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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从总体来说 ,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首先 ,基于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带来了近代科学

的大发展 ;其次 ,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拟从这两方面 ,来论证中世纪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正面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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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西方历史研究中 ,研究者把从公元 476 年罗马帝国

灭亡到英国革命以前的世纪称为“中古时代”或“中世纪”,此词本

身就带有贬义 :即认为它是介于近代与古代的一个中间的世纪、一

个过渡年代。就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发展而言 ,基督教无疑是

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巴利托说这是一个“思想低落到使人

怜悯的世界”,一切人文学科都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侍女 ,即

一种精神的反常。”克罗奇说 :“他当然不是进步 ,而是陷入绝

境。”。[1]而 14 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 ,打着复兴古希

腊、罗马文化的旗号 ,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 ,被认为是西方中世

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分水岭 ,并开启了近代社会文化的大门。由

于文艺复兴成就辉煌 ,更使研究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习惯于否

定前者而盛赞后者。其实 ,要更好地认识西方近代文化 ,就必须遵

循它自身所蕴含的历史规则 ,准确公允地认识基督教文化 ,看到它

的传承与延伸。事实上 ,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意义 ,不亚于

儒家伦理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基督教对西方近代

科学的发展和对西方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两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带来了近代科学的大

发展

从整个西方文化来看 ,上帝与理性 ,宗教与科学是西方文化传

统的两个基本精神。只有把二者理解为统一的 ,才能阐释西方文

化的个性。

雅斯贝尔斯说 :“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

动 ,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2 ]他认为 :有三条基督教

的精神成为现代科学文化诞生的内在动机 ,一是“基督教的精神要

求不惜代价的真实。二是“世界是上帝的创造”。三是源于虔敬信

仰的无限认识与由认识到的事实带来的对上帝本身的疑问之间的

冲突 ,连续不断地促使着人们去进一步认识、检验或证明上帝的真

实。真实是基督徒去追求的最高峰 ,源于上帝的对真理的追求要

求把认识当作严肃的天职 ,既然世界是上帝的造物 ,那么 ,万事万

物都值得去了解。认识就是对上帝思考的再思考。在这方面 ,恭

敬的、如实地阅读上帝的大自然这本书 ,的确成了许多科学家不懈

地探究自然真谛的精神动力 ,而受造的世间万物任何地方都永远

不是最终的绝对的真实 ,它总是指向别的东西。因此 ,科学必然是

一个无限的追问过程 ,它由理性涌出又不封闭于其中 ,于是 ,形成

了理论建设和经验试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 ,由此造成对迄

今未知的真实的接近。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这种基督教精神的

推动下 ,现代科学才得以形成[3] 。

德国的物理学家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曾说过 ,“每一个

不具偏见的头脑都必须承认 ,科学和技术重大的发展是发生在神

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4]我认为把科学的到来归功于基督教文化

是基于以下三点 :首先 ,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强

大精神动力。信仰至上 ,信仰与理性 (理解)共存。基督教的根本

信仰是上帝和创世观念 ,基督教坚持只有一个上帝———即一位理

性的存在 ,它创造了世界 ,并独立和区别于世界。大自然作为上帝

的作品和创世的见证 ,它受到珍视但不会受到崇拜。而在原始宗

教中 ,人类的自然观被赋予某种神奇的力量 ,自然成为被尊崇的对

象。人在它面前无能为力 ,而探索和利用自然 ,改造和驾驭自然被

认为是冒犯和亵渎神灵 ;人也是上帝创造的 ,具有上帝的智慧与头

脑 ,代表上帝治理世间万物 ,因此基督教的根本信仰激发了人类极

强的创造欲望。并且人的行动受精神支配 ,在进行各种活动时都

伴随有精神动力。宗教信仰是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 ,它能使人对

神产生自觉地、彻底的献身精神 ,使人类劳动带上了为上帝做贡献

的性质 ,这些无疑会对创造性劳动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而使劳动更

有成效。人们因信仰基督教 ,从而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次 ,基于基督教根本信仰的创始观念改造了人类的自然观。

按照基督教教义 ,上帝是创造和管理天地万物的主 ,但是上帝又是

肉眼凡胎所看不到的 ,如何来认识和接近上帝 ? 第一通过圣经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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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上帝的创造物 ,即(自然)包括人来认识上帝 ,因此 ,“高级宗

教的出现 ,意味着宗教这个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 ,从此把目光更加

集中在人和宇宙的终极存在上 ,去寻求宇宙的终极答案。”[5]基督

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人类自然观的一次大转变 ,“在现代科

学兴起的年代 ,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上

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 ,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

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 ,即它们的科学。”[6]自然观的变革为近代

自然科学的兴起埋下了文化的种子 ,正因如此 ,“在中世纪的黑暗

之后 ,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 ,并以神奇的速度发

展起来。”[7]

最后 ,基督教认为人领有原罪 ,所以人在尘世的生活是有缺憾

的 ,但通过虔诚的赎罪和神之拯救 ,能在天国实现圆满。这种学识

使得西方人看到 ,真正的理想在天国世界需要人不断的追求才能

得到 ,必须克服自己的欲望 ,向更高的灵魂境界飞升。基督教的这

种文化思想成就了西方人“人定胜天”的人生文化信条。而这种世

界观提高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 ,增强了人的力量 ,为人类探索

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根据 ,从而使人类能够放心大胆地

去发展科学技术。事实上 ,现代科学的产生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文

化传统之中并受到它的巨大的精神推动 ,赫伊卡总结道 :“倘若我

们把科学喻为人体的话 ,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 ,而促进其

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8]

二、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要准确公正的认识基督教文化 ,就要看到它的承继性和延伸

性。应当指出 ,“中世纪决不是黑暗的和野蛮的 ,而是充满着文明

的光辉和伟大的思想 ,它从古代的文化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

己”。[9]众所周知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私生子”,即它原由犹太教的

一个支派“纳撒勒”派发展而来 ,随着公元 313 年“米兰敕令”的颁

布 ,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被承认 ,随即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在谈到

基督教的起源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谈到它的“父亲”- 犹太教的多

种文化来源。

早在公元前 1600 多年前 ,犹太人的祖先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

迁徙到尼罗河平原 ,在停留在埃及期间 ,他们受到埃及一神教———

阿蒙神的深刻影响。当公元前 586 年犹太亡国 ,犹太人沦为“巴比

伦之囚”时 ,两河流域的文化又对他们的宗教观念进行了荡涤。公

元 538 年 ,波斯帝国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 ,返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

人重新建立了神权统治集团 ,但建立伊始即受到波斯帝国严格的

控制。当时波斯帝国的国教顼罗亚斯教———其教义中关于主神崇

拜和对救世主企盼的文化观念 ,进入了犹太教的思想体系。公元

前后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产生时 ,它接受了犹太教的《圣经》而称之

为《旧约》。因此 ,可以说基督教文化就是从一个多元性的文化背

景中涅磐而生的。在它产生伊始 ,尤其是当它开始超出犹太教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 ,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普世性”的发展时 ,它

所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希腊罗马多神教 ,而且也是一

个混杂了各种东方神秘主义信仰的“宗教万花筒”。基督教文化就

是在不断地与各种异质文化———希腊罗马的、波斯的、犹太的、埃

及的、日耳曼———的对话与竞争中生长出来的。诚如邓晓芒教授

在对巴克教授的回应文章中所言 :“基督教信仰区别于其它信仰之

处就在于它是两千年来在对话中不断生长着的信仰。”[10]西方文化

的两个源头 ,即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在各自经过曲折变化

的历程后 ,在罗马帝国相遇 ,碰撞 ,融合 ,形成统一的罗马帝国文

化 ,与此同时 ,一种融贯信仰至上和理性至上原则的新的文化代

表———基督教文化切入了这一历史场景 ,并逐渐上升为罗马帝国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从而造就了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由此 ,

西方文化发展的下一阶段就定格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

三、基督教奠定了新的西方文化个性———对

人的终极关怀

让我们还从古希腊的原始宗教谈起 :以奥林匹斯神话和英雄

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希腊多神教是希腊人信仰的宗教 ,这种原始宗

教具有感性形态 ,它的基本格调是自然崇拜 ,自然性和直观性 (或

感性化)是希腊多神教的主要特点。希腊主神大多是某种自然力

量的化身。黑格尔指出 :“希腊人的神尚非那绝对的、自由的‘精

神’,而是在一种特殊方式里的‘精神’,为人类之各种限制性所拘

束的———依然是依赖于外界情形的有定的个性。”[11]这种原始的

宗教观虽然是人自我认知的一种进步 ,即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 ,

但这一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要满足人的自然属性 ,人的本性要

求和自然欲望是他们行事的唯一依据和最高准则。而中世纪早期

动荡的社会现状是 :人民生活无着 ,无依无靠的恐惧感日增 ,而“人

的依赖感使宗教的基础”,[12]这样 ,基督教迅速占据了人类精神的

制高点 ,基督教关于上帝之信仰代替了原始的自然崇拜 ,改变了人

对自然的绝对服从的状态 ,使人类建立了全新的世界观 ,而世界观

的改变也使人们将关注的目光由自然投向人。因为“这个有形的

世界是上帝用爱来创造的 ,是在上帝心中先有的一个模型的仿制 ,

上帝将永远是它的推动者和恢复者 ,人能够由于承认上帝而把它

纳入自己灵魂的狭窄范围之内 ,也能够由于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

灵魂扩展到它的无限之中———这就是尘世上的幸福。”[13]正是基

督教的出现 ,才把古代的人由自然人的观念发展到了认识“精神的

人”,使得西方世界的人在认识自身的时候达到了精神世界的高

度。

而且从人的角度看 ,整部《圣经》都指向人要走向的最高境界

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14 世纪勃兴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 ,以

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 ,它有两大发现 :其一是外部世界 (自然和地

理)的发现 ;其二就是主体世界 (人)的发现。诚如哈尼斯·哈伊所

言“我们受到近百年来史学的影响 ,习惯于认为文艺复兴就是现代

文明的诞生”。[14]这种认识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基督教文化与近代文

化的鸿沟。首先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 ,而人文主义者除少数接近

无神论的边缘外 ,大多并不否认上帝造人这一基本前提”。[15]其次 ,

“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 ,并

未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 ,人文主义者倡导

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倒神运动 ,他们关心的是人与神关系的进

一步调整 ,而不是对上帝的存在与宗教本身价值的怀疑”。[16]从文

化的视角看 ,正是基督教文化把人关注的目光由自然而投向人 ,它

和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所以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社会文化的大门 ,那么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则是大门开启前透进门内的缕缕清辉。在“中

世纪与人文主义之间并没有骤然的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布洛

克语) 。“作为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非突如其来。它是在中世纪

思想的纷繁茂盛之中长成的。而中世纪的思想特征和文化模式也

或明或暗的运行于后世文化的各个领域中。”[17]

因此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继承了西方文化的源 (转第 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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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考试的关注继续升温 ,1870年格莱斯顿又颁布了第二个关于文官

制度改革的枢密院命令。法令规定 :文官录用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

录用 :文官制度委员会在财政部监督下 ,有权独立决定被录用文官的基

本条件。为了避开保守势力的压力 ,又规定外交部和内政部可以例外 ,

某些高级官员的职位仍可不经考试而由内阁直接任命。期间 ,政府对

文官的录用、分级、薪酬、晋升和管理等方面不断修改和补充。但由于

英国文官制度重要原则是这两次枢密院命令确立的 ,所以人们把 1870

年枢密院命令看作文官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

三、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评价

尽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初期存在 :文官晋升、管理不统一

的问题 ;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毕业生垄断高级文官职务、门派限制和重

文轻理的现象 ;性别歧视严重 ,广大妇女不能进入重要岗位 ,男女同工

不同酬的缺憾。但总的来看 :近代文官制度 ,既是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

重大改革 ,也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制度文明 ,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其文官制度中的一些重大措施 ,为欧美国家建立文官制度

提供了宝贵经验 ,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又一重要贡献 ,是形成一个伟大

时代的最大的公务革新之一。

第一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工业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

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一次巨大胜利 ,剥夺了封建

保守势力的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是对封建专制、独裁官员管理制度的

否定。巩固和扩展了 19世纪中期两次议会改革的成果 ,加强了资产阶

级在政府行政机构的地位。有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

其次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避免了“恩赐官职制”和“政党分

肥制”造成的腐败、低效、混乱状况 ,排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人唯亲

对国家政策的干扰 ,保证了政局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和社会常态运行。

第二 ,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1)通才原则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基础理论、人文科学为主。

要求有较高文化修养、渊博知识和应变能力的通才。此举杜绝了不学

无术之徒混入官场 ,使文官队伍素质大为提高。

(2)公平竞争原则 :1870年枢密院命令规定 :“凡未经考试未持有合

格证书者一律不利从事任何官职。此后所有选拔官吏必须经竞争考

试 ,从中择优录取。择优录用、用人唯贤、机会均等是公平竞争原则的

体现。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首相帕麦斯顿荐举一个亲信参加文

官考试 ,结果落选。帕麦斯顿派人到文官委员会去索取该生的考卷 ,以

便了解是怎么落选的 ,遭到了拒绝[14] 。

(3)常任中立原则 :文官职责是执行政府的政策。他们是“非政治

分子”,不参加党派斗争 ,不参加政党政治活动 ,不得竞选议员 ,保持政

治中立。在内阁时常更迭的情况下 ,他们不与内阁共进退 ,“无过错不

被免职”。还经常受大臣们的咨询 ,向其提供情报、知识、经验。这些职

能的行使 ,使文官成为统治阶级“从不更迭的幕后政府”,文官的常任 ,

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 ,英国建立的这一套制度使文官的任用、选拔、晋升、管理等

进入民主化、制度化 ,政府机构充满生机活力 ,官僚主义作风减少 ,维护

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舆论界称赞改革“消除了所有笨伯 ,总的说来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能力 ,很有声誉的班子 ,同时 ,一个全新的节约

和勤奋精神得到了贯彻。”[15]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领先于世界 ,文官制

度改革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正如此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成为西方

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邓小平曾经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文官制度很

高的评价。“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 ,但它在发现人才 ,使用人才方

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 ,不论资排辈 ,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 ,并

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 ,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

的”。“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因此我们可以像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借鉴

我国的科举制一样 ,从他们制度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改变我们人事

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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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希文明博大的文化内涵 ,同时又以自身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理

性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看待世事的态度 ,在西方文化向近代转

型过程中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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