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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伏尔泰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 他在中法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看法, 如

宗教是实现社会控制诸多手段中的一种、宗教狂热并不具有世界性意义、神权政治并非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经

阶段等等。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伏尔泰在形成这些观念的时候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

些认识不仅有助于推动当时的启蒙运动,而且预示着西方未必即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这为确立比较研究法中的 去

中心主义 原则作出了贡献, 很好地推动了历史学、宗教学与社会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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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 自然

神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种

思想的形成,前人已有不少论述,沈定平先生认为儒

学所倡导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道德规范为伏

尔泰的自然神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这一原则使得 天

赋与理性、自然神论与自然道德、文明的发展与理性

的进步 得到了统一[ 1] ;朱谦之先生认为, 伏尔泰把

中国的有神论做根据来攻击正宗的宗教 [ 2] ( P286)。

也有学者认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接受了英国的影

响[ 3] ( P2061)。上述学者的论述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

伏尔泰宗教思想形成的认识。但上述观点大多是在

讨论法国启蒙运动时附带谈及伏尔泰宗教思想与中

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则将对此加以集中讨论

一、伏尔泰论宗教的社会必要性

尽管伏尔泰一生坚持与教会斗争, 但他绝不是

一个无神论者。在他看来,如若在一个人数不多而

知识程度较高的社会团体中坚持无神论, 不会导致

这个团体道德腐化, 因为社会是由法律组成, 而这

些无神论者又都是哲学家,在法律保护之下, 可以过

一种贤明而幸福的生活 。中国儒家学派中有不少

无神论者, 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 浸润在他们的

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

判所系身囹圄, 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

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 [ 4] ( P165)。但对于

一个成分复杂、人数较多的社会来说, 在道德方面,

显而易见,承认有一位上帝比不承认好得多。有一

位神明来惩罚人世法律所不能制裁的罪恶倒也的确

是有益人群的事 [ 4] ( P164 )。可见, 在一个较大的社

会中,有神信仰优于无神论,无神论往往会损害人的

德行。历史上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如罗马元老院

是由一些无神论者组成的, 这是一个哲学家、酒色

之徒和野心分子的会议, 他们都是些危险分子, 他们

就这样地断送了罗马共和国 。所以, 无神论对于统

治者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对其他人的 德行差不离也

总是不祥之物 [ 4] ( P190- 191)。

总之, 宗教对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是不可

或缺的。但是, 伏尔泰也强调,如果宗教堕落为一种

野蛮的迷信, 则反倒不如坚持无神论更好。他说:

与其承认一位像许多民族那样要用人做牺牲来祭

奉的野蛮的上帝,还不如索性不承认更好,这也依然

是明显的事 [ 4 ] ( P164)。有鉴于此, 伏尔泰竭力提倡

一种更为健全和理性的宗教, 即所谓自然神论。这

是伏尔泰参考了中国文化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宗教思

想,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宗教不同。



二、对基督教不合理因素的批判及对中国文化

的借鉴

尽管伏尔泰极力强调宗教的社会功能, 但他所

说的宗教既不是法国盛行的天主教, 也不是新教,而

是在许多欧洲学者中间盛行的自然神论。伏尔泰的

自然社论是在批评基督教某些弊端的基础上形成

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他宗教思想的形成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一)上帝信仰的普遍性问题

上帝信仰是基督教的核心所在, 伏尔泰一方面

激烈地攻击由基督教引发出来的宗教狂热, 一方面

却高度赞美上帝,二者看起来好像有些矛盾, 实际情

况并非如此:伏尔泰的上帝形象重点突出了道德含

义与哲学含义, 并没有太多的迷信色彩。

伏尔泰著作集 英译本 b82 页。转引自吕大吉著 西方宗教学说史 第 343 - 344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4 年版。

1、作为终极因的上帝。在伏尔泰认为,上帝 安

排了世上的物质 ;并且在创造安排了宇宙间的万事

万物后便让它们自己运行, 伏尔泰相信线性的因果

关系, 认为一切结果都有原因, 万事万物的存在也有

原因,这就是终极因、即上帝 [ 5] ( P199)。将上帝视为

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 这种观念与当时自然科学的

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 当时的机械力学为核心的自

然科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机械自然观哲学无法说

明自然界的最初动因,因此,只有借助于神的第一次

推动才能说明自然界的运动 [ 6] ( P339- 340)。

2、作为道德维护者的上帝。自然神论中的上帝

不仅创造了世界, 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社会的秩序。

伏尔泰时而自称为 自然神论 者, 时而自称为 人格

神论 者。所谓人格神论即坚信有最高的神灵存在,

这个善良有力的神灵创造了所有的存在,他惩罚罪

恶而不失残酷, 奖赏美德则以仁慈 对此原则及

其他宇宙原则的信仰, 使他弃绝了其他任何自相矛

盾的教派。他的宗教最古老, 并且流传最广, 因对一

个上帝的单纯崇拜远在其他制度建立前就已存在

行善是他的崇拜, 臣服于上帝之下则是他的教

条 。在伏尔泰看来, 人们能 认识到存在一个创

造万物、赏善罚恶的神, 这是理性发达的结果 [ 7 ]

( P22) , 而 普遍的理性原则 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特殊

禀赋, 正是这个理性原则使最粗野的人们最终也能

对管理自己的各种法律作出正确的判断, 因为他们

能够感觉出这些法律究竟是符合还是违反他们心中

的同情和正义的原则 [ 7 ] ( P36)。如果放弃这种上帝

的观念,我们将会陷于绝望的灾难中, 沉溺于不知悔

过的罪行中[ 4] ( P450- 451)。

在伏尔泰论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发

挥了独特的作用。伏尔泰认为,中国并不像当时欧

洲流行看法所说的那样是无神论社会。在他看来,

和古希腊人、古印度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罗马人一

样,中国人也有着对至高无上神的崇拜。他借助丰

富的资料来证明中国人对神灵的信仰,认为这种信

仰首先体现在政府颁发的诏书中。他引用了霍尔德

的 旅华实录 加以说明: 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的诏

书中都这样说: 冥冥上苍,万民之父, 赏罚公正, 祈祷

必受天佑, 为恶定遭天谴。[ 7] ( P219)伏尔泰认为中国

人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至上神的观念, 敬崇创造万物

的永恒的造物主 [ 4] ( P267) ,而这位造物主就是上帝。

上帝以下什么属神都没有,在上帝和人之间什么神

仙或魑魅魍魉都不存在; 什么显圣、降神谕之类的事

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教条 [ 4 ] ( P428)。伏尔

泰非常赞同一些传教士的分析: 当其他民族还在崇

拜偶像时, 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界上

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 7 ] ( P219)中国人的宗教极

很少有纷争, 他们都乐于跟世界上所有的贤明人士

一道崇敬一位上帝, 而在欧洲人们却分裂为托马斯

派和波那王图尔,派加尔文派和路德派,冉森派和摩

利那派,彼此对峙 [ 4] ( 331)。伏尔泰认为, 中国是一

个倡导现实主义文化的国家,它对不同的宗教流派

采取了一种包容并蓄的态度,而起主导作用的儒教

更是 令人钦佩 。 毫无迷信, 毫无荒诞不经的传

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 自从四

十多个世纪以来, 他们一直觉得最简单的宗教也就

是最好的宗教 [ 4] ( P331)。总之, 伏尔泰所理解的中

国的至上神,与其所倡导的自然神论的上帝的特征

相当接近。

(二)基督教诸要素及其特殊性反思

除了对上帝的信仰外,基督教还有不少相关的

信仰,如偶像崇拜、天使、神迹、先知、洗礼、灵魂不

灭、来世、地狱等, 这些信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

他宗教中。不过,在伏尔泰看来,这些观念并非宗教

的必备因素,中国的宗教很少有上述内容,却在中国

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绝不亚于基督教

在欧洲社会中的作用。

1、偶像崇拜。偶像崇拜者本来是一句骂人的



话,所以世界上很少有人自称为偶像崇拜者。但是

在天主教徒的眼中, 那些异教徒往往是偶像崇拜者,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庙宇中供奉神像, 并且

崇敬这些神像。而许多长老会教徒认为天主教徒也

是偶像崇拜者, 因为他们崇拜 他们的雕塑家、画家

制作的一些神像 。面对这种责难, 天主教徒辩护

说,自己的神像代表的是真正的神。但经过伏尔泰

的考察,许多民族对神像的崇敬也只是崇敬神像所

代表的神,而不是崇敬神像本身。既然如此, 则天主

教贬称其他宗教信仰为偶像崇拜便是一种偏见。不

过,伏尔泰指出, 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过任何偶像,

总是保持着对于苍天的单纯崇敬 。不少天主教徒

有时赤足抬着一些圣徒的尸骨游行, 为的是相信靠

了圣徒们为之说情来获得天赐洪福 , 可 若是有土

耳其人或中国儒士目击这类仪式,一定会感到莫明

其妙,并立即会指责意大利人不该把信心寄托在这

样抬着游行的神像身上 [ 4 ] ( P557- 576 )。可见, 在伏

尔泰眼中, 神的形象化并非宗教的必备因素, 考虑到

希腊、罗马、印度、埃及等古代文明普遍存在神庙与

神像,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伏尔泰宗教思想体

系中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

2、天使问题。天使在许多宗教中都占有如此重

要的地位, 以致 百科全书 中 天使 条的作者认为:

一切宗教都承认有天使, 虽然天然理性尚未能证

明 。古代希腊、罗马、波斯、希伯来人的宗教中都有

天使。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 伏尔泰认

为,主要是 人类最初总想在人和神之间安排一些什

么:例如古代人想像出来的那些精灵鬼怪之类;人总

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神明的。人们看见王子们

派遣驿使传达命令,便以为神明也有使者:墨丘利、伊

丽丝都是神的使者 。但伏尔泰认为天使的信仰并不

具备普遍性, 努马的宗教、塞俾安人的宗教、德吕的

宗教、中国的宗教、西徐亚人的宗教、古代腓尼基人的

宗教和埃及人的宗教都不崇拜天使 [ 4] (P118- 134)。

3、神迹。有关神迹与预言的说法存在于许多宗

教中,特别是基督教内。这些国家或民族在有关本

族起源的著作中往往充满神迹,认为自己是某位神

祇的后代。中国人的历史书则 不像埃及人和希腊

人,中国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 没有任何奇迹,

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

一开始写历史, 便写得合情合理 [ 7] ( P75)。中国最古

老、最权威的著作中却没有任何神迹与预言, 而且记

载了时人对五大行星会合的观测,并认识到金星和

水星绕太阳运转, 除非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智的人才

看不到,这样的知识是要经历千百年才能得到的 ;

这些古籍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所有记述

其他民族起源的书, 就因为这些书中没有任何神迹、

预言,甚至丝毫没有别的国家缔造者所采用的政治

诈术 [ 7] ( P209)。可见,在伏尔泰的宗教思想体系中,

神迹也不具有普遍性。

4、先知。先知也是许多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重

要内容,但是中国文化却并不讲这个。在伏尔泰看

来,孔子 不创新说, 不立新礼; 他不做受神启者, 也

不做先知 孔子有弟子 5 000 人, 他可以成为强

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 [ 7 ]

(P77) ;又说, 孔子 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他不眩惑

世界而是开启心灵, 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 从不是

一个先知,然而人们相信他, 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

样 [ 8] ( P268- 269)。可见, 先知观念也并不具有普遍

性,中国文化不讲先知并不妨碍他们有良好的秩序。

5、灵魂不朽。灵魂不灭是许多宗教的重要信

条,也是来世对人进行奖惩的前提。伏尔泰认为,

灵魂不朽的教义是人类心灵所能接受的最宽慰人

心,同时又最责罚从严的观念 。这种观念很早就在

波斯、印度、埃及等地区出现了, 后来传播到希腊。

在这些地方, 人们都相信灵魂死后还继续生存 [ 4 ]

( P71- 72) , 几乎只有中国人没有创立灵魂不灭之说。

他们最早的立法者只是制订出一些道德准则, 他们

认为鼓励人们积德行善, 并以严刑酷法强使人们去

做就行了 。只是到印度形成古老的灵魂转世说之

后,这种说法才传到中国[ 7] ( P68)。可见,灵魂不朽之

说固然重要,但也并非一个宗教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中国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6、来世观念。由于有了灵魂不朽的说法, 来世

观念也就应运而生。伏尔泰不止一次指出, 在现实

生活中总是有未得到奖励的善行与未得到惩罚的恶

行,法律对此无可奈何,宗教却可以对此发挥积极的

作用,其中灵魂不朽以及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上的

来世观念,就是宗教发挥这种作用的重要手段。由

于它是如此重要,以致伏尔泰认为, 这种极其简单、

自然、普遍的观念在好多民族中建立了信念, 相信灵

魂不死并且灵魂在摆脱遗骸后受到神明的正义裁

判 [ 4] ( P273)。但是伏尔泰却发现中国的宗教并非如

此: 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 中国人不

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

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地狱之说虽有用,

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

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 人们更害怕的是现行的



法典, 而不是未来的律令。[ 7] ( B8)所以, 即使这是一

种有益的学说, 却并非必然的观念。其实,中国人也

不是不讲报应, 但这种报应大多在此人去世之前就

已经完成了,或者将报应落在他的后代身上[ 9] ( P93) ,

这与上述来世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在伏尔泰心目

中,基督教的许多教义只是多样化宗教中的一种特

殊表现。中国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也崇拜上帝,但

是中国的信仰与基督教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而论,

中国人对上帝的态度与观念更接近伏尔泰的自然神

论 。在伏尔泰创立其自然神论的过程中, 具有鲜

明现实主义特征的中国文化为之提供了具体的例

证,使这种观点建立在理论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空想

与演绎的基础上, 而这种作用至今仍没有受到学术

界应有的重视。

葛力先生认为,自然神论包括以下要义: 上帝是宇宙间秩序的创造者; 它坚持两大原则,首先, 道德来自上帝, 崇拜多种

多样,其次, 人人皆兄弟;宽容是宗教的责任; 上帝缺乏人格,无法证明。引自葛力著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第 199- 202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三)宗教狂热的弊害和宗教宽容的必要

宗教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但一旦陷入狂热,

便成为一种最坏的方法。伏尔泰指出, 宗教狂热以

及与之相伴随的宗教迫害是偏狭的眼光和自我中心

主义所造成的宗教变态, 正常合理的宗教应该是宽

容的。伏尔泰通过对中国文化和宗教特征的分析,

论证了宗教宽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宗教狂热的含义。在伏尔泰看来, 宗教狂热

是 一种错误意识构成的结果。这种错误意识使宗

教为变幻莫测的想像和紊乱失常的情欲所奴役 [ 4 ]

( P512)。当时人们把宗教狂热这个词理解为 一种阴

暗而残酷的宗教疯狂 ,是一种强烈的迷信[ 4] ( P520)。

而所谓迷信,指的是 凡是超出崇敬一位至高主宰而

不全心全意服膺他的永恒命令的行为 相信只要

举行某些仪式就可免罪, 便是最危险的迷信 ; 似乎

所有民族都有迷信, 只有中国的文人学士除外 [ 7 ]

( P31)。伏尔泰指出: 宗教狂热是由于创立戒律的人

眼光过于狭窄, 或是由于人们逾越了他们所规定的

限度。他们所订的律条只是为少数经过选择的人物

制订的。这些法规戒律,由于一种热心而扩及全体

人民, 又由于一种雄心壮志而从一地移植到另一地,

它们本来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更动以便适应于当地

环境和人物才是。[ 4] ( P512)由于宗教狂热者总是希

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结果给人类带来了深

重的灾难。

2、宗教狂热的弊端。宗教狂热不仅使许多无辜

者做了神明的刀下鬼, 而且对亚洲与美洲造成深重

的灾难。特别重要的是政教之争。伏尔泰多次强调

上帝信仰对于法律与风俗习惯的辅助作用, 但他反

对由一个宗教组织来代替上帝操控世俗秩序。在他

所生活的年代里, 教会在政治、经济、司法及意识形

态方面享有太多的特权。在漫长的历史上, 那些为

守护神设置的祭司成了神谕的传达者,许多民族因

此长期处于神权政治的统治之下, 如古代印度、埃

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高卢等莫不如此。伏

尔泰认为, 神权政治不仅统治过很长时期, 而且暴

戾恣睢,干出了失去理智的人们所能干出的最可怕

的暴行 。然而,并非所有民族都必然经历神权政治

的统治, 在已知的古代国家中,唯有中国不曾受神

职人员的统治 ; 中国 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

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

右他们的法律。中国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

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 [ 7 ]

( P75)。中国的统治者们有自己的宗教,但与其他国

家的遭遇有着很大的不同, 皇帝和官员们的宗教从

未受到伪善者的玷污、政教之争的干扰和乖谬的革

新教派的诬蔑。革新教派常以同等乖谬的论据互相

攻讦,结果是狂热信徒在叛逆者的引领下彼此兵戎

相见。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

民族 [ 7] ( P76- 77)。自近代以来, 英国在这方面做得

比较好,神职人员的特权受到了政府的严格限制,可

见宗教狂热并非人类信仰的必由之路[ 10]。

3、宗教宽容及中国典型。尽管宗教狂热在历史

上与现实中广泛存在, 但伏尔泰还是以敏锐的眼光

看到:宗教宽容也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特别是在中

国。所以,他提倡宗教宽容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

是有着真实的历史根据。在初民的宗教生活中, 信

奉异族神的现象非常普遍。此外,除了战争和极端

宗教狂热的年代之外,宗教宽容也处处可见。那时,

所有的民族都认为邻族完全应该有自己特有的神

祇,并且他们经常崇拜异族的礼拜对象,模仿异族的

礼拜仪式 [ 7] ( P25)。与西方人相比,亚洲社会对传教

事业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新入教者的狂热乃是我国

社会特有的弊病。这种弊病在亚洲本部从来不为人

所知。这些地区的民族从来没有派遣传教士前来欧



洲。只有我们这些国家想把自己的看法主张连同商

业带到地球的两端 [ 11] (P603)。

伏尔泰还曾借用中国人之口,用 理 与 天 来

化解不同宗教的一些饮食迷信。在小说 查第格

中,聪明睿智的查第格参加了一个多人聚会, 这次聚

会的出席者包括埃及人、印度人、汉人、希腊人、赛尔

特人各一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国人。这些人都懂

阿拉伯文, 可以彼此通话。但是当他们吃饭的时候,

由于一些饮食上的不同禁忌, 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那位埃及人正准备吃鸡, 却遭到印度人的阻拦,理由

是在信仰灵魂转生的印度人看来,埃及人亡故的姑

母可能已经转生到这只鸡的身上,所以吃鸡一方面

要冒吃掉亲人的风险, 同时也是不敬天地的举动。

埃及人对此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只崇拜牛而不崇

拜鸡。听了他们两人的争论,坐在一旁的一个加尔

提人不屑一顾。在他看来,人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崇

拜圣鱼奥奈斯, 因为这条鱼教会了人们识文断字并

且他们的历史已经有 40万年之久,比埃及人与印度

人要古老得多。这时那个汉人对他们的说法加以归

纳提炼后说到: 我十二分敬重埃及人,加尔提人,希

腊人,赛尔特人, 婆罗门神, 圣牛阿比斯,美丽的奥奈

斯鱼;但也许理或者象有些人所谓的天,跟牛和鱼一

样有价值。查第格对上述各人进行点评,对汉人只说

了寥寥几句: 因为他是全场最讲理的一个。[ 12] ( P31-

33)这种化解过程不正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宗教宽容吗?

伏尔泰著 哲学辞典 哲学家 第 169 页,第 171 页, 伏尔泰著作集 ,英文版, 第 6 卷,下册。转引自葛力著 十八世纪

法国哲学 第 189 190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伏尔泰指出,中国人不仅未到西方强行传播自己的宗

教,而且由孔门弟子之口道出: 中国人坚持信仰自由, 前提是

不许发动叛乱[ 4] ( P276)。伏尔泰对中国坚持宗教宽容

的最典型的论证莫过于他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分析。

耶稣会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发现, 中国人对祖先、对

孔子十分崇敬。后来多明我会的修士就中国的习俗

向教皇提出诉讼,在教皇尚未做出决定之前, 一些法

国外方传教士在自己的辖区内宣布祭祀亡人的仪式

为迷信活动、偶像崇拜,并且还宣布中国的读书人为

无神论者。耶稣会士在这场官司中采取了为中国人

和他们的习俗辩护的立场[ 11] ( P596 )。随着争论的激

化,教皇派特使前往中国。康熙帝隆重地会见了这

位特使,并且耐心地与他探讨礼敬亡人的合法性。

特使坚持己见, 全无所动,最后奉旨离京。他在到达

南京后下了一道训谕, 对中国礼敬亡人的礼仪进行

了严厉的谴责, 并且禁止教民使用皇上用以表示 天

帝 之意的字眼。特使因此被流放澳门。然而,在伏

尔泰看来,皇帝本来可以依法判处主教死刑。随着

争论的继续,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日益低下。雍正

继位后下令取缔了基督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活动

破坏了中国的法律, 而且中国当时面临着多种威胁,

而传教士对中国教徒的控制对清政府的统治也是一

种潜在的威胁。雍正帝开始准备将这些教士送到广

东省去。后来人们对教士们的控诉日益激烈, 他们

受到的最大责难, 就是削弱了孩子们对父辈的尊

敬,不敬奉祖先;在他们叫做教堂的大庭广众之下,

把青年男女胡乱聚在一起,叫姑娘们跪在他们两腿

之间,就在这样的姿势中对她们低声细语。对温文

尔雅的中国人来说来, 再没有比这种情形更骇人听

闻了 。即便如此,皇上只是把他们送到澳门去, 并

且对他们礼遇有加。至于有些神甫隐匿在边远省

份,雍正也故作不知。乾隆帝即位后把那些潜伏起

来的传教士统统赶往澳门,对他们仍然毫不苛待,毫

不迫害。

由上可见,中国文化为伏尔泰批判宗教狂热、提

倡宗教宽容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历史依据, 作

用绝不在英国宗教之下。

(四)治愈宗教狂热的灵丹妙药 启蒙

前文提到, 宗教狂热是一种阴暗而残酷的宗教

疯狂,是一种心灵疾病; 宗教狂热是一种错误的认

识,使得人被自己的情欲所控制,从而做出疯狂的举

动。所以,宗教狂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无知。既

然如此,它很难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和注重信仰的

宗教来克服,只能对症下药,用哲学来解决。哲学家

在消除宗教狂热与迷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那么,什么是哲学家呢? 伏尔泰在此沿用了古

希腊人对哲学的解释,认为哲学就是爱智慧, 哲学家

就是爱智慧、爱真理的人, 哲学家不是狂热者, 他们

没有把自己抬高为先知, 没有显示自己受到神的启

迪 。正因为如此,如查拉斯图拉、赫米斯诸人便不

在哲学家之列,那些自称为神的儿子的人更是地地

道道的骗子的父亲, 他们把谬误而不是真理教给人。

在称得上哲学家的人中, 伏尔泰认为孔夫子可以算

一个: 那个圣人是孔夫子,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

法者,决不会欺骗人类 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

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伏尔泰认为,哲学家有助于清除宗教狂热, 特别

是宗教统治下的愚昧。他借用孟德斯鸠的话说: 塞

西亚人挖掉奴隶的眼睛, 为的是使他们能够更专心



地制作黄油。情况相同, 宗教法庭采用同样的方法,

在魔鬼统治的国家里, 几乎每个人都是瞎子。而哲

学家所提供的智慧和真理可以让人摆脱这种黑暗和

愚昧;可以用于平息英格兰把查理一世送上绞架的

那种宗教狂怒; 可以用于把手中握有教皇敕令的瑞

典掌权的主教拉下台; 可以用来在德国保持宗教平

静,使宗教争端处于荒唐可笑的地步;可以用来在西

班牙扑灭宗教法庭的骇人听闻、吞噬一切的火焰 。

伏尔泰著 哲学辞典 文人 第 117 页, 伏尔泰著作集 , 英文版,第 6 卷, 上册。转引自葛力著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 第

190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

伏尔泰著 哲学辞典 哲学家 第 343 页,转引自孟华著 伏尔泰与孔子 第 127- 128 页,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伏尔泰著 哲学辞典 无神论者 第 171 页。在 1793 年起草的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中曾引用孔子的道德格言相号召:

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 其规则为正义, 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

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引自张岱年主编 孔子大辞典 第 1024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年版。

伏尔泰著 哲学辞典 哲学家 第 343 页,转引自孟华著 伏尔泰与孔子 第 127- 128 页,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了解到伏尔泰自然神论的

一个重要特征是剥离附着在上帝身上的迷信色彩,

赋予他赏善罚恶的道德功能, 并倡导宗教宽容。而

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宗教

宽容精神,不仅为他批评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某些有

害的东西提供了参考, 而且为他所倡导的自然神论

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提供了积极的佐证。

三、伏尔泰对孔子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

伏尔泰对孔子和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 对

孔子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认

识,从中不难发现他所理解的孔子和中国文化与其

所倡导的自然神论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孔子, 他曾经作过如下一个总体评价: 孔

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 他不做受神启者, 也不做先

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

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 儒教 ,其实他并没有宗教,

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 就是先贤的

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 而不宣扬什么

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 他说为政之道, 在日日

新。在第二部书中, 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

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

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 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

辞,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 5 000, 他可以成为强

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 7]

( P77)伏尔泰因此充满向往地礼赞道:由于孔子 只是

作为贤者立言, 因此中国人只是把他视为圣人

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

子的律法的时代。[ 7] ( P218- 219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

道德教育没有丝毫鄙俗之意,他引用了孔子的许多

格言: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

身为本。

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尧、舜帅天下以仁, 而民从之; 桀、

纣帅天下以暴, 而民从之。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泛爱众, 而亲仁, 以直报怨, 以德

报德。

有教无类。

上述格言分别出自 大学 与 论语 。在伏尔泰看

来,基督教只是禁人为恶,而孔子则教人为善。伏尔

泰曾经指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规律也不失

为一条普遍规律 ; 待人如待己 这一天然规律仍

旧是有效的。其他一切规律, 即使千变万化, 也离不

开这一条 。 有教无类 则更使孔子成为伟大的

教育思想家。正因为孔子提出了这么多高明的思

想,伏尔泰认为 这或许是西方人的耻辱, 出于什么

样的不幸,我们要到远东去寻找一位简朴的贤哲 ,

这位贤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从不欺

骗别人的人 。

在伏尔泰看来, 中国的法律与稳定建立在对父

权尊敬的基础之上, 并将这种尊敬同对孔夫子的尊

敬合为一体。他指出: 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

宁建筑在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

辈的尊敬之上。后辈还把这种尊敬同他们对最早的

伦理大师应有的尊敬,特别是对孔夫子应有的尊敬,

合为一体。这位孔夫子, 我们称为 Confucius, 是一

位在基督教创立之前约六百年教导后辈谨守美德的

先贤古哲。[ 11] ( P595)另外, 文学一向也是伏尔泰表

达自己思想的重要形式, 他以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

元曲 赵氏孤儿大报仇 为蓝本,创作了一部悲剧,名

为 中国孤儿 , 在巴黎上演后引起了轰动。这部戏



剧的大致情节是,成吉思汗占领北京后,下令搜查王

室遗留下的孤儿王子。当时他的一名叫盛悌的官

员,为了保护王子,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冒充王子交

了出来。并掩护真王子出逃高丽。成吉思汗得知此

事后大为恼火, 便将盛悌的妻子依达姆收为宫嫔,并

逮捕了他们父子。依达姆与成吉思汗原来是旧相

识,并且两厢有情,但终未成婚。成吉思汗借机威胁

依达姆成为自己的皇后, 否则将把那个孤儿与他们

一家人一并杀死。依达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

严绍璗 欧洲 中国学 的形成与早期理性主义中国观 ,载于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0 年第五期。另参

考葛力、姚鹏著 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 第 188- 189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伏尔泰著作集 英译本, b, 82页 ,转引自吕大吉著 西方宗教学说史 第 34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并准备自杀。在目睹依达姆夫妇的坚贞爱情与不屈

气节后,成吉思汗在感动之余将他们全部释放,并且

接受了中华文化。剧中的女主角曾经自豪地宣称: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有的是高尚的艺术, 有的

是威严的法律,还有清静的宗教。这些都是世世代

代可以夸耀于世界的立国之宝。她还说道: 我们的

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 是建立在

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 但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不会亡的。 在剧尾,深受感

动的成吉思汗对依达姆说: 你把大宋朝的法律、风

俗、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个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

你可以把这些宝贵的教训宣讲给我的人民听, 现在

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胜仗的君王了。忠勇双全

的人是值得人类尊敬的, 我要以身作则,从今起我要

改用你们的法律。[ 15 ] ( P189 )值得回味得是, 这部戏

剧的副标题就是: 五幕孔子伦理剧。这足以说明在

伏尔泰眼中,孔子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品质的陶铸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正因为孔子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

以致当中国禁止同崇敬先王一样崇敬孔子时, 伏尔

泰认为 这是可耻的禁令,因为没有哪一个君主像孔

子那样对祖国有如此重大贡献。但是这项禁令也表

明,孔子从来没有被作为礼拜的对象, 没有作为偶像

在中国人祭祀祖先和伟大人物的亡灵的仪式中受到

崇拜。事实再好不过地澄清了过去欧洲人关于中国

礼仪的争论。[ 16] ( P91)

如果说在分析基督教诸多不合理要素的过程

中,中国文化从侧面提供了许多有益资料的话,那么

伏尔泰对孔子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则从正

面为自然神论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论据。他对 中

庸 首句所做的理解正好体现了与人应该行善的理

论依据,与他在另处对上帝赋予人理性的说法极为

相近,即上帝给予同情与正义的品质并以此作为社

会的基础[ 7] ( P36 )。在具备了行善的能力后,自然神

论反对以种种迷信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尊敬, 而认

为 行善是他的崇拜, 臣服于上帝之下则是他的教

条 。在伏尔泰心目中, 孔子思想是对古代贤哲思

想的总结, 中国文化建立在尊重父权的基础上, 修身

养性是成为优秀政治家的前提条件,法律不仅仅要

惩罚恶行更要鼓励善行, 君主要以身作则,与人相处

要坚持忠恕之道,对国民的教育不强调门户问题,而

上帝也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这就设计了一幅完整

的尊德行善图,而这幅蓝图与伏尔泰自然神论所欲

追求的目标正相吻合。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伏尔泰是带着革新法国乃至欧洲文

化弊端的问题意识开始其认识中国文化的旅程的。

尽管他没有来过中国, 但他阅读了不少中国的典籍

与西方人描述研究中国的资料,并且始终保持着一

种理性的态度, 在欣赏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指出中国

文化所存在的一些缺点。所以,尽管伏尔泰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 但是他提

出的许多重要观点, 如社会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方

式、中国的世俗性文化比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加源远

流长并且更加有效、孔子是一位伦理大师而不是宗

教先知、孔子继承发扬了先人的文化并对中华民族

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等,这些观点不仅为他

革新法国弊政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为启蒙运

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而且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

比较主义倾向的确立是实现学科由前科学状态向普

遍原理科学状态迈进的必备因素,而这种倾向的确

立则离不开自觉地 去除中心化 [ 17] ( P38)。因此,伏

尔泰以改善法国弊政为目标、以社会控制方式为比

较项所取得的成就, 不仅使我们对实现 21世纪世界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充满信心,而且伏尔泰文化比较

研究中所蕴涵的 去除中心化 倾向,也为学科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文化

遗产,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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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oltaire s Religious Thoughts and Their Influence over Chinese Culture

Zhao Man hai

( Coll eg e of Conf uc ius Cul tu re , Quf u N or mal Univ er si ty , Quf u 273165, Ch ina)

Abstract:Voltair e is an accomplished thinker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of 18th century . He advanced a ser ies o f impo r

tant propo sitio ns, such as the propo sition that r elig ion is one o f the means o f realizing social cont ro l, the propo sition that reli

g ious mania is not co smopolitan, the proposit ion t hat the theocr acy is not the indispensable phase in the cour se of soci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Since Chinese cultur e is featured w ith sharp ut r ealism, it ex erted deep influence in shaping those o f

Vo ltaire s v iews. Volt aire s v iew s no t only promo ted the development o f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but also for eshowed

the w est would not necessar ily be the centre o f t he w or ld cultur e, w hich contr 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nciple cen

t re removing in the methodo lo gy of contrastive study and remarkably spur r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 ry , r elig ious study and

social study.

Key words: Vo ltaire; Confucius; Confucianism; de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