向高尚的人生目标. 在这层意
义上讲, 圣经理念也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 “礼物”, 作
用点是在 “心灵” “精神” 的层面上.
但是, 任何 “好药” 一旦被滥用, 其副作用和毒性
作用就无法避免, 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指出历史上人类
对基督教的 “滥用”, 曾经给人类带来的 “身心” 损害,
因此比喻为 “鸦片”. 其实历史上的错误并不在圣经理
念本身, 错误在于那些 “不正当, 不合理” 的使用者.
无神论人士误以马克思的这句话为 “真理”, 引导
无数的人们把 “无神论” 当做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科学
最理想的世界观, 主张彻底 “铲除” 圣经理念.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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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刀真枪” 地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中国) 进行
了大规模长时间的 “实践” 和 “检验”. 1949 到 1977 年
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极端唯物” 最 “极端无
神”的年代. 对整个民族来说, 物质“丰富”, 没得说,
不就是多添加几个零吗, “人”说了算. 精神那叫“抖
擞”, 更没得说,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也是 “人”说了算. 历史事实表明, 中华民族为检验
“极端唯物”和“极端无神”的“优越性”和“科学性”
付出了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代价. 如果说 “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中国的检
验, 所得到的结论是: 这段惨痛历史表明了, 极端敌视
“圣经理念” , 会使社会产生严重的疾病和剧烈的疼痛.
对于某些心灵疾病来说, 疼痛可以给社会造成更加长
期的身心损害.
适量的水, 氧气, 盐类, 糖, 维生素都是人体生命

所必须的 “礼物”, 一旦过多, 也都会给人体造成损害,
如 “水中毒”, “氧中毒”, “高血糖” 等. 如果以此为理由,
将水, 氧气, 盐, 糖, 维生素从人体内彻底铲除, 无疑
会给机体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其实错并不在于水, 氧气,
盐类, 糖, 维生素本身.
马克思当时的那句话, 是对历史上不正当使用基督
教人士的严厉批评. 在把这句话当做 “真理” 而极端
敌视圣经理念的社会里, 人们的 “身心” 反而遭受了
更加严重的损伤, 同时也使得五花八门迷信活动如雨
后春笋, 泛滥成灾. 惨痛历史在提醒人们, 在“实践”
和 “检验”过后, 人们应该更加珍视 “圣经理念” 这份
上帝给人类社会的 “礼物”, 尤其是在将来更加现代化
的社会, 人类也会更加关注 “心灵” 上的需求, 在更
深层次上来理解这份 “礼物”.

张东生, 2006-7-23, 于辛辛那提, dongshengzhang_1@yahoo.com
(关于细胞 “染色体”, “DNA 分子”, “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 和 “细胞凋亡” 等生命中最要紧的环节与圣经文字的
“巧合” 关系, 请参阅笔者的系列文章, 见 http://xkxy.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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