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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最早出现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形式是一

种游记、日记和宗教著作的松散结合。这种作品记

录了早期定居者在新大陆荒原上艰苦创业、开辟家

园的曲折经历，同时也描绘了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居住在那里的奇异而又原始的部落。而正是

这些早期的作品吸引着众多追求宗教自由的英国

清教徒来到他们称之为 “新英格兰”的神秘土地，上

帝在圣经中所许诺的“希望之乡”。随之而来的是一

批清教徒作品，其中多半的目的是唤醒人们的原罪

意识，从而感受服从上帝绝对意志所带来的幸福与

满足。这群作家的代表人物是乔纳森·爱德华兹

) *+,-./-, 012-3145 !($6 & !(’7 8 笃信上帝，认为上

帝无所不在、无所不容，世间万物都是上帝自身的

体现。因而他竭力追求在精神上与上帝融为一体的

理想主义。确切地说，他的思想代表了美国清教主

义传统中理想主义的一面。说他是最后一位同时也

是最杰出的清教主义神学家，完全是在情理之中。9 ! :

而作为美国启蒙运动代表和象征的富兰克林由于

深受牛顿科学与自然神论的影响，认为上帝是仁慈

的，而崇拜上帝最好的方式就是行善。出于这种观

点，富兰克林把神权暂且抛在一边，去追求天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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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用自己的智慧造福于社会和人类。实际上，爱

德华兹与富兰克林都是清教主义者，两人都承认上

帝的存在与神圣，但是前者代表传统的理想主义，

沉迷于静态的赎罪；而后者却注重动态的弥补，追

求自我实现与物质的成功。

二、传统的理想主义者爱德华兹

欧洲文化自从公元最初几世纪逐渐接受基督

教以来，经历了罗马教会在漫长中世纪的绝对统

治。长期受束缚的人们越来越急于走出这种境地。

他们在哲学与人文科学上借助了古代希腊、罗马的

遗产，但在宇宙观、人生观的争论中却始终高举 《圣

经》和基督的旗帜，往往通过教义的辩论来开辟前

进的道路。早期英国移民来到新大陆定居，他们除

了出于经济考虑以外，还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他们

不远万里，来到梦想中的伊甸园，追求充分的宗教

自由，渴望建立一个教徒人人平等的新的教会秩

序。在移民美国之前，宗教改革就早已如火如荼。第

二代宗教改革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加尔文始创

了加尔文主义宗教体系（$%&’()(*+）。加尔文主义者

主张 《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和绝对权威，教徒应

绝对服从上帝的律法。加尔文主义者还相信上帝的

圣意，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那无所不能

的 意 志 的 体 现 。 根 据 加 尔 文 主 义 的 “预 定 论 ”

（,-./.0.-+()(*+），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圣意下运

转，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建立在他的德行或善行之

上，而是由上帝依据 “永久教会”来预定。加尔文主

义思想体系源于 《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的 “原罪

说”（1-(2()%& *()），（人类始祖亚当因偷吃禁果而犯

下了“原罪”，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

其核心思想就是确立上帝的绝对权威以及人类本

身无法自行解救。加尔文主义的神学思想，特别是

人类堕落，惟有信赖上帝才可获救的信条，对美国

的清教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 4

殖民时期的新大陆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加

尔文主义的清教思想，迈克尔·威格尔斯沃思的著

名诗作《最后审判日》就是一个例子。这一部作品以

梦为创作源泉，戏剧性地展示了上帝突然在邪恶的

人的中间显现，传唤现世以及冥府的人都去受审，

将恩惠广施笃诚的信徒，惩罚入地狱的各类人。当

然，受加尔文主义的清教思想影响最深的早期移民

当属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有人称他为新英格

兰第一位现代美国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守旧的加

尔文主义捍卫者，这并无虚言。 3 5 4阅读他的作品，我

们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现代的人类自我意识，他的

思想对于后来的超验主义产生过很大影响。爱德华

兹在许多方面都算得上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清教徒

与神学家。他生活在清教影响明显衰弱、启蒙思潮

日益壮大的时期，却以其卓越的才智和毕生的精力

从事复兴清教的事业，在席卷全美的 “宗教大觉醒

运动”（06. 7-.%0 89%:.)()2; !<5= > !<?#）中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布道辞《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

（@()).- () 06. A%)/* BC %) 8)2-D 7B/; !<=!）使他名

声大噪，成为无可争议的清教领袖。这篇布道辞充

满了“人是堕落的”加尔文主义思想。他说：“邪恶的

罪人毫无掩蔽，随时遭到毁灭；无论你如何谨慎、有

多美妙的办法，也无论你有过多少义举，你的种种

努力都将恰如一张蜘蛛网试图挡住滚落下来的石

块一样无济于事，不能使你避开地狱。”爱德华兹的

理论见解与他的生活环境不无联系，他自幼生活在

浓郁的虔诚气氛当中，内心深深感受到宗教信仰所

带来的欢欣。他在记叙对世界新认识的 《自述》

（,.-*B)%& E%--%0(’.; !<5F）中认为上帝把自己的精

神扩散到时间和空间而创造了整个世界，他还阐述

了宗教上思想转变的几个必经步骤：“承认自己有

原罪、承认上帝的公正和绝对主宰地位，顺从上帝，

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极度喜悦。”这种狂喜是爱德

华兹生活的精神支柱。然而，人们逐渐厌倦了这种

宗教狂热，尤其对爱德华兹在讲道中点名批评所谓

“堕落者”，甚至剥夺他们参与圣餐的权利，十分不

满。这不能不说明，清教的退潮已经不可逆转，即使

以爱德华兹的影响和才学也终究是“回天乏力”。 3 = 4

爱德华兹的教义在今天看来似乎只反映十足的宗

教狂热，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代表新

兴资产阶级坚信自己的历史使命，敢于向一切旧势

力宣战，并决定性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敢

于以自己的艰苦奋斗来建立一个崭新世界的巨大

信念。不难看出，爱德华兹所崇拜的 “绝对神权”实

际上是对绝对罗马教会的否定与背叛。相比之下，

它是早期移民思想上的一次进步。

三、虔诚的实践家富兰克林

如同自然界的潮汐一样，清教思想的衰变也是

缓慢的，几经反复的。类似于 !G 世纪 5# > =# 年代

“宗教大觉醒”运动的宗教复兴运动在美国的土地

上周而复始，贯穿美国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这恰

恰反映了早期移民在新大陆披荆斩棘、开拓自己的

物质世界之后所必然产生的精神需要和思想上的

“回潮”，即怀念并回归祖祖辈辈作为寄托的宗教信

仰。但是对于曾经对早期北美文化起过决定性作

用，其影响将长期遗留于美国文化之中的清教主义

来说，退潮已经开始。即使有爱德华兹等人的大力

鼓动，宗教热情毕竟不能持久。随着 “大觉醒”运动

的过去，其他的教派与思潮随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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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的科学发展在欧洲范围内给宗教提出

了实质性的难题，而这些科学成果在新大陆的传播

以及殖民地科学的发展则在清教徒面前提出了同

样的难题，使教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科学的新

发现以及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流行很自然地造就了

反正统的宗教激进主义——— 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

力图使宗教与科学的自然知识相融合，从而塑造上

帝的新形象，并把伦理体系建立在科学的真理之

上。他们用理性推翻了清教主义的加尔文 “人性堕

落”理论，说明人的能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非但

不堕落，还具有无限的潜能。自然神论者首先肯定

上帝——— 自然神的存在。只有上帝的存在，宇宙自

然规律性和机械性才得以产生，也是因为上帝赐予

理性的头脑，人类才能认识自然，并充分利用上帝

创造的丰富资源。因此，上帝是英明、仁慈的，崇拜

上帝是必要的。 $ % & 自然神论者强调上帝的存在与崇

拜上帝的必要性，这是清教主义传统教义的延续。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承认教会的权威，拒绝接

受命运之说，不相信奇迹和原罪的存在。换言之，自

然神论强调理性的作用，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具有

很强的人文主义倾向，也是美国建国前后理想与价

值观理论基础。

自然规律的发现不仅仅推翻了上帝的独裁地

位，推翻了教会的垄断权威，使教民对于宗教的实

质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人类认识

与理性的能力，相信人类完全能够认识自然，从而

变成自己的主人。启蒙主义思想推翻了人类生而有

罪，并完全被控制在 “愤怒的上帝”手中的悲观论

调，强调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

只是漠然的旁观者，对上帝真正的崇拜是充分利用

理性，所以应当研究上帝的创造物——— 自然。他们

还认为善恶自有报应，为追求今生以及永世的幸

福，必须以培养美德为前提，那就是为人服务，与人

为善。美国启蒙主义思想的代表，北美务实精神的

典型富兰克林正是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才抛开了

传统的绝对神权，努力追求天赋的人权，用自己的

智慧去造福于社会和人类。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文艺

复兴以来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又集中体现了新大

陆个人奋斗、重视实际精神的精髓。他的 《自传》

（’() *+,-./-0123(45 !##! 6 !#78）就是自我体验和

自我完善的生动写照。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主要是作者对自己童年，以及发展轨迹的回

忆，还声明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第二部分详尽系

统地表述了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如何达到伦理修

养完美境界的方法。第三部分撰写于作者晚年，语

言虽然不象以前那样乐观，但也并非一蹶不振。在

这一部分，富兰克林表达了对人类最真诚的服务就

是对上帝最佳的效劳的理论观点，因而实践的美德

精神在他看来显得尤为重要。富兰克林努力完善自

我，为自己制定了达到完美品德的 !9 种德行计划。

《自传》首先是一部清教主义文献，因为它记录了人

的自查与自我提高过程。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它是

一部以简练的文字记载一个人从贫穷和名不见经

传到富裕与名声大震的成功史，而且主要是物质与

财富的成功。这恰恰是他与爱德华兹的不同之处。

富兰克林同时还提倡 “自助者天助”（:-; ()<3 ,()=
,() ()<3 ,()=>)<?)>@ ），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

能实现生活的目标。这种 “自助”精神由 !7 世纪超

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加以发挥，成为 !7 世纪美国浪

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富兰克林当时成为最

引人注目的 “美国式成功”的典范，他的一生不仅贯

穿了新大陆殖民地在政治上逐渐融合、走向独立的

历史时期，而且标志着美国文化中清教思想终于开

始让位于实用主义的“杨基精神”（A2BC))/>=），启蒙

思潮在美国取得胜利。这种在哲学上具有鲜明美国

特点的实用主义思想随之成为主导美国社会生活

的思潮，直到后来经过的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

威等人的努力逐渐形成哲学体系。确切地说，从富

兰克林开始，不同于英国人的 “美洲人”开始出现。

独立的美国，乃至独立的美国文化的出现，也就不

再遥远了。

爱德华兹与富兰克林代表了美国清教主义的两

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同层面的情景。极度受

约束的早期清教徒，移居新大陆以后努力借助绝对

神权崇拜来摆脱旧世界的羁绊；而急于发展的新兴

移民后代只有凭借自身的成功来实现对上帝的顶礼

膜拜。确切地说，绝对神权与天赋人权有相通之处。

而美国人的思想、美国精神以及美国文化正是在神

权与人权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形成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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