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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督徒如何才能过正当的生活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值得所有基督徒去思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15
世纪末,萨伏纳罗拉修士发现佛罗伦萨在人文主义世俗精神的指引下,虽然物质上取得了成就,但在精神上充满了欲望

和罪恶。 于是,他提出“基督徒正当生活冶的设想,引领人民走上基督徒应该过的正当生活之路。 本文梳理了“基督徒正

当生活冶的理论架构和内容措施,并将其置在人文主义传统中进行考察,发现它对人文主义思想的补充之处,还揭示了

它在人文主义向基督教人文主义发展中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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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世纪末,驻足阿诺河南岸山顶眺望北岸佛罗伦萨城,天神般高耸庞大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矗立于

市中心,威严的执政宫塔楼傲视着城市每个角落,人文主义熏陶下的佛罗伦萨,从物质上看似乎都是

富丽堂皇、欣欣向荣。 入城后却是另一番光景,平民精神空虚,既苦于生计,又放纵于酒馆和赌桌,城
市显贵缺乏信仰,迷失于权术财富,困顿在宫殿和宴会里,生命被欲望和激情消耗殆尽。 人民心中的

失落和不满如同冬季的阿诺河河水在逐渐上涨,城里人浑然不觉,直到河水漫过堤岸,忽然发现整个

城市顷刻淹没在汹涌的洪水之中。 1494 年佛罗伦萨的社会困难集中涌现,城市显贵和平民慌忙寻找

自保出路,世界末日的情绪蔓延,安全缺失、不公正、冷漠、焦虑感随之喷涌,原本光鲜的市民生活陷入

黑暗之中。
一位费拉拉的修士来到佛罗伦萨,他叫吉罗拉莫·萨伏纳罗拉 (Girolamo Savonarola,1452—

1498),1490 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院长。 萨伏纳罗拉看到人文主义思想滋生的享乐主义

使人迷失了信仰和虔诚,意识到人文主义过分偏重世俗生活的缺陷带来的问题,于是,他向佛罗伦萨

基督徒提出了“正当生活冶的倡议,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场社会运动。 “基督徒正当生活冶运动得名于萨

伏纳罗拉的《正当生活指南》,也 1 页这是一篇萨伏纳罗拉在死囚牢中秘密写下的文章,他已经做好了赴

死的决心,但仍不忘教导佛罗伦萨基督徒如何过正当生活,在他死后还能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行。
回顾整个运动,萨伏纳罗拉提出了“基督徒正当生活冶改革学说,在改革个人生活习俗,还努力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以保障正当生活的进行。 1498 年,部分敌视改革的城市显贵通过城市暴动,将萨伏纳罗

拉逮捕并处决。 萨伏纳罗拉虽死,但推行“基督教正当生活冶的时期被后世认为是佛罗伦萨道德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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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时期冶,他发起的基督徒正当生活运动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但长久以来,关于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的研究总是被置于别的论题之下进行考察,它被

分别置于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中进行讨论,也 2 页这导致了关于基督徒生活模式本身的

研究尚付阙如。 已有的对“基督徒正当生活冶的研究往往归于“道德改革冶(moral reform)的名目之下,
最具代表性研究有唐纳德·温斯顿(Donald Weinstein),他将这场运动认为是社会道德的改革,萨伏纳

罗拉是一位道德改革家。 从这个角度只停留在现象层面理解萨伏纳罗拉的事业,“道德改革冶只是萨

伏纳罗拉的手段和过程,但是“道德改革冶背后有“恩典 - 得救冶理论的支持,其目的不只是单纯地纯

洁社会道德,更是为了用基督教伦理理性弥补人文主义的缺陷,使基督徒得救,而“道德改革冶视角无

法认识这场运动的来龙(理论依据)和去脉(目的性)。 所以,有必要对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

进行重新考察。

1. “正当生活冶理论对人文主义的完善

人文主义的缺陷是重世俗轻精神,在人文主义长期占主导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缺陷产生了严重

后果。 从早期的但丁、彼得拉克等人注重文化的人文主义,到中期布鲁尼和萨卢塔蒂偏重政治的市民

人文主义,再到费奇诺和皮科时代的重哲学思辨的新柏拉图主义,人文主义思想一直占据文意大利艺

复兴时期的思想主流。 它是一种世界观,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维护人性的尊严、主张

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等,但是,它也带来了追求享乐、信仰冷漠等众多问题,这些缺陷在 15 世纪末的佛

罗伦萨尤为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萨伏那洛拉提出了“正当生活冶理论。 在 1498 年 4 - 5 月撰写的《正当生活指南》

中,萨伏纳罗拉简明扼要地提炼出“基督徒正当生活理论冶:“所有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源于我们的救

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缺少这些恩典没有人能够得救冶。也 3 页 这说明基督徒的正当生活关系到能否拥

有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又关乎基督徒是否得救。 得救对于每个基督徒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萨伏

纳罗拉通过“正当生活 -拥有恩典 -基督徒得救冶这一过程,说明了基督徒正当生活的意义重大。 萨

伏纳罗拉分析了恩典与得救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恩典死去,他将立刻堕入地狱……(死
后)为了不落入那里(地狱),你们要有序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并学习如何一直保持在上帝的恩典之

中冶。也 4 页 基督徒的得救与否和获得上帝的恩典建立了联系,而佛罗伦萨人过积极向善的生活就能获

取上帝的垂青。
他还指出正当生活精神要素与人拥有上帝的恩典要经历三个阶段:通过真心实意的悔恨罪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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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恩典;通过远恶近善(远离邪恶、接近善德),以增加恩典;具备忍耐精神,以保持恩典。
真心实意地悔恨自己的罪行是获得上帝恩典的起点。 真心实意的悔恨是做忏悔礼的首要基础

“他会懊悔和不满自己过去的罪行,会坚定地远离罪,会达到真正的悔恨,这是做忏悔的第一基本要

素冶,只有在真心实意悔恨自己罪恶的情况下,人才会“必须勤思自己的罪,包含思想和欲望上的罪、言
语中的罪、邪恶的行为等等冶,也 5 页从而获得上帝恩典,实现个人和社会在尘世和天国的双重幸福,拥有

良好的基督徒精神对于每个佛罗伦萨人得救是最重要的事务。 因此,基督徒好生活之路的第一步是

真心实意的悔恨自己的罪,以建立人和上帝的联系,从而获得上帝的恩典,人才能被上帝拯救。 缺乏

悔恨之心将使人无视上帝,犯道德的罪,从而失去恩典。
在获得上帝的恩典之后,唯有远恶近善的态度才能增加这份恩典。 萨伏纳罗拉提出,基督徒在精

神上秉持远恶近善的态度,减少对尘世的爱,去加增对上帝的爱,这样才能加增上帝的恩典,“必须使

自己远离恩典的对立面,向它的根源靠拢……使上帝的慈爱和恩典降温的是人对尘世的事物的爱,故
此,人必须撤走对这些短暂无常事物的爱冶。也 6 页 接着,萨伏纳罗拉列举了一些远恶近善的具体措施包

括:首先,在生活中抛弃虚荣的修饰,坚持简朴生活,“人应该在饮食、衣着和其他方面都秉持简朴生

活,放弃所有的虚饰冶;其次,远离淫欲,纯洁生活,“逃离女色和其他淫欲,即使是已婚,他也应该尽可

能保持贞洁冶;最后,远离人之骄妄,接近基督徒的虔诚,“他必须逃离人的骄妄,不去在乎别人的羞辱

……他应该保持虔诚,静思基督的受难,向上帝忏悔他的罪恶,与神父进行精神上的交心,向上帝祈祷

保佑自己远离罪恶和险恶冶。也 7 页 这些远离尘世罪恶,接近基督教至善的精神操练,这反映出萨伏纳罗

拉秉持的是与世俗荣耀不同的基督教精神。
最后是通过终身的坚持,长久地保持上帝的恩典,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精神要素是忍耐。 这一阶

段是针对那些已经开始过正当生活的基督徒,他们仍然需要不懈地努力,避免各种恶的侵袭,以防止

再次落入道德罪恶之中。 萨伏纳罗拉开列了许多要素,但把忍耐作为最重要的精神要素,尤其是在艰

难困苦中的忍耐精神,“在灾难中,人应该保持忍耐,相信上帝降给我们灾难是为了我们的好。 人永远

不应被疏忽和懈怠所战胜,而放弃已经开始的好生活冶。也 8 页 在最后这一阶段,忍耐是最重要的精神要

素,萨伏纳罗拉称其为“来自上帝的最伟大的礼物冶,也 9 页它能帮助基督徒终身遵守正确的生活之路,保
有恩典,最终在死后被上帝所拯救。

从理论自身来看,“正当生活冶思想是一个具有完整内在逻辑性,正当生活 -恩典 -得救的过程展现

了基督徒和上帝的互动。 它是一种合作论,即基督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神的恩典,人可以持续努

力直至终身保有神的眷顾,神的恩典也是为了带给基督徒精神上的好,这与人文主义追求的尘世上的好

明显不同。 从萨伏那洛拉的“正当生活冶理论的三项精神要素来看,“悔恨罪恶冶、“远恶近善冶和“忍耐冶
等精神要素,它们也都是针对人文主义的重世俗、轻信仰的缺陷而制定的基督教伦理规范。

二、萨伏那洛拉的改革与基督徒人文主义

基督教人文主义按照《圣经》原则,把基督教伦理作为重要的指导依据,用伦理理性的善净化人原

始本性中的恶,把基督精神运用于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会生活之中,并对世界进行改造。 基督教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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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的代表是伊拉斯谟,他在 1516 年写作了《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又于 1530 年出版了《儿童行

为的手册》,他希望通过对君主和儿童的教育,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理性的人。 与之相似,萨伏那洛

拉的“正当运动冶也是直接触及佛罗伦萨人的生活,基督徒“正当生活冶的实现,不仅需要佛罗伦萨人

精神操练和理论认知,更需要革身体力行和现实磨砺。 向善的生活意义重大,不仅与个人死后得救有

关,还关乎基督徒日常过一种朴素的好生活。 革除市民生活中的不良习俗,用基督教伦理规范个人生

活,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从萨伏纳罗拉提出具体要求中,反映出一种正当生活之善与市民生活

罪恶的对抗。 因此,萨伏那洛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冶思想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
针对那些世俗生活中“邪恶冶的欲望,萨伏纳罗拉用禁欲与之对抗。 禁欲是禁止“邪恶冶欲望在佛

罗伦萨的蔓延。 他认为佛罗伦萨男性市民“邪恶冶的欲望源于同性恋行为。 男性的同性恋被认为是

“违背上帝设定的自然规律冶的严重犯罪行为,佛罗伦萨的同性恋泛滥严重污损了城市的声誉,使得百

合花(佛罗伦萨的标志)成为意大利指代同性恋的标志。 萨伏纳罗拉说:“执政团有必要通过法令去反

对这种受诅咒的行为,因为它使得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臭名远扬冶,不仅要通过立法“好不留情的冶惩罚

这种行为,“这些人应该被砸死和烧死冶,而且还要禁止人们在言谈中讨论它。也10页 禁绝腐化市民道德

的不良习俗是萨伏纳罗拉对于基督徒生活的重要要求,恶习的激情遮蔽了理性对生活真谛的认识。
萨伏纳罗拉还倡导简朴(simplicity)反对虚荣。 简朴生活是真正基督徒与市民生活的虚荣和浮奢

之间的重要差异。 佛罗伦萨女性的时尚是追求美丽的衣饰,孟浪的打扮:盛妆的佛罗伦萨妇女穿着裸

露的长筒袜和衬衫,还有那些穿着裁剪出长开叉长袍的年轻女子,一阵微风就能显出整个身体。 女人

来到教堂向男人展示自己,就像妓女一样,不戴面纱,裸露秀发。也11页 萨伏纳罗拉认为这些厚颜无耻的

性暗示是“恶魔的工具冶,都应该被摒弃,要用简朴来取代虚荣,“专心于简朴,不要羞于穿着尽可能的

简朴,因为你们仔细思考就知道,这不羞耻,而是荣誉和实用。冶也12页 同时,萨伏纳罗拉还号召童子军在

街道和广场干预妇女的不道德着装,“一些男孩在马泰利路扯下了一个女孩的面纱,……这事发生的

原因是:吉罗拉摩修士鼓励男孩去反对穿戴不得体配饰的妇女……现在,妇女也都穿着谨慎了。冶也13页

反对虚荣的要求,表现出一种基督徒以简朴视作生活之美的态度。
针对佛罗伦萨修士缺失灵性的情况,萨伏纳罗拉提出用节制。 节制能约束肉体,净化灵魂,恢复

修士个人生活中的灵性。 萨伏纳罗拉在《论谨慎和睿智的修道院生活》中提出严格的节食修炼和全心

向上帝祈祷的规定:年满 21 岁身体健康的修士必须持续节食;21 岁以下和病弱者也至少在周一、三、
五进行节食,在其余日子晚餐也只吃面包和水果。也14页 其次,修士还需要遵守《五项守则》:对修会满怀

热诚,迫切要遵守每一条教规;内心谦卑;保持静默;经常祈祷;在内心和身体上都互相尊重。也15页 这些

严格的节食规定、修道守则体现出萨伏纳罗拉对于基督徒神职比普通人更高的要求。 节食修炼是通

过饥饿身体来规训修士的身心,“那些喜欢感官享受的人,他的精神和身体将会变得软弱冶,而“节制禁

欲将会使精神更强壮,使善功更强,使身体更强健,将会更长寿冶;也16页而五项守则增加灵性。 这些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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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伏纳罗拉对修士个人生活的要求,是旨在提升修士的灵性生活。
萨伏纳罗拉还要求用频繁地祈祷来抵御信仰的冷漠。 为了唤醒佛罗伦萨基督徒内心的宗教情

感,抵御世俗生活导致的宗教冷漠,在生活中需要有更加频繁的祈祷。 普通人应该在生活中常思祈

祷,“在早晨醒来起床时,他必须做祈祷。 又如参加弥撒时,他必须保持虔诚,默想基督的受难,向上帝

坦白自己的罪行,之后和神父进行精神上的交心,祈求上帝保佑自己,在主日要避免所有罪恶和不洁。
在进食前,他应该做一小段祈祷;当夜里他准备睡觉之前,应该先做祈祷和誓愿。冶也17页 针对修女,萨伏

纳罗拉在 1497 年撰写了《浩劫时期应该遵守的十条法则》一文,建议修女在灾难来临之前需要的五项

祈祷是:第一,祈祷上帝派遣善良的牧羊人来管理子民;第二,祈求上帝赐予识别善者和恶人的谨慎辨

别力;第三,请求上帝赐予鲜活和真正的光以使人明白圣礼中的善;第四,跟随好的告解者,过真正贫

困和简朴的生活;第五,获得神圣精神的七项礼物。也18页 处于灾难中,修女需要:第一,经常交心,忏悔

自己的罪过;第二,勤勉地祈祷;第三,祈祷上帝能击退敌人;第四,祈祷上帝尽快结束灾难;第五,祈求

上帝通过灾难中保全善者,清除恶人。也19页 通过普通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祈祷和修女的专职祈祷,改
变佛罗伦萨世俗社会宗教意识冷漠的状态。

对于基督徒少年儿童,他主张通过教育克服儿童顽劣的本能,用专门的儿童组织培养少年的宗教

热忱。 通过组织“童子军冶,把佛罗伦萨 6 岁至 16 岁之间的男孩组织成童子军( fanciulli),佛罗伦萨城

市按照每区一支的方式组成了四支童子军,每支童子军都选举自己的队长,佛罗伦萨政府最高机构执

政团授权任命这些队长。 童子军中的男孩被要求着装简朴,头发长度不能超过齐耳。 萨伏纳罗拉的

助手多米尼克·达·佩希亚修士用军队的队列队形操练童子军的少年儿童。 在 1496 年的狂欢节,萨
沃纳罗拉的童子军举行了首次盛大巡城游行,沿途还为穷人寻求市民的募捐。 童子军的规模也达到

惊人的四千人数。 萨沃纳罗拉通过组织童子军对佛罗伦萨少年儿童进行的教育,在一段时期内使得

他们的生活变得积极有序,这与之前的“顽童冶形成了鲜明对比。 之前的狂欢节,少年们在广场上进行

足球游戏,达到大混战的程度,邻近的商店都不得不关门。 夜晚少年们在广场的篝火旁唱歌和跳舞,
互相投掷石头取乐,没有一年不鸣丧钟的,因此,被称为“狂野的石头游戏冶。也20页 萨伏纳罗拉的目标是

把佛罗伦萨的顽童变成基督教的道德楷模,平时童子军还担任道德监察的工作,维护佛罗伦萨人符合

道德的生活。 童子军对于佛罗伦萨的不道德产生了明显的威慑效果,对于赌徒来说,只要人喊一声:
修士的男孩来了! 无论多大胆量的赌徒都逃走。也21页

这些要求和举措,使同时代的人切身体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 佛罗伦萨人圭恰迪尼既

是萨伏纳罗拉改革的亲历者,也是历史学家,他盛赞这个黄金时期:“他(萨伏纳罗拉)在促进得体行为

上做的努力是神圣和不可思议;在他的时代之前佛罗伦萨从未有这种善行和虔诚。 在他死后,它们消

失了,这正反映出他引入和保持的美德。 在他的时代,人们不再在公共场合赌博,甚至在家里也不敢。
昔日用于放纵宴请和挤满邪恶青年的酒馆被关闭了;同性恋受到禁止和责难。 大量妇女放弃了羞耻

而淫荡的衣着。 几乎所有的男孩放弃了可耻的游戏,被带回到神圣而得体的生活方式中。冶也22页萨伏纳

罗拉在引进和推广这些基督徒正当个人生活上的努力,让亲历者高度评价他的功绩,“因为在我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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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父辈和祖辈所处的时代,从未有一个修士拥有如此多的美德,或者说从未有一个人获得如此高的

名望和权威。 ……我确实相信:如果他是好的,那么我们见证了一个自己时代的伟大先知;如果他是

坏的,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人。冶也23页

萨伏纳罗拉“正当生活冶的本质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 他用基督教中的善去对抗人性本能中的

恶,用基督教善的原则去规划人的生活方式,用禁欲、简朴、灵性、虔诚和热忱等基督教善的准则去克

服纵欲、虚荣、属世、冷漠和顽劣等世俗世界恶的习性。 通过个人生活改革的实践,萨伏纳罗拉将基督

教善德化为具体行动,让佛罗伦萨人亲身体验和切实感悟到了基督教向善的生活方式。 正当生活的

动力,不仅来自于对死后得救的渴望,更来自于普通基督徒对日常好生活的追求,内心对善追求的天

性使人恪守正确的生活之道。

三、对社会环境的营造

在良好的社会氛围的保障下,人民更易于实现基督徒正当生活。 增加佛罗伦萨社会的公平、公益

和公德是萨伏纳罗拉社会活动努力的主要方向,从 1494 年至 1498 年间,在他倡议下,佛罗伦萨政府

通过了许多旨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制度,改革税收制度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公平,建立国家救助制度

以增进社会的公益,改革节日庆典以培养公共道德。
首先,社会的公平,税收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经济利益。

针对 1494 年佛罗伦萨的经济困境,萨伏纳罗拉提出用“十一税冶 (La decima)取代以往的“财产评估

税冶(Il catasto)。 萨伏纳罗拉的“十一税冶或称为李维税(Levy)得名于它 10%的固定税率。 它的征税

对象是佛罗伦萨城里和周边的房地产,它固定税率,征税周期为一年一征。 1495 年 2 月 5 日,大议事

会正是通过了这项法案。 与之前的佛罗伦萨之前的税收制度相比较,“十一税冶体现出公平的原则。
比起评估所有财产,地产的数量和归属都十分明确。 对于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的税率也体现出公平性。
萨伏纳罗拉虽是教会人士,但他主动要求教会也向政府交纳地产税。 根据 1498 年的记载,佛罗伦萨

的教会需要交纳五万金佛罗琳的地产税,也24页这将极大缓解政府财政紧张和市民的税收负担。 佛罗伦

萨之前的税收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1427 年美第奇家族掌权后,科西莫·德·美第奇出台了“财产评估

税冶,它要求市民申报自己的所有财产,然后税务官进行评估,之后数年里公民根据这个评估的数额进

行纳税。 它看似公正,但家族的财产在变化,评估却数年一次,许多家族的财产减少,但赋税却没有减

少;并且,在财产评估阶段,美第奇家族拉拢亲信势力,给敌对家族痛下杀手。 比较新旧税制之后,可
以发现“李维税收是单纯基于房地产的税收,它将取代政府的长期的任意征收制度。冶也25页 从制度上废

除了武断地征收和摊派,建立更加合理的税收制度,这是在佛罗伦萨第一次,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意大

利也是首创了固定的房地产税,废除了包税和任意征收的传统,此项税法一直延续到了 19 世纪。 体

现着社会公平原则的税制是保障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环节。
其次,通过建立政府救助机构,帮助困境中的人民,这是体现了公益的原则。 佛罗伦萨是一个以

商业立国的城邦国家,社会救助制度对于陷于困境的基督徒商人意义重大。 对此,萨伏纳罗拉还提出

建立国家低息借贷机构(Monte di Pieta)的提议,为的是既化解高利贷的城市痼疾,又满足了基督徒正

当商业活动的需求。 高利贷问题长久困扰佛罗伦萨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商业城市中,市民的商业活

动需要资金借贷,但高额的贷款利息却成为沉重的负担,借贷是商业活动的必需行为,而高利贷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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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道德标准不符,也与神法和自然法不符。 之前佛罗伦萨的借贷业一直被高利贷所垄断,由于

借贷行业的利率高 32. 5% ,“按照复利,那么借 100 佛罗琳 50 年,需要归还的金额高达 49792556 佛罗

琳冶,这并不是后世历史学家的假设,而是当时建立国家低息借贷法令上的记述。也26页 高利贷者多为犹

太人,他们被认为是乘人之危和盘剥吸血,被丑化为精明的蛆虫合丑陋腐化的人,谴责高利贷的法令

上批判道:“邪恶的漩涡和腐蚀的蛆虫,已经在佛罗伦萨存在 60 年了,他们是背信弃义的和被上帝所

痛恨的希伯来(高利贷者)。冶也27页因此,这种腐化社会道德的高利借贷需要得到疏堵结合的治理。
萨伏纳罗拉建立的国家低息借贷的目的是:救助城市里贫困的基督徒,解下层商人和民众的燃眉

之急。 在 1495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筹建法令规定:选举八名无薪酬的市民担任公贷官负责策划详细

章程和具体事务,无薪酬是因为“那些照顾穷人和困苦者的人是受到祝福的,在逆境中他将被主所解

救冶,也28页故此公贷官员都是自愿为荣耀上帝而工作的。 而且,高利贷将在一年内逐步禁止。 1496 年 4
月 21 日,国家低息借贷法令被大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每个市民一年最多借贷 600 佛罗琳;贷款的利

率是 5% -7. 5% ,但借钱的市民必须发誓借贷的钱不能用于赌博。也29页 萨沃纳罗拉所提倡市政府建立

公共借贷机构,解救了处于困顿的小商人,使佛罗伦萨人切身感受到基督徒正当生活的好处。
最后,改革节日庆典有助于公共道德的培养。 萨伏纳罗拉还把反对虚荣、提倡简朴的基督徒教育

注入到传统的节日庆典之中,用虔诚的节日气氛培养人民的宗教情感。 他把 1496 年和 1497 年的狂

欢节变成为吟唱圣歌、宗教游行和“焚烧虚荣冶(Bonfire of the vanity)的庆典。 四旬节开始之前的一周

里,萨沃纳罗拉的童子军在城里挨家挨户劝说人们过简朴的生活,要求人们放弃“虚荣之物冶,童子军

把收集来的“虚荣之物冶堆积在执政团广场的木架上。 在一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童子军先是进行巡

城大游行,到达执政团广场,他们把收集来的淫秽画作、情歌、舞会的面具、华丽的衣服、纸牌、骰子和

淫秽小说《十日谈》、《巨人传》等堆成金字塔烧掉,人们围绕着焚烧虚荣之火高唱圣歌,庆祝简朴生活

方式的胜利。 通过熊熊的虚荣之火,萨伏纳罗拉赋予了节日庆典宣传基督教简朴生活的寓意,同时代

人深深地为这种教诲所吸引,见证“焚烧虚荣冶庆典的佛罗伦萨普通市民兰杜奇在日记中说:目睹这般

庆典后,人们动容地说:“这种转变真是上帝的工作。 少年们定会享受修士给他们带来的好事物冶。 当

兰杜奇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也在“受祝福和虔诚的队伍冶中时,他激动不已,“这些我记录的事情都是真

实的,我亲眼见证了,亲身感受了如此的激情冶。也30页 萨伏纳罗拉把基督徒简朴生活、反对虚荣的道德

教育和节日庆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改造节日教育佛罗伦萨人的做法给市民留下深刻的记忆,他
对于节庆制度的改变,激发出内心的宗教热忱,培养了人民的公共道德。

透过公平、公益和公德等良好社会环境,佛罗伦萨的基督徒感受到正当生活的好处。 萨伏纳罗拉

在社会制度上的思考,既是处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也是在营建一个适宜基督徒生活的美好社会。

结语:

文艺复兴早期但丁的文学人文主义、布鲁尼时期的市民人文主义和到费奇诺时代的新柏拉图思

想,这三种人文主义有一个共同点———世俗性的特征,这些世俗人文主义都有着重人世、轻信仰的弊

病。 虽然,它们在很长时期里促进了佛罗伦萨的文学、政治思想和哲学的前进,但是却积累了享乐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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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自私自利等流弊。 萨伏那洛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冶改革正是针对这些弊病,他通过伸张基督教伦

理,去抑制这些世俗人文主义中负面因素,因此,萨伏那洛拉的“正当生活冶是对世俗人文主义的矫正。
萨伏那洛拉处于从世俗人文主义向基督教人文主义过渡阶段,这场社会运动的要素和措施都关

注人的精神,并直接触及人的生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认为“正当生活冶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思

想。 更重要的是,萨伏那洛拉虽然本人没有系统地写作理论著作,但他与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

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和改革原则是一致的,都是根据《圣经》和基督教伦理去教育基督徒,这表明萨

伏那洛拉开始呈现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特征,这也与世俗人文主义向基督教人文主义演进的过渡阶

段相契合。
从更长远的视角观察,还会发现一条西方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思想轴线:世俗人文主义、

基督教人文主义、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种贪婪,反而是对这种非

理性欲望的抑制,是一种理性的伸张,而这种理性来自于基督教的伦理理性。 萨伏那洛拉的“基督徒

正当生活冶思想,体现出以基督教伦理之善抑制人原始本性之恶。 所以,它既是对之前的人文主义的

弊端进行修正,也蕴含着后世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特征,它是西方思想中世纪向近代发展的一个重要

环节。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它同样有着启示作用。 五百年前,萨伏纳罗拉的思考和行动为今人提供了一

个借鉴。 在基督徒身上,有两种品质最容易让人动容,一是思考,它能为生活指明方向,既是在最危难

的困境中,也能找到出路。 另一种是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不起眼处,也秉持原则,沿着正确

道路前进,既是付出生命也不放弃。 这两种品质兼备的基督徒很难找到,然而,在萨伏纳罗拉身上,却
能看到这两种美德交相辉映。 这两种品质也使得萨伏纳罗拉从一个平凡的外国修士,成长为佛罗伦

萨家喻户晓的圣人,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荣耀。
在一个市民社会中,基督徒应该过怎样的好生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萨伏那

洛拉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种朴素向善的生活。 死后的得救是所有基督徒渴望的最高奖赏,但得

救的过程比结果更具有意义,把基督教的各种善德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

活,不仅是为了死后的得救,更是为了每一天的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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