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第 ４ 期，
总第 １２６ 期）

社会科学家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Ｊ ｕｌ．， ２００７
（Ｎｏ．４，Ｇｅｎｅｒ ａｌ Ｎｏ．１２６）

【政治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

良心自由——
—权力有限的思想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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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运行遵循着权力有限的原则。而权力有限的原则渊源于基督教中的良心

自由主义。本文通过对基督教良心自由主义的溯源，
揭示出良心自由正是权力有限传统的思想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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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法治、分权等这些近现代政治的基础性构架，都在

罗马帝王对帝国境内的宗教大都采取宽容态度，而对基督教却

某种程度上建基于权力有限的观念。近现代西方世界，权力有

例外。
基督教是一神教，
“这种神秘的东洋教派，
公开仇视各种神

①
已经是政治生活中的铁律。 而祈祷世界的破灭，所以使罗马民众不得不惧怕。每遇洪水、饥
限以及制度必须着眼于防止集权，

但权力有限的观念，并不像上帝造物一样说有就有，而是有着

馑、
尤其水灾，他们都归咎于基督徒的魔术。
”［２］在罗马皇帝和民

产生、发展、确立的过程。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中的良心自由

众眼里，
基督教与罗马社会习俗和基础不相融合，
因而在四世纪

观念已经蕴含了权力有限的思想萌芽。中世纪，随着良心自由

以前，
罗马政府对基督教总是采取迫害政策。
一度宣布做基督教

主义得到完整的表述，
权力有限的思想也正式形成。

信徒就是犯了死罪，
并强制基督教信徒信仰罗马帝国诸神。
而面

一、良心自由的提出——
—限权思想的
萌动

自愿的，
而非可以强制的事，
良心自由当超越于对国家的一切义

对罗马政府的压力，
“有人就提倡了良心自由观念，以为信仰是
是基督教徒面对罗马政府的不宽容
务之上。
”［２］良心自由的提出，
政策，
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要维护自己的信仰，就必须与国家
权威和利益斗争。
但最初提出良心自由，
一定程度上只是权宜之
个人自由在公法上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个人

计，
并没有在基督教学说中得到充分阐释。

作为权利主体先于任何国家、共同体或社会的存在。［１］其二、为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二）理论基础——

了防止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应当用权力制衡的方式来限制

—世俗权力不得染指信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良心自由——

权力。前一方面为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设定了终极目的，国家应

徒的信仰领域，是从基督教学说中的平等思想演绎而来。这种

当通过积极的权力运作保障个人自由。而后一方面，基于权力

品等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教天人二分的学说

有限的理念，以多元权力多抗的方式将权力限制在适度的范围

模式。
基督教学说遵从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天人二分的思维模

内，以防止权力的异化。公权力有限并不得干涉个人自由的观

［３］
天人二分意指，人是主体，人以外的世界是客体，主体与客
式。

念，来源于中世纪基督教所宣扬的良心自由主义。良心自由主

体相互对立不相融合。具体到基督教学说便是，上帝相对于人

义主张：信仰是每一个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信徒的信仰领域

而言，处于客体世界，即与人相对立的那个世界——
—彼岸世界，

或者说精神领域属于信徒自身，并由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基

而信徒则生活于现实的世俗的世界。彼岸世界是永恒的幸福，

督教会管理，世俗权力不应当干涉这一领域。对于近现代权力

现实世界是短暂的且充满着罪恶；彼岸世界高于并指导现实世

制衡的政治模式而言，良心自由的贡献在于，其诞生造就出了

界，
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不重合，有着不同的命运！尽管基督教

“权力不得侵犯……”这种思维模式。前文所讲的近现代个人自

宣称人死后其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与上帝分享永恒的幸福，但那

由的第二层意义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延伸。

是死后的事情。死之前，信徒只能生活在现实世界。在天人二分

—罗马帝国的压制
（一）社会根源——

这种思维模式下，所有的信徒无论贵贱、贫富，都被划归到了上

在基督教学说中，良心自由，也即信仰自由，是为了防止 帝的对立面。也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属于同一类，没有分别，那
世俗政权对基督徒精神领域的干涉而提出的。
古罗马帝国前期， 么在信徒所处的世俗世界中，便不可能产生圣人，因而没有天
①“个人自由的真正威胁并非来源于统治者的愚昧和贪婪，而是源于其无尽的权力欲。
”
《控制国家——
—西方宪政的历史》，［美］斯
科特． 戈登著，应奇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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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人一等的人。天人二分思维模式使得圣洁完美的上帝成了

有人、
动物、
植物等一切物体现象参与其中的体系。这个有着相

一面镜子，所有生活于尘世中的信徒，站在上帝的对面，看到的

互联系的很多成份参加的体系，在上帝的引导下不断走向更高

只是自已身上的罪恶，所有的人都一样，这样的学说其实要表

的道德秩序。而在这所有由上帝创造的事物中，只有人具有理

达的是人人平等的思想。

性。理性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合理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

第二，基督教关于救赎的学说。我们把基督教的救赎学说

［４］
它来自于上帝。
上帝通过自己的理性支配着他所创造的一切。

简化为“原罪—救赎—天堂”这样一种简单的理论模式。原罪， 人拥有上帝恩赐的理性，可以通过这种理性直接感触到上帝的
是救赎的起点，世俗世界中每个信徒在救赎起点处都带有原

正义。正是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世俗社会的统治者与基督徒之

罪。也就是说人性是丑恶的，罪恶是信徒们共有的人性。人性恶

间的关系便不同于上帝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上帝是万事万

且没有分别，这实际上是告诉信徒们在没有得到救赎之前，人

物的主人，而人类社会统治者却不是基督徒的主人。这其中分

人是平等没有分别的。上帝对救赎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心， 别就在于理性，人具有了理性，就是有了向善倾向。向善倾向使
只要有爱心，无论现实中的地位多么低贱，多么贫穷都可以获 人本能向往一种和谐、有秩序社会。因而，人与生俱来的具有一
得救赎。财富、地位、等级在上帝面前失去了意义，上帝将公平

种形成有秩序的社会的能力。理性表明了对人类自身能力的信

的对待每一位信徒。在救赎的方式这一点上，上帝把主动权交

任，
表明了对上帝的信仰，人通过理性受上帝的支配。而世俗统

给了每一个人，由每个人自己作出选择，这对每一个人来说是

治只是对上帝支配的一种补充，并且要受上帝的指导，因而世

平等的。

俗的统治不应当是专制的统治。专制统治意味着控制信徒的一

平等思想是良心自由观念的逻辑前提。自由观念于个人

切，意味着世俗政权在信徒精神领域成为权威，这显然是侵犯

之外，是要防止任意的干涉，在个人内心之中是要意识到自身

了上帝的权力，显然是对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力的蔑视。每一个

的人格价值与他人没有高低之分。自由观念也只能在对自己的

基督徒在信仰中感受上帝赋予的理性，但只有信徒拥有不受世

人格价值有相当体认的人身上方可诞生。基督教中那个完美上

俗权力干涉的良心自由时，他才能领悟这种理性。所以，信徒的

帝站在尘世的对立面，告诉信徒们人人平等，向人们指引向善

良心自由不能受到侵犯，这一块地方永远属于上帝，永远由每

的路途。这实则是人自己对自身人格价值的衡量，对生命意义

一个信徒自己把握！

的探寻。上帝是人造的，上帝的话其实就是人自己的话，上帝的

在信仰的领域，信徒通过上帝赋予的理性而直接受上帝

关怀其实就是人自己对自身的关怀。基督教平等学说，反映了

的支配，这样就把世俗权力排除在了良心之外。基督教会被认

当时的人们已对自身的人格价值有了一定认识。

为是代表着上帝来这个世界保护信徒的个人领域。如果用现代

古罗马时代，由社会现实与平等教义共同催生了良心自

术语来表达良心自由，那就是，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不受国家权

由主义。良心自由主义旨在对抗罗马帝国的国家权力，其中已

力侵犯的权利。权利不受权力的干涉，这是典型的宪政语言，近

经蕴含了权力有限的思想因子。

现代权力有限的政治原则已经在基督教良心自由主义中有了
最初的表达。

二、良心自由的发展——
—限权思想的
诞生

—限权思想的诞生
（二）教皇革命——
在强有力的理论的鼓动下，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基督教体
系，
为反对世俗权力对教会的控制，掀起了教皇革命。教皇革命
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形成了世俗权力有限的思想观念，并在制度

公元 ３１３ 年和 ３２２ 年，罗马皇帝颁布了两道宽容敕令，基

上进行了分权设计。

督教合法化。
约十年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又将其教定为国教。作

教皇革命最重要的动因，是中世纪西欧封建化进程的加

为国教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其良心

强。
随着封建化的加深，各地的封建贵族权力大大加强，并掌握

自由的主张已濒临消声匿迹。如果历史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 了大量的田产。那时绝大部分的教会财产都属于那些皇帝、国
恐怕良心自由只会被权力慢慢地同化。而恰好相反，新一轮的 王、
封建主。
他们作为世俗的所有人，不仅控制着教会的土地和
蛮族入侵改变了这种和谐的态势。基督信徒们为了维护自己的

—经常是从他们的近亲属中挑选出
收入，而且还指派人——

信仰，对良心自由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并由此引发了

来——
—就任作为他们财产一部分的主教职位和其它教会职位。［５］

权力有限的思想与限制权力的制度设计在世俗政治层面的正

大量的教会、修道院控制在世俗权力者手中，宗教开始变得贪

式诞生。

婪腐化。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世俗权力的触角不断侵蚀着教士

（一）理性——
—良心自由的论证

和信徒的信仰领域。天主教主张良心自由，信徒的精神事务属

公元 ４９５ 年，古罗马帝国覆灭，在西罗马帝国旧址上，天

于上帝及其尘世的代理人管辖，而世俗化使世俗权力侵占了原

主教成了维系原罗马帝国公民的唯一纽带，天主教会成了实际

本属于上帝及教会管辖的领域，教会中部分具有崇高理想和神

的统治者。与此同时，入侵的日耳曼人也在西罗马帝国的残垣

圣宗教责任感的人开始对教会世俗化表示不满。以此为先导，

断壁上建立了日耳曼王国。在同一个地盘上，存在了两种权力
体系，历史进入了宗教与世俗演义的时代。
天主教为对抗日耳曼世俗政权，从历史的故纸堆中重新

反抗教会世俗化的运动越来越壮大，直到发展为伯尔曼所称的
“教皇革命”
。
教皇革命并不是以哪一方面胜利而告终，其结果是教俗

翻回良心自由主义，并以之作为与世俗王权斗争的精神武器。 两方面的妥协。按照 １１２２ 年《沃尔姆斯协约》，皇帝保证由教会
随着教俗之争的日益发展，良心自由被基督徒们从学理上给予

独立自由选举主教和修道院长，并放弃向他们授予象征教权的

充分的阐发。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是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 权戒和权杖的权力。这种权杖和权戒意味着照应灵魂的权力。
他从信徒的理性这个角度，对良心自由也作了令人信服的论

就教会而言，他承认皇帝有参与选举，并在选举有争议的地方

证。中世纪基督徒眼中，整个宇宙是一个由上帝创造并统治，并

［５］
《沃尔姆斯协约》 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双方分了什么
加以介入。
１４７

权，而在于“分权”本身。正是政教分权这一事实，使得世俗王权
无力成为无孔不入的专制极权。并因此在西欧政治史上形成了
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其一，权力有限；
其二，
分权制衡。

三、良心自由的胜利——
—限权思想的
确立
但是，上述良心自由的观念虽在中世纪为广大信徒所信
奉，却也经历过冲击。可幸的是，在基督教神学家睿智的理论辩
护下，这种冲击并没有中断良心自由的传统。
（一）古典文化的挑战
早期基督教信徒，对世俗国家的地位、作用的看法，基本
上来自于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把世界分为天上之城和地上之
城。［６］天上之城是上帝的世界，是幸福的天堂。地上之城是世俗
的世界，是堕落的根源。因而，基督信徒普遍地对世俗国家抱有
一种悲观看法，认为世俗国家充满罪恶，它只是灵魂得到拯救
之前人类临时的寄居地。受这种观念影响，基督信徒进一步认
为国家是罪恶的存在物，对拯救灵魂不起任何作用。于是人们
只关注天堂、来世，对世俗生活、国家采取消极的态度。前文所
说的良心自由，即信仰自由不受世俗权力干涉，与这种对国家
作用消极态度是相联系的。但是，事情在中世纪后发生了激烈
的变化。
１１ 世纪后，失去的古代典籍，从阿拉伯传入西欧。人们
从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接触中，发现了世俗生活的不同，渐渐
的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更加积极看法。以往那种支持良
心自由主义的罪恶的国家观念，正在受到挑战。国家真正是完
全堕落吗？国家对灵魂的拯救真正是毫无作用吗？如果以前的
国家观念完全被颠覆，或者所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
决，那么良心自由观念也很容易被否定。一旦基督徒们对国家
的看法发生变化，极端一点说基督徒们把世俗当作最高目标，
把国家视为达到人生目标强有力的工具，那么良心自由主义所
宣扬不干涉主义便会受到怀疑，人们头脑中那条对国家权力的
防线便因此而松动。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国家权力以拯
救者的姿态进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最后将人们的精神完全控
制起来。
当权力能够控制一切时，专制便产生了，自由便不复存
在了。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７］，这是千
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基督教良心自由主义正在受到挑战，权力
有限的萌芽正在经受历史的考验。
—权力有限的确立
（二）二元政治观——
基督教会一直是基督徒信仰领域的引导者，有关宗教的
事务由基督教会掌管。而新的关于国家态度，很可能让世俗统
治者企图干预基督徒精神领域权力。而信徒的观念一旦改变，
也会支持世俗统治者插手宗教事物的行为。要保卫住自己的阵
地，
基督教神学家们必须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其一，继续宣扬个
人良心自由不受世俗政权的干涉；其二，引导基督徒关于国家
的看法向着有利于基督教的方向发展。

最出色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阿
奎那在其二元政治观中，最终划定了良心自由与世俗权力之间
的界限。阿奎那是从讨论人的本性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
认为人是要过政治生活的。但是政治生活也就是社会生活，必
须在世俗权力组织下才能存在。因为“许多人作为个人来说，关
［８］
心着种种不同的目的，一个人关心着一种目的”
。
要保证每个

人在关心自已目的同时，不致损害公共利益，就必须要有世俗
政治权力来做保障。因而，国家在保障世俗秩序、宏观正义方面
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但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应当有所保留，国家
权力应当受到限制，不得实行独裁统治。这种观点深刻地体现
在阿奎那关于法的讨论之中。在阿奎那看来，上帝用四种法来
—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上帝通过自己
统治这个宇宙——
理性支配一切，永恒法就是上帝的理性，它具有高的效力。其它
法都应当是神意的体现，必须与神的理性相一致，因而它们就
是从永恒法产生的。自然法是什么呢？上帝偏爱人类，把自己的
理性赋予了人，人由于有了上帝的理性，便以“一种非常特殊的
方式受着神意的支配，他们既然支配着自己的行动和其它动物
行动，就变成了神意本身的参与者。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分
享着神的智慧，并由此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以从事适当的行动
［８］
神法，
和目的，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
”
是教会代表上帝宣布的法律。人法，是世俗统治者维护世俗政
治秩序，实现正义颁布的法律。上述四种法引导着人类向道德
目标迈进，法的共同目的是公共幸福，且上一级的法的效力要
高于下一级，
下一级法必须与上一级法相一致。由此推出，国家
权力是受限制的。人法，作为世俗统治者颁布的法律，必须符合
自然法，
并最终与永恒法——
—上帝的理性符合，
这就给世俗统治
者的意志加上了限制。如果世俗君主颁布的法律只为了一已之
私利，
而不顾公共利益，那么它就不是法律。法律必须是神恩的
体现，
神恩是要引导人们追求共同幸福。
因而违背于此的法律不
是法，
人们没有服从义务。
用上帝的理性给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加
上限制，
实际上是宣扬教会的权力要高于世俗权力，
但在客观上
限制了王权的过渡膨胀，
防止王权控制信徒的一切领域。
天使博士的论证代表着中世纪基督教良心自由主义的胜
利。更为重要的是，良心自由的胜利成功地将正在上升的世俗
权力拒绝于信仰之外。它使得中世纪的世俗政权无法变成一种
专制式的权力，它使得个人某些领域不受权力干涉，权力应当
有其界限的观念继续保存，
并深植于基督徒心中。

四、
结语
通过对基督教良心自由主义的简单溯源，我们找到了权
力有限传统的思想渊源。近现代政治文明中最为辉煌的限权与
分权的构架，正是良心自由主义的延续。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９］权力是否有限已
经成为任何自称为文明政治制度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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