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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遥 在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曳中袁韦伯围绕
野新教伦理冶这一核心概念袁从考察路德教派的天职观入手袁进而演进到对加尔文宗预定论的分析遥 通过这种历史与逻
辑的考察相结合袁论证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与新教伦理之间的紧密联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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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是近代以来诸多思
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遥 在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曳渊以下简称叶新教伦理曳冤一书中袁马克斯窑韦伯从

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式是如何起源的冶问题袁即
野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冶遥 [2]渊P14冤韦伯认为袁人

类社会发展史上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古已有之袁

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角度出发袁探

这是野世间所有时期尧所有国家的所有人冶都会有的袁

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必然性遥 这也

人们的活动目的从根本上说无一不是指向利益遥 从

淤

就是学界所谓的野韦伯命题冶 的由来和内涵所在遥

原初形式来看袁这种对于利益的追求与西方资本主

从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意义上说袁韦伯命题包括三

义本没有直接关系袁但却客观上促使西方最终走上

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院一是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的钥 二

了资本主义道路遥 通过中西方之间这种不同的历史

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西方发生钥 三是怎样才能发

发展道路的对比袁韦伯顺势提出了问题院在这种获利

[1]

展资本主义钥 对此袁韦伯遵循历史的尧逻辑的方法袁

欲望的驱动之下袁为何中国和印度不能同样走上这

通过对路德教派天职观和加尔文宗预定论的考察袁

种西方独有的理性化道路呢钥 很显然袁各种物质技

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伦理动因作出了富有启发

术尧规章制度等都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的出现和

性的研究袁展示了新教伦理所特有的经济社会价值遥

发展产生了影响袁但从根本上说袁这种差异性主要体

一尧问题的提出院资本主义精神何以源起于西方

现在野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冶袁[2]渊P16冤并把这种野理

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袁是叶新教伦理曳

性主义冶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遥 韦伯认为

一书的主旨所在遥 韦伯在开篇引言中通过对中西方

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院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袁资本主

文明的对比袁盛赞了西方在科学尧政治体制和文化

訛 [2]渊P7-8冤
义对于利益的追求是野有理性的冶袁 譺
正因为这

方面所达到的较高发展程度遥 他毫不讳言西方文明

种对理性化的诉求袁使得现代资本主义与以往时期

所具有的优越性袁并明确指出世界文化史的核心问

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遥

题就是野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与之相伴

这一特点的最突出之处就在于理性主义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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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活的全面掌控遥 在韦伯看来袁现代西方资
本主义就意味着根据这种新的 野经济理性主义冶组

应遥 后来路德在翻译叶圣经曳时根据需要注入了自己
的主观意志袁明确把野天职冶的概念提出来袁将上帝

织的经济活动遥 不仅如此袁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各个

的神圣意旨与普通人的世俗职责相结合袁形成了其

部分以及文化的所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这

独特的天职观袁并用以宣扬自己的宗教改革理念遥

种理性化袁理性主义已渗透进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

在这一重新解构的过程中袁路德成功实现了野天

各个方面遥 在理性主义驱使之下袁把赚钱盈利视为

职冶观念的两个转向院一是受职主体的大众化袁把中

人生的终极目的袁 同时节制各种非理性的欲望享

世纪只有罗马教会神职人员所拥有的天职转变扩

乐袁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最具实质性的内涵所在遥

大为普通大众所共有曰二是职责内容的世俗化袁使野天

韦伯注意到了广泛存在于西欧商界和企业界

职冶逐渐剥离虚幻的神性色彩袁实现与看得见尧摸得

的新教教徒现象袁证实了社会分层与宗教伦理信仰

着的世俗生活相联系遥 这两种转向实现了概念上的

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遥 他通过考察发现袁天主教徒

革命性转变袁赋予野天职冶以积极的现实意义袁使之广

和新教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同类型和在现代工

为教徒和普通民众所接受遥正如韦伯所指出的袁野上帝

业里的不同身份是由生活和居住环境中的宗教因

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

素潜移默化所造成的遥 此外袁根据宗教少数派群体

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袁而是履行个人在现世中所处位

在社会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袁他认为对于经济
行为的影响因素而言袁宗教信仰的内在精神特质比
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更为重要袁这就强化了宗教因

置所赋予他的义务遥 这是他的天职遥 冶[2]渊P76冤野天职冶观
正是韦伯在叶新教伦理曳一书中考察的源头,并进而
考察了世俗活动中的新教理性行为遥

素对于一定群体的行为的影响作用遥 对于新教教徒

渊二冤劳动是野天职冶观的核心内容

身上所具有的这种野全力以赴的精神尧积极进取的

从历史上看袁古希腊罗马文化对体力劳动是持

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冶袁韦伯认为袁野这

一种轻视的态度遥 而实际上从古代犹太教的野旧约冶

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冶遥

[2]渊P37冤

时代起袁基督教就已开始了其世俗化的历程袁早期

韦伯所言的野这些精神冶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的基督徒们对待劳动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袁他们认

精神遥 但是袁在资本主义生成的过程中袁追求财富的

为野劳动和工作为尊贵且讨上帝喜悦冶的袁 [4]不仅肯

内在动力并没有与获有财富而尽情享受现世生活

定了劳动的价值袁并且认为劳动是一种有尊严和高

相结合袁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遥 韦伯认为袁

贵的行为遥 到宗教改革运动以后袁基督教的世俗化

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新教的理性伦理观念密切相关袁

过程真正具有了革命化的特征遥 在韦伯看来袁作为

尤其是与加尔文宗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十分密切

宗教改革的成果袁路德的最大贡献即是确定了劳动

的关系遥 新教伦理的野天职冶观和预定救赎论对于资

在野天职冶中的核心地位袁肯定了世人野履行世俗事

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两者之

务的责任冶,野相比于天主教的态度袁宗教改革的影响

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遥 在以后的篇章中袁韦伯对这些

只是使那些为了履行天职而进行的有组织的世俗

新教伦理观念作了历史的逻辑的的考察袁以求说明
资本主义精神与这种独特的理性伦理之间的关系遥

劳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遥 冶[2]渊P79冤与
天主教传统观念告诫人们野安分守己冶尧超越世俗生

二尧路德野天职冶观院时代价值与局限

活相对照袁路德的宗教改革则为世俗活动进行了道

渊一冤野天职冶概念的缘起

德上的辩护袁使世俗劳动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合法

我们现在所广泛称为的野新教冶袁常被用来指称

性遥 神圣职责世俗化尧世俗劳动神圣化袁神性与世俗

16 世纪以来兴起的野那些不接受教皇权威的西方基
[3]

督教形式冶袁 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新教派是它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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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天职的劳动这里找到了相互之间的完美契
合点遥

要组成部分遥 韦伯认为袁早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

韦伯还通过对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中不同技术

前袁天职渊Beruf冤一词的观念就已存在袁只不过当时

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分析袁阐述了他对于劳动的具体

被译为野职业尧职务冶的形式遥 在这里袁野天冶无疑指代

看法遥 他认为袁野在技术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

神圣的上帝袁作为一种宗教观念袁这是指上帝交付

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袁更多的时候他们会

给人类的任务袁体现为对野上帝的召唤冶的积极响

成为本行业的师傅袁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引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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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遥 冶[2]渊P30冤这

的冶遥 [2]渊P81冤透过这些简要的论述袁我们不难看出袁路德

和个人所选择从事的职业也会有不同遥 与所信仰宗

野神的旨意冶的重要作用袁教导要安于现状尧被动适

表明袁由于受到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影响袁不同群体
教的教义结合起来看袁这种不同职业的选择无疑体

在强调天职的必要性的同时袁刻意夸大了天职观中

应袁显示了其思想中保守性的一面袁也表明路德本

现着上帝的意志袁都是野上帝安排的任务冶袁要求认

人并野不具备资本主义精神冶遥 路德的天职观始终是

真去履行这一职责遥 路德野把工作视为不仅讨上帝

传统主义的袁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遥 按照韦伯的

喜悦更是一种侍奉上帝的呼召渊天职冤冶袁这种工作

分析袁这与路德毕生所从事的牧师职业尧赖以解读

概念的革命性转变在于使工作的意义从 野什么冶尧
野怎样冶转向野为什么冶遥

[4]

的文本带有传统主义性质等多种因素有关遥

早期的基督徒把工作本身

很显然袁仅仅依靠路德的天职观并无法全部回

视为人生的目的袁而路德更突出强调工作的目的指

答资本主义精神所应具有的全部意义遥 在韦伯看来,

向和意义指向袁 认为工作是人本身的一种职责袁是

作为一种更具现实价值理念的天职观袁是在加尔文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荣耀上帝和为他人服务的差事遥

宗等禁欲主义各教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遥
三尧加尔文宗院预定论与入世禁欲主义的现实

很显然袁在路德看来袁人所从事的是何种具体职业
并不重要袁 重要的是从事该职业应尽职尽责的意

演进

义遥 既然所有工作都是作为荣耀上帝的行为而存

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生活在比路德稍晚的

在袁那么工作就没有好坏和优劣之分袁野所有正当类

一个时期袁 作为一名思想上更趋激进的宗教改革者袁

型的工作都是圣洁的冶遥

[5]

他继承并发展了路德的天职观新教理念遥 与前任改革

此外袁韦伯还通过结合富兰克林对于金钱的道

者相比袁加尔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他已有的神学思

德劝诫袁深刻形象地阐明了遵守天职尧合法赚钱的

想为基础袁同时融合进了路德的天职观,并将野天职冶

必要性遥 在富兰克林看来袁时间尧信誉和金钱本身都

与预定论有机结合起来, 使之成为信徒确证自我上

是我们进一步赚钱盈利的资本袁野除去勤劳节俭袁对

帝选民身分的重要依据之一遥正如韦伯所指出袁野尽管

一个年轻人安身立命最有益处的就是保证他的所

没有路德个人宗教思想的发展袁宗教改革是不可想

有行为都是守时和正义的冶遥

[2]渊P44冤

当然袁在韦伯看来袁

象的袁而且这一改革在精神层面上长期受到路德个

富兰克林的所言所行更多体现的是野一种独特的伦

人品格的影响袁但是如果没有加尔文主义袁路德的

理冶袁是野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冶在现实行为中的具
体体现遥 韦伯指出袁野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袁只要是
合法赚钱袁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
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冶袁野人们完全被赚钱和获
利所掌控袁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冶遥

[2]渊P48-49冤

勤

奋劳动尧努力赚钱袁这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
则的现实体现遥

工作就不可能拥有持久而具体的成功遥 冶[2]渊P83冤正是由
于加尔文的与时俱进袁这一时期的宗教改革出现一
种创新发展的局面遥
渊一冤作为教理前提的野预定论冶
韦伯首先从分析加尔文宗等禁欲主义派别的

野预定论冶入手来逐步说明问题遥 根据基督教的野原罪冶

说袁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遥 在天主教的传统主义观

渊三冤路德野天职冶观的保守局限性

念中袁 人是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获得上帝谅解的遥

韦伯认为,尽管天职的观念最早被路德引进,但

随着赎罪券的推行滥用袁也孳生了教会的种种腐败

这并不表明路德具有前述富兰克林所拥有的那种

行为袁这是引致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

同样激进的野精神气质冶遥

訛
譻

因为就当时的宗教改革

者渊包括之后的加尔文宗等清教派别冤来说袁只有灵

之一遥 如何才能够获恩得救呢钥 野预定论冶被视为加
尔文宗野最为典型的教理冶袁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遥

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命和工作的中心袁各项伦理改

按照韦伯的分析袁野预定论冶实际上主要由以下三部

革计划也只是从属于并为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遥 具

分内容所构成院 一是人在现世的得救与否由上帝

体到当时路德所持有的观点袁他认为野个人应该一
直安分地保持上帝安排给他的身份和天职袁并且应

野预定冶袁上帝的野选民冶注定得救袁野弃民冶则注定为
上帝所摈弃曰二是上帝的预旨神秘不可知袁野一切事

该根据已经被安排好的身份限制自己的世俗活动冶,

物袁包括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意义在内袁都隐匿于冥

他野认为绝对服从神的意志与绝对接受现状是一致

冥的奥秘之中袁而这是不可能被参透的袁也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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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的冶曰三是野上帝的预旨不可更改冶袁野上帝已经

要分析说明加尔文的预定论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

给予恩典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典袁而上帝拒

路德的天职观袁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袁路德的天

绝给予恩典的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恩典冶袁 [2]渊P101-102冤

职观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意义袁加尔文宗的预定

除此之外袁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遥 不难看出袁野预定

论则赋予了职业劳动者以神圣意义遥

论冶带有强烈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色彩遥

[6]

但是袁我们这里要明晓的是袁在对于财富问题

可以说袁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上帝的野预定冶主宰

的态度上袁早期基督教派与加尔文宗的实质差异并

着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袁而这一野永享恩典尧永堕地

不在于追求财富本身袁而在于拥有财富所可能带来

狱冶特征鲜明的教义又极度脱离人性袁野选民冶或野弃

的消极影响方面遥 早期基督教徒野他们真实的道德

民冶 身份的不同成为其一生人际遭遇的根本区别遥

异议在于袁拥有财富会使人懈怠袁享受财富会使人

因此袁这也成为教徒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遥 我们如何

懒散并沉溺于肉体的享乐袁最为重要的是它会使人

才能知道自己是否为上帝所选中呢钥 野我是上帝的

在追求正直的生活时精神涣散冶遥

[2]渊P159冤

拥有财富野有

一个选民吗?冶[2]渊P108冤 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又因关于

使人懈怠的危险冶袁有损于上帝的荣耀袁忧心的是一

上帝的不可知论和揣摩野上意冶属野不道德行为冶而

种潜在出现的不良后果袁这是前者对财富抱敌视态

似乎陷入绝境遥 这也为天职观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

度的根本原因所在遥

展和入世禁欲主义的提出奠定了教理上的前提遥

有鉴于此袁在韦伯看来袁与野恪尽职守冶的天职

渊二冤入世禁欲主义提出的实践必然

观相结合袁加尔文宗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提出了入

作为对于野上帝的选民冶问题的解答袁加尔文提

世禁欲主义的伦理理念袁野这种伦理的耶至善爷就是

出了野救赎确认冶的两种途径院其一是对上帝的坚定

赚取更多的钱与严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乐的

信仰袁自信蒙受上帝恩典曰其二就是野紧张的世俗活

结合冶袁[2]渊P48冤 获取财富并不是为来用于生活享乐袁相

动冶遥 与前一种救赎途径的不确定性相比袁后者在现

反是要身体力行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遥 获取财

实中野世俗活动可以驱散关于宗教的疑惧袁并给予

富仅仅是为增添上帝荣耀尧确证自己野选民冶身份的

[2]渊P164冤

人们蒙恩的确定性冶袁

因易于量化把握而被视为

确证救赎的最合适的方法袁即以实践中的实际行为
验证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野选民冶遥

途径和手段遥 野上帝召唤的并非是劳动本身袁而是在
履行天职时的理性劳动冶袁野清教天职观的重点始终
在于这种入世禁欲主义的条理性冶遥

[2]渊P163冤

入世禁欲

在这里袁加尔文把天职观与预定论有机结合起

主义的野理性冶就是通过正当的理性活动而全力以

来遥 他指出袁上帝选民的唯一证据就是现实中的每

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袁与把钱财用于非理性欲望

个人要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天职袁从而增加上帝的荣

的节制相结合袁这样一种勤俭禁欲的伦理袁就是韦

耀袁而天职完成的好与差取决于世人获得财富的多

伯所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遥

与寡袁野一项天职是否有益并且就此博得上帝的青

所指出的那样,野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袁 正是现

睐袁主要是依靠道德标准进行衡量袁进而就是根据

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

这一天职为耶共同体爷所提供财富的重要性来衡量遥

一袁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是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

然而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尧在现实中也最为重要的

神冶遥

评判标准袁是私人的可营利性冶遥

[2]渊P164冤

与路德相信工

作的重要性在于为他人服务因而给上帝带来荣耀

[7]

这正如韦伯

[2]渊P182冤

入世禁欲主义的实践发挥最终催生了具

有理性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遥 韦伯论证了他在开
篇提出的那个假设袁对此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解答遥

的观念不同袁加尔文宗与那些逃离俗世而归隐于修

四尧结语

道院的隐修士一样袁他们亦否定自身快乐袁但认为

韦伯以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袁 通过

拥有的财富越多即是受到上帝祝福和挑选的证明袁
因而把勤奋工作和生活节俭视为获得这一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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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之间所具有的内

必备途径遥 选民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天职袁通过勤

在亲和性袁显示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生成方

奋劳动集聚大量的财富袁这是取悦上帝袁野为了上帝

面的巨大价值遥 新教伦理从本质上说是作为一种宗

的荣耀而服务冶的行为袁理应获得救赎遥 如此看来袁

教思想而存在遥 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新教思想生成并

赵

亮：
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伦理动因探析

发展出具有理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袁并产生了相
应的物质经济形态遥 这似乎夸大了思想意识的能动
作用遥 然而袁这一论断为我们科学认识伦理文化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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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thical Motivation of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要An Interpretation of Protestant Ethic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要要
ZHAO Liang

( Department of Marxism Theory, CPC Central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is a long and complex history. In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Weber Focus on The Core concept of protestant ethics, he first Studied the Beruf concept of Lutheran
church, and then analyzed the predestination of Calvinism. Having demonstrat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capitalism and protestant ethics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and logical.
Key words: Beruf; predestination; protestant ethics; spirit of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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