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宗教观
李宇恒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00871 北京)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托马斯·莫尔的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托马斯·莫尔对早期人文主义
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什么? 托马斯·莫尔如何继承和超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以托马斯·莫尔为例的人文主义宗
教观有哪些特点? 结合历史事实与时代背景,通过认识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以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
义者的宗教观。 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彼特拉克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宗教思想一脉相承,其核
心是自由意志论和人神合作论。 莫尔超越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层面,将人间天国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 乌托邦
社会就是人间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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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中,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一直引人瞩目。 从但丁、彼特拉克开始,就试图拉近人神距离,建立
人间天国,他们认识到了宗教对于创造美好人间的世俗作用。 英国的人文主义者中,托马斯·莫尔是非常重要的代表
人物。 本文通过研究托马斯·莫尔的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托马斯·莫尔对早期人文主义
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什么? 托马斯·莫尔如何继承和超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以托马斯·莫尔为例的人文主义宗
教观有哪些特点? 结合历史事实与时代背景,通过认识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以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
义者的宗教观。 从早期人文主义者但丁、彼特拉克到晚期人文主义者拉伯雷、莫尔,他们的宗教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
是自由意志论和人神合作论,努力建立人间天国。

一、托马斯·莫尔对早期人文主义者宗教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早期人文主义者宗教传统有三个特点:主张美德是政治的核心、重视以古典文化教育为主、建设
人间天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 但丁的宗教思想奠定了他的道德政治学基础。 但丁认为,人类的历史
是美德与私利的斗争史,并且道德告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但丁认为道德告诫与实际运作关系密不
可分,强调了道德犯罪与报应之间的关系,坚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冶 。 《 神曲》 里充斥着上帝,但丁
在此为人设置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境界,并详细划分了进入这三个境界的具体要素,同时又描绘
走出地狱、经历炼狱,最终到达天堂的过程和方法。 这是根据人在此世的所作所为来加以区别的,虽
然在一些情况下,恶行遭遇报应虽然不是及时生效,但恶有恶报是真理。 《 天堂篇》 中,但丁在俾德丽
采的带领下看到无比灿烂的光环时,他叫道:“ ‘ 神啊! 你使他们多么美丽!爷 如同洒满大大小小星辰的
银河架在宇宙的两个天极之间,发出白亮度光,使哲人也茫然起来……我的记忆在这里压倒了我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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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为基督从那个十字上光芒四射,我简直无法找到与之相称的比喻。冶 也 1 页 但丁笔下的天堂令人无
比向往,他从道德和伦理角度出发审视人的行为,以此来引导所有人。

“一旦正义成为尘世的最大威力,世界就有最良好的秩序冶 是但丁最著名的论断。 但丁要建立的

是人间理想王国,他相信以道德为基础的国家最有效,能为人民带来福祉。 但丁认为基督教可以通过
道德洗礼来敦风化俗,人们可以通过效仿基督的美德来完善自身,执政官推选也可以根据品德好坏来
判断。 但丁还主张政教完全分离,认为教皇没有权力干涉世俗君主的统治。 因为“ 尘世的帝国权威无
须通过任何媒介直接来自宇宙的权威之源冶 ,也 2 页 直接由上帝赐予,而不是罗马教皇。 在《 论世界帝国》

里,但丁多次提到了“ 上帝的意旨冶 ,他认为神的意旨就是“ 要人类幸福地生活冶 。也 3 页 人类的幸福有两
层意思,即尘世的幸福和永生的幸福。 为了实现尘世幸福“ 就必须遵循哲人的教导,而且要按照我们
的德性和智力去加以应用冶 ,而为了获得永生的幸福,“ 就必须遵循超越人类理性的神的教导,而且也
要按照我们的宗教能力、信仰、希望和仁爱去加以应用。冶也 4 页 但丁拉近了人与上帝的距离,认为人是上
帝的相像,建立人间天国就是荣耀上帝。
英国文艺复兴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既继承了上述三点早期人文主义者宗教传统,又在此基础
上有所超越。 首先,乌托邦就是人间天国,虽然乌托邦社会非常重视美德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但是,乌托邦更是一个秩序井然、非常制度化的国家。 官员的选举、教士的选举、城乡人口流动时
间和数量都是按制度执行。 其次,莫尔的关注点不再是诗意、浪漫、优雅的古典文化,而是普通百姓的
日常生活。 最后,乌托邦是一个实践版的人间天国,如果说但丁规定了人在世间的行为导致死后的去
所,那么莫尔规定了人在尘世的行为导致今生的福祸。 莫尔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建设人间天国,而是
条理清晰地分析了乌托邦社会的各式人员从事的工作、发挥的作用。
莫尔认为宗教有利于维持国家内部安定与国际和平,宗教是建立秩序的依据。 莫尔将但丁时期
抽象的宗教效用实际化,从概括的空论变为具体的实论。 在《 乌托邦》 中,教士是非常高贵、最受尊敬
的职位。 莫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教士的选拔方式、人数限制、社会职能和在教堂的装扮。 首先,教士
都极端献身于宗教,贤良是选拔教士的唯一考虑因素,男女都可担任。 但是,如果妇女担任教士,则仅
限老年寡妇。 “ 若教士为男性,则其妻子必须是全国最优秀的女性。冶也 5 页 其次,教士人数较少,“ 每个城
市不超过十三人( 教堂也是十三座) ,战时例外。冶也 6 页 这是为了防止“ 崇高敬意的尊严教士职位由于分
享的人太滥而变成无价值冶 。也 7 页 由于乌托邦“ 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冶 ,也 8 页 那么乌托邦的城市共有 702

名教士、702 座教堂。 而“ 为使城市人口不过稀也不过密,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
十六名。 每一个城市须有六千个这样的户,郊区除外。冶也 9 页 假如以每户人口最少的十名计算,乌托邦
有 324 万城市人口。 那么,每个乌托邦人当选教士的几率是 1 / 5000。

第三,教士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肩负重任。 在日常生活中,“ 教士主持礼拜,掌管宗教仪式,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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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纪。 任何人如因生活放荡而受到教士传唤或申斥,都被认做奇耻大辱。冶也10页 同时,“ 教士负有教

育儿童及青年的任务,把关心培养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看得同等重要。冶也11页 如遇交战,
“ 教士在一旁,但离开战士不太远,他们跪在地上,身披法衣,伸出双手朝天,首先祈祷和平,其次祈祷
在双方流血不多的情况下祖国取得胜利。 当乌托邦军队占了上风,教士便驰进酣战中心,阻止本国军
队对败军滥肆杀戮。 败军只要有看到教士并向其呼吁的,就能保全性命。 败军中有触摸教士身上飘
扬的法衣的,就可以使自己留下的财物免于从战争来的任何破坏。冶也12页 第四,教士在教堂的着装打扮
非常讲究,具有象征意义。 “ 教士穿各种颜色的法衣,设计及式样都很精彩,可是材料不像人们预期的
那样贵,既不绣金,也不镶嵌宝石,而是用各种鸟羽巧妙地织成,其手工的价值不是任何贵重材料所能
抵得上的。 此外,他们说,教士的法衣既然用羽毛交织成章,掩映分明,就含有神秘的意味。 人们体会
了教士们关于这方面小心相传的解释后,会想起上帝对自己的恩泽,又从而想起自己对上帝应有的虔
诚,以及人们相互的义务。冶也13页 莫尔不仅认识到了宗教的世俗作用,并且将它具体化,应用到普遍生活
中,缜密周到地罗列出教士的使命。
此外,在人的本体论认识上,莫尔继承了但丁以来的灵与肉结合一说。 莫尔认为上帝赋予人两种

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永恒状态。 “ 如果人只拥有自然状态,尽管如有人所说,其感性仍能反
叛理性,但只要他活着,他就可以利用理性的灵魂,从而获得上帝的知识,爱他,尊敬他,为他效劳,因
而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性,抗拒魔鬼的诱惑,否则他将被罚下地狱。 不过,即使对上帝尽职尽责,在来世
中他也不能获得上帝的果实即天堂的至福,而只能获得一种有益的、平静而安宁的生活;在这种生活
里,了解上帝及其伟大的工作会使他产生精神的愉悦,就像没有神启的理性所能认识到的那样。冶也14页
莫尔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安居乐业,但却无法永恒不灭。 在莫尔看来,上帝是唯一的神,只有借助
神恩,借助基督受难,人类的肉体和灵魂才能到天国享受幸福。

二、托马斯·莫尔对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继承和超越
中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莫尔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一些外国学者也明确提出这一观点。 在中国
学者看来,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定义是“ 重建原始基督教,致力于人文主义和福音的传播,用以推动社会
前进。冶也15页 换言之,“ 主张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试图以《 新约圣经》 的基督和圣教父的学说
精神来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会,并以之为基础去改造社会、铲除社会恶习,但着重于宗教文艺复兴。冶也16页

依据上述定义,中国学者将莫尔界定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莫尔深受基
督教人文主义者约翰·科列特和伊拉斯谟的影响。 莫尔曾在写给科列特的信中说,“ 你是我一生中唯
一的引导者,其次是我学习的导师,此外还是我事业中最亲爱的伙伴。冶也17页 莫尔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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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是挚交,深受伊拉斯谟的思想影响。也18页 第二,莫尔醉心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时强调《 圣经》 学
说的教化作用。 莫尔“ 大胆地把基督教神学和古典思想嫁接在一起,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政治观念移入

世俗生活中。冶也19页 美国学者彼得·埃尔·考夫曼( Peter Iver Kaufman) 在对特拉维斯·考特莱特( Travis
Curtright) 的《 一个莫尔》 书评中,认为“ 莫尔是个持续谨慎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与同时代人和一些历
史学家相比,他捍卫生命的美德和罗马教会的强大决心使他显得无情。冶也20页 安东尼·肯尼( Anthony

Kenny) 在《 托马斯·莫尔》 一书的引言里指出,他试图展示集学者、殉道的公仆、饱受争议的散文家于
一身的莫尔并非具有三种迥然不同、相互冲突的性格,“ 而是一个单独且始终如一的人。冶也21页

莫尔虽然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非常相像,但不能将他界定为基督人文主义者。 他在继承基督教
人文主义者传统的基础上更积极入世,眼光也更加现实。 将基督教原始教义与古典文化结合只是基
督教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不能以此单一标准简单断定莫尔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基督教人文主义
者秉承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传统,但是他们并不是自己积极建立人间天国,而是寄希望于君主。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仍然相信人变好了,世界就变好了。 伊拉斯谟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
主张改变人性,而非改革制度。 莫尔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都用自由意志和路德论争,但是二
者争论又有所不同。 第一,论争方式不同,伊拉斯谟比较温和,莫尔比较激进;伊拉斯谟是被动与路德
论争,莫尔主动反对路德教义。 “ 要求伊拉斯谟撰文批判路德的压力越来越大冶 ,除了老教会的捍卫
者,“ 英王亨利八世通过伊拉斯谟的老朋友滕斯托尔转达了他的要求,萨克森公爵乔治提出要求,罗马
也提出要求,伊拉斯谟昔日的赞 助 人 教 皇 阿 德 里 安 六 世 去 世 前 不 久 也 敦 促 他 表 示 反 对 路 德 的 态
度。冶也22页 莫尔则是因为反对路德教义,预见路德的主张将使基督教世界分崩离析,所以主动写信公开
论战。
第二,论争出发点不同,伊拉斯谟是从维护自身安全出发,莫尔则以维护人文主义传统为出发点。
伊拉斯谟在《 论自由意志》 中表达了对教义的分歧,“ 表达了反对个人宗教观念的立场,明确支持教会
的权威和传统。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冶也23页 虽然伊拉斯谟和路德一样明了教会结构的失衡,反
对教会出售荒唐的赎罪券,但他并未表现出来。 伊拉斯谟软弱、明哲保身的性格,致使他为了普遍和
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伊拉斯谟在面临所处时局的大变动时,虽然有所感触,但他奉行着普遍和平主义
而选择置身事外。 “ 如果说他偶尔参与当时的论争,他也是用道德教谕方式提出问题,一般借用空泛
的议论,并不突出任何重点。冶也24页 在宗教改革论战时,他并没有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选择远离
是非。 莫尔则相反,他的关照范围超越了自身,身居高位的他只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 抬高人的地
位、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建立人间天国是早期人文主义的宗教传统和理想,路德的宗教观念却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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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banshe[ The Press of Fuzhou University] ,200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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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的距离变得更远。 “ 在《 与安慰的对话》 中,莫尔并没有攻击路德教义,而是攻击路德的目标和行
为。冶也25页 路德主张因信称义,否认人有自由意志,路德说:“ 被魔鬼掳去的人如何能有自由意志呢? 除
非上帝使人悔改,使人长进,人是没有办法的。冶也26页

此外,莫尔和伊拉斯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方式不同。 伊拉斯谟以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为核心,进行

纯哲理说教。 “ 伊拉斯谟总是把古典研究当作文明的万能药方,条件是古典研究服务于纯洁的基督
教。冶也27页 他试图通过《 论基督君主的教育》 来教导出一个具备基督美德的君主。 在伊拉斯谟看来,“ 以
基督徒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人,是不会失落权威的,但要维持权威还需要其他一些方式……当基督徒的
博爱将君主与子民维系在一起,那么不管有什么样的情势需要,一切都供您调遣。冶也28页 基督君主通过
仁爱感化人民,获得信任和爱戴。 伊拉斯谟认为“ 通过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教育,君主能够在各个方
面表现出德行。 而只要君主表现出德行了,世界就会太平,民众就会幸福,国家就会繁荣稳定。 只要
君主与子民能够合作,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因此而实现。冶也29页 莫尔则寄希望于法律和制度的改变,
他比伊拉斯谟更深刻、更现实,他认为不可能教导出基督君主。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法官,莫
尔精通法律,深谙政治。 他笔下的乌托邦社会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法制社会,乌托邦人职能分明,依
靠法律和惯例办事。 首先,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从乌托普国王征服各教派后,“ 就规定每人信从自己所
选择的宗教是法律上认可的冶 。也30页 其次,城市农村人口按照惯例轮流变动。 “ 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
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 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冶也31页 第三,所有城市几乎都
一模一样,从地形、教育、制度到人口、官员。 第四,政治选举民主而公正,“ 每三十户每年选出官员一
人,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名叫摄护格朗特。冶也32页 全岛共有 200 名摄护格朗特,他们宣誓后通过秘密投
票方式选举一个任职终身的总督,“ 特别是从公民选用的候选人四名当中去推。冶也33页 在莫尔看来,制度
是保障社会有条不紊运行的最佳最可靠手段;人心变化太快、私欲过多,而且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是
靠不住的。
莫尔用毕生精力尽其所能做山上的辰、家里的灯、有味的盐和世上的光。 莫尔认为基督身上具有
谦卑、宽容、主动献身、坚毅、博爱等一系列美德,他异常坚定地笃信基督。 莫尔只是用人文主义的眼
光和观点重新解释宗教。 人文主义“ 不是哲学体系,也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或党派服务的意识形态信
条。 它是萌生于每个人的反映人之本性的一种内在精神;它对生活怀有积极的和热忱的态度,十分热
衷于改善人的生活和素养,因此它对于现世中的一切丑恶现象本能地持批评和嘲讽的态度。 人文主
义者重视教育对人对感化和教化的作用,相信学能开眼,持续的理性教育能够增益人的良知,教人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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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从善。冶也34页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和自由意志过
好尘世生活。也35页 所以,莫尔从人文主义而不是神学角度出发理解世界,解释上帝与人、灵与肉、信仰
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者宗教观
莫尔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传统,敬畏上帝的同时肯定人在世间万物中的最高地位。
人如何看待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国家的关系。 莫尔既不狭隘也不偏激,始
终承认上帝是唯一的宇宙之源。 虽然乌托邦有许多宗教,信仰不一,但是都承认“ 只有一个至高的神,
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和真主宰,在本国语言中一致称为‘ 密特拉爷 。冶也36页

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上帝的相像,反对路德的神魔意志论。 但

丁说:“ 按照上帝的意旨,所造物一经造就,就要尽其本性之所能,以体现神的形象,这就是《 圣经》 中所
说的‘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爷 虽然我们不能说低于人类的造物体现了神的
‘ 形象爷 ,但我们能说一切造物都与神有‘ 相像爷 之处,因为整个宇宙无非是神的美德的体现。 所以人
类只有尽其所能与上帝相像,才能处于最佳状态。冶也37页 莫尔继承发展了但丁的观点,认为人是万物之
灵长,人有自由意志去建设人间天国,人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改造世界。 莫尔认为宗教中有劝人为
善、改造人性的影响因子,能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获得洗礼,积极努力地在尘世中做个好人。 人的自由
意志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与以路德为主的宗教改革家论争时候,莫尔是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反
驳,而不是用神学观点。
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第二个特点是要建立人间天国,而不是上帝之城。 由于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
和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通过从精神和行为模仿基督,创建人间天国。 人可以通过发扬美德、在人间
建立功勋得到上帝的认可、喜爱,从而在死后进入天堂。 尘世的荣耀和上帝的荣耀并非两级相对,水
火不容。 人文主义者也并没有贬低上帝的地位,亵渎神灵,他们只是抬高了人的地位。 天堂不在天上,
而是在人间。 人们过好世俗生活很重要。 宗教是精神生活层面的,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
部。 基督教义中的原罪论极大影响了莫尔的神人观,因为原罪的存在,人只能获得此世的幸福,必须
依靠上帝才能让灵魂永生。 “ 由于亚当的堕落,其自然繁殖所产生的每一个后代都将失去天国的幸
福,如果没有我们的协调者和拯救者耶稣基督的帮助,任何人都无法再回到天国;基督的受难使我们
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拯救,具备了继承的资格,因此我们都要坚定对主的信仰,遵守主的圣礼,不可再因
我们的罪而又一次失去天国的幸福。冶也38页 所以,人只有忠诚地信仰上帝、虔敬地爱着基督,才有可能凭
借神恩在死后到达天堂,使灵魂不灭。 在乌托邦的宗教中也是如此。 “ 乌托普把宗教的全部问题作为

一个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 可是有例外,如他严禁任何人降低人的尊严,
竟至相信灵魂随肉体消灭,或相信世界受盲目的摆布而不是由神意支配。冶也39页 莫尔相信对基督的信仰
和爱会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法则,会严格约束人在世间的言行举止。 但他并未将基督教道德凝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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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法去强求人们遵循,而希望通过教育自省,通过改变制度将真善美注入到每个人心中。

人神合作论是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第三个特点,在灵魂得救问题上相信人与上帝的合作论。 ( You

do your best. God do the rest. ) 它结合了路德的被救论和古代的自救论,结合了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两
种主张。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莫尔在认可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对其抱着怀疑态度,因
为人们的意志和理性才能不足以自救。 “ 为了激发全部潜能,人必须依靠上帝。冶也40页 他认为“ 在原始条
件下,人的灵魂有三种伟大的天赋:记忆、理解和意志。 起初,这三者和谐统一,但是亚当堕落后,这个
平衡打破了。 由意志决定的行为不再能与理性的命令一致……此后,理性成为压抑罪恶倾向的主
源。冶也41页 人们必须通过智慧和理性精神对抗容易犯罪的肉体,莫尔坚信“ 地狱和天堂之间的选择能影
响人们对其社会行为和活动的选择冶 。也42页 莫尔主张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上帝是唯一的神,在基督教内
部,信仰不同教派的人们可以和平友好相处。 这是自由意志引导下的选择,有利于人们幸福生活,避
免因宗教冲突引起的动乱。 不论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个宗教有多么糟糕、落后、腐朽,如果它们奔
溃,对人民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莫尔最害怕的是宗教改革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日后分裂的基
督教难以抵抗强大的伊斯兰教的渗透。
信仰和行为统一于莫尔的宗教思想中,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在莫尔看来,“ 没有信仰的善功对于
天国幸福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其次,即使我们信仰之虔诚前所未有,但如果我们不行善功,那么,我们
的信仰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冶也43页 莫尔以基督给门徒洗脚为例,在福音书中,基督对门徒说“ 我给你
们洗脚是要给你们树立榜样,我本来是你们的主和夫子( 你们是这样称呼我的) ,而仆人不能大于主
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因为傲慢而嫌弃去做这卑下的事,你们应该相互去做,就
像我对你们所做的那样。 如果你们既知而后行,那么你们就会有福;但若你们知而不如是行,那你们
就会受到更重的责罚。冶也44页 因果报应论在莫尔的宗教观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乌托邦人的信仰是,人死
后有过的必受罚,有德的必受赏。 如有人有不同看法,乌托邦人甚至认为他不配做人,因为他把自己
灵魂的崇高本质降到和兽类的粗鄙躯体一般无二。 他们更不承认这种人是乌托邦公民……冶也45页 莫尔
注重形式和内容、信仰和行为、表面和实质的统一,特别强调基督徒参加圣餐礼时,不仅从表面上,更
要从内心深处领受圣餐。 如此,就将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统一起来,使人们无比虔诚地认真生活,多
做善事,进而得以永生。 面对人类堕落后的永恒困境问题,莫尔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机构、组织应该
以好的方式产生,以减轻人类在困境中被迫加上的负担;第二,国家、政体、尘世中人类行为的管理者
将直接影响灵魂得救。也46页 因此,莫尔寄希望于政治制度,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作用。

四、结论
托马斯·莫尔继承了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传统,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去建设人间天国,
重视美德,坚信人神合作论。 莫尔的宗教思想与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传统一脉相承,本文称其为
“ 人文主义 宗 教 观冶 。 “ 人 类 得 救 问 题 遍 及 莫 尔 的 生 命 和 作 品, 他 始 终 将 人 类 困 境 作 为 核 心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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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冶也47页 在莫尔的人文主义宗教观里,人事似乎一直大于神事。 他总是从人学的立场出发阐释基督
教。 但是,莫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
第一,莫尔将宗教的世俗效用具体化,坚持维护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在乌托邦社会中,莫尔将宗

教的四种社会职能清晰有序地划分出来。 在与路德论争中,莫尔反对路德对圣餐礼的解释。 “ 路德反
对天主教会圣餐变体论中的教义,他认为面包和酒在祭坛圣礼中依然存在,并且加入了基督的肉体和
血液。冶也48页 莫尔反对路德对于人的神魔论。 “ 莫尔说,路德派异教徒的最可恶之处在于他们的信仰,他
们认为上帝预先决定了人被罚入地狱,人们没有选择善的自由。冶也49页 莫尔主要反对路德的教义,因为
他认为路德的教义将会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有利于世俗王国的统治和法律的
实施,有利于百姓和平幸福的生活。 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莫尔认为这是正确的:“ 如果基督教义
和穆罕默德都是和平布道,毫无疑问,基督教会将获得更多的灵魂信仰。 但是,异教徒在基督教内部
兴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从一开始我们就会遭受无知、压迫和不知所措。冶也50页 莫尔是宗教信念的捍卫
者,“ 作为法官,他特别积极参加反对异端的法律,尤其在他就任伦敦大法官一职后。 莫尔在位期间,
有六名异教徒被迫害。 莫尔亲自参与了其中三起。 事后,莫尔在《 关于永恒和暂时的区别的论述》 中
写了一篇《 致歉》 ,为自己的记录辩护。 他认为自己对异教的态度合乎法律,也并未让异教徒承受太多
痛苦。 他在执法上并不感到羞愧,而是引以为傲。冶也51页 凡是按照律法且符合其宗教信念的事情,莫尔
都身体力行,“ 莫尔对待异端的方式和地方法官看待种族主义者宣传一样。 有些事情本身的腐败和堕
落,可能导致民事纷争和暴力,因此要坚决杜绝。冶也52页
第二,莫尔将人间天国的理想实践化。 莫尔认为文主义者应该具备基督徒的精神,积极主动地为
建设美好人间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人文主义者将人文主义和宗教思想结合起来,但是以人文思想在
首要考虑因素。 他们积极、乐观地建立幸福家园时,并不是根据基督教教义出发,没有神学的指导,只
有对天国的模仿。 以莫尔为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几乎都旨在将社会改造好,都克服了禁欲主义的
消极因素。 在莫尔看来,人人皆可效仿基督,这既可以使教会从内部进行温和改革,又是人们在世间
幸福生活、在死后得以永生的不二法门。 效仿基督身上的所有美德将使人变得更好,人与人、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 “ 实际上基督是在告诉我们要坚忍而又温和地承受一切伤害和阴险的圈
套,不要愤怒,不要报复,不要以侮辱对方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不要耍小聪明算计敌人从中寻求一
种空虚的乐趣,而要使自己真正鼓起勇气去迎接欺骗和侮辱,以善去克服恶——— - 总之,要尽一切努
力,言辞既可温和,也严厉……冶也53页

第三,莫尔主张将宗教、文化、政治等法律化、制度化。 莫尔希望通过创造新制度使人和社会焕然
一新,从而提升人的精气神,将消极的人变为精神昂扬的人。 莫尔批判吸收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要
素,重视古典文化和优良基督教义的有机结合。 但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涵盖范围有限,莫尔比他们
更激进、更勇敢、更现实。 莫尔并不想也不相信能教育出基督君主,他认为依靠法律和制度才能诞生
理想社会。 因为制度化的好处是“ 一个邪恶之人的恶不足以败坏整个团体。 因为基督和他的门徒就
是一个神圣的团体,尽管其中有一个成员是一个虚伪、不忠的卑鄙之徒。冶也54页 莫尔并重民间法律和基
督的戒律,在劝告彼得停止攻击时,“ 基督告诉彼得说他用刀伤人是犯了罪,从民法来看他也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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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那时候犹太人也遵循的罗马法,人和无合法权力之人为杀人而深藏刀剑几乎与已杀人者同
罪。冶也55页 莫尔认为“ 基督勤勉努力地躬行他带来的新律法( 他规定只要这个世界还在继续,这部律法就
要坚持下去) ,同时还恭守旧的律法( 这是通过摩西传达的,基督来到人世就是要对它加以改造使之更
好,并解救我们摆脱束缚) ,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冶也56页

莫尔忠实于宗教,但他更是法律的信徒。 莫尔宁死不屈地坚持反对亨利八世离婚案就是践行了

法律的信仰。 不论从民间法律来看,还是从基督戒律来说,亨利八世的做法都僭越了律法,为了一己
私利而滥用私权。 莫尔在死后五百年被天主教会追封为圣徒,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莫尔为天主教殉
道。 倘若莫尔没有被处刑,也不会得到这一称号,因为他的宗教思想深入到了法律和制度层面。 莫尔
相信人通过虔诚信仰、现世善功和上帝相助的合力,能使肉体在此生享受幸福,使灵魂永远得到拯救。
他预见人只能依靠惯例、制度、法律力量建设人间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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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three assertions regarding Thomas More蒺s
religious faith and humanism. Firstly,More蒺s religious view derived from and surpassed the early
humanist tradition. Secondly, his brand of religious humanism likewise derived from and
transcended Christian humanism. Finall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religious
humanism, with Thomas More as its principle exponen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background,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More蒺s religious creed, one may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naissance humanists蒺 view. From the Italian poet Dante, to Petrarch ( “ The Father of
Humanism冶 ) ,to the Englishman Thomas More,their religious thought could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the theory of free will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an and God. The early humanists蒺
idealism was, however, stuck in theory. More made this dream more concrete, practical and
institutionalized. Utopia is heaven on earth. More always interpreted Christiani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 humanism. He was faithful to religion,but he believed in law. He suggested that
people could live happily in the world by free will,but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requires assistance
from God. He insisted that man could only rely on conventions,systems and the law to build a truly
wonderful world.
Key words:More;humanism; religious views; free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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