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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Frederic 
Francois 
Chopin, 1810- 
1849)

• 始于18世纪后期西欧的艺术、文学、和文化运动
• 注重以强烈的情感作为美学经验的来源
• 是对于启蒙时代以来的贵族和专制政治文化的颠覆，以艺

 术和文学反抗对于自然的人为理性化
• 和政治和哲学相关

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 
1827)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1809-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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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浪漫主义是開始於18世紀西歐的藝術、文學、和文化運動，大約就發生在1790年工業革命開始的前後。它注重以強烈的情感作為美學經驗的來源，並且開始強調如不安、驚恐等情緒，以及人在遭遇到大自然的壯麗時表現出的敬畏。浪漫主義是對於啟蒙時代以來的貴族和專制政治文化的顛覆，以藝術和文學反抗對於自然的人為理性化。浪漫主義重視民間藝術、自然、以及傳統，主張一個根基於自然的知識論，以自然的環境來解釋人類的活動，包括了語言、傳統、習俗。浪漫主義受到了啟蒙運動的理念影響，也吸收了中世紀文化復古的藝術成分。「浪漫」一詞來自於「romance」—代表了源於中世紀文學和浪漫文學裡頌揚英雄的詩賦風格。
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裡發生的事件和其背後的意識形態也影響了浪漫主義運動。浪漫主義致力於宣揚那些在他們看來被忽略了的英雄個人所達成的成就，它正當化了個人的藝術想像力，並將其作為最重要的美學權威之一，突破了對於藝術的傳統定義。浪漫主義對於歷史和自然題材的強烈訴諸，便是形成這種理念的基礎。

特征：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的标准。例：蚯蚓有益，可是不美丽；老虎倒美，却不是有益的东西。达尔文（非浪漫主义者）赞美蚯蚓；布雷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赞美老虎。

The Enlightenment sages believed in reason, order and civilization, Rousseau believed in feeling spontaneity and nature.




雾海上的流浪者(The 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Caspar 
David Friedrich, 1818)

自由领导人民(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Eugene Delacroix, 1830)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少年维特的烦恼，1774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在視覺藝術和文學上，「浪漫主義」代表的通常是從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的期間。浪漫主義文學裡經常可以發現的特色在於對於過去歷史的批判、強調婦女和兒童、對於自然的尊重。除此之外，一些浪漫文學的作家例如納撒尼爾·霍桑，還將他們的作品根基於超自然/神秘學和人類心理學的基礎上，他們都對此深深著迷。蘇格蘭詩人詹姆斯·麥克佛森（James Macpherson）在1762年出版的詩集獲得了國際性的名聲，大為影響了早期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同時也影響了後來的歌德和司各特。
最知名的浪漫主義文學早期作家之一是歌德，他在1774年發表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描述一名帶有豐富感性和熱烈情感的年輕作家的故事，引發了全歐洲成千上萬青年的崇拜和模仿。當時德國仍然是由大量分離的州所組成，歌德的作品對德國民族主義意識的崛起給了極大的助力。德國重要的浪漫主義早期作家還包括了路德维希·提克（Ludwig Tieck）、諾瓦利斯〔Novalis〕。海德堡接著成為了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中心，許多詩人和作家如都在當地的文學圈裡進行聚會交流。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通常注重於情感和想像，其他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經常出現的題材還包括了旅行、自然、以及古代的神話。晚期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則通常帶有較為陰暗的風格、並且還帶有一些哥特小說的成分。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少年维特的烦恼作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原名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出版地莱比锡語言德文類型書信體小說出版者Weygand'sche Buchhandlung, Leipzig出版日期1774年
Charlotte在Werther墓前。1783年插圖
《少年维特的烦恼》（德語：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是第一部让歌德在德国几乎一夜成名的小说。本书于1774年秋天在莱比锡书籍展览会上面世，并在那里成了畅销书。它是歌德作品中被他的同时代人阅读得最多的一本。由此而来的成功给歌德的一生带来了名誉和财富。《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初版属于狂飙突进运动的风格，而修订版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仅仅取决于他的感觉——是感伤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

• 卢梭(Rousseau, 1712-78)为头一个大人

 物
• 启蒙运动者相信理性、秩序和修养，而

 卢梭相信感觉，即兴和自然
• 特征：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利的标准
• 对于浪漫主义者，对情感和自然的爱几

 乎就成为一种宗教；神不再是基于思想

 和分析的对象，而是通过对自然的美而

 经历和感受的对象
• 士莱马赫认为启蒙运动者之以宗教为迷

 信和不合理性是错误的
• 士莱马赫认为人不只是理性的---他有情

 感和感觉
士莱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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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The Enlightenment sages believed in reason, order and civilization, Rousseau believed in feeling，spontaneity and nature.

Romantic Theology: For the Romantics, the love of emotion and nature was almost a religion itself. God was no longer intellectualized and analyzed; instead he was experienced and felt through the beauty of nature. Many Romantics thus had pantheist tendencies, identifying God and nature to some degree. But others used the insights of Romanticism to approach Christianity in a new way (e.g., Schleiermacher).

Schleiermacher was raised by the Moravians but felt alienated by their inability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and doubts that plagued him. He then studied at the University of Halle, where he read the newly published works of Kant. Kant’s insistence that God is beyond the access of reason made a great impression on him. In 1799, now working as a Lutheran minister, Schleiermacher published his famous 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In this brilliantly argued rhetorical piece, Schleiermacher insisted that the Enlightenment sages who dismissed religion as superstitious and irrational had got it all wrong. They were so obsessed with ‘reason’ they had forgotten there was anything else to human nature. But human beings are not just rational creatures – they have emotions and feelings too, and Schleiermacher focused on this concept of ‘feeling’. Feeling, he believed, is something that accompanies every part of life, and feeling is the realm of religion, for it is through feeling that we are aware of God. So to try to lead a full human life whilst ignoring religion is impossible: religion is part and parcel of what it is to be human, because it develops the feeling side of our natures just as philosophy or science develop the rational side.



费希特

 
(Johann Fichte, 
1762-1814)

• 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在德国建立起来的哲学
• 和浪漫主义、启蒙运动的政治革命有密切联系
• 唯心主义: 在客体中发现的属性取决于它们出现在主体目前的

 方式，而不是它们自身固有，独立于主体之外的
• 由康德的作品发展起来；纯粹理性批判，实践理性批判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谢林(Friedrich 
Schelling, 1775-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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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德国唯心主义一般是指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哲学，它由康德在1780年到1790年间的作品发展起来，并和浪漫主义、启蒙运动的政治革命有着密切联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最有名的思想家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然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和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编辑] 唯心主义
主条目：唯心主义
哲学上唯心主义一般指我们在客体中发现的属性取决于它们出现在主体面前的方式，而不是它们自身所固有，独立于主体经验之外的。物自体是指物体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它的存在不受主体认识形式的限制。而关于一件事物应有何种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属性则是唯心主义的基本问题。
[编辑] 概述
康德（1724-1804）被认为德国唯心主义和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他的作品试图调和18世纪两大主要的哲学派别：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主张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我们的感觉经验，而理性主义则主张知识通过独立于经验之外的先验理性获得。康德的结论是我们通过感觉，知识的对象只是被给予，然后通过先验知性的处理将它们联系统一起来，构成某种规则，最后通过理性将知性的规则纳入我们的思维和知识。这样理性就不直接涉及对象或者经验，所以就不能获得真正的客体知识。康德将之称为“批判哲学”，主张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的界限。康德的这种认识论将世界分为表象和物自体两部分，其中只有表象世界能被我们所认识，而物自体则超越理性之外，无法被认识而只能被信仰。
康德之后的主要继承者有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都共同点是试图取消物自体。费希特不同意康德的物自体的论述，以绝对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这一绝对自我统一了经验和理性，也就是认识论的最高起点。谢林批判费希特过分强调主体作用而忽视了客体，发展了以描述客体如何可能的自然哲学和将主体客体合一的同一哲学。黑格尔以“精神”表示人类本性，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将哲学和历史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叔本华则走向了另一极端，他继承了物自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一般在哲学史上不将他归于德国唯心主义中，尽管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唯心主义者，而且他的作品也反映了这一点。后来的年青黑格尔派则在多个方面发展了黑格尔的思想，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年5月19日－1814年1月27日），德国哲学家。尽管他是自康德的著作发展开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往往被轻视了。费希特往往被认为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两人哲学间的过渡人物。近些年来，由于学者们注意到他对自我意识的深刻理解而重新认识到他的地位。和在他之前的笛卡尔和康德一样，对于主观性和意识的问题激发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费希特也涉及政治哲学，他被一些人认为是德国国家主义之父。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年1月27日－1854年8月20日）德国哲学家。一般在哲学史上，谢林是德国唯心主义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之间。解读他的哲学通常不太容易因为它哲学中关于自然的定义总是不确定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伟大但又捉摸不定的思想家，因为他在观点间的跳跃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说缺少一些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力量。另一些人认为谢林总是关注一些常见的话题，尤其是自由、绝对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谢林的思想和费希特一样也常常被轻视了，尤其是在英语语系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黑格尔后来的崇高地位，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故意贬低了谢林，将谢林描述为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注脚。其次是因为他的自然哲学，它常被一些实证科学家们嘲笑为缺乏逻辑推论和实践证明的。但他的自然哲学受到了浪漫派和大诗人歌德的欣赏，也得到了德国自然科学的欢迎。


《純粹理性批判》的哲學要義
首先，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之中，闡明了對理性進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於確定一般形而上學是可能還是不可能，以及規定源流、範圍和界限。但是康德於第二版序之中，反而不是著重於進行理性批判的條件，而是改變了知識與對象的關系：不是知識依照對象，而是對象依照知識，這一新概念，導致康德發動了哲學界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實踐理性批判》的哲學要義
伦理学方面，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是采取该行为的动机。康德还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编辑] 康德哲學的學說結論
其學說用其自己的說法乃是主要回答四個問題：
我能認知什么？
我應該做什么？
我希望什么？
人是什么？



• 康德哲学回答: 我能认知什么？我应该做什么？我的盼望是什

 么？人是什么？
• 康德调和经验主义和理性主义；将世界分为表象和物自体，只

 有表象世界能被我们认识，而物自体则超越理性之外，无法被

 认识而只能被信仰
• 康德系统中没有给神在历史客观启示的地位；认为圣经只是人

 写的历史书，应用历史批判的方法
• 强调伦理，认为人创造了宗教
• 康德为圣经批判和自由神学提供哲学框架

“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

 新和不断增长之魅力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
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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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Notes
康德哲學的學說結論
其學說用其自己的說法乃是主要回答四個問題：
我能認知什么？
我應該做什么？
我希望什么？
人是什么？

Because Kant denied that man can know the world of noumena, there is no place in his system for a historical and objective revelation of God in the Bible. To him it is only a man-made book of history, to be subjected to historical criticism just as any other book. There is no place for Christ, the God-man, in Kant’s system. Man with his free will and his immanent sense of what is right becomes the creator of a religion in which he develops the morality inherent in himself. There is a logical line of continuity between Kantian idealism and modern liberalism with its insistence on the “spark of the divine” within each of us, which liberals insist we need only to cultivate to achieve good moral conduct and eventual immorality. In this fashion Kant helped to provide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for both biblical criticism and modern liberal theology.




• 黑格尔的思想象征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

 学的顶峰
• 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深

 远影响
• 辩证法：神在历史中用对立和统一的方式显

 示自己
• 认为宗教不止于伦理，更是关于世界和绝对

 精神的联合

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 
1831)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语：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国哲学家，出生于今天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首府斯图加特。18岁时，他进入蒂宾根大学（巴登-符腾堡的一所新教神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与荷尔德林、谢林成为朋友，同时，为斯宾诺莎、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和法国大革命深深吸引。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象征着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有甚者，由于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之要义，因此，对于那些因看到自由主义在承认个人需求、体现人的基本价值方面的无能为力，而觉得自由主义正面临挑战的人来说，他的哲学无疑是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辩证法 (Dialectic) （或辩证术、辩证方法）是一种化解不同意见的辩论方法，它讨论着自古以来都是印度与欧洲哲学中心的问题。 "辩证法"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并因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对话录"的记载而为人所熟知。辩证方法是一种在两个或更多对一个主题持不同看法的人之间的对话，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有充分理由的对话建立起对事物真理的认知。 辩证与辩论不同，在辩论中，辩论者对自己的看法论点相当明确，并且以赢得辩论为目的。辩论者要么驳倒他们的对手，证明他们自身推理的正确；要么证明他们对手的推理的错误。因此，在辩论中需要有裁判或评判团来判定何方胜利。 辩证也与雄辩不同，在雄辩中，演讲者通过言语、修辞与感染力来说服听众，使他们相信演讲者的理论。 诡辩者认为"才能"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人一生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在演说言辞中的艺术品质能够表明一个人的才能高低。演说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形式，它通过精彩的演讲来取悦并且感染听众。尽管如此，诡辩者仍然教导他们的学生要用各种方法来寻求才能，而不仅仅只是在演说中。 苏格拉底认为真理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真理能够在讨论所使用的推理和逻辑中被发现，这就是辩证法。 苏格拉底认为，"理性"(类似于逻辑，而不是感情)，才是说服别人与及发现真理的正确方法，并且，是一个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真理，而不是才能，才是更好的。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探寻真理来导引他的人生。因此，苏格拉底反对诡辩者，反对他们那"把雄辩当做一种艺术和有感染力的演说"的教导，因为这既不需要逻辑也不需要证明。 各种不同形式的辩证推理在古印度和西方出现，渡过了漫漫历史长河。其中包括：苏格拉底方法论，印度教辩证法，佛教辩证法，中世纪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犹太教塔尔穆德辩证法，以及新教辩证法。[以上段落翻譯自英文頁面]
辩证法，源自於古希臘的邏輯辯證過程，以問答進行[1]，是关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源出希腊语“dialego”，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指一种逻辑论证的形式。现在用于包括思维、自然和历史三个领域中的一种哲学进化的概念，也用来指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法有三种基本的历史形式：古代朴素的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此詞彙應用於多種不同領域，包括哲學、自然科學與史學。[2]




• 立敕尔受士莱马赫影响，强调宗教情感
• 他的系统之客观基础在于基督社群的宗教

 经验
• 圣经记载这社群经验，因此应象其他书一

 样经受历史的研究
• 启蒙运动和唯心主义哲学使圣经成为人类

 宗教主观演进的记录
• 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 或历史批

 判): 着眼于圣经各章作者、写作日期、及

 写作地点等
• 高等批判对信仰产生威胁
• 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 或文本批判): 
着眼于经文校勘及鉴别

立敕尔(Albrecht 
Ritschl, 1822-89)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立敕爾（Albrecht Ritschl, 1822年－1889年），德國人，是十九世紀後半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
立敕爾想要使信仰脫離經院哲學的宰制。他的系統反映著康德對純粹理性的負面批判，及對道德性知識的肯定。他的系統也受到士來馬赫的影響，包括從歷史的角度理解基督教、把宗教團契視為是對神學思想具有規範性之概念、強調宗教情感之重要性等；其他的影響還有陸宰的知識與人格的理論。
立敕爾的著作留給德國的思想界深刻的印象，使德國神學得到新的自信，但同時也受到強烈的敵視。他的學派快速地成長。這可能主要是因為他對宗教大膽的正面評價：他肯定宗教經驗之真實，而信仰不但可以正當地更可以獨尊地宣稱它能對世界提供最高的詮釋。信靠上帝的人生是一個事實，而不太需要像解釋其他事情般地去解釋它。立敕爾並不是站在個人主觀的立場。他的系統之客觀基礎在於基督社群的宗教經驗。「神學知識的直接對象是此社群的信仰」，而從這實證的宗教資料，神學要建構一「對世界和人生的完整看法」。所以立敕爾的著作之核心是系統神學。而他並不需要辛苦地自行建構神學的資料，因為這些資料已存在於關於耶穌的知識裡，而這知識已經啟示給基督社群了。

圣经批判，传统包括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和高等批判（ Higher criticism）。低等批判着眼于《圣经》文字本身的构成和含义，即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圣经的文本批判亦作经文校勘，或经文鉴别学）；而高等批判着眼于《圣经》各个章节的作者、写作日期、以及写作地点等。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很多其他的历史批判方法产生了，并被用于圣经批判。

文本批判
自由主義神學的文學研究員認為，《約拿書》既不被猶太人編為歷史書，其中記載如：約拿先知於魚肚中，應一如其他民族的著作（如中國的《西遊記》）般看待；不應一味相信這些事情是鐵一般的歷史故事。
[编辑] 来源批判
自由主義神學的歷史研究員認為，《律法書》在聖經歷史上曾多少遺失。《出埃及記》現行版本的主要作者應是希西家王時代的以賽亞先知等人。先知們重塑了以出埃及記，並以此為奏章，向希西家王頌讀；希望希西家王不要以為靠攏埃及或巴比倫，可以令國家安全，應當專心靠賴上主。
形式批判
校订批判
[编辑] 社会-历史批判
自由主義神學的社會學及歷史研判員認為，《但以理書》應是約公元前1世紀的作品。那時，猶太人受希臘人統治。希臘人開放、大膽，道德保守的猶太人忍受不了，卻又反抗無力。猶太拉比們於是托名但以理成書，鼓勵猶太人靠賴上帝。猶太拉比們深怕當權者逼害，於是有計劃地將一些國王之事蹟混亂起來。
修辞批判
[编辑] 叙事批判
自由主義神學的研究員認為，《創世記》既不被猶太人編為歷史書，其中記載如：大洪水、巴別塔等故事，應一如其他民族的神話、傳說般看待；不應一味相信這些事情是鐵一般的歷史故事。

Higher, or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criticism, or as it is also sometimes called, introduction, which has co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destructive views, is simply the careful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each book of the Bible; and lower, or textual, criticism is the study of the text of the Bible in an attempt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text that we have is one that came from the hands of the writers. Lower criticism has resulted in the granting to the text of the Bible a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so that we can be sure that we have the writings of the original authors of the Bible.




• 艾克宏提出圣经应作为人的书读，并用人

 的方法检验(引入高等批判学一词)
• 旧约批判对一些书卷的整全及日期质疑
• 雷马努斯和莱辛与新约批判: 否认神迹的

 可能性并认为新约作者是敬虔的骗子
• 包珥对彼得和保罗的看法，及对新约书信

 日期的划分
• 主观的哲学假设取代了历史的数据，用以

 确定新约的书信的日期

艾克宏(Johann G. 
Eichhorn, 1752- 
1827)

包珥(Ferdinand 
Baur, 1792- 
1860)

莱辛(Gotthold 
Lessing,1729-1781)雷马努斯(Hermann 

Reimarus, 1694- 
1768)



共产党宣言

• 肯定世纪的基本组成为物质，物质形式与过程是我们认识

 世界的主要途径
• 持只有物质才是存在的实体这一观念
• 18-19世纪工业革命强调物质的价值和提高的生活标准
• 人更注重今生的生活，忽略永生的属灵价值
• 马克思及跟随者建立以物质为首的系统，他们相信“人活着

 乃是单靠食物”，并且忽略人的罪性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唯物主义

唯物论（英语：materialism），哲學理論，肯定世界的基本組成為物質，物質形式與過程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主要途徑[1]，持着只有事实上的物质才是存在的实体的这一种观点，并且被认为是物理主义的一种形式。该理论的基础是，所有的实体（和概念）都是物质的一种构成或者表达，并且，所有的现象（包括意识）都是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了意识，而意识则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生理反应，也就是有机物出于对物质的反应。因此，物质是唯一事实上存在的实体。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唯物主义属于一元本体论。但其本身又不同于以二元论或多元论为基础的本体论。作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解释，它是唯心主义和心灵主义的一个对立面。
唯物主义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区别，机械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各个个体组成的，如同各种机械零件组成一个大机器，不会变化；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永远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辨证唯物论的代表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



贪爱钱财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强调自由的企业竞争和市场，注重物

 质的分配
• 其他形式包括：社会福音，物质主义
• 现代更表现为拜金主义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国富论

拜金主义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