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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的命运 
 

罗素1 

 

虽然托马斯·潘恩是两次革命中的著名人物，而且还因为试图发动

第三次革命险些被处以绞刑，但是他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渐渐变得

暗淡无光了。在我们的曾祖父们看来，他有一点儿像是尘世的撒旦，是

既反叛上帝又反叛君王的专搞颠覆的异教徒。他遭到通常都是意见不一

致的三个人的极度仇视：这三个人是皮特、罗伯斯庇尔和华盛顿。其中

前两个人想置他于死地，而华盛顿则谨慎地不采取能够救他一命的措

施。皮特和华盛顿恨他，是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罗伯斯庇尔恨他，

是因为他反对处决国王，反对恐怖统治。总是为在野党所尊敬，又总是

被政府所憎恨，这就是他的命运：华盛顿在与英国人作战的时候，曾用

最美好的言辞赞扬潘恩；在雅各宾派执政之前，法兰西民族曾给予他许

                                                        
1 写于 1934年。原载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 宗教和有关问题论文集》，商务印
书馆 2010年，第 91~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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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荣誉；甚至在英国，最杰出的辉格党政治家们也和他交朋友，聘请他

起草宣言。他像其他人一样，也有缺点；但是，他之所以遭人恨，对他

的诽谤之所以能得逞，则正是由于他的美德。 

潘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

主化了。18 世纪，在法国和英国的贵族中，在启蒙思想家和不信奉国

教的牧师中，都有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全都以只是对受过教育的人才

有吸引力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虽然潘恩的学说中并没有什么

新颖的东西，但是他在写作方法上却是个创新者，他的文章简单明了，

直截了当，没有学究气，譬如说每一个理解力强的工人都能读懂。这使

他变成了危险人物；当他在他的罪名上又添加了宗教异端时，特权的维

护者们就乘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在他一生的前 36年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具有在他后期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那种才能。1739年，他出生在塞特福德，父母都是贫苦的贵格会

教徒，13岁以前在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读书，13岁那年他成了一个胸衣

裁缝。但是，他并不喜欢过安静的生活，在 17岁时他试图应募而上了一

条叫做《恐怖号》的武装民船，该船船长的名字叫迪阿思。2 他的父母

把他拉了回来，也许因此挽救了他的性命，因为此后不久该船 200名船

员中就有 175人阵亡。但过后不久，在“七年战争”爆发时，他成功地

在另一条武装民船上开始水手生涯，不过，我们现在对他短暂的海上冒

险生活一无所知。1758年，他在伦敦作为一个胸衣裁缝被人雇用，次年

结婚，但是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就去世了。1763年，他成了一名税务员，

但是两年以后被解雇，因为他谎称外出检查，而实际上却是在家里学习。

在极度贫困中，他成了一个每周收入十先令的教师，并试图成为圣公会

牧师。由于在刘易斯恢复了他税务员的职务，他被从这种没有希望的权

宜之计中解救了出来。他在刘易斯和一个贵格会女教徒结了婚，1774年
                                                        
2 迪阿思（Death），意即死亡。—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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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无人知晓的原因与她正式分居。这一年他再度失业，原因显然

是因为他组织了税务员要求增加工资的一次请愿。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

东西，刚好够偿还债务和给妻子留些生活费，但他自己却又陷入了贫困。 

他在伦敦正想方设法向议会提交税务员请愿书的时候，结识了本杰

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对他颇有好感。结果是，他于 1774年 10月带

着富兰克林的、把他说成是一个“头脑机灵的好青年”的推荐信，乘船

赴美。他一到费城，就开始显示作家的身手，几乎马上成了某家刊物的

编辑。 

他的处女作是发表于 1775 年 3 月的一篇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

令人信服的论文，不管他的一些美国朋友怎么说，他始终是奴隶制和奴

隶贸易的不妥协的敌人。杰斐逊把后来被删掉的那段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添加在《独立宣言》的草案中，似乎主要是由于潘恩的影响。1775年，

宾夕法尼亚州还存在奴隶制；《1780 年法令》废除了该州的奴隶制，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法令的序言是潘恩的手笔。 

潘恩即使不是第一个拥护美国完全自主的人，也是最早拥护美国完

全自主的人之一。1775年 10月，当甚至连后来签署《独立宣言》的那

些人也希望与英国政府取得某种和解的时候，他写道： 
 

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相信，上帝最终会将美国和英国分开。

把它叫作独立，或者你愿意把它叫作什么都可以，如果它是上帝和

人类的事业，它就会继续下去。要是上帝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

只依赖于他的民族：那么就可以用大陆立法的法令来表达我们最初

的感恩，这个法令将制止输入黑奴进行贩卖，改善已经在这里的那

些黑奴的悲惨命运，并将及时使他们获得自由。 
 

正是为了自由 — 摆脱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奴隶制以及各种专制

— 潘恩才投身于美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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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战争最困难的年代里，他白天从事运动，晚上撰写以《常识》

为题发表的、令人振奋的宣言。这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战争胜

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英军焚烧了缅因州法尔茅斯和弗吉尼亚州诺福

克这两个城市之后，华盛顿在致友人的信（1776年 1月 31日）中写道： 
 

除了在《常识》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学说和无可辩驳

的推理之外，又添加了几个像在法尔芽斯和诺福克所展现的那种熊

熊燃烧的论证，这些论证会使很多人对脱离英国的正当行动不再举

棋不定。 
 

这部著作曾是人们议论的话题，现在只有历史趣味，不过其中有些

词句仍然给人印象很深。在指出不但对国王不满，而且对议会也不满之

后，他说“人类团体中再没有比下议院更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了，因为他

们出卖自己的特权。”在那个年头，否认这种莫落的公正性是不可能的。 

这本小册子中既有赞成共和国的有力论据，又有对君主政体可以防

止内战的理论的成功驳斥。在概述了英国历史之后，他说：“君主政体

和世袭制度……使世界血流成河和化为灰烬。这就是上帝之道证明其不

好的那种政体形式，与之相伴随的将是杀戮、流血。”1776年 12月，

当战争向不利的方向逆转的时候，潘恩出版了一本叫做《危机》的小册

子，小册子的开头这样写道：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在这场危机中，只善于夏战而不善

于冬战的士兵和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爱国者会怕为国效劳；但

是现在仍然坚持为国效劳的人，应该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谢。 
 

这篇文章向部队进行了宣读，华盛顿也向潘恩表达了“人们对你的

著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美国，再也没有另外的作家的作品被这么多

人阅读过，潘恩本来可以用他的笔赚很多的钱，但是他总是完全拒绝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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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何稿酬。独立战争结束时，他在美国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而他却仍

然一贫如洗；不过，某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投票表决拨给他一大笔钱，

另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送给他一座庄园，以便使他能够舒适安逸地度过余

生。人们本来可以要求他安安稳稳地过取得胜利的革命者所特有的体面

生活。他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工程，证明铁桥的跨度可以比人们

从前认为可能的跨度更大。铁桥把他引到了英国，他在英国受到了伯克、

波特兰公爵和其他辉格党显要人物的友好接待。他有一座在帕丁顿建造

的、庞大的铁桥模型；杰出的工程师们都赞扬他，看来他可能要作为一

个发明家度过他的余生了。 

但是，法国和英国一样，对铁桥也有兴趣。潘恩于 1788 年访问巴

黎，与拉斐特商讨有关铁桥的事情，并向科学院递交了他的计划，在适

当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科学院以称赞的口气向上级做了呈报。巴士底

狱被攻陷之后，拉斐特决定把巴士底狱的钥匙赠送给华盛顿，并把横渡

大西洋转交钥匙的任务交给潘恩。但是，潘恩因为他的铁桥事务离不开

欧洲。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说，他会找一个人代替他把“这

种早期的专制主义赃物战利品，和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后的第一批成熟

的果实”转交给他。他接着还说：“我丝毫也不怀疑法国革命最终会取

得彻底的胜利”，“我建造了一座跨度 110英尺、从拱索算起五英尺高

的（单拱）桥梁。” 

潘恩对桥梁的兴趣和对革命的兴趣一度曾不分伯仲，但后来对革命

的兴趣渐渐占了上风。他希望在英国掀起一场共鸣运动，于是就撰写了

《人的权利》，他获得民主主义者的声誉，主要是靠这本著作。虽然这

本著作在反雅各宾的反动时期被认为极具颠覆性，但它会因为它的温和

和通情达理而使现代的读者感到惊讶。这本著作主要是对伯克的答复，

它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法国的、发生在同一时代的一些事件。该书第

一部出版于 1791年，第二部出版于 1792年 2月；因此，到那时为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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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为大革命辩解。关于天赋人权，书中几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

但是关于英国政府却有许多真知灼见。伯克曾辩称，1688 年的革命使

英国人民永远顺服于《王位继承法》指定的国王。潘恩辩称，约束后世

是不可能的，宪法应当是能够时常修改的。 

他说，政府“全都可以包括在三个项目里。第一，迷信。第二，权

力。第三，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共同权利。第一种是僧侣之谋略的

政府，第二种是征服者的政府，第三种是理性的政府”。前两种曾合二

为一“圣彼得的钥匙3 与财政部的钥匙成了融为二体的东西，受蒙骗而

又感到惊异的民众崇拜这种发明物。”然而，这样笼统的言论很少。该

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是 1789年至 1791年底的法国历史，其次是英国宪

法与法国 1791 年颁布的宪法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对法国宪法有利。

人们应当记得，1791 年法国还是一个君主国。潘恩是一个共和政体的

拥护者，他并没有隐瞒这一事实，不过，他在《人的权利》中不太强调

这一点。 

除了在少数几个短小的段落之外，潘恩诉诸的是常识。像科贝特后

来所做的那样，潘恩以一种应该对财政大臣有吸引力的理由，反对皮特

的财政措施；他把小额偿债基金和巨额借款的结合比作叫一个装着木制

假腿的人去抓野兔 — 人和野兔跑得越久，他们就离得越远。他谈到“波

特的纸币领域”— 完全是科贝特式的短语。事实上，正是他的那些关

于财政的著作，使科贝特从前的敌意变成了赞誉。他对于世袭原则的反

对，当初曾使伯克和皮特感到惊恐，而现在却成了甚至包括墨索里尼和

希特勒在内的所有政客的共同基础。他的风格也不总是蛮横无理的：它

敏锐、强劲、坦率，而远非像他的对手的风格那样恶言谩骂。 

然而，皮特决定通过起诉潘恩和查禁《人的权利》来开始其恐怖统

治。据他的侄女赫斯特·斯坦诺普夫人说，他“常说汤姆·潘恩完全是
                                                        
3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 16章第 19节。—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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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但接着他会补充说，我该怎么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要是

支持汤姆·潘恩的看法，我们就会有一场血淋淋的革命”。潘恩用蔑视

和煽动性的演说回敬起诉。但是 9月大屠杀开始了，英国托利党人的反

应越来越激烈。诗人布莱克 — 他比潘恩更老于世故 — 劝他说，他要

是待在英国就会被绞死。于是他就逃往法国，在伦敦只差几小时，在多

佛尔只差 20 分钟，逃脱了前来逮捕他的警官；在多佛尔，因为他身上

正好带着一封华盛顿新近给他的措辞友善的信，当局就让他通过了。尽

管当时英国和法国尚未开战，但多佛尔和加来属于不同的世界。潘恩曾

被选为法兰西荣誉市民，还曾被三个不同的选区选入国民公会，现在欢

迎他的加来，就是这三个选区中的一个。“邮船进港时，军舰上礼炮轰

鸣；沿岸响起一片欢呼声。当加来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的土地时，士兵

们为他夹道护驾，官员们和他拥抱，他们把民族帽花结戴在他的头上”

就这样通过了美女、市长等一系列法国常规的欢迎仪式。 

到了巴黎，他并没有表现得谨言慎行，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公益精

神。他希望 — 尽管发生了大屠杀 — 发生一场像自己曾在美国帮助发

动的那种有秩序的温和革命。他同吉伦特派成员交朋友，不愿把拉斐特

（当时正失宠）想得很坏，并且继续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对路易十六在

解放美国中所起的作用表达感激之情。他因为自始至终反对处死国王，

所以招致雅各宾派的敌视。他先被逐出国民公会，后又作为外国人被投

入监狱；在罗伯斯庇尔执政期间他身陷囹圄，罗伯斯庇尔下台后还被关

了几个月。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只有部分责任；美国公使古费尼尔·莫

里斯也同样应当受责备。莫里斯是联邦主义者，他偏袒英国，反对法国；

再加上潘恩在独立战争期间曾揭发他的一个朋友贪赃舞弊，所以莫里斯

对潘恩怀有个人夙怨。他坚持说潘恩不是美国人，所以对潘恩无能为力。

华盛顿当时正在秘密地与英国议订《杰伊条约》，所以对于潘恩处于无

法就美国反动舆论开导法国政府的境地，并不感到遗憾。由于偶然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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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潘恩逃脱了在断头台上被斩首的命运，但是他差一点病死。最后，

门罗（创立“门罗主义”的那一位）取代了莫里斯，他立即设法使潘恩

获释，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经过一年半的照料和款待，使他恢复了健康。 

潘恩并不知道在他的不幸中莫里斯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他绝不原

谅华盛顿。华盛顿去世后，潘恩听说要为这位伟人制作一尊雕像，就给

雕刻的人写了下面这几行字： 
 

从矿坑中采出最冷最硬的石头， 

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 

但是如果你要雕琢，可用粗陋的雕法， 

并且在他心窝处刻上 — 忘恩负义。 
 

这封信从未公开过，不过，在 1796 年发表了他给华盛顿的一封充

满怨恨的长信，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至于你，先生，在私人交情上你不忠实（因为你就是这样对我

的，而且是在我危急的日子里），在社会生活中又是伪君子，世人

将很难判定你究竟是背信者还是江湖骗子，你究竟是抛弃了道义，

还是从来就没有什么道义。 
 

在那些只知道传说中雕像般的华盛顿的人看来，潘恩的这些话似乎

是胡言乱语。但是 1796 年是杰斐逊和亚当斯首次竞选总统之年，华盛

顿不顾亚当斯信奉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竟然全力支持他；此外，华盛

顿当时正偏袒英国，反对法国，并竭尽全力阻止传播他自己所赖以得到

晋升的那些共和与民主的原则。这些社会的原因，与个人的极度不满结

合在一起，就说明潘恩的说法并非是没有理由的。 

如果潘恩这个鲁莽的人未曾度过用文字自由表达他和杰斐逊以及

华盛顿和亚当斯所共同具有的神学观点（不过，华盛顿和亚当斯都很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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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从不公开表达非正统的观点）的晚年，那么，对于华盛顿来说，可

能更难使潘恩在监狱里变得衰弱无力。潘恩预料到自己会入狱，于是便

着手撰写《理性时代》一书，他在被捕前六小时完成了该书的第一部分。

这部书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甚至连许多赞同他的政治见解的人也

不例外。现今，除了少数几个品味低俗的段落之外，全书所有内容几乎

都是大部分牧师所赞同的。他在第一章中说： 
 

我信仰一个上帝，不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上帝；我希望得

到超越现世的幸福。 

我信奉人人平等，相信宗教的职责就在于主持正义、爱好怜悯，

以及努力使我们的同类幸福。 
 

这些并不是空话。从他第一次参与公众事务 — 他于 1775 年对奴

隶制提出抗议 — 的时候起，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为止，他始终反对任何

形式的残忍，不管践行残忍的是他自己的政党还是他的敌对者。英国政

府当时实行无情的寡头独裁，把议会用做降低最贫困阶级生活水平的工

具；潘恩提倡作为治疗这种令人厌恶的弊病的唯一方法的政治改革，结

果不得不逃命。在法国，他因为反对不必要的流血而被投入监狱，而且

险些丧命。在美国，他因为反对奴隶制和坚持独立宣言的原则，而在他

最需要美国政府支持的时候，却被美国政府抛弃了。如果像他所坚持的，

也像现在许多人所相信的，真正的宗教就在于“主持正义、爱好怜悯，

以及努力使我们的同类幸福”，那么，在他的敌对者当中没有一个人也

有权要求别人把他看做是一个宗教徒。 

《理性时代》的大部分篇幅用于从道德的观点出发批判《旧约全

书》。现在很少有人会把《摩西五经》和《约书亚记》中所记载的屠杀

男女老少的做法看做是正义的典范，但是在潘恩的时代，当《旧约全书》

称赞以色列人的时候，批评他们被认为是邪恶的。许多虔诚的神学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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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答复潘恩。其中最随便的要数兰达夫的主教，他竟承认《摩西五经》

有些部分不是摩西写的，《诗篇》中有些部分也不是大卫写的。因为这

种让步，他遭到了乔治三世的敌视，永远失去了调到殷富教区任职的机

会。这位主教给潘恩的答复，有些是稀奇古怪的。例如，《理性时代》

大胆地怀疑上帝是否真的下过这样的指示：应当把米甸人的男人和已婚

妇女全部杀了，而未婚女子，则应当让其存活下去。4 这位主教愤怒地

反驳说，让未婚女子存话并不是像潘恩邪恶地暗示的那样，出于不道德

的目的，而是为了让她们做奴婢，这在伦理上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这个

时代的正统者忘记了 140年前正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忘得更加干净的

是：正是像潘恩这样的人，不管迫害，使教条变得温和，我们的时代因

此而受益。甚至贵格会教徒也拒绝潘恩想把自己葬在他们的公墓里的要

求，虽然在给他送葬的寥寥数人中有一个农民也是贵格会教徒。 

《理性时代》以后，潘恩的著作已不再重要。很长一段时间，他身

患重病；康复后，他在督政府和第一执政官统治下的法国已无用武之地。

拿破仑并没有虐待他，但是当然也不喜欢他，除非他是英国民主主义反

叛的可能动因。他开始思念起美国来了，回想起了自己以前在那个国家

获得的成功和声望，希望帮助杰斐逊派反对联邦党人。但是他害怕被英

国人逮捕，要是被捕的话，他们一定会绞死他，所以他在法国一直蛰居

到亚眠条约签订以后。1802年 10月，他终于在巴尔的摩登陆，马上写

信给（当时的总统）杰斐逊说： 
 

我经过 60天的航行于星期六从哈佛到达这里。我有几箱模型、

轮子等物，等我能够从船上取到这几箱东西并将它们送上赴乔治顿

的邮船以后，我将立即动身去拜望你。你的深怀感激之情的同胞，

托马斯·潘恩 
 

                                                        
4 见《圣经·民数记》第 31章第 17、18节。—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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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信，除了像联邦党人那种人以外，他所有的老朋友都会欢迎他。

但是有一个困难：杰斐逊为竞选总统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竞选运动中

反对他的最有效武器 — 所有教派的牧师都肆无忌惮地使用这一武器

就是谴责他没有宗教信仰。他的竞选对手夸大他与潘恩的密切关系，把

他们俩叫做“一对汤姆”。20年后，杰斐逊对他同胞的这种偏执态度，

仍然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在答复一个想发表他的一封信的一位论派

牧师时说“不要发表，我亲爱的先生，绝对不要发表！……我与其向信

奉亚大纳西教义的人反复灌输理性，还不如教疯人院里的疯子正确地理

解事物……因此，不要把我推到加尔文和他的牺牲者塞尔维特5 的柴与

火上。”当塞尔维特的命运威胁杰斐逊及其政治追随者的时候，他们避

免与潘恩交往过密，这是不足为奇的。潘恩受到礼遇，没有理由抱怨，

但是旧日莫逆的友谊却死灭了。 

在其他圈子里，潘恩的处境更糟。费城的拉什博士是他最早的美国

朋友之一，根本就不与他来往。拉什写道：“他在《理性时代》中所说

的那些原则，我觉得很讨厌，所以我不愿意再和他交往。”他的邻居围

攻他，并且不让他乘坐公共马车；在他去世前三年中，不许他参加选举，

所谓的理由是他是外国人。有人诬告他道德败坏，骄奢放纵，他的最后

几年是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的。他死于 1809年。在他弥留之际，有两个

牧师闯入他的房间，试图劝他改变信仰，但他只是说了句：“不要管我，

再见！”然而，正统派却捏造出他临终承认错误这一广为流传的神话。 

他身后的名声，在英国要比在美国大。当然，出版他的著作是犯法

的，但是他的著作还是屡次三番地被人出版，虽然许多人曾为此而坐牢。

最后一次被控告犯这条罪的是 1819 年的理查德·卡莱尔夫妇：丈夫被

判三年监禁，罚款 1500 英镑；妻子被判一年监禁，罚款 500 英镑。就
                                                        
5 塞尔维特（Servetus，Michael，1511~1553年），西班牙医学家和神学家，因犯异端罪而
被处以火刑。—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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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科贝特把潘恩的遗骨带到了英国，并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在英

国为民主而战斗的英雄的声誉。然而，科贝特并没有为他的遗骨找到永

久的安息之地。蒙丘尔·康韦6 说：“科贝特打算建造的纪念碑从来也

没有竖立起来过。”议会和市政府出现了很大的骚动。有一个叫博尔顿

的公告传报员，因为宣布遗骨的到达而被关押九个星期。1836 年，遗

骨以及科贝特的财产转到了二位破产案产业管理人（韦斯特）手里。大

法官不承认这些东西是财产，所以它们就由一个打散工的老人保管，直

到 1833 年，尔后它们又转到了伦敦贝德福德广场 13 号的一个家具商

B·蒂利手里……。1854 年，R·安斯利牧师（一位论派）告诉 E·特

鲁拉弗说，他有“托马斯·潘恩的颅骨和右手”，但后来当人们追问他

时，他却避而不答。现在，甚至连颅骨和右手也不知去向了。 

潘恩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双重的。在美国革命期间，他曾激起人们的

热情和信心，因而对促进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在法国的声望是短暂而表面的，但是在英国，他却引起了平民激

进派对皮特和利物浦长期暴虐统治的顽强反抗。比如，他对《圣经》的

看法虽然比他的上帝一位论更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却是现在大主

教所可能持有的看法，但他的真正追随者却是投身于他所发起的那个运

动的那些人 — 被皮特投入监狱的那些人、受六个法令迫害的那些人、

欧文主义者、宪章运动者、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为所有那些为

受压迫者而斗争的人，树立了一个勇敢、仁慈和专一的榜样。一旦涉及

公众问题，他就忘记了个人的谨慎。就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

样，因为他缺乏追逐私利的精神，现实生活就决定惩罚他；要是他的性

格不那么慷慨豁达的话，他得到的声誉会比今天更高。甚至要得到对缺

乏追逐私利的精神的赞扬，也需要有某种处世的本领。 

                                                        
6 他撰写的潘恩传和由他编辑的潘恩著作，是坚忍的献身精神和谨慎的调查研究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