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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耶稣从教会和神学家的监狱中解放出来--最终彻底
地解放出来! 

在 2021年ANTICA NAMUR艺术展之际编撰的。

La Danse - Charles Samuel (1862 - 1935), Ecole belge 1913, 象牙。
买于。Janssens van der Maelen神父，布鲁塞尔 2020年

有三个附录：第 6页关于原始的犹太教，第 13页年轻人，特别是有高
尚道德倾向的女孩是如何被送入--文化上的--错误方向的，第 14页如何
做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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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弯曲的线条上也写得笔直：通过信仰的反对者，让
他们看到真正的耶稣。

根据真正的耶稣，一个神学和信仰概念—自己判断吧

真正的耶稣可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调查记者（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而且还不得不因此而死。之后，他被他的反对者完美地伪造了，可以说
是被伪造了。

有不少对教会和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批评者说，整个基督教是空洞的幻想，
它或多或少是虚构的，它基本上是谎言和欺诈。

这些批评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最大程度上被神学家和教会的其他代
表弹开了--他们很多时候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批评，所以他们也并不
关心这些。他们继续着，好像他们研究和宣称的一切都有坚实的基础。

但我认为，在这些批评基督教和教会的人中，有相当严肃的科学家，他
们绝对应该被认真对待。如果我们与这样的批评者打交道，相信会对我
们的信仰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也会对教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难道不
是与对上帝的良好信仰相一致的吗？

我在这里特别想到了其中的三个人。

1.卡尔海因茨-德施纳（1924-2014），他毕竟学习过神学、哲学、文学
和历史--还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假冒的信仰--教会教义的真实背
景》（Der gefälschte Glaube - die wahren Hintergründe der 
kirchlichen Lehren）一书中描述（顺便说一下，其他人也一样），信
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剽窃自古代非基督教的宗教，如处女出生或神父的
生育，上帝的儿子身份，上帝之子的救赎功能，奇迹，甚至神的十字架，
死者的复活和复活，用面包和酒进行的崇拜庆典。

这里有三张图片可以说明，基督教的基本 "信仰真理 "是对其他宗教的
剽窃。

马赛克 "欧罗巴和打扮成公牛的宙斯
"在那不勒斯的国家博物馆中。我不需
要打印新约圣经中 "马利亚报喜 "的平
行故事的图片。

2



伊希斯以鸟的形式出现在
奥西里斯的苏醒中，奥西
里斯在与邪恶的战斗中丧
生，然后花了三天时间探
访冥界的亡灵--在阿比多
斯（埃及）的塞托斯一世
的停尸庙中的浮雕--因此

耶稣复活的故事并不新鲜。

安东尼乌斯-皮乌斯皇帝和他的妻子福
斯蒂娜的升天浮雕在梵蒂冈博物馆
（我在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拍
摄了石膏模型）。你肯定对耶稣升天
的画作很熟悉，对马利亚的画作更是
如此。

2. 丹麦印度学家克里斯蒂安-林德纳（1949-2020），他拥有希腊语和
拉丁语以及古印度语言梵语和巴利语的专业知识。在《耶稣基督的秘
密》一书中，林德纳描述了《新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印度佛
教文本的剽窃--用西方典型的神话和犹太教的 "插曲 "来 "拉皮条"。林
德纳对此的解释是，佛教僧侣想为西方创造一种佛教，但他们只对佛教
哲学感兴趣，因此将这种佛教建立在西方通用的（外部）"框架 "中。
因此，对西方来说，佛教中的 "佛教英雄 "是佛教徒发明的耶稣，因此，
林德纳得出了 "耶稣就是佛 "的精髓。关于克里斯蒂安-林德纳的更多
信息，见 https://unser-mitteleuropa.com/ in-memoriam-dr-phil-
christian-lindtner-1949-2020/（或者在谷歌中输入："克里斯蒂安-林德
纳 "和 "我们的中欧"，更容易搜索）。

3. 犹太裔英国塔木德学者海姆-马科比（1924-2004），他最近是利兹
大学犹太研究中心的教授。在他的《神话制造者》一书中，马科比对这
个 "新人 "保罗进行了研究--除其他外，他描述了他如何将他童年时在
大数（有时是血腥的阿提斯和阿多尼斯崇拜的主要中心）知道的 "故事
"和仪式转移到耶稣身上，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宗教，与真正的耶稣
毫无关系或至少没有多少关系。就像林德纳说 "耶稣是佛"，马科比因
此会说—松散地基于保罗--"耶稣是阿提斯"。

3



这三位批判性的科学家所发现的，实际上将是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致命
打击。毕竟，它围绕着构成我们信仰的最重要教义。

但这并不是一天的结束!

关于耶稣是什么，他致力于什么，以及为什么他被如此残酷地杀害，我
竟然从我居住的科隆西部 Knolleburekaff（"甜菜种植村"）的一个邻居，
一个农民那里得到了决定性的提示（他们种植的甜菜甚至超过了甜菜）。
他曾经把他在田野里的 "采石场 "改建的一个公寓租给了一个皮条客，
他是一个半官方的专业人士，并与他就他的 "业务领域 "进行了一次谈
话。而当他在某个时候与我交谈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约翰福音》
中耶稣从石刑中救出一个罪人的著名故事显然是一个来自下层社会的惩
罚故事。因为什么时候发生过一个女人被当场抓住 "做这种事 "的情
况--有两个 "抓捕者 "然后直接跑到法庭，知道这意味着被抓的女人将
被判处死刑？无论如何，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除非在这里刻意安排一
些事情。

如果我对 "耶稣
与罪人 "这幅画
的解释正确的话，
画家老卢卡斯-克
拉纳赫（1472-
1553）对《约翰
福音》中的叙述
有和我一样的看
法，即它是一个
犯罪故事。如果
你认为会吸食毒
品的人是罪犯，
我想你不能画得

更清楚，至少他们看起来不像是闷骚的道德家。而后面右边的两位 "聪
明的老先生 "是典型的高高在上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可能也包括大多数
记者），他们总是只看到表面，不（想）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这样
一来，犯罪分子就可以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一幅迷人的图片! 
我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在越南为我画了这幅画! 

耶稣当然也知道这一切。因为他--大概是由于他早先在整个地区的家庭
建筑集团中担任房屋建造者的工作--也是妓女和税吏（或者说是税吏）
的朋友，当然也曾与他们谈论过他们的问题。例如，他从那里了解到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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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是如何被勒索卖淫的--根据《但以理书》附录中美丽的苏珊娜故事的
"双证人程序"："要么你和我们发生关系（在当时意味着进入卖淫业），
要么，如果你拒绝，那么我们会向法庭报告，说我们抓住你和一个年轻
人发生关系，但他逃跑了，那么你将被用石头砸死"。因此，一个有魅
力的女人在面对这样的男人时，只有卖淫或死亡的选择--所以没有机会。
而在约翰福音中的罪人的案例中，情况显然有些不同：她肯定是个妓女，
而且以某种方式违反了她的 "职业 "规则--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这
并不重要--现在要为此受到惩罚。也许她隐瞒了自己的正确收入，没有
正确地交付？也许她也听说了耶稣的演讲，想离开她的职业？为此，她
的 "保护者"（或皮条客）安排她与一个嫖客发生性关系时被发现（这
是一个安排好的故事，这样嫖客就可以不被发现地逃跑），因此应该受
到惩罚--特别是作为对 "保护者的其他女人 "的警告，这样他们就不会
再做这样的把戏......这种残忍的行为现在已经被耶稣注意到--并在公开
演讲中谴责："反对罪恶，反对伪君子，为了爱。

因此，他对明显非常有势力的妖怪下手，我们今天会说是 "黑手党"。
所以他必须为此而死。

因此，耶稣不是新台币中描述的宗教创始人，而是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彼
得-R-德-弗里斯（荷兰）、扬-库查克和他的新娘玛蒂娜-库斯尼罗娃
（斯洛伐克）、达芙妮-卡鲁阿纳-加利齐亚（马耳他）和贾马尔-卡舒吉
（沙特阿拉伯）那样的调查记者。因此，他 "当场 "发现了与卖淫和金
钱有关的犯罪阴谋（黑手党的典型业务领域，当局的职能部门参与或视
而不见），然后，在没有今天通常的媒体的情况下，在公开演讲中公开
了这一点--后来这些演讲或多或少成为虔诚的布道，这没有伤害任何人。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三本 "信仰批判性书籍 "中，特别导致了 "耶稣意识
形态 "的概念，当然还有记者佩特拉-雷斯基的两本书，她曾广泛涉及
意大利和德国的黑手党问题。

4 佩特拉-雷斯基：《黑手党》（2009）和《从卡门到柯里昂》
（2010）。雷斯基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不仅在意大利和德国有黑手党，
而且这种 "组织 "可能存在于所有社会，一般来说，他们的 "活动 "在
美国也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东亚的三合会（中国）和山口组（日本）
很活跃。然后在 2018年 5月 28 日的报纸《DIE WELT》上也有一篇关
于俄罗斯黑手党的文章，它在西方无所不在，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
着我们，尽管我们一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1年 1月 11 日有一篇关于
El Capo（墨西哥）的文章，他是一个迷人的诱惑者，他非常关心他的
家人，他把他的毒品帝国看作是一个必须保持运作的正常商业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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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用 google找找看! 无论你输入什么国名，再加上 "黑手党 "这个
词，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不仅仅是佩特拉-雷斯基得出了黑手党 "无
所不在 "的结论，耶稣会教士鲁珀特-莱在他的演讲中也一再谈到至少
黑手党结构 "在我们之上"--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

如果黑手党今天存在，可以说在最多样化的文化中随处可见--至少在
"匿名社会 "中，很难说它为什么不在早期文化中已经存在--即在耶稣时
代也存在--至少在有计划地惩罚一个妓女这样出色的证据的情况下，一
个明显知情者的几句话就足以使这种惩罚被 "取消 "了。

那么今天黑手党和宗教之间的合作情况又如何呢？乍一看，当然是没有，
当然也没有相应的条约。但是，人们怎么能认识到有这样一个人呢？可
能是因为那些认为自己是好人，可以做些什么的人，在他们的权力范围
内没有做任何有效的事情，而让黑手党为所欲为，不受干扰？或者说，
他们甚至顽固地把特别是具有高尚道德倾向的女孩送入不适合真正道德
的伪道德的错误方向（见第 10页起）？一个真正的道德是如何运作的，
显然没有人感兴趣，它既没有被思考，也没有被研究。其最深层的原因
只能是不想要真正的道德--这完全是在黑手党的意义上。所以你是他们
的仆人或合作者--没有任何批判性的思考。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与
黑手党的合作，一个有问题的教学法就会被正式质疑--至少在有高度怀
疑的情况下，而且真的有高度怀疑--并尽快改变！"。 但只要这种情况
不发生，我的怀疑似乎是对的？

在此，我想说的是：最初的犹太教可能是永恒的启蒙宗教，是
卓越的。所以，耶稣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公然的腐化。

显然，建房者耶稣所遇到的虐待行为（见第 4页）在犹太教中是完全不
允许的！这也是犹太教的特点。因为犹太教是唯一具有价值观的宗教，
特别是关于妇女地位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绝对积极的，是其他宗教
所不能提供的!

然而，犹太教原本根本不是宗教，而是一种非常开明和人性化的生活态
度，甚至在我们的现代意义上。只有当对生命的态度被遗忘甚至被压制
时，它才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教，大概是因为那些很快就掌权的人这样做
有更多的好处（所有宗教在某些时候都会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原始
的犹太宗教（或生活态度）是唯一的宗教（无论如何在这里使用 "宗教
"一词）。

– 这是关于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所谓的一夫一妻制不是强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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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完全自愿发生和努力争取的，也不是只在婚后生活，而是真正的一
夫一妻制，即一生只有一个性伴侣（守寡的情况除外）。这意味着，这
不仅是一个生活在这种一夫一妻制中的问题，而且已经通过在婚前放弃
驱动力进行准备。因此，一定有可能使一夫一妻制的道德变得如此有吸
引力，以至于对年轻人来说也是可取的。

-            如果这种一夫一妻制真的普遍存在，那么，人们在没有恐惧和
无遮蔽的人性中的和谐愿景也就实现了，并由赤身裸体的天堂般的乌
托邦具体化。圣经》中的天堂故事永远不能被视为一个历史事件（其他
早期的故事，如创造的故事也不能）。当然，也许在 3000年前写这本
书的作者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是 "字面意思"，就像在我们孩子的宗教课
上教给我们的那样，就像一些教派今天仍然认为和教导的那样。相反，
它是一个反对生育崇拜中的卖淫的故事，以纪念故事编写时常见的任何
神灵--这样的生育神灵因此在蛇的背后。当然，通过性交进行 "崇拜
"也意味着违反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乌托邦，其后果是 "身体部位的
隐蔽性羞耻"（简称KTVS）。这也意味着，亚当和夏娃的叙述说，一
旦实现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乌托邦，这种耻辱就会变得多余。

对上帝的信仰是次要的。因为神的构建基本上只是为了在一夫一妻制的
理念背后，为自己的民族拥有一个权威，最后是为了有一个反对其他神
的论据，而这些人类的小邪教据说必须是要崇拜的。

-               犹太教首先是唯一一个妇女也有权利体验高潮的宗教。要使
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真正发挥作用，当然重要的是，在性问题上，女性也
要达到她的满足，也就是说，她也要经历高潮。这并不意味着像心理学
家威廉-赖希所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达到高潮，而是
指几乎自发地从两个人的灵魂的和谐或亲和力中产生的高潮，也就是说，
只有在最轻的触摸下，最重要的是没有插入，原则上甚至是完全穿上衣
服。(注：这种高潮也应该首先成为今天的目标，因为根据报纸《DIE 
WELT》的信息，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真正的
高潮）。

如果这不是一个神奇的宗教，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非人的宗教，而
今天它将有能力克服所有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最终往往只是对所遭受
的创伤的培养，再加上民间传说和迷信（然后再加上商业利益和权力结
构以及与他人分离的需要）！这就是一个神奇的宗教。然而，我的印象
是，即使是犹太人通常也不知道这一点。

耶稣时代的问题是，这种犹太人的 "原始宗教 "显然已经被 "埋葬 "了，
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所以当时负责的当局没有人再关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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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被冻结在邪教中--而性虐待几乎已经成为常态。
因此，这位房屋建筑商或承包商耶稣（关于 "承包商 "见 "耶稣意识形
态"）一定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看到了犹太教的主张和现实之间的明显
差异，并试图让犹太教的 "原始宗教 "恢复活力。他在他的正常同胞中
一定很受欢迎，但一定有许多人对这一点完全没有兴趣。

无论如何，凭借我作为神学家的知识和经过 30年作为教师的专业经验，
我试图在这里的工作中把古老的犹太乌托邦的理想结合成一个积极的概
念，以便让年轻人能够接受。因为年轻人仍然有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只
要他们知道如何去做，就会想去实现它们。

而且我认为我在这里做得还不错，请看本期的第二部分! 然而，不幸的
是，在我当老师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完全发展。

那么这个 "抄袭的新约 "是怎么来的呢？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德国新教耶稣研究的优点是意识到《新约》几乎与
耶稣生平的准确描述无关，而是想在早期教会中产生信仰或再现信仰。
因此，我们从《新约》中对真正的耶稣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对早期教会
的信仰有所了解。真的没有吗？然而，一旦人们理解了耶稣所承诺的半
个世界的概念，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因为随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思想当然不也是死的，他公开讲话的时间够长，所以他也有追随
者。而在他死后，其中一些人开始在他的精神中继续。耶稣的反对者们
根本不喜欢这样。而这些反对者在通过司法谋杀消灭了一个特别不受欢
迎的对手的身体后，也毫不犹豫地想方设法灭掉他的精神，这当然不是
牵强附会。我们今天知道如何从电脑中删除硬盘上的文件来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通过点击 "删除 "功能将其删除，内容仍然存在，但你无法再找
到它。但有一些方案可以再次找到它。只有当要删除的内容被新的内容
覆盖时，一些东西才会被真正删除。耶稣的承诺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
么它被 "新内容 "所覆盖--也就是说，从所有这些抄袭其他宗教的概念，
我们今天知道的 "新约"。因此，《新约》不是为真正的耶稣而写的广
告和教化文章，而是用当时的手段巧妙地转移注意力，反对真正的耶稣
和他的事业，特别是对神和佛教故事的剽窃。

而这个 "新人 "保罗显然在这种删除和改写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因为可
能是他想出了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中伪造一个牺牲性的死亡--为了
从什么地方救赎人类。因此，保罗从未真正改变过信仰--他只是改变了
策略来对抗耶稣的承诺，而且他在这方面很成功--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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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本文开头引用的三位对我们宗教的批评者的批评是完全正
确的--只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看起来与他们各自想象的有些不同。

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细节，特别是发现真正的耶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可以在互联网上的 "耶稣意识形态 "网站www.michael-preuschoff.de--
也有几种语言版本。

但我已经可以听到批评者说：让我们假设约翰福音第 8章的罪孽故事确
实是一个半世的惩罚故事，也就是说，它是对真正的耶稣的一种暗示。
但是，人们怎么能根据一个旁证就把整个传统神学扔到海里呢？对此，
我只能说，在一个不明确的案件中，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间接
证据来重建一个案件。而耶稣的情况确实极其不清楚--例如，没有人知
道是谁写了《新约》（无论如何，都不是耶稣的门徒或其他亲身经历过
耶稣的人），为什么要写，以及如何设法让它 "在人们中间"。在我看
来，一个不择手段的黑手党在这些 "模棱两可 "的背后，是最合理的解
释。

最重要的是：随着回归真正的耶稣的承诺--即回归 "耶稣意识形态"--我
们的宗教当然会看起来完全不同，它将不再是一个牧师和学者的宗教，
一个教条和信仰的宗教，因此也不再是一个权力和统治的宗教，其官方
主要目标是宽恕和死后生活的保证，而是一个高度道德的生活态度的宗
教，对此时此地有合理的游戏规则。而这些合理的游戏规则将是每个人
都能接受的，特别是在性道德方面。当然，他必须从小就接受这些教育。
我所说的 "所有人 "也指其他宗教的成员，即也包括穆斯林--根据我作
为教师的经验，恰恰是女孩们最感兴趣。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近 "老
的"--无论什么宗教--但在我看来，不同宗教的年轻人肯定可以相互激励，
甚至相互鞭策。这句话会传开的，特别是在我们的互联网时代--在所有
的年轻人中！"。

这里有一些来自今天的现实生活的东西：如何，而不是，比如
说，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的语言性别化，妇女和女孩真的可以

被提升。

实际上，关于性别化的问题已经说得够多了。这种重塑毕竟在很大程度
上是对德语的一种完全无意义的、完全多余的、甚至经常是可笑的私生
子。据称，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就像阿布拉卡达布拉
（Abrakadabra）的一个魔法词一样）更多的性别平等，从而进一步提
升妇女的地位。但经验是，这在这种 "神奇的语言 "中根本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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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升级--因为它总是反过来的：一个改变了
的现实导致--如果它是必要的--语言的改变。因此，如果我们想改变现
实，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照顾它!

随着性别的变化，村子里再次出现了一头新的猪--其隐藏的目的是确保
一切都保持不变，至于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需要改变的。而其他
国家可能也是这样--用什么 "其他母猪"，实际上对真正提升妇女的地位
是无效的。

我的意思也许可以用我在职业学校开始当老师后不久，在家长咨询日上
与一位学生的母亲的谈话来表达：多年前，她问我宗教教育的目的。我
相当轻描淡写地回答说："女孩们都有一种精神分裂症。她："？"？
我："好吧，他们对无害的和天堂般的事物感到恐慌，在那里他们还可
以捡到关于人性的有用知识，并激励那些想在美丽的道德中一切正常的
人，即 "在海滩上裸体"。但有问题的，即与经常有问题的伙伴发生性
关系，有时也会给他们带来终生的创伤，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和做
的。" "那么，"母亲说，"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女孩们各做各的"。
母亲："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很不错了！"  

是的，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即使是看起来非常体面的女孩也更
倾向于与 "某人 "发生性关系，而不是与裸体的无辜乐趣？我琢磨了很
久，很长一段时间。而我是在离开教师行业很久后才发现的。

解决办法很简单：女孩们只想 "不择手段 "地结束 "它"。因为处女膜在
今天有一个绝对不好的名声。它不仅看起来是对身体的狭隘和敌视以及
远离生活的标志，而且还代表着不成功的解放和偏执。此外，无论如何，
第一个亲密伴侣不应该是正确的，这是每个人说的，也是我们一再听到
的，因为 "有关的人 "只关心女孩的贞操，无论谁关心这个，都是一个
大男子主义者，因此不适合结婚。所以离开了处女膜（就像离开了一块
肮脏的抹布）--而女人甚至不需要仔细看一看脱衣舞者是谁，最主要的
是找到一个至少有点像的人，而且有 "经验"，然后会 "做"。因此，女
孩的盲目选择，尤其是对她们的第一个性伴侣，往往是非常令人难以理
解的......。

那么羞耻和对裸体的恐惧呢？为什么一个年轻人，特别是一个女孩，要
如此 "咬牙切齿 "地捍卫这一点，以至于不允许任何人看到乳头和阴道？
这也很简单：裸体被认为是一种卖淫习俗，而一个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想成为一个妓女，因为她是一个体面的、有道德的女孩。还有：在公
共场合裸体，即使是在习惯的海滩上，真的没有必要，因为 "未经授权
的人 "可以看到你最亲密的东西（哦，多么堕落！）。只有那些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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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知为何需要这样做的人才会这样做。"针对这一点，反正性交必
须是一天，所以不可能是邪恶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做吧！"。最后但并
非最不重要的是，到处都在说，处女是一顶毫无意义的老帽子，今天的
性交是性自决的一部分，是成功解放的标志。而每个人都在谈论这是完
全正常的，甚至必须如此--作为你是正常和健康的标志。而这就是年轻
人的开始--而且往往是和实际上不合适的伴侣--就像与母亲谈话的主题
一样。 

但实际上是反过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而这基本上是愚蠢的! 即使
是最愚蠢的金发女郎也能驾驭婚前性行为，所以这反而是愚蠢的典型标
志，但为了能够赤身裸体，你需要有能够区分真正的道德和伪道德的智
慧，需要有勇气和洞察力，需要有争论和坚持自己的能力，需要有智慧
找到那些对道德有同样态度的人，并且在必要时乐意充当保护者--这些
才是真正解放的标志! 

如果今天不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道德和正派教育的结果，这种教育在
今天仍然很普遍，因此也是性羞耻的结果：天生道德高尚的年轻人，通
过他们学会了把自己的高尚潜力投入到错误的对象中，即投入到一种伪
道德中--从而毫无意义地浪费了它。最后，这导致了一种与真正的道德
完全相反的道德。因为真正的道德并不包括隐藏身体上特殊的女性和男
性部分，而只是在属于它的地方 "进行 "性交，即在婚姻中--在这个过
程中还可以生出孩子来！"。

但是，请问，在教育中哪里说得这么清楚，裸体的乐趣，如果（或女
人）只做对了，是积极的东西，而婚前性行为至少是不无问题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不知道任何--而且我认为，如果在某个地方说了这个，那
么消息会很快传开。事实是，裸体是完全自然的事情，只会带来积极的
体验（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如果你做得对的话），而与人发生婚前性行
为就不那么无害了，甚至会造成终身的创伤（对裸体的恐惧也是这样的
创伤，然后会传递下去！），因此最好不要让年轻人做。

在耶稣的时代，女孩和年轻妇女现在被操纵着，用彻头彻尾的犯罪手段，
远离他们自然的高尚道德，以这种方式看待和实践--今天，他们被操纵
着，用冷漠和缺乏同情心和紧张的道德，进入一个虚假的道德，因此同
时也进入愚蠢，从而也远离了真正的道德。因此，厌女症或对妇女的蔑
视与当年一样--只是有些不同。在这里建立一些正确的东西--从年轻人
开始--并参与其中，这将是我们的宗教的任务--在耶稣的意识形态之后。
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把他们的智慧和善意用于正确的地方的高尚道德，
而不是用于虚假的道德，他们如何能最好地隐藏。然后，这将导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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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女孩身上，从而在后来的妇女身上，一次真正成功的性自决，同
时也导致真正的解放！"。而这一切也完全符合我们的本性，那时我们
不再需要药片和避孕套，不再需要比基尼和游泳衣、游泳裤，而只需要
我们的思想（和合理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终于可
以真正做人了！"。

那么羞耻感呢？我认为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的道德，也是一种替代的道德。
因此，这将意味着一旦我们有了真正的道德，它就会像一个恼人的噩梦
一样自行消失。

但是，裸体的乐趣难道不与我们的宗教相矛盾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
考虑到，根据堕落的故事，羞耻是由于错误的行为造成的诅咒（这个故
事的背景是反对邪教卖淫的故事，即出于宗教原因的卖淫，这在当时很
普遍）--我们难道不应该最终开始以这样的方式来克服这个诅咒？

既是画家又是人文主义者的老卢卡
斯-克拉纳赫的理想之一是，道德
和裸体属于一起，事实上，也许只
有在与裸体结合的情况下，真正的
道德才有可能（当然，只有在适合
的情况下）。这种组合的一个非常
好的例子是对罗马公民卢克丽霞的
描写，尽管她的命运很悲惨。她曾
被强奸，并在这一可怕的经历中遭
受了巨大的痛苦，她自己是无辜的，
但她不再想带着这种痛苦生活—所
以她自杀了。因此，她被罗马人认

为是道德的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画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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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我想在这里提到 "Venusdienst - Karin Freiwald - Meine Jahre als 
Hure"（Venus Service - Karin Freiwald - My Years as a Whore）一书，
一个妓女如何用教育学来看待对裸体的恐惧。我是由一个朋友知道的，
当时它在互联网上。在阅读时，我看到了--纯粹是偶然的--一段引用自
我网站的文字。我认为这很好地解释了年轻人是如何被送入一种带有羞

耻感的教育的伪道德中的，这对真正
的道德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这里有一段话（在第 34和 35
页）。"在一个网站
（www.basisreligion.de）上，我最近
发现了一个关于宾博主题的论证，它
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某种行为印记的根

源："然而，在我们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不道德的女孩嗤之以鼻之前，我
们应该意识到这里究竟是谁不道德。这样的女孩在过去是怎么过的？
难道她不是从小就被灌输了带有各种禁忌和恐惧的奴隶道德观，从而
助长了她的愚蠢和天真？他不是一直被认为羞耻是所有道德的缩影吗？
这不是把他送进了错误的方向，使他对更多的东西相当好奇吗？"" (注：
我后来更喜欢另一种说法，我希望这种说法更有吸引力）。

我认为我可以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一个妓女，可以说是一个女工，同
意我（也就是一个神学家！）的观点，即年轻人被送进了错误的方向，
他们有高尚（性）道德的倾向。今天被谈论得很多的虐待案件当然非常
糟糕，但我认为它们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根本没有一个有利于道德的文
化氛围! 因为从童年开始，人们就没有学到任何真正的、有意识的道德，
而只是一种虚幻的道德，即身体的敌意（即羞耻感）。当他们然后按照
这个行事，并想把自己从这个--现在，然而是被误导的--道德中解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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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那么这也被称为性自决。事实上，这种（被误导的）行动是被操纵
成一种 "假 "的道德，一种文化条件下的道德的结果。真正的道德必须
来自于意识，而不是比基尼或泳裤，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女孩，
他们仍然没有 "性经验"，当然有一定的好奇心，但没有（还）任何强
迫性的重复。唤醒这种意识将是宗教的任务。但宗教对此没有兴趣，尤
其是我们的保罗-基督教。因此，这里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尽管恰恰是
在这里可以做一些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朝着以真正的耶稣为基础
的宗教迈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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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一个来到第三个千年的女孩的愿景："生活的智慧和快乐，而不
是虚假的解放" 。

"在性道德方面，我们不就是一个亡羊补牢的社会吗？在公共场合裸露
身体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然而，如果你做得对，它
可以是完全无害的乐趣，是真正解放的标志! 但与不同伴侣的性行为是
被接受的，它被认为是正常的，是解放的标志，我们甚至在学校里得到
了这方面的指导！"。然而，它往往带来足够的终身创伤，而那些相信
一切并让自己被骗的女孩会被嘲笑--你只需谷歌一下 "金发女郎的笑话"。
所谓的爱的证明对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这都是愚蠢的表现。即使很多
人说，"那个"，即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结婚证的插入，是女性应该在她们
身后的东西，作为她们成熟和成年的标志--我不需要在我身后有任何东
西，我真的不需要，我也不好色。此外，只要在谷歌上查找 "拍卖 "和
"处女膜"，看看一些女孩在互联网上提供处女膜的价格，即它的价值是
多少！"。而大多数女孩把如此珍贵的东西像脏抹布一样扔掉。但对我
来说，有没有钱是不可能的，我不是一个天真愚蠢的荡妇等，不会让自
己被说成是任何胡话，比如说与他人或与合适的丈夫以外的任何人发生
性关系是特别开明和解放的标志。而且我也没有奴隶的心态！"。在奴
隶制时代，女奴总是被主人当作性奴隶使用，当她们的青春魅力在某个
时候结束后，就会和男奴放在一起，作为生育机器为主人提供奴隶的后
代。因此，在早期无数妇女和女孩被迫做奴隶的事情，今天的女孩却自
愿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她们身上似乎有一种类似奴隶的心态。但不是在
我身上! 因为对我来说，这都是对性的滥用，在过去，他们曾经谈论过
罪，但这个词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对我来说，无论如何，这种没有婚姻
的性行为是比较典型的奴隶。其实，我在这里说的，我的朋友们也很清
楚，但为什么他们还是开始做爱？谁以这样的方式操纵了他们，使他们
似乎不关心自己的荣誉、尊严和水平？

无论如何，我想在我的生活中过一个真正的婚姻和真正的爱情。我受自
然的指引，而且因为自然以这样的方式安排，孩子可以从插入中 "产
生"，对我来说，插入属于婚姻。顺便提一下，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
加塞特（Ortega y Gasset）说，如果允许甚至应该在孩子身上 "实现"，
那么以真爱为背景的性交就特别充实。如果要发生性关系，那么我不想
要兔子跳，而是要一个真正的庆祝！"。

然而，什么都不做，最重要的是对与性有关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这根本
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谁一开始反对一切，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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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会被现实打得措手不及，最后什么都会做。我只是想采取一个明智
的中间路线。不是为了压制性别差异，而是为了培养它。因此，我对天
堂般的裸体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例如--也特别是在真正有道德的男人面
前，因此这是有可能的，不会被误解。因为我们通常对裸体的恐惧（即
KTVS）毕竟只是表明我们在性道德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它妨碍了两性
之间的正常交往，对真正的道德没有任何帮助，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
恐惧，它只是统治（首先是宗教！）的工具，是对文明的典型破坏，妨
碍了真正的解放。此外，这也是精神疾病的一个标志。我多么想参加这
样的裸体骑行日，例如，如果它是在我可以到达的地方
（https://basisreli.lima-city.de/radler/radlerinnen.htm）。当然，这也是
成功解放的一个标志! 当然，你必须确保你不被误解，这是解放思想的
一部分。我甚至会事先练习免提驾驶，这样至少现在我可以伸长手臂，
张开手指，打出反对资产阶级的V 字手势，即胜利的手势！"。当然，
你必须能够谈论这一切，我认为我可以谈论，因为我只是有很好的论据。
如果你不能在这里讲道理，那就去死吧!  

但这还不是全部! 我还知道，三分之二的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从未经历
过真正的高潮--我不想成为那些男人只是把他的鸡巴插进去，然后像插
在奴隶身上一样再拔出来，而我却没有任何收获，只感到厌烦甚至不情
愿。所以我想体验高潮，而且不是和任何男人，有时是和躲猫猫、欺骗、
撒谎和虚伪的人，而是和我的丈夫，只要我们俩都喜欢，就能体验到高
潮! 是的，当你真正陷入爱河时，你内心燃烧的是什么？没有什么东西
会在 "内部 "燃烧，所有燃烧的只是外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里面
都是不可能的，那要等到结婚后才有时间。而且我还知道，只有在外部
的触摸下，在没有插入的情况下，即没有任何摸索，只有轻微的皮肤接
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高潮体验，只需与一个男人在一起时感到非
常舒适，没有恐惧，狮子狗式的裸体，能够真正地与他一起放纵自己。
大自然甚至给了我们女孩很大的机会，让我们在不穿透的情况下进行测
试。因为无论如何，所有负责女性性高潮的神经细胞都位于她们的生殖
器表面，这意味着插入对她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测试。没有渗透的
事情不会发生，有了渗透也不会发生。

除此之外，女性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特别是第一次，她们在没有结婚的
情况下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我还听说，四分之一的女孩第一次有如此
糟糕的经历，以至于她们对性生活感到厌烦。而这种恐惧使女性无法真
正放松，而这是体验高潮的绝对前提。恐惧对于高潮来说简直是致命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 "工具"。许多人还因这种错过的
"第一次 "而遭受创伤，他们一生中都无法真正摆脱这种创伤。唯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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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益的是宗教，他们承诺提供安慰和宽恕，为此他们获得了足够的教
会税，还有精神病医生提供的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做任何事情来
使我们这些女孩更聪明。但这一切不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性高潮并不是
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在婚前确切地测试一下，而且只是测试一下，而
不是也测试一下插入。我想这也是我的权利，是的，一个现代的、真正
解放了的女人的权利--否则我怎么能发现至少身体上的理想是否在我身
上实现过？

这里有一个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丽故事，关于我如何想象我的
"第一次"。我认为，一个女人或一个女孩只有在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
好的和正确的情况下，才能像这位新娘一样走出她的外壳，而且如果她
得到父母和亲戚朋友的祝贺，以及教会的祝福--为此你甚至不必特别虔
诚地信教。你也不需要在婚前学习任何东西，因为如果一切都 "按照自
然的顺序"--宗教人士会说 "按照上帝的顺序"--那么你可以从每个人身上
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如果伴侣真的爱你，那么也是因为女人不只是让性
交发生在她身上，而是从一开始就快乐地参与其中，使之成为一个真正
的庆祝活动，所以她才会很乐意加入。婚前性行为永远不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你的脑海中总有一些东西，你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每个人都可以
随心所欲地谈论。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成为一种性欲反应或愚蠢的论点，
即女性应该以这种方式获得解放和成年，但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庆祝。

无论如何，如果婚前性行为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而且你还想再来一次，
那么如果你的伴侣随后说 "再见 "并甩了你怎么办？或者，如果它是一
个糟糕的经历，你已经厌倦了它，那么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开始了？而一
个女人如何处理下一个也许真的爱她但她想更谨慎地对待的伴侣呢？你
会对他说 "不 "吗？你曾经对一个不合适的人说 "是"，并在他身上浪费
了你的贞操？或者说，女人想尝试多少，在什么数字上她就是一个荡妇
或妓女？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我不想把事情做一半，如果，那就好
好地做！"。我想充分体验我的性能力！"。 就像下面这个故事。

<M.P.注：这个故事的基本思想是：性行为的实践，符合我们信仰中关
于性行为属于婚姻的戒律精神，不仅是满足对方的机会，还可能直接带
来快乐，甚至是 "无辜的快乐"，而 "对方 "很可能注意到这一点 我发
现一个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好故事。正是如此，特别是当一个人
自己没有典型的 "经验 "时，那么一个人（不仅是一个人，还有女
人！）就可以更自由、更有想象力地 "去做 "了！这就是我们的 "经验"。
这个 "故事 "中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人也没有如此 "纯洁 "地生活过，
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对处女的渴望。但这可以讨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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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讨论如果他也按他对新娘的要求生活，会有什么好处。顺便说一下，
当我读出这个故事时，学生们都很喜欢--不幸的是，当我还是一名活跃
的教师时，整个概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真正改变行为。)

乔万尼-塞尔坎比的《论女人的本质》。 

在意大利的比萨市，曾经住着一个来自圣卡西亚诺的富有的年轻人，
名叫拉涅利，在他身上，欲望有时比理性更重要。由于他没有结婚，
而他的亲戚又催他娶妻，他问："你要给我谁？" 他们回答说："你想要
哪一个，我们就为你找哪一个"。

"既然你想这样，"拉涅利回答，"我很满意。但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
发现她不是处女，我就把她送回家，不再与她有任何关系。" 

亲戚们回答说，他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但他们会给他找一个处女。他
们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叫布里达的漂亮女孩，她是雅克帕-德
尔利-奥兰迪的女儿，在她父亲去世后一直由她母亲照顾。她很美丽，
身材魁梧。当他们被介绍时，他同意了，她也同意了。

这场婚姻被安排好了，在他把她带回家后，以皮萨的方式庆祝了婚礼。
晚上，在床上，拉涅利以一种年轻的方式把自己摆在她身上，履行他
的婚姻责任。躺在他身下的布里达自发地朝他走来，以至于拉涅利从
她身上摔下来。受此影响，他对自己说：这不是一个处女，但她的动
作之好，是我想不到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就这样休息了一晚上。但
当第二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拉涅利对自己说：'好吧，如果
布里达去见她的母亲，她就不必为了我而回来了。

当年轻的妻子们应该去父母家的那一天到来时，拉涅利告诉布丽达和
她的母亲，布丽达不需要再来他家，她也不应该再敢进入他家，因为
他将会杀死她。布里达的母亲和她的亲戚们无法理解这一切，于是使
出浑身解数，想找出拉涅利不想让他妻子回来的原因，而不是先问布
里达这意味着什么。但布里达回答说，她不知道，而且死气沉沉的。
对于被派来听取拉涅利为什么不希望他的妻子回来的调解员，他回答
说："因为她是作为处女被许配给我的，我认为她比一个妓女更了解这
件事"。这些妇女是他和布里达的亲戚，她们回到新娘的母亲身边，关
切地告诉她一切。

母亲知道她的女儿没有受到伤害，就叹息道："唉，我这个可怜虫。他
不希望她回来，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然后妇女们说："让我们去找班
巴卡亚圣母，她一定会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走吧！"母亲催促道。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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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找班巴卡亚圣母，告诉她一切。

Bambacaia 圣母听了这个故事，问了丈夫的名字，并告诉妇女们要与
上帝一起走。他们一离开，她就派人去找一只小鸭子，把它放在她房
间的一个篮子下面。然后她派人去找拉涅利。当他到达时，她给他提
供了一个挨着她的位置，用一根小棍子搅动碗里的水，并命令他提起
放鸭子的篮子。鸭子一听到水花四溅的声音，就立即扑向了碗里。

"好吧，"班巴卡亚圣母转向拉涅利，"这只小鸭子怎么会在没有任何人
帮助的情况下找到水，并跳入水中？" 

"这是鸭子的天性，"拉涅利回答说，"它们一注意到水，就立即跳进水
里，甚至以前从未见过。" 

对此，班巴卡亚圣母说："你看，就像一只鸭子，一只没有思想的鸟，
天生就会跳进水里，而之前从未认识过它，所以女人也是如此，之前
从未尝过男人的滋味，一感觉到他就会动起来。" 

拉涅利对这一结论大笑起来。"O Madonna Bambacaia，你为什么这么
说？" "因为我听说，"班巴卡亚夫人回答说，"你不希望你的妻子回来，
但我建议你：不要担心，把她带回来，因为你得到她时还是个处女。
她在那里是好的，不要让你成为她变坏的原因。" 

拉涅利感到羞愧，把布里达带回了自己身边，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
毫无顾忌地放弃了自己的快乐。

而一旦我知道和男人在一起的高潮是存在的，那么对开苞时可能出现的
疼痛的恐惧也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恰恰是这种疼痛成为新婚之夜的终极
一击。

当然，这个晚上也可以是几个或更多的晚上，但肯定是在婚礼之后。另
一方面，在婚礼前测试穿透力纯粹是愚蠢的，因为无论如何，任何鸡巴
都能插入任何阴道，所以女人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的，参与这
种 "渗透测试 "真的不需要任何智力，因为任何女孩都可以做到，不管
她有多蠢。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一个女人扔掉了她的好处女卡，
却没有任何合理的价值回报。我的母亲给了我寻找合适男人的热门提
示："让你的双腿并拢，上帝在你面前！"。所以我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皮
肤接触体验—直到并包括相互的全身按摩，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也很有
趣和健康，而且因为这是了解对方的一部分，也是真正智慧的标志！"。
还有关于按摩的事情：狗的爬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点。你不能到处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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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和一个不适合结婚的男人过夜--也是裸体，但没有典型的皮肤接
触体验。当然，我事先会和 "那个人 "谈得更详细，这样我就不用为后
来和他过夜而感到羞愧。缺乏性欲可能是一种相当大的压力，不仅对我，
对男人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在巨大的压力下，身体会产生一种抗压力
的激素，即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这在化学结构和效果上
都像一种药物。如果你掌握得当，人体就是自己的药物供应商。因此，
有可能通过有意识地寻求压力来麻醉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戒除冲
动--而且是完全免费和完全自然地戒除! 好吧，在与某人有任何肌肤之
亲的经历之前，让我们谈谈与这位快乐辅导员B.V.
（https://basisreli.lima-city.de/mondbaden.pdf）的访谈，这样我就能
知道他是真的关心我还是只关心自己的驱动力满足。因为像这样在一起
对我来说是非常严肃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总是 "在上面"，这
样我就能控制住事情--而且我们的腿总是交织在一起，这样就不可能真
正发生什么。

而那些没有问题的男人也会理解我的谨慎，并认为我试图在一切与一切
之间走一条明智的中间道路是非常好的。而那些不理解我或不想理解我
的人应该离我远点。

总之，大自然将性交的快感和生育的可能性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没
有道理的。这意味着性交在本质上属于一个可以孕育孩子的家庭。今天，
我们通常赞成顺应自然的生活--但在这里，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用药片和
避孕套来欺骗自然--我宁愿坚持顺应自然! 

这样我就可以在放弃性冲动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最重要的是它为自我
实现开辟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而且没有坏的味道！"。他们是什么样的
失意老人，总是把禁欲等同于折磨和压抑，不允许我们年轻人有任何天
堂般的快乐？"

作者注：那些认为这一切都不现实、不可能的人应该扪心自问，这是否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又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而且：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我必须详细说明，并
尽可能清楚地写出所有内容，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再次弄
错！"。     

Michael Preuschoff，宗教学硕士，退休的职业学校宗教教师

电子邮件：hpreuschoff@gmx.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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