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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殖民地时期政教关系探析

张红菊　　　

〔内容提要〕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宗教情形十分复杂, 目前对其政教关系状

况还认识不一。本文根据各个殖民地的宗教立法和实践情形把其归纳为三种

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殖民地,第二种类型是确立英

国国教为官方宗教的殖民地,第三种类型是独尊“清教”的北部新英格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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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政教关系复杂多样,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存

有争议 。例如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戈登·伍德认为北美十三个殖

民地教派众多, 宗教生活“混乱无序”, “没有压制人民的国教”①;而罗伯特·

N·贝拉等人则提出,虽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存在多种宗教, 但是大多

数殖民地都实行政教结合建立国教的正统制度, 即“一地政府一种宗教”②。

国内对此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没有宗教自

由,大多数殖民地都建立了官方宗教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实行宗教专制

统治;也有人认为在北美殖民地存在宗教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仰任何宗

教。在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炯然不同的看法? 英属北美十三个

殖民地的政教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显然有待进一步考察。

由于各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是直接根据英王特许而建立, 殖民地之间各

自独立 、互不隶属,与此相对应,殖民地的宗教状况也呈现出“各自为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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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 。本文拟基于这一事实, 根据各个殖民地的宗教情形把其归纳为三种

类型,从立法和实践诸方面对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政教关系作一考察,以期

澄清认识 。

一

在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中,只有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自始至终实行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可以把它们视为第一种类型 。

罗得岛被称为是“美国宗教自由的故乡”。①与其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

建立有所不同, 它是由几个自发建立的 、分散的定居地逐渐联合而成的。这

些定居地的开拓者, 如罗杰·威廉斯 、安妮·哈钦森 、威廉·科丁顿 、约翰·克拉

克等都深受宗教迫害之苦,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在个人信仰上实行强制的做

法感到不满,力主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因而这些定居地在建立之初就明

确宣布该地将实行宗教自由, 为因信仰问题受迫害的人们提供避难之所,如

罗杰·威廉斯创建的普罗维登斯 、安妮·哈钦森领导的波卡塞特 、威廉·科丁

顿开拓的纽波特等, 都是如此 。为了使“宗教自由实验”合法化, 1644 年春

罗杰·威廉斯作为代表被派遣到英国,从英国议会殖民委员会那里争取到一

份特许状,几个定居地第一次得以联合起来, 由于这个特许状并未提到宗教

问题,从而给殖民地人民自己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余地。随后在 1647年 5

月,罗得岛的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律,宣布确保信仰自由的权利,认为这是

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并允许在法律事务中可不以上帝的名义宣誓。1654

年,时任殖民地总督的罗杰·威廉斯在“致普罗维登斯”的公开信中明确阐发

了“信仰自由”原则, 他把殖民地比喻为大海里的航船, 浸礼会教徒 、新教徒 、

犹太教徒等各教派教徒都可以是乘客, “船长无权干涉他们的信仰” 。②英国

王政复辟以后, 在殖民地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约翰·克拉克的努力下, 1663

年 7月 8日罗得岛从英王手中获得新的特许状, 该特许状不仅承认了罗得

岛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合法地位,而且明确认可其实行宗教自由的权利,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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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规定:“自此以后任何时间在此殖民地将没有人因为并未干扰世俗和平的

宗教事务上的不同意见而受到干涉 、惩罚 、骚扰或传唤”, “在宗教事务上所

有人将充分 、自由地享有判断和信仰(的权利) ” 。①该特许状在此后 180年

内被罗得岛作为基本法奉行不移。

罗得岛的宗教组织是基于自愿和自由原则组成的 。该殖民地出现的第

一个教会是浸礼会, 约在 1638年底由罗杰·威廉斯发起成立,这也是在北美

殖民地最早成立的浸礼会 。约翰·克拉克 1644年在纽波特又领导成立了一

个浸礼会。殖民地领导人不仅对自己实行信仰自由,而且同样保证其他人

的信仰自由 。17世纪 50 年代贵格教徒相继进入北美殖民地, 在马萨诸塞

等地受到迫害, 罗得岛认为虽然贵格会的教义奇特, 但是“我们中间没有法

律惩罚任何人”②,该殖民地因而成为贵格教徒的容身之所 。贵格会很快发

展成很有影响的教派, 1661年成立了年会, 1672年贵格教徒尼古拉斯·伊斯

顿还被选为殖民地总督。17 世纪后半期进入罗得岛的还有犹太教徒和法

国胡格诺教徒, 胡格诺教徒一度在东格林尼治建成“法国镇”。18世纪初又

建立了英国国教堂。到 1739年,罗得岛共有 33个教堂和 1座犹太会堂,代

表浸礼会 、贵格会 、公理会 、英国国教会等六个不同的教派③。宗教信仰充

分个人化,绝大多数人与上帝保持一种“神秘的”联系, 没有接受薪俸的专职

牧师,也没有法定教堂。宗教自由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和支持,

极少数宗教主义分子只能以土地所有人或财产持有人的身份在市镇会议上

发挥作用, 不敢妄谈宗教 。罗得岛议会宣称:“我们把思想自由盛赞为这个

世界上可以拥有的最大幸福”,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小的一块地方,聚集

了这么多的宗教” 。④

宾夕法尼亚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坚持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业主殖民

地。其建立者威廉·宾( 1644—1718)是一名贵格教徒, 同时也是宗教自由的

倡导者 。1670年他在专题论文《思想自由的伟大事例》中表达了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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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他反对世俗权力闯入孱弱的意识领域, 并强烈要求英国在宗教方面更

为自由和宽容。①在努力归于失败后, 他把英王赐予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作

为在英国和爱尔兰倍受迫害的贵格教友的避难所,同时进行“宗教自由的神

圣实验” 。在威廉·宾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 1682年制订的宾夕法尼亚大法

( The Great Law of 1682)宣布, 凡愿意“在世俗社会里和平 、公正地生活的

人们”,“现在和自此以后任何时间将在宗教信仰和祈祷问题上不因教义或

实践受到干扰或歧视, ……将不会被强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和牧

师。”②虽然贵格教徒控制政权 75年,内部各种族之间也不断发生纠纷和争

吵,但当局始终未放弃宗教自由政策,各国移民带来了贵格会 、长老会 、浸礼

会 、德国改革派教会 、路德宗 、英国国教会 、罗马天主教 、犹太教等各种宗教,

使宾夕法尼亚呈现多种教派杂处的局面,甚至罗马天主教徒也可以担任公

职。

二

与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不同, 南部各殖民地和纽约属于第二种类型,即

比较正统的类型,它们把英国国教移植过来确立为官方宗教,但又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宗教宽容, 并由此形成整体上的宗教多样性。但也正因为如此,长

期以来人们对这些殖民地政教关系究竟如何看法不一, 笔者试从以下几方

面做一详细考察 。

1.从宗教立法上看

经研究发现,在南部和中部的 9个殖民地中, 有 6个殖民地有明确的确

立英国国教的立法, 它们是:弗吉尼亚( 1619 年) 、马里兰( 1702年) 、南卡罗

来纳( 1704年) 、北卡罗来纳( 1715年) 、佐治亚( 1758年)和纽约( 1693 年) 。

这里仅以弗吉尼亚 、马里兰和纽约为例予以说明。

弗吉尼亚是英国在北美成功开辟的第一个殖民地, 也是最早立法确立

英国国教的殖民地。1606年詹姆斯一世在授予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中

明确指出:“根据我们英格兰国内目前钦定的教旨 、仪式 、信仰”, 必须“宣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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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并执行上帝的意旨, 做礼拜。”① 此处所谓“钦定的教旨 、仪式 、信仰”毫

无疑问就是指英国国教。弗吉尼亚公司也认为有义务为移民提供宗教服

务,并把移植“当时在英国正常流行的宗教” ② ———英国国教作为公司的伟

大目标之一。因此, 伴随着移民的到来,弗吉尼亚公司派来了第一批英国国

教牧师,在詹姆斯敦等移民定居点建起了教堂,形成最初的几个教区 。1619

年 6月召开的弗吉尼亚第一届议会宣布,要努力把英国国教建设成为弗吉

尼亚唯一由官方建立 、公众支持的宗教, 并签署了有关确立宗教的几条法

律。这些法律规定, “所有牧师应依照英国国教会的宗教法律和命令按时进

行神圣服务,履行牧师之职责;……牧师和教堂守卫应努力寻求阻止所有不

敬神的干扰” ;关于居民的宗教义务, “所有人在安息日应经常参加上 、下午

的两次神圣服务与布道,违犯者一次罚款 3先令, (罚金)交与教堂使用,合

法和必要妨碍时除外 。但是在此类事例中,若一个仆人有意无视主人要求,

则应接受身体惩罚。”此外,还规定了禁止玩纸牌 、掷骰子 、酗酒和向印第安

人传教等内容。③经过 1622年印第安人大起义的破坏, 1624年弗吉尼亚从

公司特许殖民地转变成皇家殖民地时, 重新制订了“规范宗教活动的法律”,

内容更为丰富, 共有 7条:“第 1条,每一个定居地在过去人们宗教集会的地

点应专门为此目的建造一所房屋, 不能挪作它用, 并应划定一处地方专供埋

葬死者之用;第 2条,无论任何人, 未经许可缺席星期日神圣服务者, 罚 1磅

烟草,缺席 1个月者,罚 50磅烟草;第 3条,我们的教会应当统一,在教旨和

仪式两方面应尽可能接近英国的教会规范, 所有人应强制遵守”, 其余 4条

是关于节日 、牧师职责和向牧师交纳烟草的规定。④1641 年威廉·伯克利总

督上任后, 弗吉尼亚进一步加强 、完善关于确立官方宗教的法律:在该殖民

地只准讲授一个教义标准,即英国国教的《三十九条信纲》 ;只接受一种牧

师,即从英国的主教那里派出的牧师,任何到达弗吉尼亚的牧师必须向皇家

总督出示身份证明, 总督予以确认后才允许其进入教区服务;向全体居民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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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宗教税支持英国国教牧师;非英国国教会信徒不能有选举权;①规划教区

并建立教区委员会管理制度, 1642年的一项法律明确划分为汉普敦, 南 、

东 、西 、布里斯托尔和韦诺克等 6个教区,并在每个教区成立了由全区居民

选举组成的教区委员会, 负责本教区的管理工作, 如修缮教堂 、征收宗教税 、

管理慈善事业等,并进行社区管理 。②由此可见, 在弗吉尼亚开辟半个世纪

以后,已经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确立一个真正的官方宗教的法律制度 。

马里兰确立英国国教的立法历经了一番曲折 。英王在颁给巴尔的摩勋

爵塞西尔·卡尔弗特的特许状中要求根据英国的宗教法规成立教会, 这意味

着建立英国国教会。但是塞西尔是天主教徒, 他建立殖民地的部分目的是

为受迫害的天主教同伴寻找一个避难所,同时又希望广泛吸收移民开发土

地以尽快获得经济效益, 因此他鼓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同移民。为了避

免宗教冲突,马里兰议会在 1649年 4月通过《宽容法》, 赋予所有基督教徒

信仰自由的权利,废除所有宗教方面的强制。③但宽容并未带来和平, 马里

兰政权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几经更迭。1692—1715 年马里兰丧失业

主身份 、成为皇家殖民地期间, 《宽容法》被抛弃, 英国国教会的地位逐渐上

升, 1702年获议会通过的确立英国国教法标志着英国国教正式成为这个殖

民地的官方宗教 。④1715年马里兰恢复业主身份时,第四代巴尔的摩勋爵是

英国国教教徒, 继续维持了确立英国国教的局面。

纽约是马里兰以北唯一一个明确立法确立英国国教的殖民地。纽约最

初是荷兰的殖民地, 1629年荷兰人将荷兰国教———荷兰改革派教会确立为

官方宗教,但荷兰为了商业 、经济利益, 宗教政策较为宽松,路德教徒 、贵格

教徒 、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徒也来定居, 很快形成了宗教多样局面。1664

年纽约归英国统治, 英荷双方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维持这种局面, 英国给荷兰

国教徒等以宽容 。1688年光荣革命后纽约正式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 皇家

总督被指示“尽可能”寻求确立英国国教的立法, 1693 年本杰明·弗莱彻总

督迫使议会通过确立宗教的法律,号召 6个“充分优良的新教牧师”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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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及附近的威斯特切斯特 、昆斯和里士满县的 6个教区中服务, 并在这些地

区征税支持国教牧师 。①“新教牧师”实指英国国教牧师。1697年纽约建立

第一个英国国教堂, 半个世纪后增加到 20个 。②

此外, 还有两个殖民地需要一提, 它们是新泽西和特拉华。在新泽西,

由于 1702年成为皇家殖民地, 当局曾给英国国教会以特别对待,以致半个

世纪内英国国教堂增加 18个 。③特拉华原是荷兰人的殖民地, 其主权又一

度落入瑞典人之手, 英国人夺得这块殖民地后, 1682年曾并入宾夕法尼亚,

直到 1702年才成立独立的殖民地, 之后英国国教才有所发展,其教堂一度

增加到 14个。④但在这两个殖民地, 并没有明确的确立英国国教的立法,除

天主教徒外,所有基督徒都受宽容, 因而英国国教的地位是不明确的, 难以

说它是官方宗教 。

因此,从立法上看,前述 6个殖民地按照移植母国国教的正统原则,明

确立法确立了英国国教会的官方宗教地位。

2.从宗教实践上看

虽然以南部为主 、外加纽约在内的六个殖民地明确立法确立英国国教

为自己的官方宗教, 但由于客观环境以及主观因素的限制, 实际执行情况并

不尽人意。南部采取的种植园拓殖体制使人口居住格外分散,造成划分的

教区面积广大, 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因素, 给牧师服务 、居民礼拜都带来现实

的困难 。许多需要在教堂举行或由牧师主持 、参加的仪式改在家里由俗人

举行甚至省掉, 大多数种植园有自己的墓地。征收宗教税的工作也时常遇

到抵制,使教会无法得到良好的供给,牧师薪俸得不到保障, 有的牧师生活

极为贫困,根本无法与母国的牧师相比 。英国的国教牧师不愿意到殖民地

工作,使无法自己培养牧师和授予牧师职位的北美诸殖民地得不到足够的

牧师为教会服务。据统计, 1701年北美殖民地共有英国国教徒 43, 000人,

而牧师只有大约 50名,其中弗吉尼亚有教徒 20, 000名,约有 60个教区,牧

师人数 25人,尚有一半以上的教区没有牧师;马里兰的教徒同样也是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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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名, 但牧师人数更少,只有 17人;其他殖民地的牧师只有 2名甚至不到

2名 。①到 1750年,弗吉尼亚人口增至 231, 000人,其中白人 130, 000 人,只

有90名牧师为其服务;约同样数量的牧师为马里兰的 98, 000名白人服

务。② 可见牧师缺乏之严重,远远不能与人口相适应,有的牧师不得不负责

两个以上的教区,更为服务带来了困难 。不仅如此,北美殖民地的英国国教

会还存在着建制上的严重缺陷,它一直没有主教, 只是一群没有中央权力机

构的分散教区, 是“一个没有主教的圣公会教会”, “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真正

的圣公会” 。③

地广人稀的环境加上英国国教会本身势力有限,给其他非国教派的进

入与发展留下了很大余地。即使在实行宗教排外政策最为严厉的弗吉尼

亚,也未能完全阻止非国教派的进入,早在 17世纪 60年代贵格教徒就成功

地建立起自己的社区,到 18世纪, 长老会 、浸礼会和卫理公会教徒纷纷到弗

吉尼亚边区定居 。马里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天主教徒的“避难所”, 后来

又是卫理公会的主要中心,“英国国教虽然具有官方地位, 但它没有受到普

遍的尊敬”。④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开发较晚, 到 1750年, 南卡罗来纳大约共

建起 17个英国国教堂和小教堂, 北卡罗来纳只建起 9 个国教会,佐治亚则

更少,只分布着几个英国国教堂⑤。在南卡罗来纳, “教派林立” ;北卡罗来

纳的浸礼会教堂比英国国教堂还多, 与贵格会 、长老会 、德国改革派教会和

摩拉维亚教派一起形成不信奉国教者的丰富景象 。佐治亚到美国革命时期

总人口不足 50, 000人, 却代表着犹太教 、路德教 、长老会等多个教派 。⑥纽

约的宗教情形更为复杂, 成为“不同信仰者的天堂”,其总督说:“这里有各种

各样的宗教,但根本没有占绝对多数的一派” 。⑦众多非国教派团体的进入

造成了宗教的多样性 。

3.英国国教会的实际影响与社会承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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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会在 17 世纪增长缓慢, 1701年共 43, 000人, 不及此时的新

英格兰公理会人数的一半。许多移民被“遗弃给无神论和不信奉国教。”①

到了 18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繁荣, 英国国教会庄重典雅的仪式

逐渐受到中上层人们的欢迎, 加上教会本身的努力, 教徒人数增长很快,到

1775年革命前夕,共有 480个教堂, 50万信徒,从教徒人数而言是北美殖民

地的第二大教派 。②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英国国教徒并未独占政治权利,但

“作为国王的教派,它特别对像皇家官员和其他社会名流等社会上层人士具

有吸引力。”③ 英国国教徒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具有很大势力, 到 18 世纪

中期,英国国教徒中执掌公职的人员数量比例超过了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

人口比例;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都是有势力的英国国教徒, 1776年

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代表共 100多人, 只有 3人不是教区委员;《独立宣言》

的签署者中, 2/3是英国国教徒。④ 英国国教会因此被视为上层阶级或统治

阶级的宗教。

三

第三种类型是新英格兰地区(罗得岛除外) , 它确立了官方教会但又与

南部和纽约不同 。普利茅斯( 1691年并入马萨诸塞) 、马萨诸塞 、康涅狄格 、

纽黑文( 1662年并入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都是由英国清教徒开拓 、以

清教移民为主并由清教徒控制的。清教徒移民美洲的主要动因旨在逃避国

内的宗教压迫, 追求自我信仰自由。这样, 在英国作为国教对立面 、倍受歧

视和迫害的清教,到殖民地以后反被奉为官方宗教 。其实, 清教原本并不是

一个紧密一致的联合体,只是由于具有“净化”英国国教 ———安立甘宗的共

同目标才获得统一的称号,但在怎样净化 、净化后的教会应是什么样子等具

体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有主张实行长老制的,也有主张实行公理制的。移

居新英格兰的主要是清教中的少数派, 即主张以公理制原则建立教会的一

派,因此公理会便成为新英格兰的官方教会。其主要表现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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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会的建立和维持受到政府的支持。按照公理会的契约学说, 教会

并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而是由能够得救的人即上帝的选民通过与上帝订立

契约 、并在相互之间订立契约的方式自愿组成的, 教会的权力也属于全体会

众而不是国家, 所谓公理即“公众管理”之义。① 因此普利茅斯 、马萨诸塞最

初建立的公理会,就是直接由其会众进行管理, 各自独立 、互不隶属的 。但

是为了建立“上帝的王国”,实现全体会众的统一,清教徒同时又认为:世俗

政府有责任支持 、加强教会,压制异教运动并惩罚不去教堂的人,其目的是

与教会一起共同完成建立“上帝的王国”的目标。从这种“双王国理论”出

发,为了保证教会的统一, 1636年马萨诸塞议会投票决定:未经立法机构同

意,不允许成立新的教会 。②1638年又通过法令, 规定向全体居民征税以支

持教会,同支持政府一样。③这样, 一方面, 在马萨诸塞建立的公理会, 得以

享受经济特权, 被赋予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又赋予世俗政权以某种干预宗

教的权力,使政教趋于合一。后来建立的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都模仿了

马萨诸塞的制度, 1693年康涅狄格成立政府, 制订法律规定:在宗教事务上

确立国家权力, 全社区都支持公理会 。纽黑文最初建立的“圣经共和政体”

甚至比马萨诸塞还要严格 。④

2.清教徒垄断政治。清教徒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把殖民地

的全部政治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很快采取了垄断殖民地政治权力的

步骤。1631年 5月马萨诸塞第一届议会即作出决定:“除教会会员外, 其他

人不得被允许进入这个政治自由体 。”⑤从而把自由民权限制在公理会会员

内,公理会会员资格成为享有自由民权的唯一前提条件,在殖民地形成垄断

政治的局面 。为了保证教会的纯洁和虔诚,各教会对入会条件均有严格限

制,因而教会会员人数总是有限的, 远远不及居民总人数, 殖民地政治也不

可避免地落入这些少数人之手 。据统计, 1640年时,大约 3000名清教徒控

制着 15, 000名无选举权的居民的命运, ⑥ 其比例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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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生活的日益组织化和严格化。1648年,新英格兰各地的牧师在

坎布里奇开会, 通过著名的《坎布里奇宣言》,又称《公理会大宪章》, 对公理

会的教义 、礼仪和制度作了严格规范。在教义上,采纳英国于 1643年制订

的 、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 ( 1679年各教堂会议又采

纳英国独立派人士于 1658年制订的《萨伏伊宣言》) , 尊奉《圣经》为最高权

威。在礼仪上, 规定教士不穿法衣;严格依据《圣经》来源, 将圣礼由七项减

为两项,只保留洗礼和圣餐;圣餐仪式上,受圣餐者在从牧师手中接过圣餐

时不再下跪,等等。改造后的礼仪大为简化,体现了平等精神。在制度上,

强调公理会的教会自治, 教会的所有职员均由会员选举产生,教会事务也由

会员投票决定;为了确保教会会员具有“在宗教原旨方面的知识和他们在皈

依上帝过程中的经历”,继续对入会条件提出严格要求, 所有入会者都必须

接受检验 。①

新英格兰的宗教生活以安息日礼拜为中心展开。安息日从星期六日落

时分开始, 至星期日晚上才告结束, 此间禁止任何劳动或娱乐,当局为此制

订了一系列严酷的法规确保遵行 。例如, 1646年的一项立法规定, 未参加

礼拜的人罚款 5先令,拒绝《圣经》的人予以鞭笞甚至流放;②1653年马萨诸

塞议会又通过一系列所谓“蓝色法律”,对“足以显出不敬上帝 、有辱宗教名

声和神圣安息日的行为”,予以罚款或戴枷拘禁 、示众 。③星期日上 、下午,除

老人 、孩子外,所有居民必须到教堂参加礼拜, 做礼拜时有专门教堂官手持

木棒在教堂内来回巡视, 以监督没有人打瞌睡。家庭是仅次于教堂的宗教

生活场所, 1629年克拉多克在给萨勒姆的总督的信中说:“我们最热列的渴

望是,您在家庭殖民方面予以特别关照,家族首领应在宗教方面接受基本训

练,以确保每天早晚的义务按时正式进行, 并对每一个家庭予以监督 。”④在

家里,所有年龄的人都要参加祈祷 。

殖民地时期牧师缺乏是许多教派面临的严重问题, 但公理会从开始就

提供了良好的牧师, 加上新英格兰以市镇为单位的殖民方式,人口相对集中

保证了宗教生活的有效进行 。据统计, 在 1674年以前, 有不少于 130 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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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与剑桥的毕业生来到新英格兰为教会服务, “可以与人口相适应 。”①为了

保证将来有足够的好牧师, 他们于 1636年成立了哈佛学院, 1701年又成立

了耶鲁学院,在培养神职人员方面都很成功。整个殖民地时期, 在新英格兰

公理会服务的 1586个牧师中, 只有 79个不是大学毕业生。②基础教育同样

受到重视,每个市镇都按法律规定成立了语法学校,以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读

懂《圣经》 。宗教目的促使了新英格兰文化教育的普及 。

4.排外主义 。为了保证“清教社会”的同质与纯一, 清教殖民当局在严

格规范自己的宗教生活的同时,对持不同意见 、不同教派的人采取了严厉排

斥甚至迫害的政策。1629年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标,对清教徒的宗教事业

不怎么感兴趣的伦敦投资人派一个英国国教牧师来到普利茅斯,结果却被

赶出了该殖民地。③早期马萨诸塞内部的持异议者, 如罗杰·威廉斯 、安妮·

哈钦森等人,都遭到了流放的无情对待, 导致罗得岛的创建 。为了阻止异

议 、异教者进入, 1637年 5月马萨诸塞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未经立法机关同

意,禁止新移民在马萨诸塞永久定居 。④无视此项法律, 胆敢侵入新英格兰

领土的异教徒均受到严酷迫害,如 1651年 7 月 18 日马萨诸塞当局对进来

的 3个浸礼会教徒处以重金罚款后驱逐;⑤50年代贵格教徒来到北美, 马萨

诸塞从 1650年到 1658年通过一系列反贵格教徒的法律,其惩罚措施包括

拘禁 、罚款 、烙印 、鞭笞 、割耳 、穿舌直至使用死刑, 以致有 4名贵格教徒在波

士顿被吊死 。⑥普利茅斯 、康涅狄格和纽黑文等殖民地, 在马萨诸塞的带动

下也制订了类似法律来处罚贵格教徒。甚至禁止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知,公理会显然是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官方宗教,而

不是一般的教会 。在政府的有力支持和严格控制下, 17世纪公理会几乎是

新英格兰唯一存在的教会。1775年即革命前夕, 公理会拥有 658个教堂,

575, 000名信徒, 是北美殖民地最大的教派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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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合上述三种类型可知,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政教关系呈现出纷繁多

样的局面, 与法属和西属美洲殖民地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纯粹”局面形成

鲜明对比 。这是与英国采取的较为灵活开明的殖民政策密不可分的 。英属

北美各殖民地从一开始就享有实际的“治理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其政教

体制也相对独立,形态各异。一般地说,清教徒控制的新英格兰政教结合最

为紧密,官方宗教统治最为严厉有效,存在的时间也最长,直到 19世纪上半

叶才被完全废除 。以南部为主的各殖民地政教结合较为疏松,虽然直接从

母国移植了英国国教,但真正使其具有官方宗教地位的也只有弗吉尼亚,在

马里兰 、北卡罗来纳 、南卡罗来纳 、佐治亚和纽约, 英国国教会的势力实际上

是有限的,存在时间也短,其官方宗教地位在独立后制订的州宪法中便相继

被取消了。还有两个殖民地自始至终没有确立官方宗教, 而实行政教分离

和宗教自由。

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政教关系多样 、且在整体上较为松弛的局面,为

美国建国后顺利实行政教分离准备了条件。1789年被国会采纳 、1791年生

效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为联邦确立了不建立国教和实行宗教自由的原则,

从而使美国在西方率先完成了从政教结合的传统向政教分离的现代原则的

转变 。

张红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108· 美国研究



in the case of U.S.Supreme Courts Principles
Regarding Flag Desecration Shao Zhize　 ( 82)……………
With constitutional disputes in cases of flag desecration as the

main point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eech-action dichotomy in

the American freedom of speech.On what conditions action can

be put under equal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as o ral speech, or is

equal to oral speech, and on what conditions action can not be,

the Supreme Court has been w avering .The justices int roduced

the concepts of symbolic expression, speech-plus, and expres-
sive conduct to deal w ith different law suits related to the f irst a-
mendment of the Consti tut ion and finally reached a clearer

no rm in the “Texas vs.Johnson” case of 1989.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Colonial

America Zhang Hongju　 ( 96)………………………………
Ow ing to the g reat complexi ty of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in the

time of colonial America, there are divergent view s among

scholars of the then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hip.In accor-
dance with thei r religious legislations and practices, the colonies

can be grouped into three catego ries.The fi rst category in-
cludes those colonies that pract ic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from the state and the f reedom of religion.The second incorpo-
rates those which aff irmed the Established Church of Eng land

as their of ficial religion.The third is the territo ry in northern

New Eng land where most sett lers were puri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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