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誓的政治意涵
———以 16 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为中心的考察

陆 曦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在正式场合和仪式下进行的庄严行为，宣誓普遍存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且早

已有之。在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洲，基于神学渊源，宣誓行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并散发着神圣

的力量，宣誓者因此受到道德和良心的约束，但宣誓的行动效能在特定情境下会有不同指向。16 世纪上半

叶，英国亨利八世政权利用宣誓实施和强制推行宗教改革，而英国人民也通过宣誓反抗、抵制、否定、默许宗教

改革。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中宣誓的核心地位、运作机制和莫尔拒绝宣誓行为的心理进路，可以透视宣誓在近

代早期英国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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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就职宣誓，还是公民个

体的结婚宣誓，作为一个在正式场合和仪式下进

行的庄严行为，宣誓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且普遍存

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国古代就有诸侯盟

誓立约的历史记载，在现代官方法律文件中宣誓

也常有出现。①宣誓是指宣誓者在誓言接受者面

前表明自己，并请誓言接受者监督的仪式，在这一

过程中把对自己的监督和处置全权交给誓言接受

者。宣誓的使用并不是简单的强制和勒索服从，

而是提供一种谈判的手段使宣誓者忠诚遵守其誓

言，作为“通过立言来表达承诺”②的言语行为活

动，也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机制。宣誓具有世俗

与宗教层面的双重效用。但遗憾的是，研究宣誓

的中文作品并不多见。③

在中世纪的宗教背景下，宣誓通常是私人领

域的行为，也就是个人对着上帝发誓，形成个人与

上帝之间的口头契约。到近代早期，尤其是在 16

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中，宣誓被大量运用，成为一

种公共领域的显性政治行为。本文以 16 世纪英

国宗教改革为观察点，尝试从政治文化视角对宣

誓问题进行探讨。宣誓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是英

国亨利八世改革期间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主要接触

点及政治语言，④也是亨利八世政权与英国民众就

其宗教的关键方面进行谈判的重要媒介。

宣誓: 一种连接上帝、政权与人民的重要手段

宣誓的核心是引用某人或某物作为誓言真实

性的见证，在其面前表明自己的忠诚和决心，并接

受其监督和处置。由于宣誓的目的是让人相信宣

誓者的陈述是真实的，所以，公证方必须拥有比宣

誓者更高的权威，否则，其对证明宣誓者的可信度

就没有什么帮助。对于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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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宣誓中被引为公证方的应该是上帝，因为圣

经中标示上帝命令以他的名义进行起誓。上帝总

是有能力知道任何陈述的真实性，而且，如果宣誓

者的陈述是假的，上帝就有能力惩罚他。在向上

帝宣誓时，宣誓者承认了上帝的全知、全能和本质

的真实性。因此，在宣誓行为中，宣誓者实际上是

在敬拜上帝并使宣誓者接触到上帝。⑤他们都认

为，宣誓是一种敬拜的形式。由于宣誓援引的是

唯一神圣、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名字，所以不能轻

视。乔纳森·格雷通过系统梳理 16 世纪关于宣

誓的神学观点而建立了一个诠释宣誓行为的基础

理论，他断言所有亨利八世时期的英国人，无论是

保守派、福音派，还是激进派，都能被涵括其中。⑥

因为在宣誓问题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分

歧不大，不管在中世纪还是近代早期，他们的宣誓

理论都基于这样一个观点: 宣誓是人类社会得以

体验上帝的重要通道。人类通过宣誓获得上帝的

力量，并可以利用其全知全能的特性，使之成为誓

言真实性的保证人。宣誓行为作为上帝的力量与

威严的表现，必须饱含敬畏，以免上帝因威严受到

侮辱进而实施惩罚。

对于宣誓的合法性条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

新教，15—16 世纪的宗教作品都制定了一个相当

标准的论述，借以说明宣誓的合法性条件: 一个人

要想宣誓合法，就必须在真实中 ( 没有欺骗或诡

诈) ，在 判 断 中 ( 不 是 徒 劳 地、无 知 地 或 不 情 愿

地) ，在正义中( 不是为了邪恶的目的或不虔诚的

目的) 。首先，16 世纪的英国人，无论他们是天主

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接受中世纪对于宣誓的说法，

即以真实的方式宣誓，排除含糊、虚伪或欺骗，虚

伪地宣誓会剥夺对上帝之名的敬畏。其次，因为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宗教作家对宣誓非常重视，

他们宣称宣誓必须基于谨慎的判断而不能草率地

进行。宣誓应该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而判断需

要知识和至少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再次，天主教

徒和新教徒一致谴责不公正、不合法或违反法律

的宣誓。事实上，在托马斯·莫尔看来，不正当地

进行的宣誓有时被认为是非法的。如果宣誓不合

法，违背誓言就非伪誓。⑦当宗教作家谈到非法宣

誓时，他们通常指的是宣誓本身做出了邪恶或不

公正的行为。例如，热心的改革家和伍斯特的主

教休·拉蒂默 ( Hugh Latimer) 宣扬说，如果一群

盗贼发下邪恶的誓言，互不揭发，然后其中一个人

被抓，那么对他来说，违背誓言，出卖同伴，总比遵

守誓言从而方便将来的抢劫要好。⑧那么，要想使

宣誓荣耀上帝，就必须以上帝的名义宣誓，而且必

须在地方法官面前或某些同样庄严的环境下，在

自愿以及知情的情况下，正当地如实宣誓，这样才

能使自己的宣誓合法。无论是中世纪的天主教徒

还是新教徒都同意这些基本准则。缺少任何一个

条件的宣誓都是有罪的，是对上帝威严的严重冒

犯。同时，人们相信，宣誓是对上帝权力和威严的

召唤，上帝不会允许他的名义被滥用，为了保护自

己的荣誉和名誉，上帝也一直仔细地关注着宣誓

的使用和可能的滥用。

在 16 世纪的英国，一场教会脱离罗马教廷的

改革运动拉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帷幕，宣誓成为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主要手段。亨利八世的天主

教徒身份并不妨碍他将教皇势力驱逐出英国，在

他看来教会的至尊权力与他的宗教信仰并行不

悖，教会被要求宣誓对国王效忠。1529 年至 1547

年间，亨利八世先后颁布了 12 部“叛逆法案”，英

国的教士必须在教皇和国王之间做出抉择并宣誓

效忠国王，拒绝宣誓之人会被一一处决。显然，教

士不会服从亨利八世，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向教皇

发过誓言。而亨利八世意识到，要使之前的誓言

这样一个强大的纽带失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

个同样强大的宣誓来替代它。对国王的服从是

“亨利八世改革的本质”⑨和主线。亨利八世政权

试图通过宣誓利用上帝神圣的能力来支撑自己的

权威，并将政权本身的权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

宣誓的神圣性密切相连。通过宗教改革，国王的

权力得以扩大。⑩首先，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征

用并出售其土地，充实了王室的金库; 其次，王权

至高无上地位的宣言通过消除教皇在英格兰的竞

争性权威，赋予王室对英格兰神职人员的直接控

制权，并且使王室获得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组织体

系，从而增加了王室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以用于宣

传和行政目的; 再次，王权至上的信条使国王神圣

化，它赋予国王神圣的权威，使他不仅能支配臣民

的身体，而且能控制他们的灵魂和良心。�11在这一

过程中，宣誓成为亨利八世实施宗教改革并扩大

王权的重要手段。在英王亨利八世的力推下，一

场以宣誓为形式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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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国国教，实现了其与罗马教廷的彻底决裂。
宣誓在 其 中 的 意 义 便 在 于 让 宇 宙 更 强 大 的 存

在———上帝———来强制其臣民服从国王自己。它

使 16 世纪的英国社会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亨利

八世有权改革教会以及惩罚那些反对其意愿的人。

可见，宣誓是强力说服臣民服从国王并同意

其政策的重要手段，这种强制手段主要不是身体

上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神学意义上的，所以说，

英国宗教改革不仅仅指向神学，而且是通过神学

实现的。但吊诡的是，这种神学对王权的“助力

行为”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解宗教神秘性的

作用，这就产生了关于宣誓性质变化的争论。克

里斯托夫·希尔( Christopher Hill) 、基斯·托马斯

( Keith Thomas) 和约翰·萨默维尔( C． John Som-
merville) 认为，宣誓在 16 世纪尤其是在 17 世纪

变得世俗化，被削弱了神圣的力量，宣誓失去了效

力。�12爱 德 华·瓦 兰 斯 ( Edward Vallance ) 和 大

卫·马丁·琼斯 ( David Martin Jones) 反驳道，虽

然在 16 世纪之后，国家对宣誓的过多运用确实产

生了一种新的问题，它可能会导致宣誓的神圣性

下降，但大多数英国人仍然认为宣誓是具有真正

精神力量的重要纽带。�13按照约翰·斯珀尔( John
Spurr) 的判断，那些关于宣誓效力衰弱的论述是

错误的，宣誓的力量依赖的是“上帝是宣誓的执

行者”这一信念，而其在英国甚至整个英语世界

都是长久秉承的。

强制与抵抗: 宣誓在亨利八世时期

宗教改革中的双面效用

宣誓作为亨利八世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它

串联起了英国宗教改革内容的多个方面———包括

亨利八世时代的离婚、继承、教皇权威的树立、王
权至上理念和对国王的服从。宣誓不仅构成了英

国宗教改革的一种语言，而且其行为本身也是一

种回应宗教改革的方法。在英国历史学界对亨利

八世宗教改革的研究中，修正主义者重在强调亨

利政权的效率之高和威力之强; 而后修正主义者

则主张亨利八世时期的国家是软弱的，它需要依

靠上帝来监督宗教改革以试图赢得其臣民的同

意。而宣誓的基本点是让发誓者有机会接近上

帝。上帝有能力知道宣誓是否真实，有权力惩罚

伪誓者，也有意愿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保护其圣名

的威严。上帝会惩罚说谎或违背誓言的宣誓者，

甚至使其永世不得超生。上帝作为真理的执行

者，是宣誓背后的力量。宣誓的神学意涵使其成

为检验臣民信仰和约束臣民行事的理想手段，宣

誓因此成为实施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核心。
宣誓通过宣誓人的主动承诺产生效力，是一

种约束宣誓人行为的强有力方式。例如，仅仅问

“你相信罗马主教是教会的最高领袖吗?”，就是

废除教皇权威的一个弱方式。对这个问题可以简

单地回答“不”，而提问者要执行这一信念的唯一

方法就是表示:“如果将来我发现你撒谎，我会惩

罚你。”与之相比较，“发誓你不相信罗马主教是

教会的最高领袖”的宣誓，则是一种更有力的手

段。类似的，“对我忠诚”的命令比“宣誓效忠我”
的力量要弱得多。前者只能通过威胁，如果当事

人被发现有不忠诚的行为，就会受到暂时的惩罚;

而后者，如果宣誓者做出不忠诚的行为，无论他是

否真被发现，都会受到暂时或永久的惩罚。因此，

宣誓具有比无誓承诺或宣言更高的地位。宣誓通

过强调其神圣性，宣扬上帝对那些发伪誓、欺骗

誓、轻率誓的人的惩处，为英国宗教改革的实施增

加了力量。

宣誓所内含的神圣精神有利于亨利八世政权

推行宗教改革。当他们教导人们必须如实宣誓

时，不仅指的是不能为了确认虚假的陈述而宣誓，

而且指不能为了确认真实的陈述而以欺骗主持宣

誓者的方式宣誓。实质上，这就排除了任何形式

的宣誓歧义。根据宣誓的意涵，在宣誓中，含糊其

词( 故意操纵模棱两可的词语) 和心理保留( 在自

己脑海中给自己的誓言加上一个限定声明) 是宣

誓的大忌。这意味着，宣誓所允许的回旋余地非

常之小。当亨利八世向他的臣民提出宣誓要求

时，他的臣民在理论上应该以诚实和直接的方式

做出回应。宣誓必须符合判断的主张也加强了英

国宗教改革中的国家宣誓。对这一理论最常见的

解释是谴责亵渎性的、徒劳的或者轻率的宣誓。

这些宣誓有可能损害亨利八世政权，因为它们导

致了宣誓的普遍贬值。然而，对于虚妄和亵渎宣

誓的谴责却强调了上帝之名的神圣性。它赋予宣

誓一种严肃性，使其非常适合亨利八世时期的政

权设计。所以说，在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中，我们

既见证了英国国家政权对宣誓使用频率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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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见证了英国首次尝试禁止虚伪宣誓的立法，这

也许并非巧合。�14

但宣誓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并不是宣誓内含

的每一个方面都与亨利八世政权的目标完全吻

合。当时强调违背真实、判断和正义的宣誓是非

法的，因而应该被打破，这种对宣誓非法性的认

定，为那些对真实和正义有不同定义的人提供了

抵抗宣誓的便利手段。从这一点看，对非法宣誓

的认可有可能使英国宗教改革的国家宣誓失效，

因为以武力或通过恐吓、劝诫而达成的宣誓是非

法的。而现实中，亨利和他的主教们威胁那些拒

绝宣誓的人，宣称要对他们进行监禁和处决等实

质性的惩罚。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对公正和合法

的标准并不统一，在这些问题上，最终的权威当然

是上帝，但在宗教改革时代，基督徒对神的话语解

释并不一致。16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宗教大变革

的时代，新教思想的胜利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还

远未达成。亨利八世时期的教会是流动的，它包

含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群体，其成员们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神学的影响。天主教徒

认为，独身誓言是符合圣经的，新教徒则不同意;

罗马天主教徒认为，教皇的至高无上符合圣经，新

教徒则认为，这种教皇的至高无上与服从世俗裁

判官的圣经戒律相冲突。因此，新教徒和罗马天

主教徒都可以用上帝的话语作为评价教皇和亨利

八世宣誓内容是否合法的依据，但他们仍然会得

出不一致的结论。宣誓要合法，其内容必须符合

真实和正义，但由于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判断在 16
世纪存在争议，所以对一个宗教团体来说是公正

合法的判断，而对另一个宗教团体来说则未必。

然而问题是，恰恰在英国改革者呼应中世纪

天主教关于宣誓神圣性的言论的同时，印刷机上

也充斥着对修道院誓约的攻击。这些印刷品强

调，修道院誓约是被迫的，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进行

的，是与上帝话语相违背的，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违

背了真理、判断和正义。因此，修道院誓约是非法

的，应该被打破。尽管英国改革者从未明确地将

这一逻辑应用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国家宣誓，但

誓约和宣誓( 两者都是神圣承诺的形式) 之间的巨

大相似性，以及这一逻辑大多源于宣誓概念本身这

一事实，意味着许多人可以而且确实将这些论点应

用于亨利八世政权宗教改革过程中的宣誓。�15

可以发现，宣誓理论在亨利八世时期具有双

面效用: 一方面，通过强调宣誓的神圣性，宣誓被

实际运用于宗教改革的政治操作层面，这一实操性

赋予宗教改革以能动性; 另一方面，通过强调违背

“真实”“判断”“正义”这三个条件的宣誓的非法

性，切实地为抵抗上述宣誓提供了一种便利手段。

宣誓的力量: 宣誓在英格兰

公共生活层面的作用机制

宣誓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中被充分利用，其

基本意涵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宣誓单纯的宗教

意涵被突破，进而渗入当时英格兰人民的公共生

活，并对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宣

誓变得更加“有力量”———在拥有精神力量的同

时，通过社会压力对广大公民产生了世俗化的影

响，这种影响更进一步赋予公民权力。在这一过

程中，宣誓变得更加世俗化，其作用机制及演进逻

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宣誓对于大

多数人的约束仍然来自其精神力量，这是宣誓产

生作用的基础逻辑。毕竟，宣誓是一种精神强制

的形式，它赋予国王近似于上帝的力量。宣誓是

对忠诚或正统的完美检验，因为它使上帝成为这

一测试的监考员和评分者，而且它也成为联结宣

誓人未来行为和信仰的纽带。一旦一个人发誓要

效忠于亨利及其继承人，对所有反对国王的人采

取行动，或者不再持有异端信仰，上帝就成为宣誓

人未来忠诚和正统的见证人。以后任何违背誓言

的行为和言论都会招致上帝的愤怒，即使今生不

会，来世也会。简单地说，一个单纯的承诺取决于

诚意和承诺者的意图，而宣誓则是向上帝求证，上

帝会侦察内心，知道一个人的言语是否模棱两可，

是否有心理保留，或是否发了伪誓，至少在理论

上，上帝是誓言真实性的见证人，并可以对欺骗者

施加神的愤怒。这种公众对宣誓神圣性的信念，

对宣誓人本身造成了某种形式的压力，因为即使

宣誓人自己的良心并没有因为发伪誓而感到痛

苦，其他人也知道违背誓言是错误的。安迪·伍

德( Andy Wood) 指出，亨利八世政权依靠的是其

臣民愿意将他人的煽动性言论传递给该政权。伍

德写道: 人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煽动性的

言论冒犯了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和“良心”。�16伍

411

宣誓的政治意涵



德没有指出的是，正是宣誓这一手段不仅巩固了

英国人民对国王的忠诚，而且又将他们的良心绑

在一起。亨利八世时期的宣誓就这样创造了众多

对“邻居”的“监督人”。如果某人的言行违背了

他的誓言，他的邻居会因此而责备他，有时还会向

当局告发他。1535 年，当温纳姆的本杰博士 ( Dr
Benger of Wingham) 在坎特伯雷( Canterbury) 执事

的餐桌上重申教皇的权威时，执事和其他观察员

提醒他，这样的说法肯定与他的誓言是相悖的，然

后他们把这些内容传达给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

国宗教改革的领袖克兰默 ( Thomas Cranmer) 。�17

同样地，当切斯特顿( Chesterton) 的牧师马斯特·

布朗( Master Brown) 向他的同僚托马斯·阿伦德

尔( Thomas Arundell) 展示一个与布朗的至高无上

的宣誓相反的预言时，阿伦德尔立即通知了亨利

八世的首席大臣克伦威尔( Thomas Cromwell) 。�18

宣誓的神圣性以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仍然是其在

广阔的社会领域产生作用的基础。

其次，宣誓是一种仪式，宣誓力量的发挥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形式合法性。在亨利八世的宗

教改革过程中，其统治下的一些臣民通过伪装破

坏了宣誓的精神功效，但是，宣誓能够接近全能上

帝的力量并不是让它对亨利八世政权有用的唯一

特征。宣誓也是一种宣传形式，公开宣誓的行为

对目睹这一事件的人产生了一种社会约束。这种

仪式的力量从两个方面产生作用。一是宣誓仪式

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合法性使得其产生了一种社会

约束力量。即使一个人在宣誓时含糊其词，宣誓

人的行为仍然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尤其是

当宣誓人地位很高或者在一些方面有影响力时，

因为观众可能并不能意识到宣誓人的虚伪，他们

只会从宣誓仪式中产生认同。邦纳( Bonner) 明确

地理解了这一点，他意识到社会上普遍采用的

“公开撤回声明”可以为其中“省略标准的宣誓”

提供合理性。虽然撤回声明缺乏宣誓的精神力

量，但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宣传价值，这相当于一个

被怀疑为异端的人，公开谴责了“他被怀疑为异

端的行为”。�19二是宣誓自上而下的实施与层层模

仿。16 世纪宗教改革初期，英格兰政权关于继承

宣誓的实施是从社会顶层开始的，然后慢慢向社

会底层延伸，模仿上级是亨利八世政权实现一致

性( 统一信奉英国国教) 的一种手段。在宣誓的

层层复制中，其社会力量不断生成并加强。可以

说，在某种意义上，宣誓的社会压力并不取决于他

们是在上帝面前宣誓的，而取决于他们是在众人

面前宣誓的。约翰·伦敦博士( Dr John London)

对托马斯·贝迪尔 ( Thomas Bedyll) 说，他“不会

违背自己所证明的和公示的誓言”，类似的表述

实际上告诉我们宣誓的力量更多地来自“被认为

发伪誓”所 带 来 的 社 会 压 力，而 非 宣 誓 的 真 实

性。�20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宣誓参与到宗教改革

中来，英国社会其他人默许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再次，宣誓的精神和社会力量在增强英国国

王权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扩张化的权力”。

亨利八世时代的宣誓既对宣誓人的良心造成了内

在压力，也对宣誓人的言行产生了外在的社会压

力，这两种力量有助于确保英国人民对国王与教

会的忠诚。然而，当把目光投向亨利八世统治时

期之外时，我们发现亨利八世政权对宣誓的使用

更多地是赋予臣民权力，而不是加强自身的权威。

亨利八世政权对宣誓的运用教育了英国人民，宣

誓的提出给英国人民上了一课，他们随后模仿继

承宣誓进行了个人宣誓。同样，大量关于遵守誓

言的义务的宣传( 其中大部分来自支持王权至上

的神职人员) 让英国人民认识到宣誓的精神力

量。而一旦英国人民接受了如何以及为何使用宣

誓教育，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使用宣誓为自己谋

取利益呢? 毕竟，宣誓的妙处在于任何人都可以

宣誓，不需要特许或委任。宣誓使每个人都能得

到权力。无论一个人信奉什么事业，一旦他对其

宣誓，该事业就成为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既然

一个人的灵魂比任何世俗的物质都更有价值，那

么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胜过了所有其他的忠诚。宣

誓不论是在近现代政治理论家的著述中，还是在

推进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都既是关于神学或政治

学的，也是关于实施机制的。宣誓的妙处就在于

它们所提供的制裁远远超出了都铎王朝有限的政

策权力。

宣誓的心理机制———以莫尔拒绝宣誓为例

在亨利八世政权面对的众多反对者中，出现

过少数真正的反对派，其中托马斯·莫尔就尽力

避免面对一个他无法同意的宣誓。1532 年 5 月

16 日，英格兰教士正式承认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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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首脑，莫尔因此 辞 去 了 大 法 官 的 职 务。1534
年，他因叛逆罪被审讯之后囚禁在伦敦塔中，在最

后的日子里，莫尔仍然坚持基督教世界是统一的，

直到 1535 年 7 月被最终审判和处决。托马斯·

莫尔是一名基督徒，他宁愿死去也不同意英格兰

国王处置英格兰教会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

不愿意否认教皇的权威，这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政

治意识的一部分。在近代早期的英语世界中，在

反映个人权利与国家强势和独断主张之间关系的

案例中，应该没有比莫尔更认同个人良心的。对

莫尔来说，良心并非独立于真理，事实上，良心本

身就是一种真理条件。在安东尼·肯尼( Anthony
Kenny) 的总结中，对莫尔来说，真正的良心只是

对上帝律法的正确理解。�21其实，“良心”并不是现

代早期的新词，而是伴随着宗教改革争论的压力，

面对现代政治意识的复杂性而产生的，从字面上

看，它的意思是“关于某人的知识”，可以用来为

某人证明或者进行反证的东西。在公共知识领

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多余的，这个词通常意味着

获得隐私秘密，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关于你

的事情，因此可以用来作为证据。�22为了确定莫尔

“良心”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追溯关于莫尔被处

死的第一批报道，特别是其中关于莫尔早期生活

的论述。哈普斯菲尔德( Nicholas Harpsfield) 把良

心声明作为莫尔受审的一个核心情节。莫尔最终

明白自己无论如何都要被判刑，他做了之前在公

开场合一直小心翼翼不去做的事，说出了他心中

的想法:“我现在将出于我的良心，在我的契约和

你们的法规上，明确地、自由地说出我的心声。”�23

最引人注目的是将“良心”的概念与“明明白白

地、自由地说出我的心声”的能力相等同。莫尔

在这里似乎将他的良心与国家权力的命令放在相

互对立的立场。

莫尔回应执行《至尊法案》宣誓的皇家专员

时表示，他并没有“谴责任何其他人的良心”，而

是“我的良心在这件事上让我感到不安”，虽然他

不明确否认《至尊法案》，但他不能按照给他的誓

言那样宣誓。他向皇家专员们保证，他并不是

“仅仅为了良心的怨恨或任何其他幻想”而拒绝

宣誓。�24显然，莫尔这里的“良心”一词需要一些解

读。莫尔将对他的指控描述为“直接违背了上帝

的律法和他的神圣教会，没有任何一个世俗的国

王可以对他宣称这种权力”。�25莫尔在回应大法官

奥德利( Audley) 勋爵时表示，“我没有责任让我的

良心顺从一个王国的议会，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

所有议会”。�26在这个意义上，莫尔一定会遵从自

己的良心，不是因为他的良心比其他所有人的意

见都重要，而是因为他的良心带来了一个压倒性

的权威意见。然而，“良心”在这些术语中并不是

一种意志中的任意行为，它是从一个独立可验证

的推理系统中得出的推论。法律具有权威是因为

它是另一种可供选择且更优越的权威形式。国家

的法律是服从于“上帝的律法和他的神圣教会

的”，在此之前，国家法律必须让步。在这个意义

上，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具有绝对约束力的: 不是因

为良心代表了更高的价值，而是良心在这种情况

下遵循了更高的价值，从而使得世俗法律在这种

情形下“不足以指控任何基督徒”。因此，我们不

妨说，莫尔对良心的理解远非彻底现代的，而是谨

慎、正统和服务性的。历史学家在理解莫尔在审

判中坚持遵循自己的良心这一行为时认为，他是

在遵循真理的原则———教会的真理。用大卫·马

丁·琼斯 ( David Martin Jones) 的话说，莫尔及其

反对者都同意，“良心遵循的是法律，而不是个人

决定。莫尔和其对话者之间的问题是，罗马或威

斯敏斯特是否拥有决定该法律的必要权力”。�27在

良心问题上的真理，在宣誓问题上也是如此。

通过良心拒绝宣誓使反抗合法化的这一事实

意义重大。违背真理、正义的宣誓是一种严重的

罪行，这是一种旨在确保上帝之名的威严和保护

誓言的神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亨利八

世政权也是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来防止其臣民虚

假或轻率地宣誓，这就为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

提供了精神力量，最终也给那些不同意国王宗教

政策的人赋予了权力，使他们能够以良心为自己

的反抗作辩护。确实，宣誓赋予英国人民以权力，

让个人良心成为争议问题的最终裁判。在 16 世

纪，一个人的良心是否有效，并不建立在个人意见

是否真诚之上，而是基于一个人的良心与神的律

法的对应程度。�28莫尔坚持相信中世纪广泛的社

会信仰，将良心作为道德生活的格言，良心是人类

悔恨的天然资源。莫尔也意识到，如果在上帝律

法的神圣语境下正确地运用良心，良心就是真理

的保证。自 1529 年任职大法官到 16 世纪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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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莫尔意识到在极端情形下，个人的良心可以用

来保护真理免受一个新近获得权力的世俗国家的

入侵。莫尔在生命最后一年的信件中大量使用良

心一词，这不仅表明了它对于莫尔的意义，更加表

明了他对这一词的探索和理解。莫尔也发出了怀

疑主义的声音，反映了他对良心本身的反思: 在所

有人的良心中，他们是否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或

者是否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去想的。这是现象学

中一个关于良心的经典问题: 它在“我知道的”和

“我知道我知道的”之间，在“我认为的”和“我认

为我认为的”之间，设置了一个区隔。在亨利八

世执政期间，莫尔暴露在自己的想法和他人想法

的比较中，“良心”似乎是他的答案———我至少知

道自己在想什么。最后莫尔回到了关于共识的争

论。他所想的是教会一直以来所想的，是欧洲其

他地方的教会所想的，是在亨利不在他们身边或

身后时，也许英格兰主教们还在想的。莫尔的良

心在回应一个比他生活的世界更多元的世界。

通过对托马斯·莫尔的拒绝宣誓的重现，我

们可以看到宣誓是如何将权力和责任赋予个人的

良心的。莫尔可能将自己的良心建立在“基督教

大公国”的基础上，�29但如果他在继承宣誓上做了

错误的决定，那么作为个人的他将在地狱中受苦。
莫尔在信件中写道: “请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信念，我自己也将与善良慈悲一起生活。因为我

的命运是我自己的命运，我不能确定我应该做什

么，我是否能根据我自己的良心优雅地做些什么，

或者是否能按照上帝的意愿而不是自己的意愿去

做?”�30

虽然宣誓被设计成将社会粘在一起的黏合

剂，但在某种意义上，它要求个人在上帝面前为自

己的宣誓负责，从而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宣誓

人作为个体最终要为其宣誓的后果负责。如果他

违背了合法宣誓或者进行了不合法的宣誓，他的

灵魂将面临被永远诅咒的危险。通过在一定程度

上强迫个人做出决定，并教导一个人这个决定会

影响自己的救赎，宣誓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的训练

场。宣誓者按照个人良心行事这一事实本身意味

着，从长远来看，宣誓的施行促使了一种社会被动

性向个人能动性的能量转移。宗教改革期间的大

规模宣誓最终使人们有能力自己决定什么是正确

的，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来执行这些决定，这种方式

并不必须与王室政策相协调。宣誓允许亨利八世

政权利用上帝的力量来强迫其臣民服从和接受正

统，在短期内，这种宣誓的精神和社会力量加强了

王权，然而，从长期来看，亨利八世政权通过宣誓

实施宗教改革的做法却适得其反，因为它一方面

邀请臣民参与政治进程，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如何操纵更高权力以达到自己目的的通

道。在此意义上，宣誓又是一种强有力的平等主

义的工具。宣誓可以被任何人用于各种各样的目

的。无论何时，在一个既定的博弈中引入一个不

分青红皂白的权宜之计，其结果都是使竞争环境

变得更加公平，宣誓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虽然

亨利八世政权对宣誓的广泛使用在短时间内增强

了王室权威，但从长远来看，它赋予了英国人民权

力。事实上，亨利八世时期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

改革都增强了国家权力，优化了社会秩序。�31

结 语

宣誓作为联结上帝、国家与个人的有效的触

点，在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机器中自上而下启动，

有力地推动了亨利时代宗教改革的进程，也留下

了现代性的余响。在整个国家公共生活层面上，

基于中世纪晚期宗教理论与神学理论，宣誓在近

代早期的英国有肥沃的生存土壤，实现了一种自

上而下的赋权过程，在国家各个阶层贯彻的宣誓

进程中，其意涵和机制同时提供了个人对抗国家

的工具。在公民个人规范世界层面上，莫尔以良

心为内核的抵抗宣誓的个体行为，呈现了宣誓行

为与个体信念之间的交锋，体现了宣誓在施行过

程中与个体信念之间互动的过程。类似以拒绝宣

誓为突破口的抵抗宗教改革的个例虽难成大势，

但据史料记载，仅在伦敦卡尔特修道院内因拒绝

宣誓被处决的重要人物就不少于 25 人，这提供了

人民与国家自下而上交手的另一个观察点，也成

为个体与王权、王权与宗教之间张力的具体体现。

宣誓行为在进入英国政治博弈之后，开始逐

渐摆脱 16 世纪语境，成为一种民族国家政治象征

的仪式化操作。从技术上讲，如果宣誓依据真理、

审判和正义来进行，那么它就具有约束力。宣誓，

至少在理论上，总是涉及宣誓人的同意。尽管国

家政权试图为人们规定某一特定宣誓的合法性或

非法性，但是，宣誓实际上强调作为“最终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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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良心。这并非说宣誓的实施使个人的主观

良心成为决定真理的最终权威，而是说宣誓使宣

誓人有责任，因而授权自己的良心对这种权威进

行最正确的诠释。由此，宣誓赋予个人权力，使他

能够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有话语权并投下自己的一

票。无论是宣誓效忠，或者拒斥宣誓，宣誓始终是

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行为，它提供了人民表

达和发言的途径，尽管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时期

试图将人民的选择限制在向国家宣誓或承担拒绝

宣誓的后果两个选项上。16 世纪英国政权通过

宣誓实施改革，因为宣誓为国家增加了精神力量;

英国人民通过宣誓来回应亨利八世改革，因为宣

誓能够使他们获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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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Oath:
An Investigation Centred on the 16th Century Henrician Reformation

Lu Xi

Abstract: As a solemn act performed on formal occasions and in ceremonies，swearing oaths
have been prevalent i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for a long time．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the act of swearing oaths permeated in many aspects of daily life and emanated holy
God’s power on a basis of its theological origins，swearers were thus restrained by morality and con-
sci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oath-taking actions can point differently in particular contex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regime of Henry VIII in England used oaths to implement and
enforce the Reformation，while the English people rejected，resisted，denied and acquiesced to the
Reformation through oaths． Placing the centrality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oaths in Henrician
Reformation，and the psychological path of Thomas More’s rejection of the Oath of Royal Supremacy
at the heart of the narrative，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oaths in the sphere of public lif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n be insighted．

Key words: Oath; Henrician Reformation; Thomas More; Co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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