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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黎塞留的联盟，反而认定这场战争

摘要：众所周知，铷利略因自己的科学信念而被审判，
事实上手致他磁审判的原因非常复杂，学者仍赢￡此争论不

是国家战争，而非宗教战争。这给他招

休．不过，可以肯定孚致他被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他的科学

需要之上。”【，】乌尔班八世的亲法政策的

信念。笔者认为，手致伽利略被审的原因既有．政冶形势的影
响，也与他的宗教和科学信念有关，文与他的哲学立场雾切
相关。这菇尹跹有偶然因紊，也有必然因素。具体说来，主

一直竭力掩盖这种倾向，但却并没有

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毋一、他所必的时代使他身不由已

者奉行的是正统的天主教，并且在政

地卷入７一场天王旋与新教的严酷的政冶斗争之啊二、化
在神学上关于解释（圣经，的观点被视力有异端衔向，他的
科学方法论所具有的反权威的劈色使他在哲学上得罪厂亚
里士多德派的经院哲学寡三、他又很不合时宜地得罪７旋
卫ｊ以上种种因紊汇集在一起，促成７他的悲剧性的结局，
使他很不尹地威７一含牺牲品。

治和军事斗争中利用自己的强大力量

来了批评，说他把政治权术置于宗教
另一个方面就是反对西班牙，虽然他

瞒过西班牙人的眼睛。西班牙的统治

竭力维护正统天主教的地位。１６３１年，
乌尔班八世受到来自西班牙的日益增
强的批评与压力，认为他没有向西班
牙提供积极的支持。乌尔班八世意识
到了西班牙的敌意正在不断增长，这
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宣布愿

｝关键词：伽利略宗教教会方法论反权威

ｌ

意阻止法国与瑞典结盟。虽然他试图
以此来安抚西班牙，但在次年３月又受

中圈分类号：Ａ

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批评与攻击。教皇

文献标实码：Ｋ０３

勃然大怒，但又不敢与西班牙的菲利

文章编号ｌ∞９一１４１６（２∞２）０２—５ｌ枷３

浦四世发生公开的冲突，所以他保持
了克制。教皇此时正处于两难之中，要

安金辉
（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伽利略被审原因探析
伽利略为什么被审判？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似乎很多余一一因为答案是毫

需要掌握更多的材料才能说清楚其中
的是是非非。

想因此而与法国的教会公开决裂。这

无疑问的，他因自己的科学信念而被

时候做出一个姿态性的举措，既不得

审判。但是通过对当时那段历史的研
究所得出的结论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安抚西班牙就要反对法国，而他又不

一．以宗教冲突为背景的政治原
因

罪法国、又可以平息西班牙的恼怒、又
能堵住那些批评他的人的嘴，是十分

如果他因自己的科学信念而被审的话，

必要的。伽利略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时

为什么与他持近似立场并且处于同一

伽利略所处的时代正是天主教与

时代的开普勒却没有受到审判？实际

新教激烈斗争的时期，基督教内部的

上伽利略的被审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

这种分裂给当时的政治形势带来了深

背景，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为某一方面

刻的影响。乌尔班八世（１６２４年成为

机来出版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
对话》。
那么伽利略是怎样卷入这场复杂
的政治漩涡中去的呢？要搞清楚这一

的因素，即使不是偏颇的，至少也是不

教皇）既不赞成正统的天主教，也不赞

全面的。笔者认为导致伽利略被审的

成狂热的反改革派。“当法国的黎塞留

原因可以大致地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Ｒｉｃｈｅｈｅｕ）联合新教国瑞典的力量阻

但是并不意味着仅仅有这三个方面的

宙及多元世界的倡导者。他常常被看

挠天主教在德国的复辟时，乌尔班八

成是科学的殉道者。虽然他的多元世

原因，有可能有一些更为微妙的原因

世在３０年战争时期（１６１８一１６４８）所奉

一页。布鲁诺是哥白尼天文学、无限宇

界观被认定是异端，但很难说这就是

行的亲法外交政策就使

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原因。他是一

他处于易受攻击的位

个叛教的僧倡，他所持的基督论是非

置。乌尔班八世没有谴

万方数据

点，就有必要把历史翻回到布鲁诺这

正统的。他不仅对此毫不隐瞒，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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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了许多对正统的天主教会和教±

他来说，为自己的主张或信仰献身是

有两种被逐渐接受的解释方式。一种

极为不恭的言论。教皇因此而把他视

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布鲁诺被烧

是注重（（圣经》的字面意义的解释方

为眼中钉也是不难理解的。所以使他

死在火刑柱上也算是死得其所。而伽

式，一种是注重其精神含义或寓意的

引火烧身的主要是他的神学主张和政

利略则是一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人，

解释方式。但是在伽利略的时代，解释

治主张。而他的这些主张又与他独特

所以他宁愿屈服于教会的压力，而不

《圣经》的问题成了一个极为复杂敏感

的赫尔墨斯哲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愿做一个殉道者。但是形势并不为伽

的政治问题。新教改革的主要领袖加

他的赫尔墨斯哲学是一种混合物，他

利略所控制。眼下的乌尔班八世需要

尔文极力反对拘泥于《圣经》字词的做

从互相矛盾的哲学中各取一部分来满

一个政治祭坛上的祭品，就象当年的

法。当时的问题是，怎样评价新教对

足他的需要。因此，他所奉行的是一种

保罗五世需要布鲁诺一样；更不凑巧

（（圣经））的解释？它是标新立异呢，还

经过他改造的赫尔默斯哲学。他认为

的是，伽利略这个时候出了一本给他

是回到了真正的基督教？如果认可新

罗马天主教是对更为原始的也更纯洁

的敌人以口实，并惹得教皇对他大为

教对《圣经》的解释，天主教的地位和

时代人误解了，他们认为伽利略就是

生气的书——（（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

权威就会大大削弱，天主教势必要捍

一个复活了的布鲁诺。伽利略的《关于

对话》。

卫自己对《圣经》的传统解释。教会与

的宗教的败坏，他相信在他的赫尔
默斯哲学引导下的君主将会把世界
引入一个黄金时代。他先后寄希望
于英国的亨利三世、伊丽莎白一世
和法国的亨利四世。他对亨利四世
寄予厚望，并且很轻率地认为自己
能够说服教皇接受他的赫尔默斯哲
学。他为此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就
被逮捕、囚禁和审讯。但实际上在
狱中的布鲁诺已经不能对教皇的统
治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他既没
有钱、也没有追随者，也不再有什
么影响。通常对这种人的处理就是
把他扔在狱中直到他被遗忘或死
去。而保罗五世把他烧死，似乎是
把他当成了与西班牙统治者进行政
治交换的筹码。“对布鲁诺行刑，意
味着向全世界宣布，无论是对正统
的天主教挑战，还是对于之相联系
的世俗政权挑战，都是不能容忍
的。”【２】
伽利略的麻烦在于他被他的同

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星星的信
使》两部著作在形式上有一些与布鲁

新教的激烈斗争使得神学上的争论被
＝．伽利略与神学家和哲学家的

蒙上了政治斗争的色彩，“当时那种

诺的著作相近似的特点，同时伽利略

高度紧张、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严重地

也有一些关于《圣经》解释的主张与之

损坏了神学论争，人们害怕对于新思

相近，这给伽利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伽利略因其日心说的主张，涉及

麻烦。其实伽利略对于政治问题远远

到神学上的一个问题：怎样解释《圣

路的任何让步都会被理解为对新教要
求合法性的间接让步。”【４】“伽利略认为，

不如布鲁诺那样热心，而且他一直自

经》？怎样看待（（圣经》中看上去与日

科学与《圣经》并不矛盾，对（（圣经》

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伽利略早

心说相矛盾的经文？伽利略在这个问

的解释只是个见解问题一一专门的神学

年曾在修道院学习过几年，并且曾经

题上的态度，在当时新教与天主教激

见解；神学见解应该服从于天文学和

想做一名修土，他对宗教的虔诚完全

烈斗争的背景下，被视为具有标新立

物理学的事实。而天主教的信仰任何

可能是真诚的而非追于形势的声明）。

异的异端倾向，这一点对于促成他的

时候都不能依赖于科学事实。不应该

两个人之间更为明显的区别在于各自

被审有很大的关系。

认为（（圣经））支持（更不用说采纳）一

的性格和对待自己信仰的方式。布鲁

“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可以被视为

种天文学而排斥另一种天文学。＂【５】

诺是一个具有宗教狂热情绪的人，对

《圣经》阐释史。＂【３】在中世纪早期，已经

“所以，伽利略的观点就不可避免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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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排斥。这些观点的核心因素就是

候他就与之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科学家，伽利略在科学界和哲学界都

神学上的标新立异。竹【６】伽利略在神学上

非常不幸，伽利略非常不合时宜地伤

给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一旦他失去

的立场虽然不合于当时的正统天主教，

害了教皇的感情。教皇主张上帝可以

了教皇的庇护之后，他马上就会处于

但神学家们并没有很认真地把伽利略

无数种方式成功，正如他对伽利略所

危险的境地之中，这应该说是导致伽

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这一方面是由

说的那样，“你不能限制上帝”。因为乌

利略的悲剧性结局的一个必然因素。

于当时罗马教会的上层中有一些伽利

尔班八世班知道伽利略所持的哥白尼

略的欣赏者（一些红衣主教及乌尔班

观点，他告诫过伽利略不要在两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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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里士多德的结论针锋相对。所以，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这个历

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家与他处处作对

史谜团似乎有些明朗了：当时的政治

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让伽利略不

形势下的教皇需要一个牺牲品，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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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释以后，使他成了一个候选人一

败以后，便求助于（（圣经》，乃至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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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伽利略发动了强大的审判机器，
但掩盖在愤怒之下的实际上是精于平

对于当时的教皇来说，要摆脱自

衡游戏的老谋深算的政客的计谋。除

己的困难处境，唯一可行的就是采取

了前述的三方面原因之外，还有其他

非实质性的、但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

方面的因素有可能影响这个事件。伽

举动。他可以公开地牺牲一个与亲法

利略在太阳黑子的发现权等方面与耶

政策和布鲁诺式的赫尔默斯哲学相联

稣会士发生了争吵，并且最终成了仇

系的人物，他迫切需要这样一个人物

人。有人认为这些耶稣会士在促成伽

来为自己摆脱干系。尽管情形紧急，乌

利略的被审时也出了力，但还没有什

尔班八世班一定曾试图寻找其他的替

么明确的证据能说明这一点。不过教

罪羊，因为他一直很看重伽利略。伽利

皇对伽利略的惩罚使这些人感到出了

略曾经很得乌尔班八世的赏识与支持，

一口恶气，这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一个

早在教皇还是巴贝里尼红衣主教的时

喜欢争名夺利和挖苦经院派哲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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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科学与宗教关系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这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过,至今的讨论还多是比较宽泛的,须要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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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论文 万丹.石少虎.WAN Dan.SHI Shao-hu 基督教与科学亲疏之辨——重新审视"伽利略受审"事件 -湖南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4)
当科学与宗教间关系的重要胜为学者所重视,但对其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把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放到具体的真实事件中去看待,不放过细节与广阔的社会
背景,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复杂关系,避免简单地评价相互关系,这是我们从伽利略事件中得出的必要的结论.

3.期刊论文 崔家岭.刘树勇.CUI Jia-ling.LIU Shu-yong 罗马教会对《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的审查 -大学物理2001,20(2)
给出了罗马教会在《对话》出版前对它进行审查的大致过程，试图揭示当时社会教会统治的严密和伽利略在教廷和佛罗伦萨宫廷活动的情况.

4.学位论文 陈金平 伽利略与天主教会的冲突及其消解 2009
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在现行的文献中人们最经常遇到的一种模式是“冲突模式”，即认为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而伽利略
案件则常常被作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毋庸置疑的例证加以阐释。从表面上看，这种看法似乎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事情，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
是神学的奴仆，它受到了自己主人的管束甚至残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科学又的确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并变的日益强壮的；另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蒙昧主义者，许多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往往具有身份的双重性。事实上，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成
果表明，科学和宗教之间在过去存在异常丰富和复杂的关系，以至于很难支持一些一般性的论题。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考察必须伴随特定的社会文化背
景进行具体的考察。只有考察随同背景一起考察，才能做到考察者所应有的在场性，从而还历史以真相。本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伽利略案件发生的背景进行了阐释。我们看到，一方面，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带入了一个
宗教政治上的敏感期，在这样敏感的环境下，科学领域的革新无疑很容易被视作是对宗教上的威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在一个社会里当一种文化占
主流时，也就是这种文化已被这一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作为判断的标准时，虽然这种文化无法避免其他非主流文化的侵扰，但这种主流文化也会在批判中
显示出强劲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在新天文学刚刚起步之际，亚里士多德学说无疑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形态的主流学说。
第二部分则是对伽利略案件发生过程的逐步展开，同时也是对伽利略案件作为科学与宗教毋庸置疑的冲突的例证此一偏见进行的逐步消解。在宗教
上的一个如此敏感的时期所发生的悲剧性的事件已不能简单地被看做科学与宗教之间冲突的毋庸质疑的例证，相反，这一毋庸质疑性却大有进一步质疑
之处。此部分对伽利略案件作为科学与宗教毋庸置疑的冲突的例证此一偏见进行的消解又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关系的重新考察提供了契机。
第三部分则是跟随这一契机，透过伽利略来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做初步的探索。对伽利略的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论述的两封信的
解读使我们看到：科学与宗教之间这种对立在伽利略那里并未发生过。而对伽利略的《对话》中相关论述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就内在精神而言，基督教
不但没阻碍而且还促成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圣经的因素乃是促进科学生长的“维生素和荷尔蒙”。

5.期刊论文 胡玲.何日取 "范式"视角下的伽利略案件 -理论界2010,""(3)
伽利略案件首先体现为以伽利略为代表的新科学范式和天主教神学控制下的旧范式之间的斗争,这两种范式在方法论和科学信念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虽然斗争所涉及的论题本身并非信仰问题,但伽利略所秉持的科学信念却触动了天主教神学的基石.天主教会动用强大的宗教力量进行压制,使科学范式
之争演化为科学与宗教之争.

6.期刊论文 魏德胜 伽利略与他的学生 -各界2008,""(4)
十七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专制的顶峰期,对于非传统的学术观点,或者说对神学构成威胁的论述,通统被视为"异端思想".在当时,凡违禁者,不是被囚
于阁楼抑郁而死,就是被施以火刑处死.1632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
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亦即放弃真理.

7.期刊论文 徐建科.孙坡 数学与伽利略的科学方法论 -黑龙江史志2009,""(3)
伽利略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是数学方法.相信世界的教学构造是其工作的形上基础,进而采用数学方法对科学现象进行定量描述,采用理想化与数学模
型化方法,最后在已建立的基本物理原理的基础上演绎地建立科学理论.而最终伽利略把他的科学方法归因于上帝的数学创造,从而为其方法论寻找到一个
坚实的宗教基础.

8.期刊论文 蒋劲松.邹慧萍 科学与宗教是多重关系 -世界宗教文化2001,""(4)
说到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普通人马上联想到布鲁诺被烧死在意大利的鲜花广场,联想到伽利略的审判,塞尔维特被野蛮地用慢火烤死.所以流行的见解
是,科学与宗教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可否认,科学和宗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体系,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在一定的情
况下,还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但那仅是人类漫长历史上短暂的插曲.拿上面的事例而言,只有审判伽利略才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案例.布鲁诺和塞尔维特都是

因为提出与宗教当局不同的神学见解才受到处罚的.他们的案例说明中世纪基督教会在宗教教义方面的不宽容性,其后果则产生了宗教对科学的压制和迫
害的事实.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分析科学的历史,仔细研究科学与宗教的语言游戏规则的话,就会发现宗教与科学之间是一种多重关系的.

9.期刊论文 魏得胜 伽利略的懦弱 -视野2009,""(2)
1633年6月22日下午5点,对于罗马宗教当局,对于渴望真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对立的尖蜂时刻.如果在这一刻,圣·库斯教堂的大钟被敲响.则意味着
伽利略向当局、同时也是向荒谬低了头.教堂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

10.学位论文 韦雅莉 科学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与宗教 2005
本论文主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结合科学社会学、科技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知识,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伽利略事件”,探讨了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
与宗教的多元关系。文章第一部分对“科学”与“宗教”作了概念界定,简述了两者的历史关系,分析了“伽利略事件”的背景。指出:文艺复兴促进了人
文运动的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引发的《圣经》解释方法的变化,近代科学与神学等形而上学的自觉分离,都对科学与宗教关系影响深远。第二部分是文章的
主体部分,这部分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结合科学社会学、科技史与宗教史等领域的知识,通过深入分析,全方位地展示了科学与宗教在各个具体层面上的关
系。通过分析指出:“伽利略事件”是在意大利较为保守的宗教氛围下发生的,具有特殊性,冲突的实质是新旧两种科学观的冲突。另外,围绕科学与《圣
经》、科学方法论、科学与形而上学、科学理论的确立这四个主题,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文章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主要的三大思潮
,即机械论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影响。指出:基于科学主义的对宗教的批判,有其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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