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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境中的宽容（一）
－－１２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

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中世纪西欧教会曹严厉镇压异端运动，同时又有一系列宽容的思想和

举措。这是逻辑混乱或虚伪吗？教会法对异端分子的处理展现了基督教宽容在特定
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也说明这一宽容的渊源不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
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真理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认知，而对宽容的
评价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按照１２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理解，处分
异端分子的方式和举措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而爱就是关怀人类的拯
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都
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据此
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有时教套宽恕异端分子，期望他们能因此更快地纠正
谬误。宽恕，不应该是神职人员渎职的借口；严格执法，也不应该蜕变成贪图和炫耀
个人权威的机套。教会法对株连的批评尤其值得借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
法的解释和施行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可知在寻求
真理的同时卫怀抱宽仁之Ｇ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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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他们，一

容的鼓吹者。而且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

个不留！¨这是马丁·路德对“玩弄巫术者”的

外部与他们有分歧者。思想罪和迫害持不同

诅咒，而他所谓的女巫和术士包括天主教徒

宗教信条者，是宗教改革时期的突出问题。

和新教中神学见解与他不同的人［１１］（Ｐ１９５．

阿克顿曾提出著名的“天主教自由主义”观

２０１）。启蒙运动以来一些思想家将宗教改革

点：路德的神学和社会学说比中世纪天主教

看成是近代西方追求思想自由的传统的重要

会具有更强烈的反对个人自由色彩、更加赤

里程碑，而实际上路德和加尔文不仅不是宽

裸裸地宣扬思想奴性和宗教迫害［１２］（Ｐ１５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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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自由的观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

以及教会中的偶像崇拜等行为。格兰西在

的，都因为他本人专制的个性而遭到他的仇

《教会法汇要》中对异端的态度同样很好地反

恨．而且与他对《圣经》的理解相矛盾”［１２］

映了正义与仁慈的和谐统一。～方面，教会

（Ｐ１５６）。阿克顿的意见是，路德强调，接受他

法要求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对异端分子处以

的宗教和信条的国家对教会和民众在政治上

绝罚。另一方面，有时候异端分子又受到教

有无上权威，“因信称义”，拯救无需善工，基

会的宽容；而那些受到绝罚的异端分子只要

督徒不必为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而作出努

悔悟，也会被教会重新接纳。最终，就像牧人

力。如果政府专横跋扈，公民应该消极地服

对待羔羊一样，教会对其教民的爱使正义与

从；新教政权应该无情镇压天主教徒，任何对

仁慈二者间的张力得以调和＠。

话都是多余的。阿克顿还认为，天主教会在
历史上也曾严酷迫害异端，但是使用与路德
和其他新教领袖不同的理论来论证迫害的合
理性：教会只有在说服和使用宗教手段纠正

谬误无效的情况下才请求世俗国家出面用武
力镇压，而且不是镇压单纯宗教上的不同意
见。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反社会倾向

的人。换言之．天主教比新教更具有潜在的
接受近代民主自由观念和制度的取向。阿克
颧的观点长期以来为新教学者所漠视，也是
因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天主教会由于保守

要探究格兰西之处分异教徒和异端分
子，首先必须清楚界定他所谓的“无信德”
（ｉｎｆｉｄｅｌｉｔａｓ）和“异端”（ｈｅｒｅｓｉｓ）。格兰西在异

端问题之外，还讨论了教会法其他方面，包括
法学理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神职人员、修
道士和修女、宗教礼仪、婚姻和混合婚姻、法
律程序、教会刑法、神职买卖＠。教会法制史
专家虽然承认＜教会法汇要＞在传教法发展演
变过程中的地位，但他们不无遗憾地注意到，
格兰西对异教徒问题并未给予充分关心⑤。
‘教会法汇要＞里的异教徒和异端分子

而失去可信性和说服力。但是晚近西方学者
研究的客观性加强，一些学者开始在不同程

第２８案例涉及基督徒与非教徒的婚姻，此外
格兰西再未系统地研讨异教徒的法律地位。

度上赞同他的上述见解①。
本文意在以１２世纪格兰西的《教会法汇
要）（Ｄｅｅｒｅｔｕｍ Ｇｒａｔｉａｎｉ）为依据来讨论中世纪
西欧教会对异端的处理②，并在此基础上评

他通常将异教徒和异端分子并列在《教会法
汇要）的同一节、案例和问题里处理。他经常
将教会视为异己的各色人等总合在一起，将
适用于某一集团的法律原则和实践套用于另

估阿克顿上述观点的得失。

一集团＠。特别是在第４５节和第２３案例中，

一、概念的界定：无信德和异端

格兰西收录的教规既有与异教徒有关的，也

１２世纪的西欧教会法对于异蛸的概念

有与异端分子和其他基督徒罪犯有关的。他

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它包括买卖神职、裂教

申明第２８案例是讨论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混

①参见麦椿拉斯：（宗教改革思想导论）（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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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婚姻，但也谈到了异端分子和天主教徒的

于非基督徒。异教徒未必违反教会法，但他

婚姻①。如此处理各种异己分子的编排教规

们的恶劣品行依然冒犯上帝，因此会受到神

方法．格兰西之前的教会法学家常常使用ｏ。

法制裁＠。异教徒之无信德源于他们的傲

对了解格兰西的思路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所谓

慢，上帝有时会利用一些异教民族去惩罚另

“恶人”（ｍａｌｉ）。他认为恶人即违反教会或国

一些崇拜偶像的民族，他们由于傲慢而对其

家法律、必须受到宗教或世俗当局惩处的人，

中的神意浑然不觉⑦。格兰西对教会权威所

可能是居住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的异教徒，

不及的异教徒的处分设置了教会传教法的一

坚持偶像崇拜的错误；也可能是企图败坏基

些原则，但一般与教会刑法无涉。

督教信仰的犹太人；或是以武力攻击基督徒

异教徒和异端分子被格兰西作为同类处

的异教势力＠。《教会法汇要》主要涉及的恶

理，其用意显然是以教会法为手段纠正所有

人是异端分子，他们背离正统教条和教义，破

妨害人类拯救的谬误（ｍａｌａ），理解他对异教

坏教会内部的和平与团结∞。

徒的处分必须联系他对异端分子的立场。

现代教会法的刑法已淡化得几近于无。

无信德不仅为异教徒所独有，异端分子

（教会法汇要》的相当分量是教会刑法，反映

同样也是无信仰的堕落者。格兰西对无信德

中世纪西欧宗教组织对社会的深入渗透。教

的把握精细微妙，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无信

会法的管辖权范围止于教会成员，异教徒处

德是指犹太教和其他非基督教宗教＠，是指

在教会司法之外，不受教会法庭审判，除非他

缺乏或拒绝基督教信仰，其后果是无法获得

们伤害基督徒或以其他方式侵犯教会利益。

永恒拯救。严格地讲。拒绝皈依不是教会可

格兰西说，惩罚那些处在教会律法以外的人

以依法惩办的罪行＠。其次，无信德状态会

是上帝考虑的问题⑤。换言之，教会法一般

驱使异教徒、特别是犹太人作出违反教会法

不适用于异教徒，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格兰

的事情，比如诱惑或胁迫基督徒背教。这类

西将他们置于教会司法权威以外。正式的、

罪行理应由教会法庭审判ｏ。再次．无信德

得到教会认可的皈依以接受洗礼为标志，洗

也存在于受过洗礼的恶人身上。犹太人固然

礼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建立一道界线，前者

“不忠不信”（ｐｅｒｌｉｄｉａ），异端分子也犯有同样

受教会法统辖，后者由他们自己的世俗法和

的谬误ｏ。有些基督徒实际上崇拜偶像，但

宗教法管制。教会法是神法的体现，而神法

没有正式放弃教会成员的身份０。创立和追

本身是绝对普世的，既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

随异端思想者、裂教者和被处以绝罚者，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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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否公开申明背弃基督教，在格兰西看

教规的评注里他没有把罪行定义为外在的行

来，都是“与教会隔绝的教徒”（ｆｉｄｅｌｅｓ

ｅｘｃｏｍ—

为，反而说重大的罪行（ｅｒｉｍｉｎａ）不仅指亵渎

ｍｕｎｉｃａｎｄｉ），都在“教会之外”。都背离了“天主

神灵、杀人、通奸、抢劫，也指傲慢、嫉妒、贪婪

教信仰的真谛”；异端和基督徒犯下的其他罪

以及时时滋生的怒火等心态⑦。

行当然要受教会法的制裁①。

《教会法汇要》对异端的定性是确切的。

在＜教会法汇要》里，罪性（ｐｅｅｅａｔｕｍ）和罪

格兰西明白提出，异端既是罪性也是罪行，而

行（ｅｒｉｍｅｎ）有时有比较清楚的划分，但二者的

且是即使犯罪人已死法庭也应审理和处罚的

界线往往游移不定．是后来的教会法汇要学
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能够明确界定法律上的

罪行概念主要是凭借阿贝拉德的思想。他认
为，罪行（ｐｅｅｅａｔａ ｅ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ａ）是指严重的、必须
惩罚的罪性，其特征是不仅冒犯上帝，而且违
反人法，为社会所唾弃，是外在的行为，而不
单是内心的活动⑦。按照《教会法汇要》，罪
性是反正义的、屈从人之虚弱凶恶的秉性，诸
如怒和恨＠。在第２５节第３条教规之后的

评注里，格兰西试图区分罪性与罪行，但他的
努力比较笨拙，招致一些现代法制史学家批

罪行④。他还说，异端是导致绝罚的罪行。是
罪性也是罪行＠，是必须依法处罚的罪性ｏ。

格兰西没有清晰分辨他所使用的词语（ｐｅｃｃａ．
ｔｕｍ／ｃｒｉｍｅｎ），但实际上他知道，有些罪性严重
到违反法律、招致刑罚的程度ｏ，刑罚此时起
到维护教会安定的作用．不是迫害人，而是解
救人ｏ。有时他称这些违法行为为罪行（嘶．
ｒａｅｎ）ｏ＇，有时则称为罪性（ｐｅｃｅａｔｕｍ）＠。
严格意义上的异端《教会法汇要》使用
的异端概念既有严格意义上的，也有宽泛意

评④。他首先说各种罪性都是罪行，然后又

义上的，后者包含买卖神职圣物者、裂教者和

说罪行是犯法的罪性（ｅｒｉｍｉｎａｌｅ ｐｅｅｅａｔｕｍ）或

教会内部的偶像崇拜者。

恶名昭彰的行为（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 ｉｎｆａｍｉａ），是应该

大量格兰西评注和教规牵扯到异端问

依法控告、给予惩罚的罪性，是故意的行

题，但界定异端概念和认定异端分子特征的

为＠。他在第８ｌ节简单地说，罪行乃是严重

是第２４案例，其中第３问题第３９条是全书

的罪性＠。遗憾的是，格兰西没有进一步澄

最长的教规之一，取自塞维利亚的艾西多尔

清罪性与罪行的区别，在对第２５节第２５条

对异端的描述ｏ。在详细登录众多异端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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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艾西多尔给异端定义如下①：

那些起来反对天主教信仰的人是异端分

机促使教会在捍卫正统教义和教条的努力中
加深对信仰的理解。

子，他们受到使徒们、教父们和教会会议的谴

这里讨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异端，不仅

责。异端分子互相勾结，固谋败坏教会。尽管

包括教义教条错误，还包括顽固坚持这些错

他们自己也互有分歧，并且被种种错误所分

误的意图和行动。异端分子的某些不道德风

裂。任何不以圣灵为指导理解圣灵所传授之

习之所以受到教会打击也是因为它们和错误

《圣ｅｚ）的人，即使自认为还属于教会，都可以

教义有机的关联⑤。现代天主教会对异端的

被定为异端分子。

定义基本上与此相同，但更单纯地将异端界

艾西多尔的异端定义和格兰西在第３问题中

定为对基督教真理的否定或怀疑⑥：

引用的教父传统是一致的。

所谓异端。是在领洗后，固执地否认某端

也就是说，格兰西的异端定义简单明了：

天主所启示和教会所定该信的真理。或是固

异端是教义教条错误，其根源是选择相信非

执地怀疑这端道理；所谓背教，是整个拒绝基

正统学说和对《圣经》虚妄的解释。异端分子

督宗教的信仰；所谓裂教，是不愿服从教宗或

制作或追随新奇见解，故作惊人之语，企图以

是不愿与隶属教宗的教会成员共融。

此炫耀。即使有疑问和困惑，他们也宁可鄙

这一异端定义与对信仰的理解相关联，所以也

视福音书和使徒教导，显摆自己邪恶的愚

涉及制定正统信仰的权威问题。在这方面，格

笨②。异端分子不仅在教义上犯错，还顽固

兰西忠实遵循中世纪西欧传统，确认教皇为首

坚持错误，拒绝在教会帮助下改正。上述对

的罗马教会是解释信仰的最高权威⑦。

异端的定义和刻画通行于中世纪西欧＠。格
兰西还收录了奥古斯丁的名言回：

上帝允许各式各样的异端错误发生，因
为他知道，如果异端分子质问我们所不通晓
的，我们会捂脱自己的懒惰，会产生读《圣经》
的欲望。所以使徒曾经说，“好叫那些有经验

在第２４案例第１问题中，格兰西在第４
条教规评注中指出．异端分子固然背离天主
教信仰的道统，但是“罗马教会从来不对异端
让步”，“在教皇的领导下完整的教义不曾有

半点污损”。彼得和他的继承人接受基督的
命令，领导教徒保卫正统信仰；在他们的控制
下教会这条船得以稳当航行，教徒们得以在

的人显明出来”。只有那些善于教导的人才

信仰上和使徒们保持一致⑧。因此，所有基

会在上帝的眼里显明。

督徒有关于信仰的问题时，都应该请教罗马，

格兰西的用意是解释为什么神意会让异端这

教皇的见解对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补益。基

样的严重问题出现。他相信，异端带来的危

督徒在信仰问题上犯错误时更要服从教皇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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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①。罗马教会所遵循的，所有基督徒也

仰，所以有关其他异端分子的法令也适用于

都应遵循②。追随基督就必须紧跟彼得的继

他们。”⑦艾西多尔列举的异端第一种即买卖

承人：“和你不联合的，必遭驱散；不跟随基督

神职和圣物＠。格兰西留意到买卖神职罪的

的，必跟随反基督。”③

三个要素：有意买卖的心态③，所买卖的神职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宣称，不服从教皇

或圣物ｏ，为买神职或圣物付出钱物（ｍｔｌｌｌＵ￥ａ

律令等于犯了偶像崇拜罪，等于没有信仰。

ｍｕｎｕ）、或进行说项（ｍｕｎｕｓ

格兰西援引该教皇意见，不过没有明确说反

服务（Ｉｎｔｌｎｕ８

对或不服从教皇就是异端。格里高利七世对
异端的看法后来在教会法汇要学家和教皇教
令学家那里得到发展引申④。

宽泛意义上的异端

格兰西对“异端”

（ｈｅｎ：ｓｉｓ）和“异端分子”（ｈｅｒｅｔｉｃｕｓ）这两个词的

理解并不总是清楚一贯的。他经常以这两个
词指称买卖神职圣物者、裂教者、玩弄巫术者，
并将这三类人作为异端分子处理。换言之，他
除了界定和使用严格的异端概念，还不时运用
宽泛的异端概念。在宽泛的异端概念下，不仅
仅是否定正统教义者被判定为异端分子⑤。

ａｂ

ａ

ｌｉｎｇｕａ）、或给予

ｏｂｓｅｑｕｉｏ）＠。格兰西特别关注

神职人员资格（授神职礼）的买卖，但也顾及
其他圣礼、圣礼用具、教会封地、教会职位和
修道院人院资格的买卖ｏ。
自教皇格里高刺一世以来，“买卖神职异
端”（ｓｉｍｏｎｉａｃａ ｈｅｒｅｓｉｓ）一语经常用在批评授神

职礼之买卖的文献里：“买卖神职异端分子的
所作所为不就是以一定的价钱将圣灵的礼物
出让吗？”他们的罪行在于对抗主的如下教
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ｏ
尽管少数现代学者对格兰西是否明确界定买

买卖神职和圣物者（ｓｙｍｏｎｉａｃｉ） 教父传
统认定买卖神职构成异端罪＠，所以格兰西

卖神职为异端有疑问，但实际上后者的立场

毫不犹豫地将有此行为者称为异端分子：“买

仰、堕落以至无信德的罪行，所以是异端＠。

卖神职和圣物者像其他异端分子一样背离信

教会法汇要学家一般都认为买卖神职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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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而不再深究这一特种异端的属性①。

徒身份＠。在《教会法汇要》里这些人实际上

裂教者（ｓｃｉｓｍａｔｉｃｉ）格兰西并不是没有

被当作异端分子处理。在第２６案例中，玩弄

考虑到裂教者和严格意义上的异端分子的差

巫术者被指责为没有正确信仰，行同异教徒，

别。他借杰罗姆之口说，异端分子因为曲解

应该受到和异端分子一样的惩罚＠。在第２４

基督教信条而破坏教会团结，裂教者则是因

案例第３问题第３９条教规里，艾西多尔将遵

为坚持己见而离开教会，最终炮制异端学说

循犹太阴历的人列为异端分子。格兰西在第

为他们的分裂行径辩护。二者都背离信仰。

２６案例中也批评遵循埃及和其他异教历法

分裂教会，属于一丘之貉②。格兰西主要是

的人⑦。后来宗教裁判所将玩弄巫术明确定

从神职买卖者和裂教者背离信仰的角度指责

为异端罪［“］（ｅ７７—９２），而《教会法汇要》只是

他们为异端，他用意思为“背离”的几个拉丁

说这些人是无信德的基督徒。按照格兰西宽

文动词（ｒｅｃｅｄｅｒｅ，ｅｘｏｒｂｉｔａｒｅ，ｄｉｓｃｅｄｅｒｅ）来刻画

泛的异端定义．他们无疑是异端分子。教会

异端分子、买卖神职者和裂教者③。在描写

法汇要学家鲁非努斯认为，在格兰西看来巫

裂教者特性时，格兰西继承教父传统，突出异

术就是异端，玩弄巫术的基督徒就是异端分

端和裂教之问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二者的区

子＠。格兰西担心的是，有些基督徒身份是

别则没有给予经常的和特别的注意④。

教会成员，实际上却保留异教风习，而且诱惑

中世纪许多

其他教徒成为偶像崇拜者。星相学以及各种

西欧人在领受洗礼后仍沉迷于偶像崇拜，保

形式的占ｈ术都会迷惑基督徒，削弱其信

留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习惯，主要是玩弄

仰＠。形形色色的巫术被格兰西认定为异教

形式各异的巫术，同时在形式上保留其基督

传统，是偶像崇拜行为。如果行巫术者拒不

玩弄巫术者（ｓｏｒｔｉｌｅｇｉ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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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会法
一、教会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产生:
1.教会法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到中世纪中期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

2.学位论文 杜筠翊 西欧教会法婚姻制度及其影响 2000
该文以西欧教会法婚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基本为主线,介绍了其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作用和影响,并借鉴教会法婚姻制度对中国婚姻法律制度的
完善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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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西欧教会法研究历来是中世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后成果尤其突出.中古西欧法制史、社会史和政治史都因此开拓了新课题,深化了对许多
问题的认识②.介绍中世纪的教会法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教会法文献本身是一专门的学科,不独涉及大量拉丁文的著作,而且使用繁多
的术语.本文除去简要介绍中古西欧教会法文献外,试图通过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在1140年前后编成)探讨当时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地位.教会法是中古西
欧最系统的法律体系,但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地位即使在这里也没有得到清楚明了的解释.一方面,奴隶和农奴之间的界线难以划定;另一方面,在考虑特定的
案例时,教会法学家对奴隶和农奴的地位不时进行修正.

4.期刊论文 谢冬慧.XIE Dong-hui 世界三大宗教法之比较研究 -河北法学2007,25(5)
世界三大宗教法--古印度法、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最初根源于对神的信仰,在表现形式上与宗教本身密不可分,在内容上与宗教教规教义和宗教典籍
密切相联,但是其内涵与价值各不相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三大宗教法对社会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世俗立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当今世
界法制史苑里,三大宗教法独具特色,在经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后,逐步走上现代文明法制的轨道,这种改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索.

5.期刊论文 李静 欧洲教会法与罗马法之内在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3)
研究教会法离不开对罗马法的理解,中世纪罗马法的法律渊源融合构筑于教会法律渊源之中,这种协调合作的双法学法律理论体系被认为是正确理解
了教会法.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会法学家的贡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通过塞维利亚的艾西多尔对基督天主教复兴初期教会领袖著作
的传统分析和格拉济亚系统化、体系化地传承了<狄奥多西法典>和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模式汇编出的影响后世的教令集得以证实.纵观西方法制史,教
会法曾经长期是世俗法的仿效模式,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欧洲的法律文化是一个由罗马法和教会法双法学影响下的法律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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