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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研究：从一份文学文本到一种学科 

——中国大陆学界三十年旧约1研究概览 

 

刘平 

 

近三十年来（1978-2008），中国大陆的旧约研究在大专院校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飞跃过

程。其起点是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1978 年。是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1949－1978）

和文革（1966－1976）的双重终结。特别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一切宗教研究和活动，其

中包括旧约研究，成为封建迷信和人民的鸦片而被扫荡和消灭。自 1978 年开启的邓小平时

代，改革和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和共识，为旧约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历史背景。在

这种大环境之下，旧约研究逐步而缓慢地登上了学术和思想史舞台。简而言之，这种飞跃式

的变化体现在三个重大转变之上：旧约研究最初作为一种文学文本而在大学体制中获得边缘

地位，到如今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大陆高校知识分子对汉语神学的自觉追求，使旧

约研究成为汉语神学的一个部分；自 21 世纪以降，圣经研究（理所当然，包括旧约研究）

成为宗教学学科中的一个子学科，合法性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初步具备学科的框架。 

 

旧约研究：从一份文学文本到多专业的研究对象 

 

1980 年，已故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朱维之(1905–1999)发表论文《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

约全书>文学探险》2，为停滞近三十年的旧约研究打开了缺口，其后的普及读物《圣经故事》
3、《漫话圣经》4以及学术类入门读物《圣经文学》5以及朱维之所著的《圣经文学十二讲》6，

实际上都可以称为开风气之作。 

 

此后，大陆学界开始撰写和翻译有关旧约文学、历史以及宗教文化方面的文章或著作。其中

以翻译方面的成就为高，“请进来”或“拿来主义”成为新时期之初旧约研究的主要途径。在翻

译和引进的基础之上，大陆学界用汉语撰写相关著作。此方面值得提及的是三个系列丛书：

复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教授主编的“犹太文化系列”译丛（1989 年启动，计划出版 20 种，实

际已经出版 10 种，其中 4 本与旧约研究相关）7，山东大学教授傅有德主编“汉译犹太文化

                                                        
1 由于大陆学界的圣经研究基本上以新教为主，通用的圣经译本为新教的和合本，虽然有天主教的思

高译本，由于局限于教会内部使用，本文所指旧约均指新教意义上的旧约。从正典来看，新教的旧

约与犹太教的正典希伯来文圣经一致。所以，本文所概述的旧约研究，不包括新教所谓的次经或第

二正典。限于篇幅，本文的概述多限于著作类，对于发表在各类刊物或书籍上的论文不作梳理。又

由于大陆在圣经研究上存在教界和学界的二元划分，本文的概述仅仅局限于学界以及正式出版物，

不包括教界内出版的书籍和文章。 
2 朱维之:《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80 年，第 2 期。 
3 张久宣：《圣经故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4 房龙（H. Vanloon ）：《漫话圣经》(Stories of the Bible )，施旅、于一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

后出现多个译本：房龙：《圣经的故事》，秦立彦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房龙：

《房龙讲述圣经的故事》，丁朝阳编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年；房龙：《圣经的故事》，

乔菲、刘学政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年。 
5 莱肯（L.Ryken）: 《圣经文学》（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徐钟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年。 
6 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版。 
7 顾晓鸣主编的“犹太文化系列”，已经出版并与旧约研究相关的书籍有：1、J.B.加百尔等：《圣经中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TL@!%E6%BC%AB%E8%AF%9D%E5%9C%A3%E7%BB%8F&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6%88%BF%E9%BE%99%20,%20H.&ri=6&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Vanloon%20,%20H.&ri=6&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6%96%BD%E6%97%85&ri=6&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4%BA%8E%E4%B8%80&ri=6&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www.mendui.com/h_book/23062.shtml
http://www.mendui.com/aspx/s.aspx?key=%a3%a8%c3%c0%a3%a9%b7%bf%c1%fa%a1%a1%d6%f8%a3%ac%c7%c7%b7%c6%a3%ac%c1%f5%d1%a7%d5%fe%a1%a1%d2%eb
http://www.mendui.com/aspx/s.aspx?key=%a3%a8%c3%c0%a3%a9%b7%bf%c1%fa%a1%a1%d6%f8%a3%ac%c7%c7%b7%c6%a3%ac%c1%f5%d1%a7%d5%fe%a1%a1%d2%eb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8%8E%B1%E8%82%AF%20,%20L.&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Ryken%20,%20L.&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5%BE%90%E9%92%9F&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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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丛书”（1995 年启动，已经出版 9 种，其中 7 本与旧约研究相关）8，以及河南大学教授

粱工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龙光合作主编的“圣经文化解读书系”（2003 年启动，已经出版 6

种，其中 4 本均与旧约研究相关）9。比较而言，“犹太文化系列”和“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

为我们全面了解旧约文学、历史、神学以及拉比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就学术品位而

言，“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所选图书大多为历代经典，为旧约研究积淀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在沟通犹太传统和旧约研究之间的关系上地位尤为重要。而“圣经文化解读书系”为本土作家

的作品，但基本上是客观介绍圣经内容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概况，资料价值多于学术价值。 

 

随着大陆政治逐步开明，旧约研究逐步由文学领域进入到其他学科，圣经文学研究不再一枝

独秀，反而成为多学科旧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总体而言，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大

概而言，多学科研究旧约的情况如下： 

 

第一， 旧约文学研究依然占据凸出地位，译著和专著较为丰富10； 

                                                                                                                                                               
的犹太行迹》，梁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此书实际上是 John B.Gabel & Charles B. 

Wheeler: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年）。原书名是《圣经

文学导论》。2、《犹太人与世界文化：在科学、文学和社会法律的维度上》，林太、张毛毛编译（上

海：三联书社，1994 年）。此书实际上为 Louis Finkelstein 编辑的 The Jews: Their Histoty,Culture and 

Religi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60 年）的选编版本。3、《犹太的技艺》，陈超南编著，上

海：三联书店，1996 年。此书所选用资料来源不详。4、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

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 12 月第 1 版。此书实际上为 Robert M. Seltzer：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80 年)的节选译本。 
8 傅有德主编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已经出版并与旧约研究相关的书籍有：1、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 )：《简明犹太民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山

东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第 1 版。2、亚伯拉罕·柯恩（Abraham Cohen）：《大众塔木德》（Everyman’s 

Talmud），盖逊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 月第 1 版。3、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

《迷途指津》(The Guide for the Perplexed)，傅有德等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 月第 1

版。4、海舍尔（A. J. Heschel） :《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 God in Search of Man：A Philosophy 

of Judaism.），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5、摩迪凯·凯普兰（Mordecai 

Kaplan）：《犹太教：一种文明》（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 黄福武、张立改译，山东：山东大学

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 版。6、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论犹太教》（On Judaism），刘杰等

译，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 版。7、利奥·拜克（Leo Baeck）：《犹太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Judais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 版。 
9 粱工、卢龙光（Lo Lung Kwong）主编的“圣经文化解读书系”，已经出版并与旧约研究相关的著作

有：1、粱工等：《圣经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2、粱工等：《律法书·叙事

著作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3、梁工、郭晓霞等：《诗歌书·智慧文学解读》，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第 1 版；4、赵宁：《先知书·启示文学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4 年第 1 版。 
10 主要代表性作品有：1、梁工：《圣经文学导读》，广西：漓江出版社，1990年；2、弘文主编：《圣

经中的女性》，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3、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伟大的代码

——圣经与文学》（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Words with Power: Being a 

Second Study of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4、刘

意青著：《<圣经>的文学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张朝柯：《<圣经>与希伯来民

间文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6、孙彩霞：《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谢大卫（David Lyle Jeffrey）：《圣书的子民——基督教的特质和文本

传统》 （People of The book:Chritian Identity and Literary Culture），李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5年；8、梁工：《圣经叙事艺术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9、古敏, 云峰：《圣

经文学二十讲》，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10、西蒙·巴埃弗拉特（Shimon Bar-Efrat）：《圣

经的叙事艺术》(Narrative Art in the Bible)，李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利

兰·莱肯（Leland Ryken）：《圣经文学导论》（Words of Delight and Words of Life），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年；里兰得·来肯（Leland Ryken）：《认识<圣经>文学》（How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d Get More Out of It），李一为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1、刘锋;《<

http://www.amazon.com/s/002-7861536-8258431?ie=UTF8&index=books&rank=-relevance%2C%2Bavailability%2C-daterank&field-author-exact=Robert%20M.%20Seltzer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he_Great_Code:_The_Bible_and_Literature&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ords_with_Power:_Being_a_Second_Study_of_The_Bible_and_Literature&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ords_with_Power:_Being_a_Second_Study_of_The_Bible_and_Literature&action=edit&redlink=1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5%8F%A4%E6%95%8F&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4%BA%91%E5%B3%B0&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TL@!%E5%9C%A3%E7%BB%8F%E6%96%87%E5%AD%A6%E4%BA%8C%E5%8D%81%E8%AE%B2&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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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从其他学科，特别是从犹太教、基督教神学11、考古学、历史文献、释经学角度12介

绍旧约，开始异军突起。从基督教神学介绍旧约内容的概述性著作或译著主要以新

教为学术背景，其中主要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未名译库：基督教文化译丛”中出版

三本初步介绍圣经内容的译著，即导论性质的《旧约概论》、《圣经导读（上）——

解释原则》、《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13。而从天主教神学介绍旧约的书

籍极少。14 

第三， 跨文本研究旧约已经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倾向，有学者开始关注旧约与中国文化经

典的对比研究15。随着一批海外学子或学者进入中国大陆的大学体制，这种研究在

学术水平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上述译丛或著述已经逐步拓宽了旧约研究的领域，其中涉及到的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作为文

学本文的旧约，而是延伸到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族历史、旧约与世界文化、旧约中的宗教思想

等，给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图景。旧约已经在世纪之交由纯粹的文学文本转变成为多学科

研究的对象。 

 

旧约研究：从文学研究的对象到汉语神学的组成部分 

 

自 1980 年代晚期，旧约研究的路径逐渐多元，并成为汉语神学16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

时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刘小枫的大力推动下，大陆的高校知识分子开始从人

文主义进路研究基督教神学，翻译和出版基督教神学著作、介绍和梳理基督教思想成为主流。

这股热潮被称为狭义上的汉语神学。不论我们如何定义汉语神学，至今汉语神学本身的重点

局限于基督教神学进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作为基督教神学之基础和来源的圣经研究

是一个被忽略但理当属于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部分，只有极少数所谓的汉语神学家接触或

花费精力研究圣经神学特别是旧约神学。现北京大学教授赵敦华于 1994 出版《基督教哲学

                                                                                                                                                               
圣经>的文学性诠释与希伯来精神的探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主要的文献汇编有：

梁工主编：《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梁工、 卢龙光编选：《圣经

与文学阐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梁工主编：《莎士比亚与圣经》（上、下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年；梁工主编：《圣经与文学》，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卢龙光、王立

新主编：《<圣经>文学与文化：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论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

梁工等：《圣经视阈中的东西方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1 周平：《走出伊甸园：<圣经>人学研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见下文注释。 
13 德雷恩（John Drane）：《旧约概论》（Introducing the Old Testament），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戈

登.菲（Gordon D.Fee）、斯图尔特(Doglas Stuart)：《圣经导读（上）——解经原则》(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魏启源、饶孝榛、王爱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戈登 .菲、斯

图尔特：《圣经导读（下）——按卷读经》（How to Read the Bible Book by Book），李瑞萍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另外，与此具有同等性质的著述有：卓新平：《圣经鉴赏》，北京：宗教

文化出版社；孙毅： 《<圣经>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陈俊伟：《旧约导

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14 笔者目前只见到两本：傅和德：《旧约背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傅和德：《旧约诠

释》，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5 主要作品有：1、马小朝：《宙斯的霹雳与基督的十字架 : 希腊神话和<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发生学

意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2、张立新：《神圣的寓意：<诗经>与<圣经>比较研究》，

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年；3、苏三：《向东向东，再向东：<圣经>与夏、商、周文明起源》，

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4、高深：《天道与圣言：<庄子>与<圣经>比较研究》，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16 参见杨熙南(Daniel Yeung)编辑：《汉语神学刍议》，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 年。 

http://list.dangdang.com/01.28.02.05.htm?key2=%cb%ef%d2%e3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092468
http://list.dangdang.com/01.28.02.05.htm?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9%A9%AC%E5%B0%8F%E6%9C%9D&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TL@!%E5%AE%99%E6%96%AF%E7%9A%84%E9%9C%B9%E9%9B%B3%E4%B8%8E%E5%9F%BA%E7%9D%A3%E7%9A%84%E5%8D%81%E5%AD%97%E6%9E%B6%20:%20%E5%B8%8C%E8%85%8A%E7%A5%9E%E8%AF%9D%E5%92%8C%E3%80%8A%E5%9C%A3%E7%BB%8F%E3%80%8B%E5%AF%B9%E8%A5%BF%E6%96%B9%E6%96%87%E5%AD%A6%E7%9A%84%E5%8F%91%E7%94%9F%E5%AD%A6%E6%84%8F%E4%B9%89&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TL@!%E5%AE%99%E6%96%AF%E7%9A%84%E9%9C%B9%E9%9B%B3%E4%B8%8E%E5%9F%BA%E7%9D%A3%E7%9A%84%E5%8D%81%E5%AD%97%E6%9E%B6%20:%20%E5%B8%8C%E8%85%8A%E7%A5%9E%E8%AF%9D%E5%92%8C%E3%80%8A%E5%9C%A3%E7%BB%8F%E3%80%8B%E5%AF%B9%E8%A5%BF%E6%96%B9%E6%96%87%E5%AD%A6%E7%9A%84%E5%8F%91%E7%94%9F%E5%AD%A6%E6%84%8F%E4%B9%89&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www.dushu.com/author/%e8%8b%8f%e4%b8%89/
http://www.dushu.com/publisher/%e9%9d%92%e6%b5%b7%e4%ba%ba%e6%b0%91%e5%87%ba%e7%89%88%e7%a4%be/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8%DF%C9%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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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年》17，在总数近 700 页的篇幅中，只有 15 页用来介绍圣经思想，其余的笔墨用在从

教父时代到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历史。对于大多数的当代汉语神学家来说，旧约是神学

结构的一个来源，而在他们自己建构的神学体系中，其地位模糊不清。甚至大陆学者在回顾

基督教哲学18研究历史时，对圣经研究不置一词19。尽管旧约研究被忽略，但是，不可否认，

它是汉语神学的天然组成部分。 

 

旧约研究：从文学研究的对象到一个子学科 

 

旧约研究随着 21 世纪的来临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少自 2006 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资

助的学科中，圣经研究已经成为宗教学的一个子学科。这标志着圣经研究取得合法身份。越

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旧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不少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已经为本科生和

研究生开设圣经研究课程，旧约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目前，旧约研究主要是译介和

创作并重。一方面，学者们致力于译介西方已经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试图沟通旧约

与中国传统，并切入当下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回应。在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上，游斌的《希伯

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20是代表性的著作，以现代西方圣经批判学为基础全面介

绍旧约的内容和神学。在西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萧俊良的《圣经希伯来文文法》21已经出

版，可以成为圣经希伯来文的通用教材。此外，在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刘平（笔名“刘衡

先”）以及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王忠欣合作主编的“当代圣经研究译丛”（2008 年启动，已经

出版 4 种）中，《摩西五经导论：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22、《圣经正典》23均是旧约研究的

重要著作。而《圣经正典》无疑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研究旧约正典的著作。河南大学教授粱工

主编的《圣经文学研究》成为第一本以书代刊的圣经研究学术期刊24。现今大致存在着如下

七种路径研究旧约25： 

（1） 从圣经语言26、翻译和文本传递角度研究旧约，已经出版圣经希伯来文教材、

圣经流传历史27等著作； 

                                                        
17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45-60 页。 
18 在大陆的特殊语境中，“基督教神学”通常被表述为“基督教哲学”，并在哲学之名目下取得自己生

存的空间。 
19 孙尚扬、刘宗坤：《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基督教哲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2002

年。 
20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21 萧俊良（Choon－Leong Seow）: (《圣经希伯来文文法》A Grammer of Biblical Hebrew), 费高英、

鲁思豪译刘平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2 T.D.亚历山大（T. D.Alexander）：《从伊甸园到应许之地：摩西五经导论》（From Paradise to the 

Promised L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Themes of the Pentateuch )，刘平、周永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8 年。 
23 F.F.布鲁斯（F. F. Bruce）：《圣经正典》（The Canon of the Scripture)，刘平、刘友古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4 梁工主编：《圣经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自 2007 年 9 月出版第一期。 
25 See J. W. Rogerson and Judith M. Lieu, ed.:  Oxford Handbook of Biblical Stud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6 雷立柏(Leopold Leeb):《圣经的语言和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李炽昌主编：《圣

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27 有关圣经汉译的著作有：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有

关圣经流传历史的著作有：肯·康诺利: 《圣经是怎样写成的》（The Indestructible Book ），杨道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原作者的英文名称不见于书中。斯蒂芬·米勒（stephen M. Miller）、

罗伯特·休伯（Robert V. Huber）：《圣经的历史》（The Bible: A History），黄剑波、艾菊红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 

http://www.toopoo.com/cmml/cmmlwb/query/query_info_se.asp?leibie=1&input=任东升&D1=作者
http://www.toopoo.com/book/press/press1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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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基本的工具书，主要有各种圣经词典、圣经手册28、地图29等； 

（3） 关注从其他相关学科来探讨旧约，例如，从历史30、考古学31、古代近东文学32、

死海古卷、希腊－罗马世界文化33、犹太教34、政治哲学35等来关注旧约，其讨

论往往列在犹太教研究的名义之下36，成果较为显著；而汉语典籍与旧约比较

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亮点；37 

（4） 从社会和历史角度探讨旧约中的问题和思想，其中涉及到祭司制度、圣殿制度、

律法、先知、次经、智慧文学等；38 

（5） 从圣经的方法来探讨圣经，其中主要有考古学方法、经文鉴别学、形式鉴别学、

来源鉴别学、编修鉴别学、修辞鉴别学、新文学鉴别学、女性主义、社会政治

和意识形态鉴别学、马克思主义鉴别学39等； 

（6） 从圣经解释学40、注疏来研究圣经；目前，最大的注疏工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进行，估计在近十年内可以完成全部的翻译和出版工作；41 

                                                        
28 现在已经出版的词典种类繁多。白云晓编译有三种词典：梁工, 陈建峰编：《圣经百科辞典》，辽宁：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圣经语汇词典》，《圣经地名词典》，《圣经人名词典》，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2 年。马自毅编著：《圣经地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年。陈达凯主编的“圣经文

化宝库”，收录有四种：《圣经故事》、《圣经典故》、《圣经图录》、《圣经人物》，均由上海的学林出

版社出版。石坚、林必果、李晓涛主编：《圣经文学文化词典》，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具有学术价值的词典则是：卢龙光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罗庆才, 黄锡木：《圣经通识手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年。 
29 梁天枢：《简明圣经史地图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为全球首度出版属于中国人的

第一本圣经史地图解，也是目前中外最完整的圣经图解书籍。后又出版《简明圣经人名图解》，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为全球第一本汉语圣经家谱。 
30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1 就旧约与考古学而言，有戴维·罗尔（David M.Rohl）：《圣经——从神话到历史》（A Test of Time），

李阳、沈师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年 8 月第 1 版；加利·格林伯格（Gary Greenberg）：《圣

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The Moses Mystery: The African Origins of the Jewish People），

祝东力,秦喜清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年。 
32 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年。 
33 斐洛(Philo)：《论摩西的生平》（On the Life of Moses），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斐洛(Philo)：《论律法》（On the Laws），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托利弗·伯曼

(Thotlief Boman)：《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Das Hebraische Denken im Vergleich mit dem 

griechischen），吴勇立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相关的专著有

章雪富：《圣经和希腊主义的双重视野：奥利金其人及神学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34 除了上述从犹太教介入旧约研究之外，还有不少成果，主要有：朱维之、韩可胜：《古犹太文化史》，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35 刘小枫、陈少明编：《政治哲学中的摩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年。实际上，斯宾诺莎的译

著已经作了先例，参见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 
36 除了上文注释中提及的之外，还有：梁工主编：《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北京：宗教文化出

版社出版，2002 年。 
37 林艳：《在汉籍创世神话的亮光下重读<创世记>1－3 章》，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8 李炽昌、游斌：《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39 刘平：《从马克思的冲突理论解读<塔纳珂>中的以色列民族史》，收录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

论》，2008 年第 6 期。代表性作品为梁工：《西方圣经批评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分

六章阐述了西方圣经文学批评史略、阐释学与圣经研究、形式批评与圣经研究、社会学批评与《旧

约》研究、女性主义诠释学、弗莱与圣经文学研究等。 
40 赖若瀚（Johann Lai）：《实用释经法》（Practical Hermeneutics），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年。 
41 卓新平主编“剑桥圣经注疏集”，2008 年开始启动，已经于是年出版米耶斯（Carol Meyers）：《<出

埃及记>释义》（Exodus），田海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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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TL@!%E5%9F%BA%E7%9D%A3%E6%95%99%E5%9C%A3%E7%BB%8F%E4%B8%8E%E7%A5%9E%E5%AD%A6%E8%AF%8D%E5%85%B8&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BAW@!%E7%BD%97%E5%BA%86%E6%89%8D&ri=13&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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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pac.library.sh.cn/ipac20/ipac.jsp?session=H2Y3388722109.26221&profile=sl&uri=search=TL@!%E5%9C%A3%E7%BB%8F%E9%80%9A%E8%AF%86%E6%89%8B%E5%86%8C&term=&aspect=basic_search&menu=search&source=172.16.103.188@!shcl
http://www.goodreads.com/author/show/46601.Gary_Gre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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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权威的角度来研究圣经，主要涉及到正典的形成、基要主义、历史鉴别学和

圣经权威的关系等领域。42 

 

总体而言，现有的旧约研究已经为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研究框架作好了预备工作，但是

总体上尚处于初级水平。以上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说明，在已经取得的基督教神学、历史等

成果之外，旧约研究已经取得自身的身份，为未来可能形成的完整框架打下了基础， 

 

非结尾的小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圣经学一直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中有意或无意中形成的一个盲

点。中国学术界在引介外国（主要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上主要偏重于希腊传统，对

于构成西方文明之组成部分的希伯来传统（犹太-基督教）的基础的圣经学缺乏足够的重视。

在少数关注圣经学的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旧约研究不过是西方学术传统的一个部分，是附

属于西方犹太－基督教文化－哲学的一个陪衬，为此学者们多从文化－历史－文学的进路来

切入圣经学研究，旧约研究一直成为我们研究的盲点。 

 

就我国学界而言，虽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曾有一些成果面世，但总体看来，并不成一个

系统。原因大概出自三个方面：一，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研究一直滞后于其他学科的发展，

总体上落后的宗教学决定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旧约研究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旧约研究在总体上重在翻译和介绍西方研究著作，作为整体的西方圣经学

仅仅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和足够的重视。二，由于圣经学在西方已经取得

显著的成就，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汉语圣经学研究尚需要长期的吸收

和消化。三，由于国内学界圣经语言和基础不足，在深入研究和翻译上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

的深度和广度。诸多因素决定了，如果要建构完整的汉语旧约研究，乃至汉语圣经研究的框

架，我们现今距离这个目标尚有一段漫长和艰巨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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