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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随着基督教文明在西欧的传播ꎬ古典学随之传入西方世界ꎮ 两希文明的

悖立互补决定了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将在这一情境中发生并完成ꎮ 从教父哲学到经

院哲学、唯实论到唯名论、新柏拉图主义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合式推进ꎬ从理性的介

入、世俗政治学的诞生、个体意义的形成到主观意志确立的递进式升迁ꎬ在富有差异性的

诸多文化元素中ꎬ逐层显示出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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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在经历了柏拉图主义的传承和教父哲学时代之后ꎬ进入

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ꎮ 具体而言ꎬ公元 １１－１３ 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的演进

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ꎬ新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步替代了新柏拉图主义ꎬ经院哲

学逐步替代了教父哲学ꎬ唯名论逐步替代了唯实论ꎮ 这一转型ꎬ在许多富有差异性的

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环境中ꎬ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影响卓著的学术流派ꎬ迎

来了新兴的文艺复兴时代ꎮ 著名历史学家哈斯金斯和斯旺森均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

１２ 世纪文艺复兴的诸多历史案例ꎬ然其内在的历史性关联及内在品质的逻辑关系依

然有待于深化ꎮ 国内学界也较为关注西方学者的新的研究成果ꎬ尤其是美国霍普金斯

大学的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教授发现“哈斯金斯通过«１２ 世纪文艺复兴»所论证的

中世纪之现代性ꎬ开启了‘中世纪学者的反抗’”ꎮ① 事实上ꎬ１１－１３ 世纪文艺复兴的历

史ꎬ就是传统与现代抗争与转换的历史ꎬ呈现了从教父哲学到经院哲学、从唯实论到唯

名论、从新柏拉图主义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抗争与转换及其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历史

① 李腾:“‘１２ 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ꎬ«世界历史»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脉络ꎮ 换而言之ꎬ１１－１３ 世纪的文艺复兴是以思想文化及其内在矛盾的对立与转换为

内核的社会思潮ꎮ 因此ꎬ研究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历史逻辑ꎬ不仅有助于我们

把握古典文明传承与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演进的内在品质与发展规律ꎬ而且有助于我们

考察不同族群文献资料的整理、不同群体学术思想之间的关联ꎬ以及诸多人文主义思

想家的经典研究ꎬ这在多种差异性的历史背景下对造就文化发展与辉煌的新时代具有

重要意义ꎮ

一　 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社会基础

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曾指出:“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遽然的断裂或

容易划分的界限ꎬ除了经院哲学之外ꎬ中世纪的其他思想习惯也在欧洲许多地方流传

到了 １６ 世纪ꎬ反过来在中世纪也有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方式看待人类和人类世界

的先例ꎮ”①这种观点驳斥了曾一统学界的“中世纪黑暗说”ꎬ随着哈斯金斯的«１２ 世纪

文艺复兴»的发表ꎬ学者开始注意到有关 １１－１３ 世纪的西欧社会的研究主要涉及更

“泛化”的文艺复兴概念下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和具体内容等方面ꎮ 然而ꎬ作为文艺

复兴的核心思想ꎬ人文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推动中世纪古典文明复兴的关键ꎬ１１－１３
世纪西欧人文主义的生成既离不开中世纪早期对古典文明的保护与吸收ꎬ也从其他文

明中重新获取了古典文明的给养ꎮ 从总体上看ꎬ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是宗教文明的宗教

性不断走向式微的历史ꎬ也是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全面走向复兴的历史ꎮ 考察这一时期

的社会历史环境ꎬ有利于厘清以古典文明为基础、以神性与理性有效融合的人文主义

萌芽的社会基础ꎮ
(一)帝王政制对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主要影响

传统的西欧社会对尘世的否定ꎬ首先表述在圣奥古斯丁等早期教会史上大多数基

督教思想家的著作中ꎮ 比如波爱修(Ｂｏｅｔｈｉｕｓ)曾在«哲学的慰藉»中指明:真正的善不

是世俗的声望、公职、财富和快乐ꎬ而是存在于上帝那里ꎬ因为“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就

是善”ꎮ② 曾任坎特伯雷主教的兰弗朗克(Ｌａｎｆｒａｎｃ)强调神学必须凌驾于辩证法之上ꎬ
指责老师贝伦加尔“用理性解决一切问题ꎬ完全摒弃了传统”ꎮ 而圣达米安(Ｐｅｔｒｕｓ
Ｄａｍｉａｎ)关于“哲学是神学的婢女”(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ｅ)的说法在中世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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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流行ꎬ而此处所谓的哲学正是以“七艺”为主体的世俗学问ꎮ①

更重要的是ꎬ诸多帝国政制也对古典文化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七艺”作为

中世纪教育的核心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９ 世纪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ꎮ 查理大帝认

为信仰需要知识ꎬ因此创立了宫廷学院ꎬ引进了来自约克郡教会学院的英国学者阿尔

昆(Ａｌｃｕｉｎ)ꎮ 除此之外ꎬ还大量建立主教座堂和修道院作为中世纪重要的教育机构ꎬ

其中的基础课程便是“七艺”ꎮ 在这之前ꎬ卡西奥多鲁(Ｃａｓｓｉｏｄｏｒｕｓ)在«神学与世俗学

导论»中提出ꎬ学习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是有益的ꎬ它可以增进对«圣

经»的理解ꎬ提升教徒的阅读与写作能力ꎮ 因此ꎬ卡西奥多鲁早在 ６ 世纪中叶创办的

维瓦留姆修道院学校中便大量收藏书籍ꎬ在晚年将其对古典和基督教学术的极大热情

投入到对僧众的教育中ꎮ② 学者阿尔昆在 ８－９ 世纪首次对«哲学的慰藉»进行评注ꎬ

把其中的德性论作为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一ꎬ并把知识传授和神学研究结合起来ꎬ

认为“七艺”教育最终以“成圣”为目的ꎬ即让学生们理解«圣经»中的启示ꎬ转向上帝ꎬ

获得拯救ꎮ③ 可以说ꎬ中世纪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最重要成果ꎮ 在此

基础上ꎬ加洛林文化复兴促进了学术争论ꎬ比如查理大帝曾要求学者围绕东方教会是

否应崇敬圣像问题展开争论并做出解答ꎮ 他的继承者也鼓励学术争论与批评ꎬ但是大

部分争论都是由于对权威性著作的不同解释引起的ꎬ带有后来的经院学者在争论中诉

诸权威的诠释性特征ꎬ并具有哲学背景ꎮ④ 经过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熏陶ꎬ教会对待世

俗知识的态度有了较大转变ꎬ８５９ 年在萨沃尼埃宗教会议上ꎬ主教们明确表示要求秃

头查理在一切有师资条件进行圣教和人文科学教育的地方建立学校ꎮ

加洛林的文化复兴也反映出教会权力的加强ꎮ 查理大帝强迫所有被征服的民族

信奉基督教ꎬ而教皇为他加冕为皇帝更是确立了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观念ꎬ阿尔

昆就把他称为“基督教帝国”(ｉｍｐｅｒｉｕｍ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ｕｍ)的统治者ꎮ⑤ 在这种观念下ꎬ人的

精神被教会压制ꎬ自然世界的探索中止ꎬ教会与国家也展开了权力的激烈冲突ꎮ 格里

高利改革后ꎬ教皇对世俗界的统治不只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ꎬ还在婚姻、继承等各种民

事问题上ꎮ 在 １０７５ 年以前ꎬ教皇对世俗界的管辖权从属于皇帝和国王ꎮ 一般说来ꎬ它

也不比其他大主教的世俗管辖权大ꎮ⑥ 但在此之后ꎬ格里高利宣称教皇法庭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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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法庭”ꎬ教皇是“直接管辖所有人的法官”ꎮ① 索尔兹伯利的约翰在«政

治学指南»中提出了教权高于王权的理论ꎬ政治上站在世俗政权的对立面ꎬ但在思想

上却偏爱世俗知识ꎮ② 人类精神永远不会满足于仅仅安然无恙地存身于世ꎬ在公元 １０－

１１ 世纪的高压统治下ꎬ人类精神要求拓展更多的自由空间ꎬ而中世纪早期潜在的危机

带来了新的整合ꎮ 正如罗伯特Ｃ拉姆所说:“中世纪早期是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ꎬ

它从后罗马纪元的混乱时期ꎬ转向中世纪鼎盛时代的平衡时期ꎬ当时一种整合形式出

现了ꎬ这种整合强调精神特性ꎬ而又不牺牲尘世的欢乐”ꎮ③

帝王政制及其思想与行为对人文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状况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ꎮ

１２ 世纪中叶ꎬ亨利二世在与菲利普二世发生宗教和政治冲突时召回了英格兰的学者ꎬ

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牛津大学ꎬ使本来就充满活力的牛津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所具有世

俗化特征的大学城ꎬ同时也成为西欧中世纪传播基督教与世俗人文主义的中心之一ꎮ

总体来看ꎬ诸如此类的帝王政制及其世俗权力积极推动了“知识教化”ꎬ但宗教权

威为了巩固神学地位及扩大权力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哲学的发展ꎬ抵制了思想的多

样化ꎮ 然而ꎬ尽管面临可能的宗教迫害与裁决ꎬ知识分子依然对世俗知识表现出极大

的关心ꎬ从而推动了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生成ꎮ

(二)“翻译运动”对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推动作用

哈斯金斯曾指出ꎬ１２ 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一是拉丁西方

世界留存的知识和思想ꎻ二是东方向西方传播了新学与大量的翻译文献ꎮ④ 特别是阿

拉伯世界为 １２ 世纪文艺复兴提供了知识生活的新动力ꎬ可以说ꎬ阿拉伯哲学的发展几

乎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ꎮ⑤

虽然欧洲文学和科学的源头在希腊ꎬ并流传到罗马ꎬ但在西庇阿时代(Ｓｃｉｐｉｏｎｉｃ

Ａｇｅ)后已经没有对希腊著作的直接译本ꎮ 在君士坦丁堡ꎬ希腊古典文献被反复抄写ꎬ

如果没有这些文献对神的语言一遍遍的重复ꎬ“神也许早就死了”ꎮ⑥ 但是ꎬ希腊著作

并未在中世纪早期向西方扩张ꎬ而是向东方进行传播ꎮ 从历史上看ꎬ阿拉伯人接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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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希腊哲学和科学文献的过程离不开阿巴斯王朝开明的文化政策ꎮ 到 １１ 世纪中

期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ꎬ除«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一部分之外ꎬ都已经被翻译成阿拉

伯文ꎬ而被翻译的柏拉图著作有«理想国»«法律篇»«菲多篇»和«克力同篇»等ꎮ① 可

以说ꎬ阿拉伯哲学家的译作和注释是经院哲学家了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要媒介ꎬ前

者不仅向后者提供了思想素材ꎬ而且提供了分析这些材料的角度和方法ꎬ还提出了由

于不同的解释而产生的问题ꎮ 其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阿威罗伊ꎮ 他翻译并研究了

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ꎬ使拉丁或希伯来学者深受启发ꎮ② 因此ꎬ１３ 世纪在西方传播的

“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古代思想的直接继承ꎬ而是经过阿拉伯哲学家解释的成果ꎮ

实际上ꎬ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中世纪有多次交流ꎬ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的要塞是西

西里岛和西班牙ꎬ主要是在托莱多ꎮ 在西西里岛ꎬ继 ９６５ 年阿拉伯人征服该岛后ꎬ诺

曼－阿拉伯－拜占庭文化重新占据中心地区ꎮ 例如ꎬ当时的统治者罗杰二世(Ｋｉｎｇ Ｒｏｇ￣

ｅｒ ＩＩ)不只拥有伊斯兰防卫力量ꎬ还召集了许多诗人和科学家在自己的宫廷中ꎮ 在十

字军东征期间ꎬ欧洲和黎凡特(Ｌｅｖａｎｔ)之间的交流也加强了与意大利的海上共和国之

间的交往ꎮ 在黎凡特的一些城市如安提阿(Ａｎｔｉｏｃｈ)中ꎬ 阿拉伯文化和拉丁文化之间

联系密切ꎮ③ １１－１２ 世纪ꎬ许多基督教学者到伊斯兰国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ꎬ其中最

著名的有莱昂纳多斐波那契(１１７０－１２５０ 年)、巴斯艾德拉德(１０８０－１１５２ 年)和非

洲的康斯坦丁(１０１７－１０８７ 年)ꎮ④

阿拉伯翻译著作传播到西欧最重要的途径是穿越西班牙半岛的通道ꎬ正如哈斯金

斯所言:“西班牙充当了与穆罕默德世界的学问之间的首要纽带”ꎮ⑤ 大批新学问的先

驱把目光转向西班牙ꎬ并在那里从事翻译工作ꎮ 在众多阿拉伯文著作的译者中ꎬ最勤

奋多产的是克雷莫纳的杰勒德ꎬ此外ꎬ还有英国人艾尔弗雷德(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ｎ)、

迈克尔斯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ｏｔ)和德国人赫曼(Ｈ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ꎮ １３ 世纪早期ꎬ他

们都在西班牙工作ꎮ 其中艾尔弗雷德是位哲学家ꎬ主要投身于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

哲学的工作ꎮ

与此同时ꎬ对希腊文著作的直接翻译几乎全部在意大利进行ꎮ 希腊和拉丁文化最

重要的汇合点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诺曼王国ꎮ 由于这一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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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为拜占庭帝国所管辖ꎬ因此拥有大量说希腊语的人口ꎬ并保留了较多的希腊传统ꎬ
而且始终保持和东方的联系ꎮ 希腊文著作的诸多翻译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阿里斯蒂

皮斯ꎮ 他曾于 １１５６ 年任卡塔尼亚(Ｃａｔａｎｉａ)主教ꎬ贝内文托(Ｂｅｎｅｖｅｎｔｏ)战役前曾在军

队中翻译柏拉图的作品ꎮ 正是阿里斯蒂皮斯第一个翻译了柏拉图的«曼诺篇»(Ｍｅｎｏ)
和«斐多篇»(Ｐｈａｅｄｏ)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第四卷ꎮ① 其拉丁文

译本在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都非常流行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诸多译自希腊文的

书目中ꎬ文学和历史学的古典著作并不多见ꎬ人们的兴趣普遍集中在医学、数学、哲学

和神学ꎮ 可见ꎬ１２ 世纪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是围绕实用性和宗教性展开的ꎬ与 １５ 世纪

后人文主义者体现出的广泛兴趣截然不同ꎮ

二　 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文化内核的转换

哲学范畴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范畴ꎬ在 １１－１３ 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转

型时期ꎬ伴随着文学、历史与法学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转换ꎬ哲学范畴的历史转换体现

了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时代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发展规律ꎮ 事实上ꎬ它也是中世

纪历史文化观念全面转型的象征ꎮ
(一)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唯实论与唯名论

在摆脱了令人恐惧的末日毁灭观念后ꎬ欧洲社会自 １１ 世纪开始变革:从封建制度

残酷的武士律令ꎬ到骑士制度较为“文明”的理想ꎬ人们更倾向于膜拜更加人性化的圣

母玛利亚ꎮ 与此同时ꎬ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伊斯兰文明ꎬ并认识到其中蕴含的古

代希腊文化宝藏ꎮ 随着城市的扩展和综合性大学的创立ꎬ欧洲的文化氛围愈发活跃ꎬ
并逐渐发展为人文主义的中心ꎬ当时的居民也普遍认为“城市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ꎮ
在思想领域ꎬ罗伯特指出ꎬ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隐喻ꎬ是关于“实在”自身本质的哲学

纷争ꎬ它最终演化为“关于共相的论战”ꎮ 唯名论只承认作为概念的共相ꎬ而否定作为

“一般”的共相的客观存在ꎮ 唯实论虽然肯定“一般”的客观性ꎬ但却把它看成独立于

具体事物之外的神秘的精神实体ꎮ② 唯名论者否认“一般”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依据ꎬ认
为个体是真实的存在ꎬ不存在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ꎮ③

早在公元九世纪ꎬ爱留根纳(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ｃｏｔｕｓ Ｅｒｉｇｅｎｔａ)就已经发现了信仰与理性

之间的差异ꎬ但他坚持认为ꎬ理性和圣经都来自上帝ꎮ 这一说法避免了可能的冲突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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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ꎬ教会的立场是只坚守信仰ꎮ １１ 世纪ꎬ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Ａｎｓｅｌｍ)重申了这

一立场ꎮ 但在 １１ 世纪晚期ꎬ这一重申受到一场哲学论争的挑战ꎬ在此次有关存在本质

的争论中ꎬ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都在积极捍卫各自的观点ꎮ

唯实论者普遍以柏拉图的信念为基础ꎬ信奉奥古斯丁教义ꎮ 他们认为ꎬ形式与理

念是终极实在ꎬ并且永恒不变ꎮ 从教会立场来说ꎬ没有真正的物质实体ꎬ一切都存在于

上帝的心灵之中ꎮ 也就是说ꎬ世界万物受变化法则的支配ꎬ人们的真实所见不过是虚

幻的影子ꎬ人类应该漠视肉体ꎬ追求永恒的真理ꎮ 香柏的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 Ｃｈａｐｅａｕｘꎬ

１０７０－１１２１ 年)也是唯实论观点的坚定支持者ꎮ

法兰西哲学家约翰尼斯罗色林(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Ｒｏｓｃｅｌｌｉｎｕｓꎬ约 １０５０－１１２０ 年之后)首

次用唯名论观点对教会教义提出挑战ꎬ他不只提出“世界万物是唯一的真实”ꎬ而且进

一步说明:“我们只是在经历了多个个别事物之后ꎬ才形成了观念ꎬ作为对这些事物的

统称”ꎮ① 罗色林的唯名论观点从“三位一体”角度出发ꎬ很容易得出“圣父、圣子、圣

灵是三位神的名称ꎬ上帝并不表示他们的共同实质或实体”的结论ꎮ 他在论述“三位

一体”时强调:“只有个别的实体存在ꎬ一般的概念无非是人们用以规定个别对象的名

称和字眼ꎮ”②尽管他自身也反驳“三神论”ꎬ但安瑟尔谟在«关于肉身化的信»中更明

确地指出了罗色林唯名论的问题ꎬ认为他忽略了抽象观念的把握ꎬ造成了理解只停留

在感觉与印象之中的结果ꎮ③

面对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争论ꎬ彼得阿伯拉尔(Ｐｅｔｅｒ Ａｂｅｌａｒｄꎬ １０７９－

１１４２ 年)作为温和的唯名论者提出了妥协的观点ꎬ其关于共相问题的著作是«波菲利

集注»ꎮ 他认为ꎬ理念的确是真实的ꎬ但既不存在于具体的物质对象之前ꎬ也不存在于

具体的物质对象之后ꎮ 作为理念的实体ꎬ只存在于感官所知觉的对象之中ꎮ

索尔兹伯利的约翰(Ｊｏａｎｎｅｓ Ｓａｒｅｓｂｅｒｉｅｎｓｉｓ)在«逻辑学讲解»(Ｍｅｔａｌｏｇｉｃｏｎ)中对共

相性质问题的讨论做了总结ꎬ表明他试图站在超然于各派之外的立场ꎮ 约翰发现ꎬ争

论各方基本都同意理智具有认识共相的抽象作用ꎬ但对抽象能力没有深入研究就对抽

象认识的对象性质进行了仓促判断ꎮ④ 他提出的关于共相性质讨论的缺陷为 １３ 世纪

经院哲学家以“抽象理论”为基础建立共相学说奠定了基础ꎮ 这一时期ꎬ唯名论与唯

实论的争论一方面深入探索了物质存在本质ꎻ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基督教信仰的缺口ꎬ

人们开始质疑理性与观念的来源是否如基督教教义所言只是上帝思想的投射ꎮ 同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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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的世界里ꎬ唯名论获得与唯实论并存的状态也意味着替代与升迁的历史性的必

然ꎮ

(二)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

教父哲学主要盛行于基督教早期(公元 ２－４ 世纪)ꎬ当时基督教组织松散ꎬ各地使

用的语言和经文不同ꎬ导致对信仰的理解充满歧义ꎮ 为了规范基督教教义ꎬ完成经文

规则化、组织制度化以及信仰正统化ꎬ教父承担了教义的传播者、解释者和教会的组织

者等角色ꎮ 著名的希腊教父包括纳西盎的格列高利、巴兹尔、约翰克里索斯顿和阿

塔纳修斯ꎻ拉丁教父中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和大格列高利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教父哲学是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最初碰撞与融合的产物ꎬ虽然没有完整的哲学理

论ꎬ但教父哲学建立的神学理论包含了许多哲学的因素ꎮ

与教父哲学不同ꎬ经院哲学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 １１ 世纪之后修道院的繁荣ꎮ 蛮

族入侵后ꎬ西欧的文化教育重新开始复苏ꎬ作为知识中心之一的修道院完成了肇始于

克吕尼修道院的一系列改革ꎮ 虽然改革主要集中于改造隐修制度、纯洁僧侣生活ꎬ但
确实为修道院注入了新的生机ꎬ同时增强了教皇独立、全面管理教会的权力ꎮ 在思想

领域ꎬ沿袭自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七艺”教育重新受得重视ꎬ其中逻辑教育成为学校的

主课ꎬ神学开始与逻辑相结合ꎮ 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经院哲学是由教父哲学直接过渡而

来的ꎬ虽然逻辑的运用ꎬ尤其是辩证法的推广ꎬ使经院哲学家们重新认识到教父典籍中

涉及的哲学问题、命题与概念ꎬ但由于缺乏和希腊哲学的直接联系ꎬ在亚里士多德主义

传入之前ꎬ经院哲学的内容往往显得单一、贫乏ꎮ
无论是教父哲学还是经院哲学ꎬ都必须置于神学背景中加以理解ꎮ 基督徒相信只

有正确的基督教信仰才能得救ꎬ错误的信仰会使一切宗教活动失去意义ꎮ 在此基础

上ꎬ无论是教父哲学还是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排斥世俗知识ꎮ 拉丁教会德尔图便

把希腊、罗马文化视为“洪水猛兽”ꎬ圣杰罗姆摒弃异教学术但又对其念念不忘ꎮ 圣奥

古斯丁虽然不一概排斥世俗知识ꎬ但主张有甄别的学习与吸收ꎮ 与基督教早期西欧大

陆的保守不同ꎬ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修道院ꎬ世俗知识与圣经、神学在教学中占有同样

重要的地位ꎮ 公元 ９－１０ 世纪北方诺曼人侵扰ꎬ修道院衰落ꎬ修道院精神也经历了衰

败的过程ꎮ 重整之后的教会强调绝对的权威ꎬ奥古斯丁直接表示:“我相信我可以认

识的秩序”ꎬ认为“圣经中的信仰、早期教会神父有关经文的讲解以及对这些源泉的完

全的信从ꎬ是基督徒生活所必须具备的第一步ꎮ 知识是第二位的ꎬ无论何时教义晦涩

难解或与理性相悖ꎬ人都应该相信教义ꎬ否认智性”ꎮ① 打破教会信仰体系的另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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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ꎬ正是 １２ 世纪晚期被重新发现的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ꎮ
(三)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新柏拉图主义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所有古典思想中ꎬ古希腊思想最能反映西方社会的特点ꎮ 希腊人不仅将人视为

自然万物中最重要的生命体ꎬ而且不懈地追求精神与理智的自由ꎮ 希腊人的精神世界

是世俗的ꎬ也是理性的ꎬ他们高举“自由精神”的大旗ꎬ无限地接近人类的真理ꎮ① 阿拉

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哲学家之间虽然思想差异巨大ꎬ但某种程度上都吸收了希腊精神的

共性ꎮ 这种共性再次影响了拉丁西方的世界ꎮ②

１１ 世纪末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不仅使拉丁西方学者接受了新的知识ꎬ而且直接催

生了新的理论和流派ꎮ 毫无疑问ꎬ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对这种变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

响ꎮ 正是通过西班牙ꎬ其他欧洲国家才得以对阿拉伯文化进行最准确的定位ꎮ 只有在

西班牙ꎬ才出现了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平行发展的历史阶段ꎬ因此ꎬ西班牙是欧洲

吸收古代阿拉伯哲学与伊斯兰科学文化的主要来源ꎮ③ 特别是拉丁西方学者接触到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译本时ꎬ主要求助于阿拉伯哲学家的评注本ꎮ 其中ꎬ阿维森纳与阿

威罗伊的评注本对 １２ 世纪末、１３ 世纪初的经院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在经历了与基

督教教义的糅合后ꎬ亚里士多德主义逐渐取代柏拉图主义成为经院哲学的主流ꎮ 新的

知识框架不仅打破了柏拉图主义描述的宇宙创生论和定量分析ꎬ而且吸收了大量希腊

和阿拉伯的科学著作ꎮ 这些著作也是伴随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引进的ꎬ主要包括伽

伦、托勒密等人的科学思想ꎮ
在翻译与解读亚里士多德著作、“伪作”和其他科学著作的过程中ꎬ巴黎大学和牛

津大学诞生了许多著名经院哲学家(奥克塞尔的威廉、大阿尔伯特、阿奎纳等人)ꎮ 但

是ꎬ拉丁西方的经院学者很快就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有许多论点是与基督教教义

相冲突的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ꎬ世界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的ꎬ是永恒的ꎬ这与«圣经»中
«创世纪»以及神显示的各种“奇迹”相矛盾ꎮ 他的“灵魂”学说ꎬ与基督教主张的“灵
魂不朽”相抵触ꎮ 此外ꎬ亚里士多德主张因果分析法ꎬ即通过感觉观察和理性推理ꎬ发
现对象中的因果规律ꎮ 显然ꎬ这一理性方法是与基督教倡导的神秘启示法相反ꎮ 在政

治社会思想方面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也彻底改变了经院

哲学ꎮ 尽管大部分学者依然将其与“政治的奥古斯丁主义”糅合起来ꎬ认为教权理应

高于王权ꎬ然而已有学者ꎬ如罗马的吉勒(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 Ｒｏｍｅ)利用它为世俗王权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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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ꎮ①

１３ 世纪经院学者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教义融合ꎬ因

此ꎬ面对二者的冲突ꎬ经院学者的思想中不乏新颖之处ꎮ 比如ꎬ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

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纳入神创世界的体系ꎬ邓斯各特和奥卡姆在反对阿奎那的“实

在论”基础上主张“唯意志论”ꎬ为西方哲学开辟了新的视角ꎮ 在政治方面ꎬ“阿威罗伊

主义”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ꎬ认为自然的世俗王权高于教权ꎬ教会只需关

注基督徒的信仰世界ꎮ

经院哲学从新柏拉图主义到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转变是直接吸收古代希腊文化

思想遗产的直接结果ꎬ改变了经院哲学早期空洞单一、偏重逻辑的研究局面ꎬ在形而上

学、认识论和伦理政治方面都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与视野ꎬ为 １１－１３ 世纪西欧人文主

义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给养ꎮ

三　 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社会主体的升迁

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集中体现于教俗两界的研究机构、民间的学术群体和

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ꎬ他们是创建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体及力量之源泉ꎮ

(一)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研究机构的效用

公元 ９ 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后查理曼建立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得以保留ꎬ１２

世纪大学刚刚兴起ꎮ １１－１３ 世纪西欧的知识中心主要包括修道院、主教座堂、宫廷、城

市和大学ꎬ这几类知识中心代表了不同的阶层ꎮ 由于大学所在的城市中经济、政治地

位高于文化ꎬ因此ꎬ最主要的文化中心是修道院ꎮ 几乎每个修道院都拥有收藏宗教书

籍的图书馆ꎬ许多修道院利用这些资料成为地方史学编撰中心ꎬ但大部分修道院的发

展起起落落ꎬ不存在绝对的学术中心ꎮ②

公元 １１ 世纪末最著名的知识中心是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贝克修道院ꎬ哈斯金

斯形容“贝克的几乎每一个修士都好像一个哲学家ꎬ那里最没有学问的人也有资格向

那些浅薄的语法学者传授知识”ꎮ③ 在英国ꎬ没有一个修道院拥有贝克那样高的地位ꎬ

哪怕是威斯敏斯特ꎬ也未在 １２ 世纪的知识生活中发挥太多作用ꎮ 同一时期ꎬ德国的修

道生活走向衰落ꎬ而在西班牙ꎬ修道生活的自然发展被摩尔人的入侵和宗教战争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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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ꎮ 主导了 １１ 世纪教会改革的克吕尼修道院之后也逐渐沉寂ꎬ但其丰富的藏书仍不

可忽视ꎮ 另外ꎬ在研究法国叙事诗的起源中ꎬ修道院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也越发值得关

注ꎮ

主教座堂在修道院衰落后获得了重要地位ꎬ其中最活跃的是法国北部地区ꎬ包括

作为古典文化复兴场所的沙特尔、作为经院学术中心的兰斯和拉昂ꎬ以及作为第一个

北方大学的故乡的巴黎ꎮ 这些地方吸引了大批来自德国、英国甚至是阿尔卑斯山以南

的修士ꎮ 在英国ꎬ坎特伯雷即是经典的主教座堂蓬勃发展的案例ꎮ 它在当时被视为文

化中心ꎬ地位如同今天的牛津和剑桥ꎮ 在西班牙ꎬ托莱多主教座堂在 １０８５ 年的基督徒

收复失地运动之后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学术交流的地点ꎮ １２ 世纪上半叶ꎬ大主教

莱蒙德曾在托莱多组织翻译活动ꎬ主要涉及大量哲学著作ꎮ 与此同时ꎬ哈斯金斯指出:

“在探讨地中海地区各大学ꎬ以及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起源的过程中ꎬ我们

必须考虑到世俗教育传统的遗存ꎬ特别是在法律和医学的职业教育方面ꎮ 至少在开始

的时候ꎬ这些学校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扩展了传统的文艺学科课程的逻辑学和数学ꎬ而

是这些职业性学科的教育它们也是学术复兴的成果的一部分”ꎮ① 这个特点充分

反映在意大利地区ꎮ 在法国兴起的哲学在人文主义发展早期虽然深刻影响了意大利

的大学ꎬ但正如查尔斯Ｇ纽恩特所言ꎬ这并没有主导意大利文明的发展ꎮ② 在 １４

世纪初期ꎬ法国与意大利文化相互渗透ꎬ因此很难对 １３ 世纪晚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萌

芽进行明晰考察ꎮ 不过ꎬ罗伯特怀斯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起源与法律文化传统相联

系ꎬ认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始于 １３ 世纪后半期ꎬ其中律师对人文主义在意大利的兴起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不过ꎬ人文主义发展的关键标志是拉丁文诗歌的形式ꎬ其他

学者如罗纳德Ｇ维特ꎬ支持意大利人文主义萌芽于 １２ 世纪晚期的观点ꎬ认为意大

利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才诞生了一批像罗瓦托(Ｌｏｖａｔｏ Ｌｏｖａｔｉ)那样以古典拉丁语作诗

的学者ꎮ③ 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大学(Ｓａｌｅｒｎｏ)是 １１ 世纪初医学教育与研究中心ꎬ而

博洛尼亚大学(Ｂｏｌｏｇｎａ)是“罗马法复兴的直接产物”ꎬ这些都表明世俗教育的幸存ꎮ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ꎬ世俗文化这一古老传统在阿尔卑斯山之外消失后很久仍在意大

利持续存在ꎮ

同样作为知识中心的封建主府邸或者国王的宫廷则具有浓重的官僚色彩ꎬ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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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保护了各个宫廷之间的交往ꎬ这在文化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ꎬ尤其是西欧基督教

君主与伊斯兰教君主治下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保持了密切的学术交流ꎬ进一步加深了基

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ꎮ 随着城镇在贸易和政治上的发展ꎬ商人的行为“展现

为一种精明而又理性的活动ꎬ在那里ꎬ财富不是以社会地位来衡量ꎬ而只是依赖于智慧

和能力”ꎮ① 至于作为独立知识中心的大学ꎬ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发挥太多作用ꎬ但萨莱

诺、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和牛津的历史都可以追溯至 １２ 世纪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西欧知识生活的某种共性ꎮ
(二)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学术群体的贡献

加洛林文化复兴后ꎬ１０ 世纪德国承袭加洛林传统、开启了“奥拓文艺复兴”ꎮ 奥拓

大帝追随查理曼复兴帝国的脚步ꎬ招徕意大利语法学者和神学家ꎬ以推动自己及其兄

弟克隆大主教布鲁诺大力支持的知识复兴运动ꎮ １１ 世纪的法国学术直接根植于加洛

林传统ꎬ不仅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ꎬ而且在哲学、神学和拉丁诗歌、方言韵文方面

取得了杰出的成就ꎬ其中兰斯在“七艺”教育上的成就最为显著ꎮ 公元 ９８０ 年之前ꎬ热
尔贝在兰斯的主教座堂教书ꎬ教学覆盖自由七艺ꎬ其中逻辑和修辞的内容不少于数学

和天文ꎮ 热尔贝的学生阿博(Ａｂｂｏ)于 ９９８ 年成为卢瓦尔河畔弗勒里(Ｆｌｅｕｒｙ－ｓｕｒ－

Ｌｏｉｒｅ)的修道院院长ꎬ在逻辑学和天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ꎮ 热尔贝的另一位学生菲

尔贝(Ｆｕｌｌｂｅｒｔ)是负责主教管区秘书室的教士ꎬ１００７－１０２９ 年间担任沙特尔主教ꎮ 自

此时起ꎬ沙特尔开始成为第一流的主教座堂ꎮ 菲尔贝所受的多方面教育表现在他的诗

歌和古典格律和晚近韵脚上ꎮ 可以说ꎬ拉丁诗歌在 １１ 世纪的发展以沙特尔的菲尔贝

开始ꎬ而以勒芒的伊尔德贝(Ｈｉｌｄｅｂｅｒｔ ｏｆ Ｌｅ Ｍａｎｓ)结束ꎮ②

自公元 １２ 世纪开始ꎬ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世俗知识的学习与教化ꎬ正逐步摆脱

早期奥古斯丁主义中教会的绝对权威ꎬ开始思考人类自身的智性与理性ꎮ 这种思索集

中体现在西欧第二次文化复兴上ꎬ由吉尔伯特(Ｇｉｌｂｅｒｔ)即后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领导ꎮ 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在 １２ 世纪的沙特尔修道院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ꎮ 欧坦的贺

诺留斯是这样表述沙特尔学派的命题的:“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ꎬ不存在别的权威ꎻ权
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ꎬ例行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ꎮ 逻辑推理的理性ꎬ证明圣经有

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ꎬ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

被造出来ꎬ因为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ꎮ”③

沙特尔学派的治学方法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ꎬ并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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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料ꎬ渴求知识蔚然成风ꎮ 沙特尔学派从安瑟尔谟的思想出发ꎬ提出了新的设想ꎬ即人

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ꎬ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ꎮ 因此ꎬ人理

所当然是上帝创造的中心ꎬ并且是天赋理性的生物ꎮ 这个天赋理性的“人”ꎬ不仅能够

研究和理解创世主本人的理智ꎬ也被沙特尔人看成是“自然”ꎬ并融入世界秩序中ꎮ 因

此ꎬ沙特尔学派理性主义的基础ꎬ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ꎮ 沙特尔人用上述思想来解

释创世的过程ꎬ此后ꎬ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来解释ꎮ 虽然 １２ 世纪肯定还存在普遍的圣

像论ꎬ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ꎬ这种对自然的非神圣化ꎬ对圣

像论的批判构成了科学的必要前提ꎬ并进一步得到发展ꎮ 因此ꎬ沙特尔精神的确拥有

人文主义内涵ꎬ其特征不仅包括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ꎬ更重要的是把“人”放
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ꎮ

四　 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历史变迁

在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中ꎬ诸多思想家的贡献尤其是诸多核心历

史观念的诞生ꎬ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逐步演进的重要成果:从理性的介入、自然的区

分、社会政治学的诞生、个体意义的形成ꎬ以及主观意志的确立ꎬ充分展示出中世纪人

文主义思想演进的内在联系与历史逻辑ꎮ
(一)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理性因素与辩证法

众所周知ꎬ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理性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 ９ 世纪的爱留

根纳ꎮ 他的思想既包含了理性因素又运用了辩证法探讨问题ꎬ因而爱留根纳被视为第

一个经院哲学家ꎮ 他的观点主要涉及理性与权威的比较:“因为权威来自真正的理

性ꎬ所以理性肯定不出自权威ꎮ 不被真正的理性所支持的权威是软弱的ꎬ而理性却以

自身力量保持牢靠与稳定ꎬ并不要求以任何权威的赞同为认可ꎮ”①由此可见ꎬ爱留根

纳的思想依据是理性ꎬ而不是权威ꎮ 为了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关系ꎬ爱留根纳通过论证

“自我显示”的历史发展阶段ꎬ提出真理直接显示在心灵中ꎬ必须以理性与信仰、哲学

与神学、认识与德行的合一为特征ꎮ 与将辩证法仅仅当作是思想方法不同ꎬ爱留根纳

发现辩证法也是自然运动的本性ꎬ并将其与神学理论相结合ꎮ

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１０３３－１１０９ 年)是凸显理性对于信仰意义的代表人物ꎮ 他

推广了贝伦加尔将辩证法运用于神学的方法ꎬ并从教会所认可的研究成果中得出“辩

证法可用作解决神学问题的理性工具”这一结论ꎮ 安瑟尔谟把辩证法运用于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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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理性无法理解的神秘领域ꎬ特别是上帝存在、三位一体、基督的肉身和赎罪、命运

与意志自由等问题ꎬ通过逻辑的简明推理与必然性论证ꎬ他相信理性可以达到与«圣

经»和教父教导相符合的结论ꎬ认为“信仰寻求理性”(ｆｉｄｅｓ ｑｕａｅｒｅｎ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ｍ)是合理

且必需的ꎮ 但是ꎬ面对逻辑推理出的与信仰不符合的结论时ꎬ安瑟尔谟却坚信“我们

信仰所坚持的与被必然理性所证明的是同等的”ꎬ认为不能相信个人理性的必然性ꎬ

要以权威意见为标准ꎮ 从这一角度看ꎬ安瑟尔谟对辩证法的应用旨在加强信仰ꎮ 他与

兰弗朗克、贝伦加尔、阿伯拉尔一起ꎬ创建了辩证神学的新形式ꎮ 德国学者德沃尔夫

称:“阿伯拉尔坚持辩证法在神学领域内的权利ꎬ根据理性主义原则建立哲学与神学

的联系ꎮ”但法国学者伯塔里(Ｐｏｒｔａｌｉｅ)反对这一观点ꎬ认为“阿比拉尔从不想对信仰的

神秘做出哲学的证明ꎬ他更没有自称为理性主义者”ꎮ① 在经院哲学早期ꎬ理性因素并

非直接由神学领域诞生ꎬ而是伴随辩证法对神学的分析与解释逐步显现的ꎬ信仰与理

性的关系是所有经院学者必须回应的核心问题ꎮ

当更多的经院学者开始获得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后ꎬ理性元素在新

亚里士多德主义中显得愈发明显ꎬ理性和哲学对信仰与神学的冲击让教会感到恐慌ꎮ

不过ꎬ罗吉培根认为正确地使用理性可以避免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冲突ꎮ 在他看来ꎬ

理性科学的真理与启示真理都是以上帝的绝对知识为基础的ꎬ也就是说ꎬ“«圣经»中

蕴含着最完善的智慧ꎬ而各类科学知识必须符合它”ꎮ② 这个观点与奥维涅尔的威廉、

格罗塞泰斯特一样ꎬ前者是拉丁西方最早认真解读亚里士多德著作和阿拉伯思想家作

品的经院学者之一ꎬ后者是罗吉培根的老师ꎬ他既强调坚持奥古斯丁主义传统ꎬ又倡

导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方法ꎬ特别是经验归纳和数学演绎ꎮ 在罗吉培根之后ꎬ大阿尔

伯特也致力于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精华糅合起来ꎮ 他坚持哲

学研究的独立性ꎬ认为哲学是属于自然理性的范围ꎬ神学属于信仰与启示ꎬ神学与哲学

是对上帝不同层次的研究ꎬ互相之间并不对立ꎮ

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ꎬ托马斯阿奎那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教义与亚里士多

德哲学之间的冲突首先表现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ꎮ 为了把重新发现的亚里士多德

思想体系与基督教正统教义糅合起来ꎬ托马斯阿奎纳采取了调和的方法ꎬ一方面指

出理性与信仰是达到真理的两条途径ꎬ并非不可兼容ꎻ另一方面也提出理性的局限ꎬ进

而说明信仰是超理性ꎬ但不是非理性的ꎮ 可见ꎬ这是一种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理性

主义ꎬ虽然人的理智依然受到«圣经»中法律和道德的启示ꎬ但这种理性因素更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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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ꎮ 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调和路线不同ꎬ拉丁的阿威罗伊主义直接提出“双重真理”

的观点ꎬ认为理性高于信仰ꎬ强调理性的独立性ꎬ并要求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研究哲学

问题ꎮ 这已将哲学视为高于基督教教义的范畴ꎬ也是最纯粹的理性体现ꎮ 作为 １３ 世

纪巴黎大学艺术学院中流行的思潮ꎬ拉丁的阿威罗伊主义无疑推动了理性因素在巴黎

大学的萌芽与发展ꎮ
事实上ꎬ中世纪辩证法观念的诞生ꎬ已经改变了“太乙说”、“光照说”时代以上帝

为中心的唯实论与教父哲学的思想观念ꎬ逐步取而代之的是唯名论与经院哲学ꎬ从方

法论上为“人文主义”在中世纪时代的兴起奠定了基础ꎮ

(二)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原则与主观意志

在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演进的过程中ꎬ“个体原则”与“主观意志”也是 １１－１３ 世

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历史观念的重要因素ꎮ 约翰邓斯司各脱提出的“个体原

则”ꎬ最终向奥卡姆的人“主观意志”自由发展ꎮ

中世纪教会既反对以自由意志否定上帝恩典的半佩拉纠主义ꎬ又反对以恩典取消

自由意志的极端的前定论ꎮ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安瑟尔谟的注意ꎮ 他在«论选择的自

由»中指出ꎬ人的意志是灵魂的一种功能ꎬ具有选择功能的倾向性ꎬ还可以付诸以实际

运作ꎬ而且与有用和正当有关ꎬ但是自由的选择似乎与上帝的恩典、命定与天意相对

立ꎮ 不过ꎬ意志、道德和利益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ꎬ而且具有主观倾向性和实践性ꎮ
司各脱是个体主义原则的建立者ꎬ其核心内容是对个体原则与正当理性关系的讨

论ꎮ 一方面ꎬ他认为仅靠“自然意志”来追求理性的欲望无法避免人的恶行ꎻ另一方

面ꎬ他也承认仅仅依赖自由意志也会导致非理性的局面ꎮ 所以ꎬ自由意志不仅意味着

摆脱自然意志ꎬ而且要求正当地运用理性ꎬ理性秩序是在自由的建构中展现的ꎮ 司各

脱的“个体化原则”包含在«论第一原理»中关于上帝存在本体论的证明讨论中ꎬ他认

为ꎬ在传播神学和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已经包含着个体与群体、无限与有限、可能与事实

等对立统一的范畴ꎬ这为奥卡姆的“现代路线”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ꎬ也呈现出由重

视观念与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向重视存在与个体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转变ꎮ
奥卡姆是主观意志学说的创立者ꎬ他的现代路线理论的提出ꎬ标志着新柏拉图主

义向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转换的完成ꎬ也标志着经院哲学及其历史使命的终结ꎮ① 奥卡

姆从极端唯名论与唯意志论出发ꎬ认为人的意志是判断善与恶的标准ꎬ只有个体才是

真实存在的ꎬ无论是个体原则还是主观意志ꎬ他都将目光更多地关注于人类自身ꎮ 奥

卡姆的伦理学在承认上帝启示的基础上ꎬ认为也存在“有道德的异端”ꎬ并且认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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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要求的异端思想ꎮ 另外ꎬ在个体原则上ꎬ奥卡姆指出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

意志选择是否加入教会ꎬ他的理想政体更倾向于无政府状态ꎬ教权与王权都必须受制

于个人意志ꎮ 奥卡姆的观点为近代西方哲学铺平了道路ꎬ个人与教会、国家的关系自

此有了更多解释与实践的空间ꎮ

事实上ꎬ认真考察中世纪人文主义转型的历史轨迹ꎬ可以发现一种复合式与递进

式发展轨迹:一方面ꎬ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新柏拉图主义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唯实

论与唯名论呈现出复合与重叠式的逻辑结构ꎻ另一方面ꎬ从爱留根纳的自然区分的意

义、安瑟尔谟的理性的介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世俗政治学的创建、约翰邓斯司

各脱的个体价值的凸显ꎬ以及威廉奥卡姆的主观意志的确立ꎬ可以感受到中世纪人

文主义思想转型的递进式的逻辑形式ꎮ 从神性到理性ꎬ从自然到社会ꎬ从整体到个人ꎬ

从抽象到具体ꎬ或许正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特殊的历史轨迹ꎮ

五　 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基本特点

古典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重现ꎬ其形态和内涵也在不断演进和变化ꎮ 罗马征服前

后ꎬ古典文明零散地伴随着战争与宗教文明传播到西欧ꎻ公元世纪之后ꎬ尤其是坎特伯

雷等大教堂建立之后ꎬ古典文明跟随宗教文明被全方位地传播与介绍到西欧ꎻ直到 １３

世纪之后诸多大学的建立ꎬ古典文明复兴进入鼎盛时期ꎮ 这个过程为人文主义思想的

形成提供了条件ꎬ特别是古典文明中神性、理性和人文情怀等要素始终具有重要的分

量并发挥重要的作用ꎬ使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方式ꎮ

(一)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构成的要素逐步走向多元化

在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经历了诸多地域与时代等因素的背景下ꎬ多元性已经

成为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显著特点ꎮ 这一多元性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思想资源的

多元性ꎮ 西欧人文主义因素的资源较为丰富ꎬ它不仅吸收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ꎬ还

受到基督教因素的重大影响ꎬ并吸纳了阿拉伯哲学元素和诸多优秀的伊斯兰文明ꎻ二

是呈现时代的多元性ꎮ 中世纪早期西欧人文主义思想中信仰上帝的因素较多ꎻ１１ 世

纪之后ꎬ在安瑟尔谟等思想家的影响下ꎬ理性因素迅速增长ꎮ 总体上看ꎬ不同的历史时

期都会有自己的时代因素渗入人文主义思想中ꎻ三是发展方式多元性ꎮ 由于历史时代

的发展ꎬ人类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阅读方式和书写方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ꎬ因此ꎬ人

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ꎬ各个地区与族群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中心及

其内涵都呈现不同的特点ꎮ 从总体上看ꎬ这些层次上的多元性从诸多侧面反映出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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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接受了许多不同质的文明因素ꎬ也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历史过

程ꎬ它们为近代西欧社会文化的繁荣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ꎮ

斯旺森在«１２ 世纪文艺复兴»中将 １１－１３ 世纪西欧社会的变化与“文艺复兴”相

联系ꎬ认为文艺复兴必须以神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带来的变化为中心内容ꎬ地

理上还有一些核心地区包括法国北部、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ꎮ 内容上ꎬ虽以神学为中

心ꎬ其他如教育、哲学和翻译运动也有重要作用ꎮ 在斯旺森看来ꎬ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

特征是ꎬ“巴黎是公认的中心ꎬ核心问题是有一定具体目标的古典教育ꎬ以及神学这样

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领域研究ꎮ 它主张用拉丁语ꎬ由一些贵族精英参加ꎬ几乎完全是

男性ꎮ 这一运动的影响也许很有限ꎬ然而它与其他方面的运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例如ꎬ那些在座堂学校学习了七艺课程后离开的人ꎬ将他们的知识用于其他目的ꎬ包括

用在新的官僚政治中ꎬ这就与法律、政治运动联系了起来”ꎮ①

在文艺复兴时代ꎬ基督教自身人文主义依靠整个欧洲的精英力量进行传播ꎬ其内

容不仅包括古代文本的研究与古典思想的研习ꎬ更关注人性中古典品质与道德教化的

重塑ꎮ② 尽管法国一直是“自由七艺”的中心ꎬ但对拉丁文经典的研究在西欧其他国家

也存在ꎬ并有相当出色的成就ꎮ 意大利对拉丁文经典以及拉丁文作者的研究在 ８ 世纪

逐渐式微ꎬ９ 世纪开始在对古典作家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古代文学课程ꎬ这是古典文

化的第一次复兴ꎮ 特别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ꎬ许多教师和古典学者虽然来自北欧ꎬ但

都集中在意大利ꎬ这为人文主义的萌芽奠定了基础ꎮ 遗憾的是ꎬ１０ 世纪的意大利再次

出现了拉丁古典文化研究的弱化ꎬ这一时期也称为“黑暗时代”ꎬ直至 １１ 世纪对古典

文化与著作的研究重新出现ꎮ 人们认为ꎬ在意大利ꎬ对拉丁古典著作与作家的研究在

１２ 世纪达到顶峰ꎮ 直接证据就是现存可辨析的在 １２ 世纪被用作教材的手稿ꎬ均为经

典的拉丁文作品ꎮ③

值得一提的是ꎬ在整个 １３ 世纪ꎬ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经院哲学的中心ꎬ因为只

有这两所学校有权颁发神学学位ꎮ 同一时期ꎬ西欧的其他大学也陆续创建ꎬ它们或多

或少都受到了学术复兴的影响ꎬ但各有侧重ꎮ 萨勒诺大学拥有出色的医学教学ꎬ博洛

尼亚大学虽然不是最早的法律学校ꎬ但却特别重视法律教育ꎮ 还有一些更是受到古典

学的熏陶ꎬ或辩证法和神学的影响ꎬ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ꎮ 这些大学不仅教授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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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ꎬ还逐步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ꎬ为人文主义乃至之后的科技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并培养了优秀人才ꎮ
(二)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范畴内在意义的转换

随着中世纪哲学观念从教父哲学向经院哲学转移ꎬ经院哲学思想家有力地推进了

古典文明的全面复兴ꎬ以教父哲学和柏拉图主义观念为依据理解历史状况的文化范畴

发生了改变ꎮ 自然的内涵、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获得了新的阐释ꎬ到了爱

留根纳时代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ꎮ

爱留根纳的«自然的区分»已经呈现出经院哲学的诸多特点:初步确立“理性”在
宗教哲学中的中心地位ꎬ基于自然超越历史与宗教的解释ꎬ从根本上改变了教父哲学

以来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ꎬ使对自然的认识获得了无限广阔的生存空间ꎮ “自然”
在爱留根纳那里实现了与上帝的对立和分离:一方面ꎬ爱留根纳以理性为根据实现对

自然丰富内涵的理解ꎬ认为自然是关于一切存在的东西和一切不存在的东西的普遍名

称ꎮ 因而ꎬ他通过无限丰富的内涵ꎬ将自然的存在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ꎬ从而形成与

上帝抗衡的可能性ꎻ另一方面ꎬ他用辩证法实现了对自然在上帝与现实世界之间诸多

存在形态的逻辑区分ꎬ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从创世说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生成与发展的

四个阶段ꎮ 之后在对自然生成与自我显示说的理路与逻辑建构中ꎬ确立了“自然”的
相对独立性ꎬ虽然自然起始于归宿以上帝为依托ꎬ然而自然拥有自己的原型世界和可

感世界ꎬ自然不是寓于上帝之中ꎬ而是上帝寓于自然之中ꎮ
爱留根纳的“自然”与上帝关系的案例可以视为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内在意

义转换的案例之一ꎬ而古典文明传播进程中内在意义变化的主要原因也被广泛讨论ꎮ
英国学者威廉魏安思曾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为例ꎬ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

因: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心理与精神因素的变化、外在的标杆与社会尺度的变化以及亚

里士多德著作文本内在的诸多主观意图ꎮ① 事实上ꎬ如同“自然”的意义一样ꎬ由于时

间、地域和人物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ꎬ诸多建筑文化与历史景观等也在随之发生变化ꎬ
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范畴的内在意义也在不断发生转换ꎬ这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转型

的基本特征ꎮ

结　 语

西方看待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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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宇宙的模式ꎬ焦点在于上帝ꎬ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ꎮ 第二种模式是自然

的ꎬ即科学的模式ꎬ焦点在于自然ꎬ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ꎬ像其他有机体一样ꎮ

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ꎬ焦点在于人ꎬ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ꎬ对上帝ꎬ对自

然了解的出发点ꎮ 这三种模式的第一种在中世纪占据支配地位ꎬ当时的西方思想同神

学具有一种特殊关系ꎮ 人文主义模式同文学和艺术、史学和社会思想有着同样密切的

关系ꎮ 虽然这种模式可从古代世界吸收哲学传统ꎬ但它的现代形态只有在文艺复兴时

期才能形成ꎮ 而科学的模式还要晚些ꎬ到了十七世纪才形成ꎮ”①从总体上看ꎬ从自然

到社会、从神性到理性、从抽象到具体ꎬ则显示出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

型的历史逻辑ꎮ

同样ꎬ从中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思想转型的历史逻辑可以看出古典文明复兴的文化

内涵与历史形式ꎮ 从 １１ 世纪到 １３ 世纪ꎬ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经历了由教父哲学向经

院哲学、唯实论向唯名论、新柏拉图主义向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合式流变ꎬ王室学坊

向社会群体到自由哲学思想家群体形成的群落式位移ꎬ以及自然、社会与个人价值在

宗教哲学语境中递进生成的历史逻辑ꎮ 显然ꎬ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的转型在诸多文化

差异性的语境中发生并完成ꎬ它不只给西欧带来了辉煌的人文主义复兴的时代ꎬ更在

古典学语境中以理性哲学、伦理道德和民主政治为表现形式迎来了整个西方近代社会

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ꎬ同时也催生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ꎮ 在这一背景

下ꎬ实现了从所谓传统的中世纪走向古典文明全面复兴的历史时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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