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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伏尔泰的批判史观及其基础

汪树 民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摘　要: 伏尔泰的批判史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否定教会的权威, 批判神学史观, 伏尔泰摒弃了中世纪的神学史

观, 反对用《圣经》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伏尔泰还对教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伏尔泰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多史学家在研

究历史上的种种错误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对于欧洲封建史学家的史学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对于古罗马史

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不以为然。伏尔泰还明确指出,以前诸多历史学家貌似真实的记载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由于各

种各样的原因当时及后来的史学家不可能获得准确的资料及信息。伏尔泰的批判史观不是偶然产生的, 它有三个

得以产生的基础: 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人类视野的扩大, 迫使史学家们用新的史学观来看待历史,因此历史的研究范

围也就扩展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史学家相

信进步史观; 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及法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则使伏尔泰的写作方法与前人相比既有相同点同时

又在很多方面显示其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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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巨擘, 在史学上

也享有崇高的声誉,被视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他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特别是他的《风俗

论》和《路易十四时代》更是广为传颂。[ 1] ( P88)伏尔泰

的史学成就主要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要

了解伏尔泰的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必须了解伏尔泰

的批判史观。本文拟对伏尔泰的批判史观作浅显的

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伏尔泰的批判史观

翻开伏尔泰的史学著作, 批判性的语言随处可

见。归纳起来,伏尔泰的史学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否定教会的权威,批判神学史观。在中世

纪,“历史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

验证, 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和解释文明的进

程”。[ 2]伏尔泰摒弃了神意说,彻底反对中世纪的神

学史观。他反对用《圣经》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也坚决

反对教会把所谓的“神圣的历史”与“世俗的历史”相

对立,认为“神圣的历史”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伏尔

泰及其他理性主义者对于中世纪的史学成果不屑一

顾,把中世纪称为黑暗的世纪。伏尔泰对于《圣经》中

一些荒诞不经的记载认为绝不可信, 他说, “以前的

人活到三百岁——这在《圣经》中是个极其伟大的奇

迹,但在任何其他地方却都是无稽之谈”[ 3] ( P18)。伏尔

泰对于教会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他在著作中写道:

“几个世纪以来,教皇是靠手中武力当选的,以至于

一个僭教皇一经他们承认便成为上帝的代理人, 成

为一个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人。一旦这个绝对不会犯

错误的人被废黜,人们还会把他的继承者奉若神明。

而上帝的这些人间代理人不是暗杀别人就是被别人

暗害;不是放毒就是被人毒死,如此轮流不息; 他们

使自己的私生子发了横财,却颁布法令禁止私通; 他

们禁止骑士比武,却经常发动战争;他们对国王处以

绝罚,把国王赶下王座, 却向民众出售赎罪券; 他们

是基督教欧洲的神,同时又是基督教欧洲最可耻和

最丑恶的人。”[ 4] ( P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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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敢于否定教会的合理性。中世纪后期,欧

洲教会首先在西班牙建立了“异端裁判所”, 专门对

付犹太人。伏尔泰对于教会的这种无耻做法极为愤

慨。他写道:“异端裁判所就这样开始在欧洲诞生,它

也不可能在别的摇篮里生长。您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靠告密者和刽子手来维持一个被刽子手杀害的基督

的宗教,这是一种野蛮而又荒谬绝顶的行为。而以这

个终生贫困的基督的名义将人民和国王的财富据为

己有,这也是相互矛盾的。”
[ 5] (P81)

其次, 伏尔泰批判了前人在历史研究上的各种

局限性。实事求是地说,在伏尔泰时期,西方的史学

有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伏尔泰并没有为前人

的成就所陶醉,而是敏锐地发现当时的史学研究中

存在严重缺陷和不足。伏尔泰的好友、爱好历史知识

的夏特莱侯爵夫人就表达了对当时历史研究现状的

不满。这位夫人说:“对于近代国家的历史巨著, 无论

哪一本我都无法卒读, 我在那里看到的几乎是一片

混乱,一大堆既无联系又无下文的琐事,千百次没有

解决任何问题的战争, 就连在这些战争中人们使用

什么武器来互相残杀, 我也不清楚。我只好放弃了这

种既枯燥又空洞无边的、只能压抑思想而不能给予

人启迪的学习。”[ 3] ( P1)

伏尔泰对于欧洲封建历史学家们所谓的历史著

作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说:“欧洲的历史成了有关

婚约、家谱、有争议的头衔的连篇累牍的记载,处处

令人感到模糊不清,枯燥乏味, 埋灭了重大事件,阻

碍了对法律和习俗的了解,而这些法律和习俗才是

更值得注意的对象。”[ 5] ( P157—158)伏尔泰特别瞧不起

东罗马的史学家及他们的著作。他以嘲笑的口吻谈

道:“东罗马国家史家辈出,这些写史的人或者是皇

帝,或者是王公贵族,或者是政治家。他们写得并不

好,只谈宗教信仰。他们粉饰一切事实,只追求无聊

的舞文弄墨。他们从古希腊学到的只是摇唇鼓舌,争

论的是宫廷琐事。”[ 5] ( P29)伏尔泰对以前的历史学家

关于各个地区尤其是有关欧洲地区的风俗习惯描写

之少感到吃惊。他在《风俗论》中写道:“当我读到德

国历史学家普芬道夫的著作时, 试图了解一下瑞典

的兵力情况、人口的多寡、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输入

等信息时,一个也得不到,尽管当时普芬道夫在瑞典

写作, 并且可以阅读国家的档案。”
[ 3] ( P2)

在伏尔泰看

来,普芬道夫有这么好的研究条件却没有做出像样

的成绩是难辞其咎的。伏尔泰在自己的著作中尽量

避免重蹈覆辙。

再次, 伏尔泰对于过去一些伟大史学家们的史

学著作部分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对于欧洲历

史上故意歪曲史实的情况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

谴责。他在著作中写道: “1700年来,我们的历史中

有多少骗人的东西, 错误的记载和令人呕心的蠢

话。”[ 3] (P292)伏尔泰指出普鲁塔克的伟人传是一部令

人乐于阅读但不尽可靠的轶事汇编。伏尔泰指出, 作

者无法获得提修斯和莱客古私生活的翔实可信的回

忆录。他还认为,科罗普科所著的《查士丁尼秘史》是

一部在复仇心理驱使下写成的讽刺作品。尽管伏尔

泰也承认,怀有复仇心理的人也可能道出真情,但是

他还是坚持这部作品与科罗普科自己公开的历史著

作相互矛盾,因此并非显得全部是事实。[ 6]

伏尔泰还指出,有关封建帝王的描述很多看起

来显得很可靠, 其实不然。伏尔泰写道: “本来个人之

间的龃龉,局外人是很难知道底细的,更何况是头戴

皇冠的人之间的纠纷,双方都使用了许多秘密的手

段,同时又编造了谎言。当时同时代的作者是不值得

相信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是一方的辩护士,而不

是历史的见证人。”[ 4] ( P168)

伏尔泰严厉地批评了一些人在写作过程中故意

歪曲史实。他在《彼得大帝统治时代俄国史》中写道:

“历史从来也不曾像在今天这样需要可靠的证据了,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在厚颜无耻地贩卖谎

言。”[ 1] (P80)伏尔泰对于当时社会上一些借史骗钱的

无耻文人更是深恶痛绝。他骂道:“有些无耻之徒, 能

读会写,以为把一些丑闻秘史卖给出版商,而不从事

正当的职业,便可以在社会上博得地位,殊不知一个

抄写员, 甚至一个忠实的仆人的职业也比他们高尚

得多。”[ 3] ( P11)

伏尔泰有自己一套辨别史实真伪的方法。他说,

读任何史书都要提防一切无稽之谈。不过他也教导

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历史学家: “我们要相信那些经过

公家文书证实、同时代的作家认可的事件,因为这些

作家生活在首都,彼此互通信息,而且是在国内重要

人物的眼皮底下写作。”[ 4] ( P474)伏尔泰还主张, 为了

尽可能确实掌握事实, 就必须对各种书籍进行鉴

别。
[ 4] ( P274)

这种不懈探索的精神无疑是值得赞扬的。

二、伏尔泰批判史观的基础

伏尔泰对于前人史学著作的批判决不是空穴来

风,而是时代的产物。伏尔泰之所以能够对于前人的

史学著作进行较为彻底的批判,是因为当时人们的

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认识能力, 一些时代的精

英能够对以往的历史著作做出准确的判断与评价。

具体说来, 以下几个因素构成了伏尔泰批判前人史

学的基础。

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类视野的扩大,为 18

世纪伏尔泰对于史学的革新创造了条件。1543年哥

白尼在临死前夕发表他的天才著作《天体运行论》,



他创立的“太阳中心说”对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和

种种神学说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以此为开端的近

代“科学革命”到牛顿的三大定律达于极盛, 从而使

人类从中世纪的神学桎梏中摆脱出来,拓宽了历史

学家观察自然与社会的视界, 同时也带来学者们尊

重事实,敢于打破传统的创新精神。
[ 7]
这一点反映在

史学观念上, 就是“神定论”的解释已经行不通了,昔

日被视为“上帝选民”的神圣民族的历史观遭到了冷

落,因为传统的基督教世界史的统一观是建立在人

类(实际上仅是欧洲及其邻近的几个民族)的共同起

源(亚当、夏娃)、共同的道路(乐园——堕落——末

日审判——复归)、王室系谱的单一性(所有的王室

系谱都可追溯到中东)的基础上。但是从 15世纪末

叶以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非洲、美洲、西

印度群岛、中国、印度等等一系列民族和文明的出

现,使基督教世界史的狭隘空间观念不仅被彻底超

越了, 而且随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 怎么能够

把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王室纳入这样一个欧洲王室模

式。[ 8]到了伏尔泰时代人们必须对于欧洲以外的地

区特别是新大陆早已存在的古老文明进行一番思

考,而不能用基督教的神学史观来套用这些新的发

现是否与《圣经》相符。这个重任不是别人正是由伏

尔泰来完成的。诚如一个研究伏尔泰的学者所评论

的:“当伏尔泰用中国的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

他感到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 9]

近代欧洲理性主义的发展是其批判史学诞生的

第二个基础。理性主义对于近代史学产生了重大的

影响。理性主义者一方面否认教会的权威, 认为人类

历史的发展都是由人的活动造成的,以此对抗封建

的神学史观; 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抱着否定一切的

态度来看待历史, 对于过去的史学成就不屑一顾。他

们声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

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10]他们一反文艺

复兴初期人文主义者在古典文化面前诚惶诚恐的心

理,表现了更加成熟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认为,“古人

不是最古老和最有智慧的民族, 而是最年轻和最不

成熟的”。[ 11]他们认为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但是人类

社会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固定的点上,它不断在进

步,人类社会因此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向

完美迈进。在伏尔泰之前已经有多人提出历史是不

断进步的观点。波丹在 1566年发表的《理解历史的

简便方法》中就试图用新的世界史理论来代替中世

纪盛行的世界史模式。
[ 12]
理性主义者反对历史循环

论和历史宿命论, 反对用“世俗的事件来证明基督教

义的真理性”和神的计划。波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波动中存在一种上升的趋势, 人类的远古不是黄

金时代,而是野蛮时代,今天才是文明开化和有秩序

的社会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杜尔阁也是历史进步论

的信仰者, 大卫·休谟在 1768年致杜尔阁的信中

说: “我知道你是那些人中的一个;那些人希望人类

社会能够不断向完美的境地进步,希望知识之增加

仍将有利于好的政府,希望由于印刷术之发明我们

无需再害怕又回复到野蛮与无知的状态。”
[ 13]
除杜

尔阁外,在伏尔泰之前,爱德华·吉本也是进步史观

的信仰者,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明确认为, 人

类正在进步之中, 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回复到他们

本来的野蛮状态。这些人的观点均对于伏尔泰产生

了重大影响。这种进步史观给予历史学家以充分的

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前人更为出色,他们将在各

个方面超过前人, 当然他们也将在史学研究上超越

前人取得的成就。到了伏尔泰时代,他更加明确地提

出了进步的理念。伏尔泰认为,人类历史有四个黄金

时代:伯利克里时代、奥古斯都时代、文艺复兴时代、

路易十四时代。而对于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更是称

赞有加,决心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写一本历史著作, 这

便是至今不衰的《路易十四时代》。

对于欧洲及法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则是伏

尔泰能够取得远远超出前人成就的第三个基础。伏

尔泰之前史学家波普利尼埃尔已提出了“完整历史”

的概念。波普利尼埃尔认为,研究历史应当探究各种

艺术和科学的起源、进展与变迁,尤其是要关注一般

文化人类学。[ 14]这种观点对于伏尔泰的史学研究发

生了直接影响, 实际上伏尔泰只不过是把波普利尼

埃尔的设想变为现实而已。在这以后提出类似的观

点人更多了,法学家及历史学家帕基耶及其同仁主

张,人类创造了他们自身,只有研究他们的思想遗产

及其所处的社会,才能获得自我意识。他们首次提出

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基于文化的内容和结构所

表现的人类状况, 他们认为,文化应当包括语言、法

律和各种技艺等。[ 15]这种看法比起波利普尼埃尔更

为明确具体化。无疑这些关于研究历史的新认识为

伏尔泰撰写不同于前人的史学著作提供了理论的指

导。在历史的研究具体方法上,伏尔泰则明显受到培

根与笛卡儿的影响。培根提出历史研究应当通过分

析和归纳散见于各种文字和非文字的史料(例如钱

币、铭刻甚至谚语、传说等等)中的历史片断, 来恢复

和重建被时间所湮没和遗忘了的过去的历史记忆。

培根这种关于历史认识应从感性材料开始的观点,

对于纠正长期以来西方史学被歪曲利用的亚里士多

德的演绎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伏尔泰在描写世界

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时采用的大都是从接触感性材

料开始的写作方法。笛卡儿则主张从获取历史知识



的途径去批判旧历史知识,他主张新历史必须建立

在系统考证的史料的基础上, 而这对于伏尔泰总是

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前人的史学著作特别是在具

体的写作历史著作的过程中具有直接的影响。

伏尔泰不仅仅满足于对前人的批判, 更重要的

是他能够用批判的原则来撰写明显不同于前人的史

学著作,即有破还有立。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伏尔

泰批判前人的神学史观,倡导理性主义史学,他批判

前人的历史研究过于集中于政治军事史, 认为历史

的写作应当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宗教、法

律、风俗习惯等等。他反对撰写历史著作仅仅关注一

两个统治者, 认为历史著作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他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伏尔泰不仅是一个理论家

更是一个实践家。在 18世纪,当时的人们在读到他

的史学著作时就被其著作的新颖别致风格所折服,

令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伏尔

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时仍然可以感受其

作品的强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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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Voltaire's Critical Views of History and Its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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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it ical views of Voltair e ma inly embodied in thr ee aspect s. F ir stly , he denied t he author ity o f church and

criticized t he view of div ine hist or y. Secondly , he cr iticized former histor ians' a ll kinds o f limit ations. T hirdly, he da red to sus-

pect t he autho rity o f some reco rds of fo rmer histor ians' books. T he cr it ical v iew s o f Voltair e could not r ise by accident . The

fir st founda tion w as t he development o f natur al science and the enlarg ement o f human's eyesho t. The second w as t he develop-

ment o f modern rat ionalism. T he third w as the inher it ance and development o f Fr ance and o ther European countrie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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