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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尔扎克的创作与宗教关系密切, 探讨他的宗教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

并且从具体作品入手分析他的宗教思想在创作中的表现, 才可能指出他创作中的这种现象,

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 巴尔扎克; 创作; 宗教思想; 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9020( 2002) 01 017 05

奥诺雷 德 巴尔扎克是 19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也是一位思想十分复杂和矛盾的

作家。他在 人间喜剧 序言中宣称: 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 那就是宗教和君主政体。[ 1]

巴尔扎克的宗教观、政治观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巴尔扎克的创作中的政治思想的论述已经很多, 这里不

再赘述。而对于他创作中的宗教思想的分析和论述却不多见, 且已有的评论大都持否定态度。因此, 本

文着重分析和探讨巴尔扎克创作中的宗教思想, 力求对他的创作中的这种现象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评价。

一、巴尔扎克的宗教观

与西方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一样, 生活在传统基督教文化环境中的巴尔扎克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承

认和肯定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在 人间喜剧 序言中这样说道: 宗教, 是民族最伟大的生存

原则, 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基督教创造了现代各民族,

它将使这些民族生存下去。[ 2]然而, 巴尔扎克又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他并不真正信仰上帝。他曾经明

确说过: 我根本不相信罗马教会。 认为宗教 也许不是神的设施, 而是人的需要。 在这里, 巴尔扎

克洞悉了宗教的本质, 既指出了宗教的虚幻性, 又强调了宗教的人间性和现实性。同时, 巴尔扎克认为

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不能任其任意发展。所以, 他又说: 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孪生的

原则。这两种原则必须用法典加以限制, 不让它们绝对的发展下去, 因为凡是绝对的都是不好的,

从巴尔扎克关于宗教的这些表白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宗教所持的矛盾态度。而巴尔扎克的这种

宗教观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鲜明的时代背景, 它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哲学家、思想家们的宗教思想

和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巴尔扎克宗教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

自公元 1 世纪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后, 逐渐在欧洲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漫长的中世纪

时期基督教更是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基督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 无论是

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人文主义还是宗教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新教伦理对基督教的批判都是有限的, 不能

从根本上否定它。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们本身大都是基督徒, 有些还是教会僧

侣甚至是主教和教皇。例如, 人们所熟悉的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爱拉斯谟和马丁 路德等都是

基督信徒。他们虔诚地信仰上帝, 只是对教会的腐败和僧侣的堕落感到十分不满。所以, 也就不能指望

他们对宗教的本质作出真正的认识和深刻的解释。这就为 17~ 18 世纪的哲学家们对宗教本质的进一步

认识和阐释留下了广阔的余地。17~ 18 世纪的欧洲哲学家们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 , 继续认识

和阐释宗教的本质。他们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成果来对待宗教神学, 用自然神论、泛神论和无

神论思想来否定宗教偶像崇拜。但是, 17~ 18 世纪的哲学家们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对宗教的态度也

是矛盾的。因而, 对宗教本质的认识是有限的, 对宗教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不彻底的。例如, 17 世纪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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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用具有无神论色彩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宗教, 指出宗教迷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原

因的无知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恐惧心理。他从伦理学角度批判了神学家们所宣扬的宗教禁欲主义, 指出:

只有沉闷的、愁苦的迷信才会禁止享乐。[ 3]可以看出, 斯宾诺莎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

义思想, 注重现实人生的幸福。但是, 斯宾诺莎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的理性主

义思想在反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方面是有一定进步作用, 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他强调理性,

忽视经验, 更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 因此, 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不可知论也具有一定的无神论色彩。他不仅怀疑客观实体在物质上的存在, 同

时也怀疑它在精神上的存在。这种观点使宗教教义产生动摇, 教会也因此把休谟的神学论著当作无神论

著作加以反对。但是, 综观休谟的哲学思想, 他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上帝和神学的批判首

先是为了宣扬和贯彻他的不可知论, 而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作用。然而, 在另

一方面休谟也还认为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感情的需求。因此, 为了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

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在 18 世纪启蒙思想最活跃的法国, 启蒙思想家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也表现出两面

性。比如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作家伏尔泰虽然反对官方宗教, 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宗教, 认为作为自

然的最初推动者和立法者的上帝是存在的, 并且认为承认上帝的存在对于约束 平民 、保证 秩序

是有好处的。因此, 他提出 即使上帝并不存在 , 也应当为此目的而造出一个上帝来 。法国的另一位

启蒙思想家、作家卢梭所持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也承认上帝的存在, 认为必须保留作为相信神的宗教, 因

为它保证着社会的道德秩序。

进入 19 世纪, 面对启蒙理想的幻灭和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动荡的社会现实, 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

强烈的不满情绪, 这些情绪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 造成了 19 世纪初欧洲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活跃的局

面。在这个时期, 宗教仍然是西方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怀疑和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早在 18 世纪后期, 德国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就以 不可知论 对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怀疑。认为宗教信仰不是来自人

的思辨理性, 而是来自人的道德理性。黑格尔虽然批评了康德对宗教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立场, 但他

的宗教观作为他的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也无法彻底摆脱唯心主义影响。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 , 对宗教分

析之深刻、批判之彻底的莫过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既反对像 18 世纪的无神论者那样, 把宗教简单地

视为愚昧无知的产物, 也不满黑格尔对待宗教的那种唯心主义思辩分析。他从人类心理和认识上深入研

究宗教的起源问题, 在 基督教的本质 、 宗教的本质 以及 宗教本质讲演录 等论著中 , 提出了比

较系统的人本主义宗教观, 达到了当时西方哲学界对宗教认识和批判的最高水平。费尔巴哈认为: 人

的依赖感是宗教产生的基础 , 产生宗教的根源是人对他的生存所依赖的对象的感情。 最容易被人感觉

到并且使人痛苦的是一种有限感, 就是人们意识到, 他总有一天确实是要完结的, 是要死去的。如果人

是不死的, 如果人永远活着, 因而世上根本没有死这回事的, 那么也就不会有宗教了。[ 4 ]正因为人最终

注定要死亡, 所以, 才产生了一种对死亡的畏惧, 而宗教则恰好适应了人们消除死亡畏惧的心理, 表现

了人们企图征服死亡的欲望。因而, 他大胆提出 人创造了宗教 的重要命题, 为宗教的产生和宗教的

本质找到了一种科学的解释。他指出: 人是宗教的始端, 人是宗教的中心点 , 人是宗教的尽头。[ 5]并

非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而是人按着他的形象造神。通过对宗教起源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分析,

费尔巴哈得出如下结论 : 宗教正不外就是人之最初, 从而也是幼稚的、民间的、但又是拘泥的、不自

由的自然观和自我观。 对人们来说, 人就是上帝 。 上帝的本质, 就是人的本质。 总之, 费尔巴哈

与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哲学家们对宗教批判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抛开了宗教的外衣, 以彻底的无神论者

面目出现, 对宗教的本质作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深刻的揭示, 使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

因而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经过 19 世纪以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猛烈冲击, 基督教神学思想在西方社会的绝对统

治地位已经动摇, 人们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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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素已经深深地浸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要想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 况且此时人

们对宗教的信仰已经不完全是崇拜上帝的权威, 而是包含着对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格的追求。随着科学

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 上帝的形象已由具体的神转变成一种崇高的人格理想的典范。许多科学

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虽然仍信仰宗教, 但是却不相信 圣经 中所赞美的拯救人类的那个上帝, 而是皈

依了一种对理想追求的信念。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 而且意义也

更加深远了。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 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宗教, 并不完全是因为虔诚地信仰上帝, 而是有

着其他的原因。或是以此与丑恶现实相对抗, 或是以此表达一种对理想人格和崇高境界的期望。总而言

之, 体现着他们对真、善、美的理解和追求。

另一方面, 进入 19 世纪以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 它本身所固有的种种

弊病也逐渐地暴露出来。社会伦理堕落, 道德败坏, 人性泯灭, 金钱主宰一切, 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想

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产阶级在它已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

都破坏了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 , 就再也没有任何

别的联系了 [ 6]。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并没有实现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理想 , 19 世纪初的欧

洲社会现实表明, 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 已被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金钱统

治所代替。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 也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挽救日益下降的社会风气, 使人们在丑恶的现

实中看到一线希望, 以使人们极端痛苦的灵魂得到一些慰藉。于是, 基督教博爱思想就在这样的社会背

景下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19 世纪初, 欧洲社会中的这种宗教思想也正是从两个方面影响着这一时期的

文学创作。一方面不少作家在作品中揭露和批判教会的罪行, 指出宗教神学的虚幻性; 另一方面又宣扬

宗教劝善思想和博爱精神, 试图用宗教伦理来抵制丑恶的现实。巴尔扎克的创作在这方面就具有非常突

出的意义。

三、巴尔扎克创作中的宗教思想表现

巴尔扎克生活和创作的年代, 正是封建贵族阶级没落、资产阶级兴起和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资产

阶级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 巴尔扎克是完全予以肯定

的。然而, 随着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也彻底崩溃。资产

阶级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充分暴露了他们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为了

攫取金钱和财富, 他们可以不择手段, 即便是在骨肉亲情之间也是如此。丈夫可以霸占妻子的陪嫁, 妻

子可以偷卖丈夫的财产, 父母赶走儿女, 儿女抛弃父母 人欲横流, 道德沦丧, 金钱成为社会的主

宰。面对如此丑恶的社会现实, 巴尔扎克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 在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情况

下, 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 认为宗教是医治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 他说, 宗教 是一切社会

里, 把恶的数量减少, 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认为 基督教告诉穷人容忍富人, 告诉富人减轻

穷人的困难 , 是解决社会矛盾, 消除社会弊病的益药良方, 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 。于是, 巴尔扎

克的宗教思想在创作中也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教会神职人员罪恶和宗教神学的虚

伪, 另一方面又鼓吹宗教劝善思想, 宣扬宗教伦理, 希望用宗教感情来抑制人们过度膨胀的情欲, 以此

来防止社会道德的堕落和伦理的沦丧。

在巴尔扎克早期创作的 佛兰德斯的耶稣基督 中就表现了他的这种宗教思想, 颂扬体现博爱精神

的耶稣而谴责见死不救的主教。小说描写一艘小船在风暴中沉没, 船上的乘客有各种各样的人, 其中包

括耶稣和一个主教。当风暴来临及船沉后, 耶稣忙于救人, 而主教在此时不去安抚和救助乘客, 却在念

念有词地做着毫无用处的祈祷。巴尔扎克在小说里用非写实的手法把耶稣和主教的形象放在一起加以描

写, 通过对他们言行的对比, 表现了肯定宗教博爱思想而否定教会神职人员的思想。在巴尔扎克看来,

救苦救难的耶稣体现着仁慈、博爱的宗教精神, 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上

帝的奴仆的主教, 却违背上帝的旨意和基督博爱精神, 对老百姓的疾苦和不幸无动于衷、莫不关心, 因

而被巴尔扎克斥为 伤风败俗的人 。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巴尔扎克那种肯定宗教的作用而否定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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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的思想倾向。

在 都尔的本堂神甫 中, 巴尔扎克通过对脱罗倍神甫形象的描写, 着重揭露教会的虚伪和僧侣的

罪恶。在这里巴尔扎克继承了莫里哀的传统, 把教会写成一个伪善的组织、罪恶的所在, 它遵循和维护

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当局的利益, 带着虚伪的面具, 实质上是官方组织。教会中的僧侣都是一些伪善者。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脱罗倍神甫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无耻之徒。为了能够爬上主教

的宝座, 他毫无顾忌地打击他认为对自己的升迁有妨碍的人。例如, 小说中描写脱罗倍神甫因李斯多曼

太太不在家中接待他而怀恨在心, 并且把对李斯多曼太太的嫉恨转移到与她有交情的皮罗多神甫身上。

而皮罗多神甫实际上根本构不成他向上爬的障碍, 相反, 仅是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软弱的人。但脱罗倍

神甫在皮罗多神甫身上大发淫威, 把他对皮罗多的残忍当作一种巨大享受 脱罗倍神甫身为神职人

员, 却没有丝毫的仁爱和宽容之心, 巴尔扎克通过对这个令人憎恶的形象的描写, 揭露了教会僧侣争权

夺利的内幕, 表现了他对那些利欲熏心的宗教伪善者的厌恶之情。

长寿药水 是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 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在这篇独

具风格的作品中, 巴尔扎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财产和金钱的贪欲的同时,

也揭露了教会僧侣的贪婪和伪善。当主人公唐璜哄骗儿子菲力普在他死后给他的身体涂抹了 长寿药

水 而部分复活后, 修道院院长便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发财的机会来欺骗那些虔诚的教徒以获得钱财。

小说中写道: 等到修道院的院长亲眼看到奇迹, 他便决计从中捞取便宜, 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又

属于千方百计总想谋求增加收入的那种神父。他马上宣称, 唐璜老爷肯定要成圣徒, 他指定在他的修道

院举行拜敬仪式 。作为上帝的奴仆, 修道院院长竟以欺骗手段来榨取普通信徒的钱财, 这是对教

会和僧侣的莫大的讽刺! 他的行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 十日谈 中描写的那位哄骗

百姓去看天使降临时掉下的羽毛以骗取钱财的神甫如出一辙, 何其相似。

除了众人皆知的 人间喜剧 之外, 巴尔扎克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集 笑林 。收入这个集子

中的小说 女妖媚人案 是一篇表现人性与宗教冲突的作品。小说中的最高听悔僧耶洛梅 高尼叶临终

前对他作为审判官审理女妖媚人案的陈述, 从表面上来看是对自己背叛上帝的行为的忏悔, 实际上是对

人性与宗教的冲突的袒露。耶洛梅 高尼叶虽然是一个道行高深的僧侣, 但是, 面对人性的挑战, 他也

无法控制自己与之抗衡。耶洛梅说道: 看到这个女魔长得妖娆多姿。顿时心慌意乱起来; 我听着她说

话, 就像在听那美妙的音乐, 我只觉得自己有一股热气 , 从头顶直钻到脚尖。我只想再做一个少年郎,

去向那女妖求欢, 只要能跟她两个在一块儿待上一个钟点, 那么为了在她那双玉臂中所享受到的爱情的

欢乐, 我付出灵魂永世得救的代价, 真是微不足道了。 更有甚者, 当耶洛梅下令将那所谓的女妖剥光

衣服严刑拷打而看到她美丽的躯体时, 更是像中了魔法似的顿时被她迷住了, 甚至失去了在胸口划十字

的力量, 把基督徒的生活和良心都抛在脑后, 只做着爱情的痴梦, 而不顾上帝的事业。为了满足自己

的情欲而宁愿把耶稣当面啐一口。 在这些描写中充分表现了巴尔扎克对宗教的虚幻性和违反人性的揭

露和讽刺。

巴尔扎克虽然在创作中揭露和批判那些宗教伪善者, 但是, 并不完全否定宗教, 在一些作品中明确

表示了对宗教作用的肯定。特别是在 欧也妮 葛朗台 这部小说中, 通过对欧也妮形象的塑造突出地

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在小说中, 巴尔扎克一方面通过对葛朗台、查理和篷风等人物的丑恶行径的描

写, 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对金钱财富的追求所造成的社会罪恶。葛朗台除了金钱之外, 对一

切都没有感情, 如果不是威胁到他的财产安全, 他连妻子女儿的死活都置之不理。至于曾侈谈感情高于

一切的查理, 为了追求金钱和地位, 也轻而易举地背叛了自己的誓言, 公开宣称他只为地位和财产而结

婚。而一直在追求欧也妮的蓬风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后, 竟激动得哆哆嗦嗦地向欧也妮表示: 我

一定做你的奴隶 。其实, 他所看中的主要是葛朗台留给欧也妮的巨额财产。另一方面, 巴尔扎克也在

积极寻求和探索社会的出路和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然而,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原因, 巴尔扎克最终找到

的出路和良方却是宗教。他认为宗教能够遏制人欲横流、道德沦丧, 恢复社会的谐和稳定, 在对欧也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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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塑造上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欧也妮被巴尔扎克写成一个理想人物, 她心地善良、纯洁, 富

有宗教宽容和自我牺牲精神, 这一切都符合宗教道德和理想。所以, 他安排欧也妮最终皈依宗教、广行

善事、修养老院、建学校, 办了不少公益和虔诚的事业 , 因而,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对此, 巴尔

扎克大加赞赏, 说欧也妮有一颗 只知有温情而不知有其他的高尚的心 。

巴尔扎克在 高老头 这部小说中通过对高老头家庭悲剧的描写和对高老头形象的塑造 , 也充分地

反映了他希望用宗教道德伦理来抵制社会罪恶的思想。巴尔扎克在小说里突出渲染了高老头身上那种基

督受难般的伟大的父爱, 希望用这种美好的感情来维系家庭关系, 防止社会道德的堕落。

无神论者望弥撒 是巴尔扎克早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 在小说里, 作者用设置悬念的手法, 讲

述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原委, 从中既表达了巴尔扎克的无神论观点, 同时又揭示了宗教在现

实生活中的不可否定的作用。小说里的中心人物德普兰医生是一个杰出的外科医生, 同时 , 也是一个

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 其坚定程度就像信教者不能接受世上有无神论者一样。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擅

长于解剖人体, 从生前、生时到生命结束以后, 他搜遍人体一切器官, 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

要的唯一的灵魂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 巴尔扎克从唯物主义立场和科学的世界观出发, 彻底否定

了作为宗教理论核心观念的灵魂的存在, 指出了宗教的虚幻性。然而, 就是像德普兰这样一位坚定的无

神论者, 在实际生活中却也无法回避宗教问题, 甚至违背自己的基本立场去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

定期到教堂去为已故去的虔信宗教的恩人做弥撒。对他的这种矛盾的行为, 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写道:

没有人像他那样招来那么多相互矛盾的评价。虽然他也会为了获得医生们不该觊觎的黑绶带, 在宫中

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本祈祷书来, 但是请相信他心里对这一切是嗤之以鼻的。 事实上小说里的这位医

生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就是巴尔扎克对待宗教的态度。巴尔扎克在这里主要是从社会习俗的角度来肯定宗

教的作用。

从以上对巴尔扎克创作的分析来看, 宗教问题的确是他的创作中的一个无法回避和不可忽视的问

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着他的创作。而他的创作中的宗教思想既是文艺复兴以来反神学的哲学

思想发展的形象体现, 又反映了 19 世纪初法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 对于巴尔扎克创作中的这种现

象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而不应简单地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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