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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宗教道德观 

傅淑琴  袁雪生 
（南昌大学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富兰克林深受清教文化的熏陶，却又不是地地道道的清教徒；他曾经批判自然神论的观点，却又成为

了一个自然神论者。本文认为，富兰克林的宗教、道德和伦理思想充满着矛盾、对立与冲突。但是，富兰克林对清

教思想的有机的吸收、对自然神论辩证的利用、对一切宗教的理性思辨使他形成了勤劳节俭的美德、仁慈宽容的宗

教观念和理性实用的道德观，由此实现了宗教理念下的道德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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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长在 18 世纪的多才多艺的伟人，富兰克

林具有那个时代的所有特征。他深受清教文化的熏陶，

却又不是地地道道的清教徒；他曾经批判自然神论的观

点，却又成为了一个自然神论者。有评论家认为富兰克

林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任何宗教信仰，也有学者认为

富兰克林拥有着一切宗教的特征。所有这些使他的宗教、

道德和伦理思想盘根错节，充满着矛盾、对立与冲突。

但是，富兰克林对清教思想的有机的吸收、对自然神论

辩证的利用、对一切宗教的理性思辨使他形成了勤劳节

俭的美德、仁慈宽容的宗教观念和理性实用的道德观，

由此实现了宗教理念下的道德自我完善，并在特定的社

会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的滥觞。 

一、富有争议的清教徒身份 

成长在清教文化占主导影响的波士顿，富兰克林自

小深受加尔文教的熏陶。富兰克林的双亲信仰清教体系

的信条与崇拜，他自己则接受了新英格兰最出色的牧师

之一——塞缪尔·威拉德的洗礼，用他自己的话说，他

是“宗教教育下的一个基督教长老会的成员。”（AU，65）

正是种种的背景使众多的批评家认为富兰克林的《自传》

和人生代表了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主要特征。评论家惠

特尼·格里斯沃德在《新英格兰季刊》中将富兰克林与

科顿·马瑟、特默西·德怀特并列，称他们为“繁华下

的三大清教徒”，富兰克林则被赋予“清教主义灵魂”的

称号。[1]传记作家詹姆斯·帕顿在 19 世纪中期更加直接

地认为富兰克林是所在时代的“最高尚的基督徒”，他说，

“事实上，我不知道历史上有谁比富兰克林更加体现了

基督的精神。他生活在一群狭隘而难以容忍的人当中，

但从不跟他们争吵。他像基督一样，他服从那些观点以

及指导行动与思考的惯例。”[2]  

然而，当代自传研究专家卡尔·威恩特罗最初在《宗

教学刊》发表题为“富兰克林和清教伦理”的文章中指

出，“把富兰克林当作一个受宗教驱使的人显然是不可能

的。然而他又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清教主义的印象。

他的大部分信仰和言论完全跟班扬、巴西特或其他清教

徒的创作联系密切，他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伦理跟他们所

鼓吹的非常相像。富兰克林是一个没有清教动机和清教

目的的清教个体。”[3]评论家米歇尔·布雷特威瑟认为富

兰克林在《自传》中摆出一种“清教态度”是因为“他

明白他自己生活在一个晚期清教世界，知道任何一个公

开明显的批判必然会使自己看上去不虔诚。”[4]富兰克林

也清楚地说明了他早年在费城拒绝参加基督教长老会的

仪式，是因为“牧师的布道不是讲神学争论，就是讲本

教派的教义如何与众不同，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那么枯

燥、无味和毫无启示。从来没有提倡或宣扬一条道德准

则，他们的目的似乎只是使我们成为长老会会员，而不

是成为好公民”。（AU，66） 

富兰克林与清教主义的联系究竟如何？我们知道，

清教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神学上属于加尔文主义，在宗教

政体上却是公理教会。“清教”这个词用来表示“道德上

的严厉性接近难以忍耐程度”。[5]富兰克林对清教体系的

联系程度应该建立在神学和道德的基础上而不是教会政

权的基础上。加尔文神学的五点要素包含：人的全然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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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无条件的选择；特别的救赎；不可抗拒的恩典；信

徒永远不会失落。[6]富兰克林似乎没有接受上述的五个

要点。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他像其他清

教徒一样视《圣经》为上帝的启示录。在 15 岁的时候，

富兰克林阅读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书，发现了不少有争议

的教义，并开始怀疑《启示录》本身，“比较生活中实践

的道德原则，《圣经》的《启示录》实际上对我毫无用处。”

（AU，45）众所周知，清教徒以他们持续不断的自省、

对真实或想象的罪过的焦虑以及他们对能否被拯救的不

确定性带来的苦恼等为特征。显然，这种精神探索并没

有体现在富兰克林身上。读者可以仔细地从头至尾审阅

富兰克林的《自传》等作品，但是并不能发现有片言只

字提到精神的困惑。斯塔西教授甚至称“富兰克林是美

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潜意识的人”[7]，这显然是想说明富

兰克林身上没有太多的精神自省。 

尽管富兰克林在许多评论家眼中并非地道的清教

徒，但是，清教氛围的熏陶却为富兰克林复杂的宗教意

识与理性的道德观奠定了基础。 

二、宽容的自然神论者 

富兰克林尽管身处清教主义的环境，但他并不是一

个典型的清教徒。约翰·亚当斯曾经讥笑富兰克林属于

“无神论，自然论与自由思想家”的行列[8]。 

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讲到，自己从早年起就开始

阅读大量的书籍包括一些用来批判自然神论的著作，但

是这些作品却起了相反的效果。正如他在《自传》中所

说：“对于那些引用来批判自然神论的观点，对我而言却

似乎有着比批判更为强大的力量。很快我就成为了一个

地道的自然神论者。”[9]就富兰克林的信仰而言，他是一

个自然神论者，22 岁时依然在优化自我的宗教信仰，他

认为人们应该去崇拜那些“特别的神”。“无限”、造物主

或第一原因依然超越在那些被崇拜的神之上。富兰克林

反对他童年时代曾经被教导的加尔文教的大部分内容，

并走向了自然神论。但是，他同时又坚持上帝恩泽的教

义，这明显是加尔文教的教规。富兰克林在《自传》中

坦率地承认，在年轻时代追寻信条时他曾经吸取了大量

的理论观点。关于信仰的最终结论是，他很大程度上属

于自然神论但又不是完全的自然神论者。他认为有一个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万物并依靠自己的权威管理着这

个世界，这个上帝渴望被崇拜、被尊敬、被祈祷、被感

谢。对人类行善是上帝最可接受的行为，上帝“迟早”

将会奖赏美德而惩罚罪恶。“我的信仰的象征如下：我信

仰那个创造宇宙的唯一的神，这个宇宙由他依靠天意统

治着，因此，他值得崇拜。敬奉他的一个好办法，就是

为他的其他的儿子行善。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就是在阴

间也要按照符合阳间人的行为的公正来对待它。”（AU，

78） 

富兰克林一再指出自己信奉宗教宽容的原则，显然，

他能够有充分的理由称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尽管他有着

对自然神论的特别的改造。富兰克林不仅宽容、鼓励所

有的宗教信仰，并认为一切宗教都有现实的价值，正如

托马斯·库塞所说，“自然神论使个人的价值取向从信仰

转向了行为、从信念转向了操作。”[10]富兰克林认为所有

的宗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如同包糖的纸也许在外表

上是五颜六色并有着各种各样的图案，但是在包装的里

面却还是糖，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由此可见，尽管富兰克林在年轻时拥有大量的宗教

信仰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远离自孩童时就相信的自

然神论，伴随着的是某些加尔文教的观点。在成年时富

兰克林决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虽然富兰克林认为

上帝理应受到崇拜，但是他却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忽

视了崇拜仪式。然而，富兰克林也不是一个敌视基督教

的人，因为他认为基督教引导着许多美国人成为好公民，

而且，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在危机时刻得到安慰并获得力

量。另一方面，富兰克林认为所有的宗教——包括伊斯

兰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都对他们的追随者起着相同的

作用。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教派的宗教都是好的，因为

它起着现实的作用。 

富兰克林从宗教宽容的立场出发，坚决支持信仰的

自由。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的美洲殖民地那

样，有着如此多的教会、教派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

鱼龙混杂。恰如《穷理查德年鉴》中所说，“山姆大叔的

宗教如同契捷尔干酪那样，是由 21 个教区的牛奶制成

的。”[11]持宗教宽容的富兰克林一直是一切宗教教派的支

持者——一个祈祷“伟大的善行”和把上帝称为“无限”

的人。 

三、理性主义的道德观 

从清教伦理走向了自然神论，富兰克林由此形成了

自我复杂的宗教意识。正是自然神论中上帝的“不干涉”，

使人类的相互行善成为了宗教的信念，于是人道主义的

慈善哲学成了他宗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人的行

善也成了一种宗教。富兰克林在《自传》中宣扬着道德

的艺术、呼唤着种种美德的出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他

达到事业成功的前提，富兰克林的十三美德成了他实现

道德自我完善的准则，也构成了他理性主义的道德观。 

富兰克林坚持理性是道德的立法者，强调理性在道

德生活中的作用，反对非理性主义的道德观。他认为理

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人类的幸福依靠理性的

活动。“所谓理性的活动，就是那些为人类所从事的、自

然而然会导致真实的和纯粹的幸福的活动。”[12] 

富兰克林的道德观具体体现在《自传》列举的“十

三美德”：自制、缄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勉、真诚、

正义、温和、清洁、镇定、贞洁、谦虚，而“自制”则

是他“十三美德”的第一点，也是他最重要的做人原则。

富兰克林《自传》对自制在人格形成与道德完善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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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极为重视，他多次写到由于不会克制自己，导致了一

次次的错误并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跟哥哥詹姆斯

的争吵、冲突、要挟、毁约；挪用塞缪尔·威农的钱；

甚至向朋友女友提出非分的要求。这些错误均是缺乏自

制所致。于是，他将“自制”列为自我道德完善计划的

首位，首先培养自制的美德。“不能进行自我控制，就不

会有真正的人”，富兰克林认为个人的自我控制是一切美

德的根本体现。 

如果说自制是富兰克林美德中最为重要的一点，那

么，勤劳和节俭则是富兰克林《自传》谈论最多的美德，

也是他为了达到自我完善并走向事业成功的根本原则。

从一无所有的学徒到功成名就的伟人，富兰克林依靠的

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富兰克林自身成了勤勉的楷模，勤

劳致富正是他所体现的美国精神。富兰克林不断地强调

着勤勉与节俭的美德，为后人塑造了一个典范。此外，

对于“缄默、秩序、决心、真诚、正义、温和、清洁、

镇定、贞洁、谦虚”等其他美德，富兰克林同样在生活

中不断培养。“真实、诚挚和正直是人与人交往中获得幸

福的最重要的东西，我决定要毕生实践这些道德原则。”

（AU，45）十三美德的培养使富兰克林受益终身。富兰

克林在《自传》里正是凭借着十三美德的日常自检，不

断使自身的道德修养趋向完美，使自我的人格走向完善。

个性人格的不断成长，是富兰克林《自传》的根本。 

“道德圣人”斯宾诺莎运用自然主义的方法考察人

性，把道德标准从虚无缥缈的上帝身上转移到人本身，

提出了理性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在他看来，主动的情感

才是美德，“在生活中对于我们最有利益之事莫过于尽量

使我们的知性或理性完善。而且人生的最高快乐或幸福

即在于知性或理性之完善中。”[13]大卫·休默则从人性论

角度研究道德原则，他将社会道德分为人为美德和自然

美德，认为“正义之所以得到赞许，是为了它促进公益

的倾向。”[14]作为同斯宾诺莎和大卫·休默同时代的人，

富兰克林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的熏陶。[15]

同时，富兰克林自小研读了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色诺

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的《金言》、马瑟的

《论行善》、班扬的《天路历程》、笛福的《论计划》和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当然还有《圣经》，这些作品对

道德与伦理的探讨、对美德的追寻使富兰克林深受启发，

正如他自己所说，“它们对我的思想起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并对我将来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有着深远的影响。”

（AU，36） 

富兰克林坚持理性是道德的立法者，强调理性在道

德生活中的作用，反对非理性主义的道德观。他的理性

主义的道德观形成于自我的日常生活中，也为新生的美

国人民提供了道德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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