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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中的天主教因素
尚烨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包头０１４０３０）

摘要：文艺复兴运动从批判天主教的神性、神学入手，大力提倡人性、理性等世俗化的内容，以示与天主
教的抗争。但看似世俗的文艺复兴其中若干思想均来自于传统的天主教的因素，对人的关注、欲望的放纵、理
性的渴求。以及资料搜集与学术资助的行为，均在天主教内部予以肯定，这些都帮助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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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西方开始了第一场轰轰烈烈的资

体造型展示了人之力与美。但正如胎儿无法割裂与

产阶级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与典型的天主教精

母体的相连，自小耳濡目染生活在天主教氛围中的

神相比，文艺复兴似乎更具人性、理性等世俗化的内

人文主义者，自是无法割裂其与宗教的感情。否则，

容。但毋庸置疑，历史具有连续性，任何文化的更新

真有可能一如贾宝玉失去了通灵宝玉一般难以自

均无法彻底抛开旧传统而从头再来。因此，看似世

持。因此，无论是辉煌开端的但丁还是精彩收尾的

俗的文艺复兴其中若干思想均来自于传统的天主教

莎士比亚，均无法彻底抛开宗教情结，宣布与旧思想

的因素。正如哈斯金斯所言：“历史的继承性否定了

一刀两断。他们均是既反对虚伪、贪婪、堕落的教

相互承续的阶段之间的尖锐对立，现代研究表明，中

士，又对真正的先知充满了崇高的敬意。这说明，他

世纪并非那么黑暗而静止，文艺复兴亦非人们所料

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杂糅了《圣经》思想、宗教热情和

想的那样光明和突如其来。”…（Ｐ１２）宗教是西方文化

世俗思想的人文精神。也表明诞生于世俗之她的天

的母体、精神驱动力，它孕育着“新生命”，甚至决定

主教不能脱俗，它必须关注芸芸众生，否则它将无以

着西方民族升沉之命运，文艺复兴不是空穴来风，它

为基。天主教深谙此理，在它的思想中包含有丰富

着胎的位置就是天主教。

的有关人性的内容。天主教与文艺复兴的关系既有

人与神

对立的一面，又有传承的一面。人文主义者佩脱拉
克曾责问：若仅知道飞禽、走兽、鱼蛇的特性，而对人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

的本性一无所知，不知我们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以

中指出，文艺复兴最大的成就是“人的发现”。因为，

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天主教恰恰回

人文主义者曾以欣喜与自豪之笔极力赞颂人之完

答了人的起源、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本性

美。莎士比亚把人类称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

等一系列问题。耶稣在安息日途径麦地时掐麦穗充

长。“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说：“上帝创造了许多

饥，法利赛人指责其不守安息日规矩。耶稣回答：

优美的东西……然而他在地上创造的一切东西中最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

最优美的是人。”一批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家同

的。”【２］（啪）可见，上帝创造万物乃是为人服务的，上

样以大胆的构思、新颖的表现手法横扫中世纪曾有

帝关怀每一个人，他赋予每一个人以永生和进天国

的阴冷、灰暗的艺术基调，以赤裸裸的充满活力的人

的希望而不考虑其出身、才智、富裕程度等等，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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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得到了尊重，基督就是为整个人类而牺牲

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的，他热爱人类，因为宇宙中人是最高贵的、赋有上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２】（９１９４）天

帝形象的精灵。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

主教对爱的高扬本身也是对人的情感需求的尊重，

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这与文艺复兴高扬人性并不悖逆。

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虫。”【３】（Ｐ１）人由此从被造物变成了管理者，因为人不

禁欲与纵欲

但有上帝的外形，且吃了禁果后“便如神能知道善

在追求道德至善的途径与方式中，西方古典文

恶”，达到灵与肉的统一。《圣经》若干章节表达的就

化大师们主张节制并认为灵魂的怡然自得是更高级

是对人性的肯定。如《耶利米哀歌》是人在面对灾难

的快乐。德谟克利特认为，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

和爱情时的真情流露；《路德记》体现了人的美好情

受更加强，应当拒绝一切无益的享乐。精神的完美

操；参孙则是对人的智慧、力量及本性的肯定；莎乐

可以弥补躯壳的不足，但如果没有智慧的精神，躯壳

美大胆释放了人的欲望与激情，表现了人多彩的侧

再强壮也没有用。伊壁鸠鲁则既追求身体的健康。

面，故而天主教呼吁要爱人。《圣经》告诉我们：“爱

又要保持灵魂的宁静。亚里士多德为后人提供了辩

神也当爱兄弟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

证的中庸之道，即在欲望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恰如其

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

分的把握。这些文化精髓在罗马帝国道德滑坡的过

没有看见的神。”Ｃ２］（Ｐ２７６）因此爱神的具体表现便是爱

程中被改造为斯多噶主义，主张禁欲。天主教就在

具体的、有限的人。可见，天主教并不仅仅是灵性追

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思想，但所持的态度则是既

求，在其伦理思想中虽探讨了神人关系，但落到实处

不提倡、鼓励，也不反对。《哥林多前书》指出：“与其

依然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就是一条红

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你若娶妻，并不是犯

线，贯穿于宗教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文艺复兴对

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据我看来，人不

现实人性的高扬不仅源于古希腊，也出于天主教。

如守素常安才好。”早期基督教对寡妇再嫁也不歧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

视，教皇亚历山大三世（１１５９—１１８１）废除了对寡妇

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２】（ｔ阻２０）

居丧期的限制和以前对于在丧服期内改嫁的寡妇给

“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

以“丧廉耻”宣告的处罚。教皇英诺森三世（１１９８—

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Ｃ２］（Ｐ２６７）可见承认亲

１２１６）在１２０１年的赦令中重申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规

人之间彼此相爱，并不是天主教要特别强调的重点，

定。教会的宽容表明天主教并非完全抑制人的自然

它关注的焦点在博爱，它认为爱那些爱你的人并不

属性。但对神职人员则要求独身，因为耶稣就是一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而此爱还是一种低层次的善

个独身守节的楷模。这一思想随教会势力的上扬渐

举，更高一层的爱是爱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尤其

渐发展到极端。修道院式的生活在教士内部被推

是爱仇人。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

崇。物极必反，任何对人性本能的强制压抑最终将

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

导致它的对立面的爆发。从中古后期以来，对财、色

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的贪恋和追求竞成为时尚。而首先刮起这股时尚之

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

风的竟然就是神职人员，而将奢侈腐化推向顶点的

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你们若单请你

就是上帝在现世的代理人——教皇。教皇英诺森六

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２】（Ｐ：５）“爱，能遮掩一

世承认他有七个私生子，教皇英诺森八世则给罗马

切过错。”［３］（Ｐｅ０６）爱高于一切，《圣经》指出：“我若能

城增添了八个私生子。上行下效，神父们娶妻纳妾

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

就成风雅之事。教皇本笃十二世曾在１５３５年对２０７

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

个私生子“施恩”，其中有１４８人是神父的私生子。

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

１４世纪初有主教上书于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呼吁教

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

会的改革，书中写道：“有的神父并不参加弥撒，一味

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

寻欢作乐、酗酒、贪吃、聚赌、纳妾成风。教区法庭贪

无益。”［２】（Ｐ１９４）但爱是什么呢？保罗说：“爱是恒久忍

赃受贿，要在教会里找一个守教规的神父，就像在荆

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

棘丛中寻找百合花那么难。”【４］（嗽）对色的欲望难以

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

禁绝，对财的欲望依旧风行，文艺复兴的经济前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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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

昧主义却不符合天主教最初的精神。从起源看，天

品经济就是追逐利润的经济，当此新经济思潮出现

主教的理论来源于希伯莱精神和希腊文明，是二者

后，教会很快就以其精神控制之便利，大肆敛财，追

的交汇与融合，而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又是在埃

求奢华。教皇们的敛财手段层出不穷，令人瞠目结

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碰撞中成熟的，是多元文化

舌。出售神职，不但空缺神职在售，甚至“候补”神职

汇聚的结果。换句话说，天主教就是在不断吸纳异

也高挂“卖”字招牌，一个神职的候补者可多达１０

质文化的基础上丰富发展自己的，即宗教也必须随

人。至于出卖的圣物品种之全，则无法教人不赞叹：

历史的进步而进步，它也必须日渐丰富自身，以使自

有圣母玛利亚的奶水、有天使翅膀上的羽毛、甚至还

身能以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出现于世人面前。因

有上帝造亚当时的泥土。可见，口头上时时提禁欲

此，除了信仰主义之外，神学家们也在力求将人类已

的神职人员，在实践行动中却走向了世俗化。这也

经达到的知识高度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形成信仰

可说是教皇及教会审时度势后的步伐调整，是跟上

与理性的融合。《圣经》日：“道与上帝同在。”其中的

时代，应对冲击的表现。自商品经济和城市进一步

道就是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说明天主教也不反对

发展繁荣后，西欧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开始追

用理性的方式衡量、论证和表达其理论体系。如教

逐新的世俗化的生活方式，此岸的快乐似乎更甚于

父哲学、经院哲学就利用了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

彼岸的永生。此时献身于教会中的若干人，面对上

德的思想体系来完善天主教的神学体系。早期教父

帝更多的不是出自狂热的宗教虔诚之心，而是更具

甚至提出“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的口

浓浓的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教皇利奥十

号，以此迎合罗马上层人士喜爱哲学的风雅。奥古

世，七岁时便被授以僧职，１４岁便当上了红衣主教，

斯丁指出：“如果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柏

这恐怕不是其少年才俊，而是家族势力的显现。既

拉图主义者说了一些确实为真的、与我们的信仰相

然他们本来自花花世界，自是凡尘未了，也不能了。

一致的话，我们不应该害怕，而是把这些话从它们不

于是他们像世俗王公贵族一样投身于火热的世俗生

正当的主人那里拿过来，为我们所用。”【６】（Ｐ１４３）“异教

活，享受着奢侈腐化，他们实为披着僧侣红衣的世俗

徒各科学问不只是错误和迷信的幻觉、殚思劳神的

权贵。既然教会在政治、经济上已经世俗化，故而，

迷团，……也含有适合真理之用的自由学科教育、极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甚至鼓励世俗的文艺复兴运

为卓越的道德规则以及一神崇拜的真理。”［６】（Ｐｔ４３）奥

动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人文主义者崇尚奢华、现世

古斯丁说到做到，他将神学与哲学融为一体，他的那

享乐，正适合穷奢极欲的教廷统治者的胃口。加之，

种缜密的思维和逻辑推理，成为中世纪天主教神学

文艺复兴本身并没有摈弃天主教。伊拉斯谟甚至公

理论的规范。托马斯·阿奎那承继奥古斯丁的衣钵，

开声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与《圣经》和教会的神圣权

也肯定理性在信仰中的巨大作用。他说：“基督教神

威相抗衡，我愿使我的理智在所有的事上都服从这

学来源于信仰之光，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哲

个权威。”【５】（Ｐ１９）因为西方人并没有放弃宗教信仰，

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的真理相对立，它们确有缺陷，但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有相当的虔诚。如１３９９

也能与信仰的真理相类比，并且有些还能预示信仰

年，北意伦巴底地区兄弟会举行鞭笞活动，参加者众

真理，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先导。”［６］（Ｐ３６５）托马斯·阿奎

多，几乎席卷了整个北意和中意，气氛狂热，表现了

那虽将信仰放在高于理性的位置上，但并不排斥理

广大民众中蕴含的宗教热情，这是天主教深层文化

性，甚至认为在有些情况之下，理性还能起到指导、

积淀的反映。因此对一个无法反对宗教本身的文化

预示信仰的作用。“恩典并不摧毁自然，它只是成全

运动，天主教自是无法一概排斥。相反，其在中古后

自然。”【６］（Ｐ３６７）因而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可称

期的世俗化倾向为世俗文化的文艺复兴的出现提供

为是科学形态的神学，它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信仰

了土壤、氛围。

辩护，弘扬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人人都有
蒙昧与理性

自然赋予的理性，神学不会摧毁理性，哲学是有别于
神学之外的一门独立学科，赋有理性的人通过长期

人文主义者宣扬“理性是人的天性”，“知识是快

艰苦训练、探索亦可以获得上帝真理的一部分。即

乐的源泉”，“知识就是力量”，“要畅饮知识，要畅饮

一些人靠信仰，另一些人靠理性接近上帝，殊途同

真理”。对中世纪西欧统治者而言，下层百姓闭着眼

归。可见经院哲学并不完全排斥理性，相反。它必须

睛聆听上帝的祝福，的确有利于愚弄他们，但推行蒙

用理性的逻辑思维与推理方式论证上帝。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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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就从我们熟知的事实出发，从五个方面以理

品，据说在其任红衣主教时获得李维的一块肩部的

性的推理证明必存在一个终极原因，一个最初的动

骨头，十分珍惜，长期视为至宝。教皇们不但热衷于

力因，一个世界秩序的安排者——上帝。天主教思

收藏图书，且重视教育，扶持学术研究。人文主义者

想中包含着理性的成分，它虽以弃绝尘世的方式向

洛伦佐·瓦拉供职于尼古拉五世的宫廷之中，彼特拉

人们展示了无限的超感性的世界，却在一定程度上

克深受阿维农教皇的宠信，享受教会产业的收入。

开拓并丰富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为西方文化革新

１５１３年，利奥十世将梵蒂冈学院扩建为罗马大学，

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由此才出现了西欧中世纪的

并为其聘用教授、讲师达８８位之多，罗马大学日渐

三次文艺复兴。本文所言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前两次

兴盛，成为全意大利最具有学术性、最负盛名的大

的基础上达到顶峰的。

学。对于学识渊博之士，利奥十世不惜重金加以褒
奖，如，德国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将其翻译、评注的

收藏与资助

《圣经·新约》献与利奥十世，获准出版。该书文字简
图书、学校是进行文化传播的基础。而入侵的

洁易懂，推进了德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实现了伊拉

日耳曼民族尚处于有待进一步开发的蛮荒状态，对

斯谟的愿望：“我渴望种地的人一面耕作，一面吟诵；

于精致的西方古典文明难以欣赏、难以认同。然而

纺织者哼之于穿梭织布的旋律中；旅行者以此为娱

天主教却以其信仰和情感的神圣性及世俗的功利性

乐而排遣其旅途中的无聊。”［４】（Ｐ１３２）再如，米开朗基

打动了“蛮族”首领的心弦，他们在保护教会的同时

罗、拉斐尔都是在利奥十世的资助与邀请之下完成

间接地也保护了西方古典文献资料。因为恰是修道

其不朽之作，充实了西方文明的宝库。布克哈特认

院在６到１１世纪的黑暗时代承担了保存文献、传播

为：“盖自１５２０年以来，无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欧

知识的重任，抄写文献是本笃会修道院僧侣的日常

洲有什么影响，它多多少少地都是依靠利奥所给的

工作之一。修士和神父在传布上帝福音的同时，也

鼓励。”

在传授语言和文化知识。６世纪时高卢地区的主教

总之，宗教与文化之间是互动的，宗教是文化的

依旧使用古典文学著作讲授拉丁文语法。在残破不

一部分，是文化的产物，反之，宗教也是文化的核心，

全的西欧，这本身有助于古典文化的保存和积累，从

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正如道森所言：“甚至一种很

而为文艺复兴做了基础性的工作。以至于西方学者

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的、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所有

克里斯托弗·道森认为，只有通过修道僧和修道院的

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

图书馆。古典文化的典籍和著述才得以保存。换句

并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提供推动力。”［９】（Ｐ２）至少天主

话说，只有通过教会，新旧思想的对话与交融才成为

教使人文主义者有了可攻击和批判的对象，人文主

可能。１７３（Ｐ４１）那时，人们对古典著作的热情与爱好是

义思想之花绽放在天主教的土壤之中。天主教与文

普遍的，彼特拉克有诗云：“法学家忘记了查士丁尼，

艺复兴形成一对儿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对立统一的

医生忘记了埃斯库拉皮乌斯，因为荷马和维吉尔的

内部运动又推动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形成大规模的

名字迷住了他们。石匠和农民竞扔下了自己的工

宗教改革运动，改革运动又从政治、经济、教育、艺

作，也来谈论缪斯和阿波罗。”【８］（Ｐ２４）在早年中世纪

术等领域塑造着近代西方文化。这一文化运动链条

西欧普遍荒凉之时，教会收藏图书的工作就如饥荒

的源头就离不开天主教。

之年农民种粮之重要。汤普逊在《中世纪的藏书》中
记载：“几乎每一个意大利的大教堂、修道院甚或是
小教堂都收藏着古旧书籍。”１４世纪初，英国坎特伯
雷大教堂图书馆藏书约五千卷以上，法国巴黎圣母
院、德国科隆大教堂图书馆藏书亦厚。天主教的最
高首脑教皇在此时或出于兴趣、或迫于形势、或为了

［参考文献］
［１］王挺之，徐波．文艺复兴研究五百年［Ｊ］．世界史研究动
态，１９９１，（２）．
［２］新约全书［Ｍ］．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１９９４．
［３］旧约全书［Ｍ］．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１９９４．

收买人心、或附庸风雅也为图书收藏奔走呼号。如，

［４］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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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其中拉丁文本７９５卷，希腊文本４１４卷。在收藏
图书的过程中，尼古拉五世指示，有价值的手稿可以
不惜一切代价。利奥十世一生酷爱古代文物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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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阴山文化研究”专栏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
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４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开展了第三届评优活动，《阴山学刊》被评为“全国优秀
社科学报”，“阴山文化研究”专栏获“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称号。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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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王宗华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 2008
中世纪晚期(约14-16世纪)，欧洲进入了一个大震荡、大调整时期。由于长期战乱，瘟疫流行，灾害频发，欧洲庄园和农奴制遭到破坏和瓦解，封建
经济逐步走向衰落；然而，广大农奴的解放和自由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创造了有利的劳动力条件。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初步发展，不仅为王权的加
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而且培养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的政治力量--市民阶级。在市民阶级的支持下，各国王权日益强大，民族意识也因此
不断增强；到了15世纪末，英、法、西班牙等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教会也都在王权的控制之下；德国和意大利虽还没有完成统一，但
国内不断增强的市民阶级力量以及教会的日益腐败促使两国与罗马教廷越走越远。而与此同时，罗马教会这一欧洲最大的封建主却日益腐化，不断加重
对各国人民的剥削；罗马教会的贪婪、腐败、虚伪、欺诈与反动遭到天主教内部有识之士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教权逐渐
衰落。
文艺复兴，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将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上帝和来世转向人间与现实，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枷锁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而以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宗教改革，则直接指向贪婪腐化的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打破了长期以来天主教大一统的局面，永久地摧毁了
罗马教廷这一凌驾于西欧各国政权之上的国际法庭。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对天主教神学体系和经院哲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不断揭露罗马教会的
种种虚假、欺骗的说教；造纸与印刷等生产技术的进步加快了科学知识和新教思想的传播，推动了欧洲人民改革和反天主教会运动的进程。新航路的开
辟，不仅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使欧洲从此不再封闭；而且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激励了人们由专注于神学转向对未知科学领域的积极探
索。
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宗教改革运动的展开、市民阶级的壮大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每个人都可以研读圣经并与上
帝直接对话”等基督教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了使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并根据自己的理解领悟《圣经》的真谛，直接获得上帝的
救赎与恩宠，欧洲各国民族语译经活动日趋活跃。然而，《圣经》的民族语翻译，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圣经》是基督教的
教义经典，为了扩大信教群体，各级教会的宣教人员必须向广大百姓宣传和讲解《圣经》中有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信仰和伦理观念。但是，在中世纪
，罗马教会垄断教育，教士是唯一的知识阶层，拉丁语是唯一合法的《圣经》语言；广大普通信徒既不懂拉丁语也不许直接阅读民族语《圣经》，只能
听从教士的宣讲。把持对《圣经》的解释是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显著特点：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与宗教利益，教会当局往往对《圣经》妄加解释。
教廷认为，民族语的词汇比较贫乏，不足以用来翻译、解释《圣经》，反对用民族语翻译《圣经》；广大普通百姓没有受过教育，不能完全理解经文
，易导致宗教异端，反对百姓自己研读和传播《圣经》。对于那些未经教会许可的民族语译经行为往往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有的译经者遭残酷迫
害，甚至惨遭火刑。然而，教廷的反对与镇压始终没有能够抑制广大百姓渴望阅读民族语《圣经》的强烈愿望。中世纪晚期，英语、德语、法语、意大
利语、波希米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多种民族语圣经译本仍不断问世。这些民族语译本普遍用词浅显，通俗易懂，因而流传甚广，使更多的老百姓
有机会直接阅读《圣经》。广大百姓以《圣经》原文的章句为最高信条，顺着其章节仔细研读，用心去理解和感悟上帝的箴言，并找到了反对教会种种
虚假说教和世俗统治者一切不合理要求的思想理论武器。
14世纪下半叶，为了让英格兰人民更多了解《圣经》，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克利夫首开整部《圣经》民族语译本的先河，形成了威克利夫《圣经》。
16世纪初，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受威克利夫和胡斯革新教会活动的激励以及伊拉斯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发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宗教改
革运动。为还《圣经》本来面目于民众，进一步揭露天主教会的欺诈，路德抛弃以往其他译者通常以教廷官方的《武加大圣经》译本为参考的做法，而
溯源于希腊语的《新约》和希伯来语的《旧约》，以它们为底本，将《圣经》翻译成浅显易懂的德语，形成路德《圣经》。威克利夫《圣经》与路德《
圣经》是中世纪晚期民族语译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译本。这两部圣经译本的问世，不仅促进了各自国家民族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以及国内广大民众直
接研读圣经，而且影响和推动了欧洲其他民族语译经活动的广泛开展，加快了宗教改革的进程和新教思想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通过对以上欧洲中世纪晚期社会历史背景的回顾和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族语译经史实的深入考察，特别是对威克利夫译本与路德译本的全面分析
与研究，揭示了《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之间的内在联系。《圣经》是基督教的载体和教义经典，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流传于世界各地；在这一过程中
，《圣经》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或信仰基督教，《圣经》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文字。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原有的信
教群体，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进程，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可见，《圣经》的翻译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基督教传播的一项基础性重要工作。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的主要民族语译本都是在基督教革新思想影响和指导下完成的，通过抄传或出版发行，以通俗易懂的民族语将基督教的基本教
义、信仰和伦理观念广泛传播到欧洲各国，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这些国家与民族内的传播。可以说，《圣经》的翻译发展史就是一部基督教的传播史。

2.期刊论文 童自觉 文艺复兴与天主教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6(2)
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天主教之间,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和诸多的文化因素,不仅有对立和抗争,而且有

传承乃至合作,不仅有变异而且有遗传,不仅有本质差别,而且有血脉相连.

3.学位论文 陈登 利玛窦伦理思想研究——兼论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 2002
该文试图把利玛窦伦理思想视为中国基督教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西伦理思想交流的重要思想资源.通过对它的研究,探索中西伦理思想交流
史研究的新领域,进一步丰富对中西伦理思想关系的认识.该研究有助于增进中西学者的相互理解,以达到学术上的互补.该书分八个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绪论;第一章,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基础;第二章,利玛窦天主教神学伦理观;第三章,利玛窦的交往伦理观;第四章,利玛窦的其它伦理观;第五章,利玛窦
对中西文化的会通;结语和参考文献.绪论部分侧重分析了选题的构思、研究目的、学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的状况,并简要介绍了利玛窦的生平及在中西文
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影响.该论文第一章概括地分析了利玛窦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揭示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明末社会
政治思想氛围对利玛窦的影响;阐释了利玛窦对异质文化的宽容、重视学习中国文化,注重学术传教等具有人文主义特点的做法的思想基础.并对天主教与
科学的关系以及耶稣会对科学的态度进行了某些有别于中国学术界通行观点的探索性思考.该论文第二章结合利玛窦的天主教神学观比较详细地论述其天
主教神学伦理观.该论文第三章围绕着利玛窦的为人之道和交友之道,分析和研究了其人际交往的方式、态度、意图.强调利玛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凭
借他高崇贞洁的品德和相须相祐的友情.该论文第四章分别讨论了利玛窦的婚姻观、孝亲观、生死观和财富观.分析了这些伦理观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差异
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该论文第五章专门讨论了利玛窦对中西文化的会通.该论文的结论部分探讨了利玛窦伦理思想的影响、启示和局限.在
该书的参考文献中,特意按照中国作者姓氏的拼音的顺序编排了该书参考的主要汉语著作、论文的目录,按照外国作者姓名第一个字母的顺序编排了该书
参考的主要外文著作、论文的目录.从文献意义上说,这篇目录为系统地了解利玛窦天主教神学观和伦理观的研究概况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4.期刊论文 余祖孝 人文主义者还信仰天主教吗 -历史学习2003,""(11)
在教学中,往往注意到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攻击,错误地认为人文主义者都放弃了天主教,走上了与天主教会决裂的道路.
事实上,人文主义者大多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不反对宗教,也不反对罗马教廷对西欧世界至高的统治地位,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对教会的忠诚.人文主义者与
旧势力有着更多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艺术大师都是在教廷的庇护下进行着文化的创新活动.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深受阿维农
教皇的宠信,享受教会产业的收入.著名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也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宫廷供职.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直接为教廷的宗教艺术献出了他们
天才的创造力.伊拉斯谟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宠爱,他与英王亨利八世、德皇查理五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以及一些红衣主教均往来友善.

5.学位论文 姚朋 大转折中的猎巫运动 2005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猎巫运动研究迈进了它的黄金时代。然而，猎巫运动作为“欧洲历史中一个最无法理喻的章节”，它为什么在“理性时代
”来临前夕发生以及带来猎巫运动的社会进程和动力机制研究仍然饱受争议，而且，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的经验式研究使这一困惑更形
突出。与此同时，最近十年来，那些主要借助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巫术的学者已经淡出猎巫运动研究。基于大量的一手和二手猎巫运动研究文献，该文
的研究方法将完全是史学式的，并且将摈弃“宏大叙事体”。该文以米歇尔·福柯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为板样，运用他们的“谱系学”和“整体史”研
究方法，对猎巫运动的动力本身进行分析，以及分析猎巫运动背后的历史语境。
论文主要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学术史，述评和分析自1870年代以来的西方巫术和猎巫运动研究，并且对猎巫运动研究100多年来的主要学者、著作和争论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分析中世纪欧洲的巫术信仰和巫术审判。该文分析了巫术的起源，巫术的种类，以及自《圣经》时代以来天主教会对巫术的模棱两可的态
度。作者认为，巫术信仰和巫术审判在中世纪一直存在，然而，基督教会最早的主要迫害对象并非巫士。
第三部分剖析猎巫运动的迫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关联。文章认为，巫术信仰在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并且，在教会和鬼神学家的强调下，呈现
明显的增长态势。在这个现代化起步阶段，巫术审判的对象越来越针对女巫，换言之，猎巫运动中典型的巫士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成型。与此同时
，文艺复兴时代大众和精英对恶巫和恶魔巫术的关注超越了中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段。
第四部分分析宗教改革带来了猎巫运动的高潮。该文认为，无论对于正在改革和现代化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而言，巫士与异端一道构成了巨大的
威胁。宗教改革后的教会理论以及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需要将“去魅”和“合理化”放到了中心位置，教会理论强调撒旦在巫士
的帮助下与上帝为敌，由此加强了大众普遍的巫术信仰，以及对巫术的恐惧。进而，恶魔化的巫士成了大转折时期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相信巫士
对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作为结果，1570年-1640年猎巫运动高峰期间，主要正是社区中的邻居之间存在恶巫和恶魔巫术的指控
。该文认为，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需要为猎巫运动注入了直接的动力。
第五部分剖析猎巫运动的高潮与近代早期气候、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在近代大转折早期，在教众的反教权情绪越来越高
涨，妇女的职业角色发生转移等等背景下，教会和认信主义国家将巫术审判当作规训大众、迫害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加强教会、国家
的信仰统一和权威。尤其在近代早期经济困境和生态灾难的大背景下，许多基督徒将他们的苦难归咎于可恨的巫士，而巫士则为他们和社会的种种灾难
提供了答案。与此同时，该文认为，当巫术审判和国家的政治整合等等需要吻合的时候，猎巫的烈度就会更高。
作为结论，该论文将猎巫运动看成是现代化早期形式的大众疯癫和迫害，看成是大转折和现代化早期激烈阶段的产物。论文认为，猎巫运动满足了
处于下降中的教会和处于上升中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种种诉求：维护权威的需要，垄断规范的需要，满足大众不满情绪的需要，政治斗争和迫害的需要等
等。换言之，论文旨在展示以宗教改革、政治和社会变迁为标志的大转折与猎巫运动的同步性，进而展示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诡异性。

6.期刊论文 刘丹忱 略论欧洲各国文艺复兴的特点 -历史教学2002,""(11)
本文根据史实简要地论析了意大利、德、法、英、西班牙、尼德兰和东欧文艺复兴的一些主要特点,并比较和分析了各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侧重
点及其与天主教、罗马教皇和宗教改革的关系.

7.期刊论文 南宫梅芳.NANGONG Meifang 悖论中的妥协——读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 -语文学刊2008,""(6)
身兼学者和神职于一身的约翰·多恩一方面深受家庭传统的熏陶,在内心深处打下宗教的烙印,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
想的影响;他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世俗野心而背叛天主教,皈依英国国教,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改教行为陷入深深自责;他一方面肯定人的情欲,追求肉体欢
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反省自我,祈求救赎.这样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弃绝的矛盾贯穿了多恩生活的始终,也正是在对这二者的妥协中诗人实现了情爱与宗
教的统一.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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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期刊论文 王敬平 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会与文艺复兴关系论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16(3)

对于文艺复兴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已研究了数百年,很多问题已达成共识.但是关于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史学
界有过误区,即一贯把天主教会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和对立面.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
敌对的;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互相促进,前者促进了后者的爆发,后者推动了前者的传播和向纵深发展.另外,不能笼统地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时期的罗马教皇、天主教会的活动及耶稣会都泛称为"反动活动".事实上,有些教皇如利奥十世等也曾支持文艺复兴运动,并对天主教进行过一些改革.

10.期刊论文 海峰 坟墓之上的千年佳奇 -科学大观园2009,""(24)
人造奇观
圣彼得大教堂,它巨大的"身躯"横卧在罗屿的"城中之城"梵蒂冈境内,高耸的穹顶俯视着城市中的芸芸众生.它不仅300多年来保持着世界天主教教堂的规
模之最,也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鼎盛成就的辉煌殿堂.是一个西方建筑艺术集大成的工程奇迹,它见证了一个繁荣时代雄心与财富,也用它美轮美奂的外观
震撼着每一个参观者.而这伟大教堂诞生的经历,更是别有一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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