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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
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

＊

王 文 婧

内容提要 纯洁派是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法国南部的一个“异端”派别，14 世纪时已完

全绝迹。然而，在 16 世纪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却被普遍视为法国新教的先驱。当

时，天主教和新教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壁垒分明，但在对这一“谱系”的认定和坚持上两者

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宗教形势以及天主教和新

教各自的论战策略密切相关。天主教学者从纯洁派被十字军镇压的历史中得到启示，更加

坚定地要用武力清除新教这一“异端”。新教思想家则在罗马教会迫害纯洁派的历史中看

到了自身的影子，并意外发现了在论辩中反败为胜的机会。于是，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将纯

洁派和新教之间的谱系关系嵌入新教教会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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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主教会内部的一个“异端”教派，纯洁派①( les cathares) 在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曾一度兴盛

于法国南部地区，但后来在罗马教会和世俗统治者的联合镇压下，纯洁派最终消亡，其历史也渐渐被

人遗忘。不过在近代早期，在宗教改革大潮的激荡下，16 世纪法国的很多政客和文人，无论是属于天

主教阵营的，还是属于新教一方的，对纯洁派的历史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声称，纯洁派是法国

新教的先驱，与新教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谱系关联。如今的史学研究成果表明，将新教与纯洁派

捆绑在一起的说法未免缺乏历史依据，然而，这一从 16 世纪开始出现的谱系却影响深远。直到今

天，在不少法国民众心目中，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联系似乎仍然是不言而喻的。法国新教牧师、史学

家米歇尔·雅斯( Michel Jas) 更是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在法国南部地区，宗教改革的火焰是在纯洁

派的废墟上燃起的。②

既然纯洁派早已消失，那么到了 16 世纪这个动荡时期，人们为何又要往事重提，甚至对之重新

加以诠释? 作为一种“历史资源”，纯洁派究竟与 16 世纪法国的社会现实存在什么样的契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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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纯洁派”这一称谓在 19 世纪末甚至 20 世纪中期之后才普遍使用。在此之前，这一教派更多地被称为“阿尔比派”( les
albigeois) ，其得名于法国南部阿尔比地区。有时，这一教派的信徒也会被统称为“图卢兹人”。其原因在于，当时法国南部

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图卢兹伯爵治下。在罗马教会看来，这位领主对当地的“异端”听之任之，甚至有意袒护。因此，整个这

一地区的居民都已沾染上了“异端病毒”。对于这个教派，笔者在本文中采用目前学术界常用的“纯洁派”这一称谓，但十六

七世纪文献中较多使用的“阿尔比派”这一传统称谓在文中也会出现，希望不会造成误解。
米歇尔·雅斯( Michel Jas) 从 20 世纪末就开始不断发表相关论著，甚至在媒体上阐述他的这一观点。其著作主要有《纯洁

派的星星之火: 宗教改革的暗流》( Braises cathares: filiation secrète à l'heure de la Ｒéforme) ，卢巴蒂埃出版社 1992 年版; 《不为

人知的事: 蒙彼利埃的纯洁派》( Incertitudes. Les cathares à Montpellier) ，奥克语研究协会出版社 2007 年版; 《纯洁派和新教

徒: 反叛的家族与法国南部史》( Cathares et protestants: familles rebelles et histoire du Midi) ，新朗格多克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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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敌对的双方，天主教和新教为何都乐于构建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历史关联? 这样一种人为建构

的谱系关系为何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些问题就已

经引起国外一些学者的关注。① 但在国内学术界，目前尚未见到具体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这一谱

系的建构与当时法国的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和宗教情形密切相关，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

更加深入地理解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新教教会的发展。

一、纯洁派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浮沉

纯洁派在欧洲的出现应该追溯到 11 世纪甚至更早，但它的起源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② 这一教

派信奉二元论，认为世界存在两个造物主，一切无形的精神性的事物都归于善神，有形而邪恶的则归

于恶神，其两者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对抗。纯洁派信徒追求简朴甚至禁欲的生活，他们戒除肉食，摒弃

婚姻，同时也极力反对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的奢侈靡费，甚至否定其圣事的有效性。到了 12 世纪后

期，这一教派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宗教仪式和组织机构，在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地区信奉者

众多。

纯洁派的迅速发展引起罗马教廷的警觉，一批又一批身负劝诫使命的教皇特使被派往法国南

部，但最终大都无功而返。1179 年，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宣布对纯洁派及其保护者处以绝罚，并呼吁

世俗领主镇压异端，以保护天主教信仰的纯净。1199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Ⅲ) 更是直接将

异端罪与亵渎君主罪等同起来，试图以此来推进欧洲各国消灭异端的运动。然而，对于镇压异端之

事，法国国王采取推诿之策，图卢兹伯爵也是无动于衷，甚至有意庇护纯洁派。1208 年，教皇特使卡

斯泰尔诺的皮埃尔( Pierre de Castelnau) 被杀，英诺森三世于是决意使用武力铲除这一教派。
1209 年，法国北部的骑士贵族响应教皇谕旨，蜂拥南下，一场旨在消灭纯洁派的十字军战争由此

在法国展开。战争持续 20 年之久，使得法国南部元气大伤。虽然很难估算究竟有多少人或者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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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法国法学家让·卡尔博尼耶( Jean Carbonnier) 首次提出并试图解释新教与纯洁派之间的关联问题。他认为，二者在地

理范围上的重合是这一谱系构建得以出现的一个客观因素。此外，这样的联系也符合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各自的利

益诉求。参见让·卡尔博尼耶《关于新教建构与纯洁派之间的关系或新教从历史中寻找先辈的问题》( Jean Carbonnier，“De
l'idée que le protestantisme s'est faite de ses rapports avec le catharisme，ou des adoptions d'ancêtres en histoire”) ，《法国新教历史

学会通报》(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u protestantisme franais) 第 101 卷，1955 年第 2 期，第 72—87 页。二十多年后

( 1979 年) ，法国教会史家马里 － 安贝尔·维凯尔( Marie-Humbert Vicaire) 发表文章指出，这一时期纯洁派之所以引起关注，

只是因为天主教需要借用其“异端”的名声来抹黑新教。参见马里 － 安贝尔·维凯尔《阿尔比派成为新教的先辈: 天主教对

两个教派的同化》( Marie-Humbert Vicaire，“Les albigeois ancêtres des protestants: assimilations catholiques”) ，《方若手册》
( Cahiers de Fanjeaux) 第 14 卷，1979 年，第 23—46 页。20 世纪末，英国学者吕克·拉科( Luc Ｒacaut) 认为，在 16 世纪，纯洁

派的历史只是作为天主教和新教双方论辩中的思想工具而存在，但其结果却出人意料。经过一代人的传播，“新教徒是纯

洁派的后裔”这一说法甚至成了 17 世纪的主流观念。参见吕克·拉科《阿尔比十字军的历史在法国宗教战争时期论辩中

的应用》( Luc Ｒacaut，“The Polemical Use of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during the French Wars of Ｒeligion”) ，《法国史》( French
History) 第 13 卷，1999 年第 3 期，第 261—279 页。2006 年，法国历史学家伊夫·克鲁姆纳盖尔( Yves Krumenacker) 提出，对

于纯洁派历史的重视和使用，与新教构建自身教会史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参见伊夫·克鲁姆纳盖尔《想象中的宗教改革

谱系》( Yves Krumenacker，“La généalogie imaginaire de la Ｒéforme protestante”) ，《历史学杂志》( Ｒevue historique) 第 638 卷，

2006 年第 2 期，第 259—289 页。这些论著不仅为宗教改革史的研究开拓了新思路，而且为继续探索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

和文献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纯洁派源于东方，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出现的鲍格米勒派和保罗派有密切联系。不过，这种观点如今

不再居于主流，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纯洁派的基督教内部自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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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派信徒被杀，但仅 1209 年的贝济耶( Béziers) 之战就至少有几千人死亡。考虑到当时图卢兹城

的人口也只有近 2 万，这个数字还是相当惊人的。战争过后，纯洁派信徒在法国已所剩无几。但

1231 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 Grégoire IX) 依然决定建立宗教裁判所，继续打击残余的纯洁派信徒。

在这样的持续打压和追捕下，这一教派在 14 世纪上半叶最终消失。
纯洁派在天主教异端史上无疑留有浓重的一笔，由它引发的这场基督教内部的战争更是史无前

例。在此之前，欧洲尽管多有动荡，却极少出现历时如此之久的交战; 而当时十字军虽已征战百年，

但讨伐行动却从未在基督教世界内部进行。因此，不管是在当时的文字记载中，还是在此后法国史

和基督教会史的撰述中，纯洁派似乎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题。不过，在中世纪欧洲，历史编撰活动

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持续的过程。尽管 13 世纪的几位编年史家在著作中对阿尔比战争有过详尽的描

述，①但自战争结束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已逐渐减少。编年史家们的手稿在修道院被束之高

阁，一些抄本虽在私人收藏者手中辗转流传，但纯洁派的历史基本已不再成为记述的主题。到了 14
世纪后期，甚至在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记录中，纯洁派也已不复存在。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宗教

改革运动在法国的发展却打破了这一局面，纯洁派也因此而又重新焕发“生机”。

二、天主教的创制: 纯洁派与新教的同质性

虽然天主教思想家们从宗教改革一开始就给新教贴上“异端”的标签并试图按照“惯例”将

其扼杀，但纯洁派并没有因此而进入天主教或新教论辩者的视野。16 世纪中叶，新教与天主教

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给法国的政局带来严峻的挑战。1559 年 6 月 10 日，主张镇压新教的法

国国王亨利二世 ( Henri Ⅱ ) 出席巴黎高等法院会议，深 谙 国 王 心 思 的 最 高 法 官 吉 勒 ( Gilles le
Matre) 在进行会议总结时回顾腓力二世( Philippe Auguste ) 统治时期众多纯洁派和韦尔多派( les
vaudois) 异端信徒被处以火刑的历史，借此极力鼓吹新教威胁论，要求清除异端。他的这一论调

得到国王和一些敌视新教的天主教成员的认同及支持。而高等法院顾问阿内·杜·布尔格( Anne
du Bourg) 则因发表反对迫害新教、主张宽容的言论而被送入巴士底狱，并于当年 12 月 23 日因异端

罪被处以死刑。② 事实上，依托历史来论辩时事在 16 世纪已十分普遍，然而，将纯洁派和新教进

行对照并以此来呼吁十字军消灭新教徒及其支持者的做法，却是在宗教战争的阴云笼罩下走到

历史前台的。
1561 年，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检察官让·盖伊( Jean Gay) 出版了一本名为《教会分裂与阿尔比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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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类著作中，主要有西多会修士皮埃尔的《阿尔比教派史》( Pierre des Vaux-de-Cernay，Histoire Albigeoise) ，纳瓦尔( Navarre)

教士纪尧姆及续写者所著的《阿尔比战争之歌》( Guillaume de Tudèle et l'anonyme，La chanson de la croisade albigeoise) 以及皮

洛朗的纪尧姆所写的《编年史》( Guillaume de Puylaurens，Chronique，1203 － 1275) 。这三本著作均成书于 13 世纪或 14 世纪

早期，《阿尔比教派史》和《编年史》都以拉丁文写就，《阿尔比战争之歌》则使用古奥克语，它们的手抄本存于法国国家图书

馆。不过从 16 世纪开始就不断有法译本问世，如《阿尔比教派史》( Arnaud Sorbin，Histoire des albigeois et gestes de noble
Simon de Montfort) 在 1568 年就由纳韦尔主教阿尔诺·索尔班翻译出版，由图卢兹的阿尔诺和雅克·科洛米兄弟印刷厂印

制;《编年史》由纪尧姆·卡特尔于 1623 年在他的《图卢兹伯爵史》( Guillaume Catel，Histoire des comteds de Toulouse) 中进行

了编译，由皮埃尔·博斯克印刷厂印制; 《阿尔比战争之歌》( Guillaume de Tudèle et I'anonyme，La Chanson de la Croisade
contre les Albigeois，éd. et trad. par Paul Meyer，1875 － 1879) 直到 19 世纪才被保罗·梅耶翻译，由勒努阿尔出版社出版。
路易·德·波旁:《孔代亲王回忆录》( Louis Condé，Mémoires de Condé，servant d'éclaircissement et de Preuves à l'Histoire de M. de
Thou) 第 1 卷，小罗兰印刷厂 1743 年版，第 217—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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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著作，并在长标题中明确表明了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 希望通过这段历史让人们了解到，许多

大贵族曾因笃信或帮助异端而最终走向毁灭。① 这位地方检察官在异端问题上的态度直接而鲜明。

他认为所有异端都是有罪的，应该受到惩罚。阿尔比派的覆灭就是历史的明证，而同为异端分子的

新教徒也势必落得同样下场。不仅如此，让·盖伊还在这部撰述中断言，路德派及其支持者都是阿尔

比异端的后裔(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其依据有三: 其一，两者的错误都源于对福音书的误读; 其

二，他们都极力想要揭露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的腐败堕落; 其三，这两个异端教派为了自身的发展都极

尽所能地诱惑贵族阶层。② 这本极具煽动性的书籍一经刊印便招致争议，进而被禁止出版。至于其

被禁原因，有些人认为，它严重损害了 1561 年法国通过王室声明③所得到的和平; ④另一些人则认

为，让·盖伊在这本书中批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Henry Ⅷ) 多次婚姻的行为与异端无异，这一论调引

发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外交龃龉，因而被查禁。⑤ 不管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纯洁派历史的“复活”

在这个时期已初现端倪。

让·盖伊并不是唯一想到可以借用阿尔比异端来攻击新教的人，远在巴黎的高等法院书记官及

王室档案管理者让·杜·蒂耶( Jean du Tillet) 的想法与他也是不谋而合的。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这位

书记官的名字就不断出现在与新教徒的论辩冲突当中。⑥ 1560 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与新教徒争论

未成年国王的统治问题，并列举在阿尔比十字军战争期间登基即位的小国王路易九世( Louis IX) 的

例子，以表明未成年国王完全可以在王太后和吉斯家族( la Maison de Guise) 摄政的情况下治理好国

家。的确，路易九世 13 岁登上王位并镇压纯洁派异端的史实，似乎巧妙地契合了彼时国王亨利二世

突然去世，弗朗索瓦二世( Franois Ⅱ) 和查理九世( Charles IX) 相继以稚龄即位面对新教挑战的情

况，而这样的巧合在某些人的眼中无疑变成了天意使然。
1562 年 3 月，宗教战争爆发。在新教徒的一系列反攻取得胜利时，让·杜·蒂耶向王太后凯瑟琳·

德·梅第奇( Catherine de Médicis) 呈献了一本关于阿尔比异端战争⑦的书稿，希望她能以史为鉴，治理

国家。让·杜·蒂耶坦言，书写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告诉世人，过去曾出现过与新教一样的异端，因

此，福音和救赎绝不会是由新教带来的。况且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早就深深植根于法兰西王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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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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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盖伊:《教会分裂与阿尔比异端史》( Jean Gay，L'histoire des schismes et heresies des albigeois，conforme à celle du present; par
laquelle appert que plusieurs grands Princes，＆ Seigneurs sont tombez en extreme desolation ＆ ruynes，pour auoir fauorisé aux
Heretiques) ，戈尔捷印刷厂 1561 年版。
让·盖伊:《教会分裂与阿尔比异端史》，第 1—9、22 页。
该声明发布于 1561 年 4 月 19 日，其中规定，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都可以在住所祈祷; 并禁止使用诸如“教宗派”
( papistes) 或“胡格诺派”( Huguenots) 等带有偏向性或贬抑色彩的称谓。
约尔格·福伊希特尔:《阿尔比派与胡格诺派》( Jrg Feuchter，“Albigenser und Hugenotten”) ，京特·弗兰克、弗里德里希·
尼韦纳编:《作为异端的改革者》( Günter Frank and Friedrich Niewhner，eds.，Ｒeformer als Ketzer) ，弗罗曼－霍茨布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6 页。
吕克·拉科:《阿尔比十字军的历史在法国宗教战争时期论辩中的应用》，第 263 页。
让·杜·蒂耶，拉布西耶尔( La Bussière) 贵族，巴黎高等法院书记官，王室档案管理者。他有一个弟弟与之同名，在莫城

( Meaux) 担任主教，另一兄弟路易·杜·蒂耶( Louis du Tillet) 虽身为天主教神职人员，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1530—1538
年) 与加尔文交往频繁，堪称密友。
让·杜·蒂耶:《阿尔比异端战争简史》( Jean du Tillet，Sommaire de l'histoire de la guerre faicte contre les hérétiques albigeois，
extraite du Tresor des Chartres du Ｒoy par feu Jehan du Tillet) ，罗贝尔·尼韦勒印刷厂 1590 年版。让·杜·蒂耶于 1562 年献给

王太后的手稿已经失传，如今流传的文本是让·杜·蒂耶去世之后其子埃利·杜·蒂耶( Helyes du Tillet) 整理出版的。正是在

他儿子的题词中，后人才得知，这一著作的简写本早在 1562 年就已呈送给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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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新事物根本不能伤其分毫。在他看来，阿尔比派与新教的异端思想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着

许多共同的特征，且对罗马教会所坚持的大多数信条都持反对态度。例如，这两个教派都以纯善的

面目欺骗世人，都视罗马教会为邪恶的组织，都否认圣事的意义，甚至他们的神职人员都身着黑袍并

得到许多贵族及大人物的青睐。这样的相似性显然也让作者更容易“追寻”到一些历时性的联系。

他在书中写道: 阿尔比异端尽管一度在法国被国王及其附庸联手扫除，但“异端的种子却被带往英

国，在那里蛰伏许久，之后随着威克里夫( John Wyclif) 的书籍传入波希米亚……这一异端在 45 年前

( 1517 年) 重新出现在欧洲许多国家，并融合了更多的错误观点，自 16 个月前( 即 1560 年 12 月，查

理九世在此时即位) 开始，它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展得更为迅速了”①。

可以想见，在作者看来，早已消失在中世纪的纯洁派与 16 世纪出现的新教徒之间无疑有着一些

不为人知的联系，这种隐秘的传承出现在“邪恶”的异端组织之间非但并不奇怪，反而顺理成章。不

过，这并不是让·杜·蒂耶论述的重点。虽然这位作者宣称自己并没有准备借用阿尔比派的历史鼓动

人们拿起武器攻击不同信仰的敌人，但在给王太后的献词结尾，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虽然披着宗

教的外衣，但这是对年幼国王的轻视，是一场叛乱，反叛者企图改变( 人们的) 信仰，( 面对这样的情

况) ，您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明智的解决方法。您还有可能拯救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好的舵手能够预

知危险避免沉船一样，所以不要等到最后一刻。”②由此看来，他和图卢兹的让·盖伊一样，都是希望

借此敦促王室仿效法国在四个世纪之前的做法，用武力铲除异端分子，重建国家和平; 而这也是彼时

其他天主教徒在与新教徒的论辩中提及纯洁派的主要意图所在。

但很快，将纯洁派和新教相提并论就不再是天主教学者的专利，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击溃新

教的企图更是事与愿违。16 世纪后期，新教思想家的介入不仅重新界定了纯洁派在论辩中的角色，

更赋予了它新的价值和意义。

三、新教的悦纳: 纯洁派与新教的传承性

宗教战争爆发前后，虽然阿尔比十字军的历史被天主教方面一再提及并用以攻击新教，但起初，

它并没有得到新教方面的积极回应。在当时，新教思想家们的注意力仍大多集中在新教的信仰系统

和新教教会自身结构的问题上。直到 1572 年，在尼姆( Nmes) 举行的新教全国教务会议上，纯洁派

才首次得到新教牧师们的关注。这次会议决定，由来自蒙托邦( Montauban) 的几位牧师将一位图卢

兹牧师手中的阿尔比教派历史手稿翻译出来，然后出版使之广泛传播。③ 虽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我

们分析这项决定的由来及其后续发展，但是纯洁派成为新教全国教务会议的一个议题本身就说明了

新教教会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转变。

几年以后，曾出席过这次会议的日内瓦神学家、加尔文的继承者特奥多尔·德·贝扎( Théodore de
Bèze) 在其著作中也谈到纯洁派，并提出一种与天主教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这一教派是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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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让·杜·蒂耶:《阿尔比异端战争简史》，第 88 页。
让·杜·蒂耶:《阿尔比异端战争简史》，给王后的献词。
让·艾蒙:《法国改革教会全国教务会议史》( Jean Aymon，Tous les synodes nationaux des églises réformées de France) 第 1 卷，夏

尔·德洛印刷厂 1710 年版，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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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韦尔多派①中的一支，二者与新教一样，都源自原始基督教会( 即真正的基督教会) 。“因着上

帝的恩宠，这些人得以在漫长的岁月里和罗马教会的迫害下留存下来，因而绝不可能屈服于偶像崇

拜、暴政和基督的敌人。”②从危害基督教根基的异端到纯正基督教信仰的保有者，贝扎笔下纯洁派

身份的改变揭开了新教以同样一段历史反击天主教攻击的序幕。

同一时期，新教学者拉波普利尼埃尔( La Popelinière) 也出版了他的《法国史》一书。这位新教史

家虽然极力倡导历史研究应该摒弃偏见，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但他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以及信

仰的影响。在谈及纯洁派时，他的观点与贝扎如出一辙: 这一教派与韦尔多派同属于原始基督教的遗

留，与新教一样掌握着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拉波普利尼埃尔认为，基督教会一直处于不断变革当中，不

过，推动这些变革的不是罗马教皇的信徒，而是纯洁派、韦尔多派、威克里夫派、罗拉德派( les Lollards) 、

胡斯派( les Hussites) 以及新教教会。③ 真正的信仰和教会只有一个。当改革派与罗马教会彻底决裂

之后，新教与天主教会就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关系。至少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神学家心目中，两者

不可并存。因此，即使理智上明白真实性的重要，拉波普利尼埃尔仍然选择了以对自己所属教派有

利的方式来阐释历史。在宗教多元化思想尚未形成的近代欧洲，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是容易理

解的。
1554 年，新教学者、日内瓦书商让·克里斯潘( Jean Crespin) 出版了他的《殉道者名录》( 最初版本

为拉丁文) 。④ 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表明，新教思想家应对天主教攻击的方法和策略已经出现转变。

他们不再局限于教理教义上的争论，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对教会历史的解读，试图为新教的存在寻找

更多的合理性依据。《殉道者名录》虽然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教会史，但作者的信仰归属无疑影响了他

对殉道者的选择，因为遭受罗马教会的迫害而身死的新教徒殉道者在书中占了极大比重。这本书是

从约翰·胡斯( Jean Hus) 开始讲起的，所以，最初的版本中并没有关于纯洁派的描述。尽管克里斯潘

一直都有将之前历史上的殉道者也纳入《殉道者名录》的打算，然而直到他去世，这一想法都未能实

现。直到 1582 年，新教思想家西蒙·古拉尔( Simon Goulart) 重新整理出版了这本书。在新版本中，这

位编辑者继承原作者的遗志，填补了胡斯之前殉道者的空白，完成了一部从使徒时代到 16 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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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贝扎和其他新教思想家在此时提及韦尔多派是有缘由的，这一教派的确与纯洁派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在法国出现于同一

时期，同一地域，同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而且同是阿尔比十字军和宗教裁判所的打击对象。因此，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其

后的各种文献当中，这两个教派几乎总是同时出现，甚至经常会被混为一谈。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韦尔多派在事实

上也的确与新教有很深的渊源。据历史记载，在阿尔比十字军战争之后，韦尔多派因处境困难而不得不退避到法国南部山

区，甚至到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 la Lombardie) 和皮埃蒙( le Piémont) ，他们在那里安静度日，但也保留了韦尔多派最初的

信条。15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以后，他们 很 快 与 一 些 改 革 派 领 袖———如 法 雷 尔 ( Guillaume Farel ) 、布 塞 尔 ( Martin
Bucer) 、厄科兰帕迪乌斯( Johannes colampadius) ———取得联系，并最终于 1532 年归入新教教会。参见让·戈内，阿梅代·
莫尔纳《中世纪的韦尔多派》( Jean Gonnet et Amedeo Molnár，Les vaudois au Moyen Age) ，克劳迪娅纳出版社 1974 年版; 加布里

埃尔·奥迪西欧《韦尔多派异端史( 12—16 世纪) 》［Gabriel Audisio，Les Vaudois: Histoire d'une dissidence (Ⅻ e-ⅩⅥ e siècle) ］，

法雅出版社 1998 年版。
特奥多尔·德·贝扎:《名人传》( Théodore de Bèze，Les vrais pourtraits des hommes illustres) ，让·德·拉翁印刷厂 1581 年版，第

185 页。
拉波普利尼埃尔:《1550 年至今的法国史》( Henri 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Histoire de France enrichie des plus notables
occurances survenues ez Provinces de l'Europe et pays voisins，soit en paix soit en guerre: tant pour le fait seculier qu'ecclesiastic: depuis
l'an 1550 jusques a ces temps) ，亚伯拉罕·奥坦印刷厂 1581 年版，第 7、141 页。
这本书自出版后就得到了很多关注，并被翻译成法、荷、德、英等多国文字。从 1554 年到 1619 年，这本书至少有四个法语版

本，两个拉丁语版本。参见伊夫·克鲁姆纳盖尔《想象中的宗教改革谱系》，第 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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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教殉道者历史，十二三世纪被教会迫害的纯洁派和韦尔多派赫然在册。① 虽然古拉尔并没有

在这两个教派的历史上过多着墨，但二者毕竟出现在这部可以称之为新教教会史并备受新教徒推崇的

著作中，这本身就向读者传达了一种认识，即新教对纯洁派和韦尔多派的身份进行了重新界定。

以上所述的这些新教作者虽然在其著作中谈到了纯洁派，也透露出对这个教派的亲近之意，但

多数都是一笔带过，并无深究。然而蒙彼利埃新教牧师让·沙萨尼翁( Jean Chassanion) 显然对这种谨

慎的态度并不满意。1595 年，他以中世纪的两部书稿为基础，撰写了一本《阿尔比教派史》。在书

中，沙萨尼翁愤然谴责罗马教会诬陷阿尔比派为异端并发动十字军残杀无辜的行径，认为这些惨遭

迫害的“异端”是窥见真理的真正基督徒，是因坚持纯正信仰而受到迫害的殉道者。② 他宣称，阿尔

比派并没有因迫害屠杀而灭绝，“这颗圣洁的种子曾在朗格多克地区及其附近生根发芽却又被迫离

开故土，上帝的庇佑让它得以开花结果，近些年更是得到广泛的传播”③。从历史角度而言，沙萨尼

翁的这些观点自然经不起推敲，《阿尔比教派史》一书的价值也因其明显的护教论调而大打折扣。但

是在当时，这种毫不掩饰地为纯洁派正名的做法得到了许多新教牧师的认同和响应，沙萨尼翁的观

点也逐渐成为 17 世纪新教思想家们对于纯洁派的普遍看法。
1602 年，新教省级教务会议在格勒诺布尔( Grenoble) 举行，会议委托蒙特利马尔( Montélimar) 的

一位牧师撰写一部韦尔多教派史。对于韦尔多派和纯洁派的关系问题，时人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

很多时候，甚至会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因此可以想见，这样一部韦尔多派历史必然不会省略有关

纯洁派的章节。不过，蒙特利马尔的这位牧师并没有完成这部著作。两年以后，这项任务又被交给

格勒诺布尔当地的一位牧师，但同样没有下文。④ 1605 年，来自尼永( Nyons) 的牧师让－保罗·佩兰

( Jean-Paul Perrin) 接受任务，开始撰写这部历史。1607 年，新教第 18 次全国教务会议在拉罗谢尔( la
Ｒochelle) 举行，会议要求让－保罗·佩兰尽快完成那本关于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历史的著作。⑤

1618 年，在经过多位神学家及学者的审核后，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韦尔多教派史》终于面

世。全书包含三个部分，在扉页介绍第二部分内容时，让－保罗·佩兰称，他要讲述的是“被称为阿尔

比派的韦尔多派的历史”( l'histoire des vaudois appellés Albigeois) 。在观点上，佩兰延续了贝扎和拉

波普利尼埃尔对于基督教会( 新教所代表的真正的教会) 发展的整体看法，甚至走得更远。在他看

来，上帝和撒旦的斗争从未平息，撒旦从未停止过对上帝信徒的迫害。可贵的是，即使生命受到威

胁，这些信徒也没有放弃真正的信仰，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信徒如此，新教教徒更是如此。尽管罗马

教会的疯狂打压曾一度让他们不得不“消失”于人前，但隐匿行踪只是确保纯洁的信仰不受玷污并得

以传承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新教思想与阿尔比派、韦尔多派的教义没有差别的原因。⑥ 可以说，无

6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让·克里斯潘、西蒙·古拉尔:《殉道者名录》( Jean Crespin et Simon Goulart，Histoire des martyrs persecutez et mis à mort pour la
verité de l'Evangile，depuis le temps des Apostres jusques à l'an 1574) ，1582 年版( 注: 出版社不详) ，第 25—26 页。
让·沙萨尼翁:《阿尔比教派史》( Jean Chassanion，Histoire des Albigeois，touchant leur doctrine ＆ religion，contre les faux bruits qui
ont eté semés d'eux) ，皮埃尔·德·圣唐德雷印刷厂 1595 年版，序言第 11 页，献词第 9 页。
让·沙萨尼翁:《阿尔比教派史》，第 250 页。
《日内瓦牧师会资料汇编》( Ｒegistres de la Compagnie des Pasteurs de Genève) 第 10 卷( 1607—1609 年) ，德鲁兹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133 页。
让·艾蒙:《法国改革教会全国教务会议史》，第 313 页。
让 － 保罗·佩兰:《韦尔多教派史》( Jean-Paul Perrin，Histoire des vaudois，divisee en trois parties) ，马修·贝尔容出版社 1618 年

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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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内容上还是文笔上，让－保罗·佩兰的这本书都算不上是佳作，然而却因得到新教教务会议的认

可而在 17 世纪流传甚广，俨然成为新教在纯洁派问题上的官方解释。

及至 17 世纪中期，在大多数新教学者口中或笔下，纯洁派信徒早已不再是过去所言的那种危害

信仰的异端分子，而是与新教徒一样敢于挑战罗马教会权威的异议者，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守护

者，它与新教更是一脉相承。新教思想家夏尔·德雷兰古( Charles Drelincourt) 的《对话录》清楚地向

我们展示了这样的观念。根据他的描述，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都属于新教教会所代表的基督教会，

二者在五百多年前就脱离了罗马教会，尽管受到迫害，但却从未真正消失，他们分散到德国、波希米

亚和英国，教导人们获得信仰的真理。① 在新教徒中间，这种看法似乎已经成了不证自明的事实。所

以，当书中天主教徒追问纯洁派、韦尔多派与新教的关系时，夏尔·德雷兰古的回答是:“我们所信仰

的上帝给予我们的福音与早前的阿尔比派得到的相同，这根本无须特别去证明。”之后，夏尔·德雷

兰古几乎是用调侃的口吻继续回复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如果一定需要什么证据的话，你们完全

“可以到让·杜·蒂耶的著作中去寻找”②。

新教徒对于自身与纯洁派传承关系的笃信让 17 世纪天主教最著名的护教者波舒哀( Bossuet) 倍

感不安，因此，在其《新教教会变迁史》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对此进行分析，反驳新教徒的这一“荒

诞”想法。波舒哀认为，新教之所以将纯洁派、韦尔多派甚至是胡斯派拉入自己的阵营，尊之为先辈，

只是为了达到将改革教会的历史追溯到更早时期的目的，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极其可笑，根本没有

任何价值可言。③ 尽管波舒哀的论证并不完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以博学善辩著称的天主教神

学家的确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不过，他的这一“拨乱反正”并没有真正阻断新教思想家对这一谱系

关系的坚持，反倒引发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新一轮的争辩。在波舒哀这本书问世之后，雅克·巴纳热

( Jacques Basnage) 和皮埃尔·阿历克斯( Pierre Allix) 随即发文辩驳，此后，皮埃尔·贝尔( Pierre Bayle)

和皮埃尔·朱里厄( Pierre Jurieu) 等人也都参与进来捍卫新教的“历史”。新教与纯洁派之间这种“谱

系”关系因此得以一直延续，直至 20 世纪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四、纯洁派“复活”背后的历史动因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兴起，欧洲的宗教政治局势随之发生变化。很快，欧洲大陆各个国家和与

之隔海相望的英国在信仰上都呈现出壁垒分明的态势。在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长达

30 年之久的宗教战争。而纯洁派及其与新教之间的谱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发现”并广泛“传

播”，其中的缘由无疑值得深思。

首先，纯洁派历史在 16 世纪的“复活”并非毫无征兆。1517 年，在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

纲》之后，一场针对路德思想的异端调查就迅即在教会内部展开，并很快判定路德犯有异端罪以及对

教皇不敬之罪( 1518 年) 。异端指控是致命的，以路德为首的新家思想家们无疑非常清楚他们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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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德雷兰古:《对话录》( Charles Drelincourt，Dialogues familiers sur les principales objections de missionnaires) ，皮埃尔·舒埃

印刷厂 1648 年版，第 100—102 页。
夏尔·德雷兰古:《对话录》，第 94 页。
波舒哀:《新教教会变迁史》(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Histoire des variations des églises protestantes) 第 1 卷，塞巴斯蒂安·马布

尔 － 克拉穆瓦西( 遗孀) 印刷厂 1688 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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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此，在 1519 年的莱比锡辩论中，面对埃克( Johannes Eck) 将他与胡斯派异端联系在一起的举

动，路德最初采取的是回避态度。埃克并未放弃把路德归入胡斯异端余孽的企图，天主教其他神学

家也相继加入进来，甚至走得更远。1520 年，利奥十世( Léon X) 在教皇谕旨中将路德与胡斯派、威
克里夫派和布拉格的杰罗姆( Jérme de Prague) 相提并论; 1522 年，索邦大学教长诺埃尔·贝德( Nol
Béda) 斥责路德犯下了与摩尼教、胡斯派、威克里夫派、韦尔多派和阿尔比派同样的错误，是这些异端

教派的信徒。① 可见，纯洁派从宗教改革运动之初就已经出现在天主教护教者们的异端名册之中，与

新教徒一样成为基督教异端谱系中的一环。

而与此同时，纯洁派，特别是阿尔比十字军战争的历史，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已经随着这一教派的

彻底消失而较少受到关注，但作为法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片段，对它的记述却并未全然断绝。尤其对

于曾经是纯洁派堡垒的图卢兹，这段历史更是不可或缺。1515 年，图卢兹地方史家尼古拉·贝特朗

( Nicolas Bertrand) 以拉丁文撰写了一部《图卢兹人记事》，②并在其中详细描述了因为纯洁派异端而

引发的十字军战争。不过尼古拉·贝特朗采用的是典型的地方史写法，注重贵族领主传承和政治事

件的记载，对所描写的对象却并没有明显侧重。因此，纯洁派和阿尔比十字军的历史在他的书中也

只是 13 世纪发生在图卢兹的一件大事而已。然而到了 16 世纪中期，情况却有了变化。1556 年，图

卢兹人安托万·诺吉耶( Antoine Noguier) ———图卢兹人文主义学者纪尧姆·德·拉佩里埃( 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 的女婿———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图卢兹史》。③ 与尼古拉·贝特朗的图卢兹地方志不

同，安托万·诺吉耶的著述有了明显侧重，这部著作的整个第三卷都在讲述十字军与图卢兹伯爵之

间的战斗情况。虽然作者在文中没有任何对法国宗教政治现状的影射，但这样的篇幅安排显然不应

被归于偶然，再加上其读者多数是当地文人政客，包括图卢兹市政官们———安托万·诺吉耶的《图卢

兹史》正是献给他们———这部不同寻常的地方志将会引起的联想也不难揣测。

其次，在 16 世纪的法国，纯洁派的历史在政治层面被不断提及也并非偶然。16 世纪上半叶，新教

在法国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居于少数派地位，弗朗索瓦一世( Franois Ier ) 和亨利二世统治期间更是对打

压新教毫不手软。在这一时期，纯洁派和阿尔比十字军的历史并没有受到关注。然而，1559 年亨利二

世意外去世，弗朗索瓦二世继位，其母凯瑟琳·德·梅第奇摄政后，情势发生了变化。作为国王妻族姻亲

的吉斯家族势力不断增长，大有掌控王室之势，且吉斯公爵和红衣主教查理两兄弟对新教的仇视众目

昭彰，使得改革教会和新教信徒不得不万分警惕。而另一方面，王太后凯瑟琳对吉斯家族权势过大十

分不满，因此更倾向于用温和的手段解决新教与天主教的争端，以新教势力来牵制吉斯家族的野心。
1560 年 3 月，在她的劝说下，弗朗索瓦二世签署了一份针对新教徒的赦罪诏书。同年 5 月，国王签署

《罗莫朗坦敕令》( dit de Ｒomorantin) ，将异端审判的权力全权交予教会法庭，间接却有效地免除了针

对异端的死刑惩罚。6 月，凯瑟琳·德·梅第奇任命米歇尔·德·洛皮塔尔( Michel de l'Hpital) 为掌玺

大臣，表明了对宗教的宽容思想，或者应该说对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宗教问题策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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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艾米丽·麦卡弗雷《奥克西坦尼地区的记忆与集体认同: 历史和通俗文化中的纯洁派》( Emily McCaffrey，“Mem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Occitanie: The Cathars in History and Popular Culture”) ，《历史与记忆》( History and Memory) 第 13 卷，

2001 年第 1 期，第 114—138 页。
尼古拉·贝特朗: 《图卢兹人记事》( Nicolas Bertrand，Opus de Tholosanorum gestis ab urbe condita． ． ． ) ，让·格朗让印刷厂

1515 年版。
安托万·诺吉耶:《图卢兹史》( Antoine Noguier，Histoire Tolosaine) ，居永·布德维尔印刷厂 1556 年版。



法国宗教改革时期纯洁派与新教之间的谱系建构问题

王室对新教徒“亲善”的举动，无论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源自宗教或思想理念的影响，都足以让

拥护吉斯家族的天主教势力感到不安，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影响和扭转这一局面。阿尔比十字军和

纯洁派的历史恰好在这个时候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素材”，可以让他们以传统“以古鉴今”的策略达

到警示王室和贵族的目的。一方面，纯洁派时期的情况与 16 世纪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出现了

被罗马教会谴责的异端思想，同样有许多贵族加入异端教派并成为与教会和国家抗衡的支柱力量，

甚至面对这样纷乱形势的也都是尚未成年的国王，这种种“巧合”在“有心人”的眼中无疑成了上天

的“恩示”。另一方面，新教势力的增长到了 16 世纪中叶以后的确在某些层面已经威胁到了天主教

在法国社会长久以来的多数派地位( 新教徒在一些高等法院中甚至占据一半席位) ，这种情况自然引

发了天主教徒尤其是一些激进派的危机感。他们急迫地希望能够彻底清除异端，而十字军战争无疑

是个绝佳选择，况且针对异端而发起十字军在法国也早有先例，阿尔比十字军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足以说明这是一帖治疗异端问题的“良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图卢兹高等法院检察官让·盖伊

和巴黎高等法院书记官让·杜·蒂耶等天主教政治人物开始有志于一同发掘纯洁派的历史，煽动国王

和贵族以史为鉴兴起十字军，消灭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异端分子。在这当中，如果说前者的影响范围

只能涵盖法国南部或图卢兹地区的话，后者的王室近臣身份以及他在法国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①则

无疑使得纯洁派历史的“复活”上升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宗教战争爆发以后，这段历史的“价

值”更是得到肯定。直到 1568 年，让·杜·蒂耶仍在《告贵族书》中向王室和贵族阶层痛陈异端危害，

鼓励法国贵族领主以蒙福尔伯爵( le comte Simon de Montfort) ———阿尔比十字军领导者———为榜样

继续战斗，直到彻底粉碎新教异端的阴谋。②

最后，如果说将纯洁派与新教进行类比，于天主教一方而言只是面对宗教异议者的惯常反应的

话，那么新教对此的欣然接受则更多出于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后自身身份构建的需要。1520 年，路

德明确将教皇及其领导的罗马教会视为敌基督和伪教会，使得新教会的改革运动变成了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正本清源。然而基督教只可能存在一个真正的信仰，因而也只会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存在，且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永存和恒久不变的，绝不应该出现断裂。正因如此，罗马教会才能够依仗自身久

远的历史斥责新教的异端本质和裂教行径。而对新教而言，如果承认自身教会的新生特征，就势必

被根源问题锁住手脚。所以，构建新教教会的延续性，寻找新教自身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路德之前新教教会在哪里”不仅是天主教神学家们“质疑”新教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教思想家

们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1520 年，路德在回应罗马教会对他的判决时，提出了无形教会和有形教

会的概念，认为前者是本质和精神上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因而无可动摇; 后者是外在的和物质

的，因此有可能改变或者变质。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形与神的关系，本应相辅相成，然而

罗马教会作为长久以来为基督徒认可的有形教会却已经堕落。③ 这一解释很快得到了茨温利、加尔

文等新教神学家的认同并得以在新教学者中广泛传播。虽然罗马教会早已变成“新巴比伦”，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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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杜·蒂耶不仅撰写了《阿尔比异端简史》，还是《法国历代国王及其王朝历史汇编》的作者。他以法律和历史文献为基础撰

写历史的做法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认同，其著作也经常被 17 世纪的作者们参考引用。关于让·杜·蒂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

的贡献，可参见唐纳德·Ｒ． 凯利《近代历史研究的基石: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法律和历史》( Donald Ｒ. Kelley，Fo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Language，Law and History in the French Ｒenaissance)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
让·杜·蒂耶:《告贵族书，无论是国王治下还是反叛者》( Jean du Tillet，Advertissement a la Noblesse，tant du party du Ｒoy，que
des Ｒebelles ＆ Conjurez) ，米歇尔·霍韦印刷厂 1568 年版。
《马丁·路德文集》( Martin Luther，Oeuvres) 第 2 卷，拉波尔和信仰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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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本质上并没有受到影响，或者说在路德等人看来，不应也不会受到影响，这就牵扯到怎样解释基督

教在罗马教会堕落期间的存续问题。而在这一方面，路德对胡斯的同情和赞赏无疑启发了其他新教

思想家: 既然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的胡斯是基督教的“义人”①，是“不公正审判的受害者”②，那么此

前同样被罗马教会冠以“异端”之名受到迫害的异议者们是否也是相同的情况呢? 新教学者们很快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他们的论著中开始大量出现罗马教会堕落并与上帝的教

导背道而驰的描写，出现无形教会与有形教会的不断对抗，出现从未断绝的殉道者以及真理见证者

的故事。众多中世纪因反对教会、教皇而被斥为异端的教派和个人被新教学者纳入真理教会的“历

史”，而经常被天主教用来打击他们的纯洁派则成为其中的一个绝佳范例。因为这些被斥为异端的

“义人们”不仅“品德高尚”，拒绝奢侈堕落，而且还遭遇了罗马教会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迫害。16 世纪

下半叶，在胡斯被路德派纳入其源流之后，法国的加尔文派信徒为了强调自身的独特性，更为了摆脱

法国新教源自路德派的惯常说法，对法国化色彩明显的纯洁派更为重视。的确，比之远在他国的胡

斯派，纯洁派的本土特征显然会让法国的新教徒倍感亲切，它被罗马教会和法国王室联手血腥镇压

的历史也更容易让饱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因物伤其类而同仇敌忾。1581 年，特奥多尔·德·贝扎在

其著作中进行的论述正是这一想法的代表，其后的新教学者则承袭并发扬了这一观点，并在历史著

作或论辩文章中坚定地为纯洁派与新教谱系关系的存在进行辩护。到了 17 世纪，这一谱系虽然并

非尽人皆知，但至少在知识分子阶层鲜少有人会对它感到陌生，很多新教学者更是视之为无须置辩

的“真实”历史。

我们常说，历史的作用在于能够以古鉴今，可以古为今用。法国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思

想家们正是秉持着这样的思想让历史———尤其是纯洁派的历史———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现。前者

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反对宗教宽容，后者则希冀在其中寻找到自身存在合理化的依据和凭证。双方以

同一段历史为基础，明明目的相反，结果竟然异曲同工，他们的“共同努力”构建出了纯洁派和新教之

间的系谱关系并使之得以长期存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只关注阿尔比十字军的天主教护教者，还

是坚持将纯洁派归于“真正”的基督教会谱系的新教学者其实对这个教派本身都知之甚少。对他们

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纯洁派的本质，也不在于这个教派是否真的与新教有所关联，而是纯洁派的历

史究竟是否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激荡时代为他们各自的利益增添助力。
18 世纪，随着新教的稳定发展和人们对宗教论辩热情的减弱，学者们在讨论新教教会时已不再言

必称纯洁派，但纯洁派和新教之间的谱系关系却并未完全消失。及至 19 世纪，这一谱系在一些新教历

史学家，尤其是出身法国南部的学者笔下甚至再次焕发“生机”，或被用以重塑新教教会的历史和信仰

来对抗天主教威权，或被用以证明法国南部的“独立”“先进”来反对政府的中央集权，种种理念交织，不

一而足。而这样的情况无疑再次展现了与历史本身不同但却不容忽视的“历史书写”的力量。

［本文作者王文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 责任编辑: 任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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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dalism and rise of capitalism.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Middle Ages，manors，peasant families，
and manufactories and shops had different degrees of demand on the wage labor market. Hence，high
demand determined the high proportion of wage labors in medieval Europe，especially in England. The
wage labor market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was supplementary，not heterogeneous，to the familial
labors in peasantry and manufactory， and the servant labors in manors. Onl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could it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tract labor of capitalism.

Wang Chaohua，The Legal Status of Servants in Medieval England
In medieval England，young servants who learned skills in others' households formed a special

social group. The extant Court Ｒolls of that time indicate that lots of lawsuits involved servants. They
demonstrate that servants not only appeared at the courts as parties，but also took the litigant
responsibilities，for example，they were fined for trespassing on others' properties. Such cases show that
servants were considered as members of the masters' families，but they had no legal dependence on the
latter. Servants contracted freely with their masters，which was essentially a contractual relation that
was hidden behind the ostensible family ties. This determined servants' independent legal status.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 and independent status were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servants as a type of wage
labor，from which some clues to the origin of English capitalism could be found.

Wang Wenjing，The“Kinship”between French Cathars and Protestants in the Ｒeformation
Catharism was a“heresy”in middle and late medieval Southern France，which was extinct by the

14th century. However，during the Ｒeformation in the 16th century，Catharism was deemed the precursor
of French Protestantism. At that time，Catholicism was at odds with Protestantism on almost every
issue，but they were strikingly similar in the insistence on this purported “genealogy”. This
phenomen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religious situations in France and the polemic strategy
employed by both sides. Learning from the Crusaders' repression of Cathars，Catholic scholars
determined that this “heresy” should be eradicated by force. On the other hand，the Protestants
sympathized with the persecuted Cathars，and by chance found an opportunity to reverse their
un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religious dispute. Hence，they started to actively interpolate the“kinship”
between Cathars and Protestants into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Wang Guangkun，The Ｒis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19th-Century Britain and Its Influence
In modern Britain，doctors were divided by a strict hierarchy of physicians，surgeons，and

pharmacists ( from high to low ) . They organized respective societies to maintain the established
order. However，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demand on medical care in the 19th
century，this system collapsed gradually. General Practitioners ( GP ) ，who were familiar with bo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