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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号公约》和美国精神
许爱军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北京 100091）

［摘要］《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第一个契约殖民地的自治原则，是美国精神的起点，它所涵盖
的契约精神、法制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宗教精神以及清教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的
精神是美国精神的重要内涵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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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美国，更看不懂未来美国的走向。[2]

美国宪法。但美国的建国不应当被看作美国精神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 ：
“考查一个民族的成

的起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

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

曾写到 ：这个国家的起点应当在“虔诚的冒险者”

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

的思想和实践当中找寻，而这些虔诚的冒险者来

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

到北美大陆这个蛮荒之地，是为了能够在自由中

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

向上帝祷告，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 :“来建立一个

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

山巅之城”，并使之成为一个“指引世界的灯塔”。

[1]

1620 年 11 月 11 日，虔诚的冒险者——漂洋
过海的五月花号船上的乘客在摇晃着的五月花号
船上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而这个公约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
激情的来源。”[3](P.12)
《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也正是美利坚民族开
始成长、美国精神开始孕育诞生的原点。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精神的起点。《五月花号
公约》对研究美国文化、理解美国精神以及美国

一、《五月花号公约》的由来

的立国原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位中国学者
曾经说过 ：美国的立国精神，……真正的源头就

史载，英国清教是 17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分

是这个极为简洁的《五月花号公约》。后来，美国

支，是受加尔文教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支宗教改

的开国先贤所创立的国体、政体及其制度基础——

革力量。英国王室一直将其视作洪水猛兽，认为

《美国宪法》，都能够从这几百个字的公约中看到

它是对王权威胁最大的敌人，长期以来对清教徒

它的影子。……凡不能深刻理解《五月花号公约》

进行打压和迫害。结果一部分厌倦英王统治的清

的人，既没法理解历史上的美国，也理解不了当

教徒选择离开英国，到荷兰莱顿去避难。

112

1620 年 9 月 6 日，一条名为“五月花号”的

又一代移民涌向北美大陆，吸引他们的也正是这

小船离开了英国的普利茅斯，船上乘客 102 人，

里广袤无垠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自治原则，以

主要由英国清教徒组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为

及由《五月花号公约》所折射出来的美国精神。

了逃避宗教迫害，也有的是为寻求美丽的新生活，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此次扬帆远航，他们目的迥

二、《五月花号公约》的内容

异，心情不一。在海上，他们历经断粮、缺水，
疾病、风浪等严峻考验，在 66 天的海上飘泊之后，

《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集宗教契约、公平公

1620 年 11 月 11 日，他们靠近了北美大陆。按照

正的自治法规、互助互爱的誓言和谋求本殖民地

行前他们和英国弗吉尼亚殖民公司所签订的合同，

总体利益为一体的自治原则。它作为集契约精神、

他们原本应在哈德逊河口地区登陆，但大西洋的

法制精神、民主精神、宗教精神以及个人主义自

狂风巨浪，使他们在途中偏离了航向，结果他们

我奋斗精神为一体的美国精神的光辉范例，被视

没有到达目的地，而在 1620 年 11 月 21 日抵达了

为美国精神的起源。《五月花号公约》内容摘录如

马萨诸塞海湾东岸北端的“科德角”(Cape Cop) 附

下：

近的普里温斯顿 (Provincetown)。他们决定在此抛

中文译文 ：

锚。抛锚后，船上的乘客没有立即上岸，由于偏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这些

离了他们的目的地，迎接他们的只有北美大陆的

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

一片荒凉，而回头望，只能看见浩瀚无边的大西

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的捍卫者詹姆斯国

洋的万顷波浪。他们孤立无援，前景渺茫。面对

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如此残酷的现实和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只有想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

尽一切办法团结在一起才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

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

并生存下去，现实的需要让他们明白团结在一起

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

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于是为了生存，为了梦想，

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

也为了不让他们这个共同体解散，为了在殖民地

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

建立一个和睦有序的社会，41 位男性乘客在经过

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

了激烈的争论后在船上签署了生死与共的《五月

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

花号公约》。登陆后，他们最终选择了现今位于马

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

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南部的一个港口定居，将

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其命名为“普利茅斯”(Plymouth)，建立了北美第

据此于耶稣纪元 1620 年 11 月 11 日（新

一个契约殖民地，即“普利茅斯殖民地”。 而《五

历 11 月 21 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

月花号公约》则成为了这个未经特许而成立的殖

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

民地，同时也是北美第一个契约殖民地的根本法

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

规。

于右。[4]

《五月花号公约》的自治原则成为了北美第一

英文原文 ：

个契约殖民地的自治原则，同时也奠定了北美 13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个殖民地的自治原则，奠定了北美 13 州人民自己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管理自己的内部规则。从此以后，这些原则和法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规被推而广之，被全美各州采纳和运用。可以说，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五月花号公约》是北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一代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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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五月花号公约》所折射出的恰恰是美国精神的重
要内容，并且是美国精神的重要起源。
（一）《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出的契约精神
和法制精神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份政治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of

性、纲领性文件。文件中，签署人立誓要创立一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 selves

个自治的政治团体，而这个政治团体必须要基于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 for our better

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并且法律将成为管理这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块土地上一切事务的唯一依据。这份公约呈现给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人们的是一种强烈的契约精神，或曰契约文化。
《五

t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月花号公约》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第一次自觉、自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愿形成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性契约，并

office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且他们依此契约进行自我管理。认真研究分析《五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eneral good

月花号公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广大民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众所订立的契约是法制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In witness whereof

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

we have hereunder subscribed our names at

而不是为了维持某一种统治秩序而制定的 ；而法

Cape Cod, the eleventh of November [New

律的实施源于法律的公正、源于人们对法律的敬

Style, November 21], in the year of the reign

畏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而决不是慑于国

of our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of England,

家机器暴力的淫威。《五月花号公约》
，作为一项

France, and Ireland, the eighteenth, and of

民众自愿达成的契约，从一开始就使北美大陆走

Scotland the fifty-fourth. Anno Dom. 1620.

[5]

上了法制的道路。在随后的日子里，一代又一代
移民踏上北美大陆，他们不断开疆拓土，不断向

三、《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的
美国精神

西推进，在新大陆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在每一个
新近扩张的前沿州里，《五月花号公约》都得到了
自然而然却又是非常严格的遵守和执行。

《五月花号公约》寥寥数言，不足 300 字，但

美国人的契约精神或契约文化，以及由此形

在人类文明史上，其重要性却可以和美国的《独

成的美国人的社会秩序，来源于对《圣经》中基

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划时代历史文献

督教诲的信奉和遵守，根植于清教徒所信奉的圣

相提并论。上帝，信仰，自愿，自治，法律……

经传统中的圣约思想，即在上帝面前相互订立圣

这些关键词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以及美国

约的传统。毫无疑问，这种传统有利于民主思想

精神的重要内容。

的诞生，有利于民治和法制国家的建立。

《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虽然与美国的立国

契约精神能否贯彻实施主要体现在立法权上，

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从文化基因上看，《五月花

民主还是专制也同样体现在立法权上，君权神授

号公约》所体现的文化基因与美国独立战争以及

的时代一定是专制的时代，而广大民众掌握立法

1787 年宪法的制定却一脉相承。

权的时代则一定是民主的时代。《五月花号公约》

这份短短的公约所蕴含的思想朴实而伟大，

的意义不仅在于契约的内容本身，更重要的是人

那就是契约、法律、自治、平等和个体权利的保证。

们对契约的执着和坚守。当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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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美大陆之后，他们都谨守着对公约的承诺，

也是遵守契约的表现和结果。

遵循着无处不在的法制精神。没有人可以胡作非

《五月花号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它是美国民主

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感受

政治传统的精神原点。平等地签订社会契约，民

着法制所带来的安全感。

主地建立新的共同体，是《五月花号公约》的精

契约创设的是一种制衡，同时它也是维护大
多数民众利益的最好工具。一个好的契约具有非

神和内容。它奠定了美国的建国理念，也淋漓尽
致地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精神。

凡的力量。《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以及其后严格

《五月花号公约》第一次从民众的角度阐述了

而广泛的执行使“立盟约”也成为了美国传统的

国家权力的来源。它指出 : 国家权力来自民众出让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立盟约”的历史就

的部分权利的组合。广大民众在自觉、自愿基础

是美国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历史。1802 年，在当

上所订立的契约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根本意愿，并

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

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从根

当斯在一年一度的“先祖日”庆典上发表的演讲中，

本上推翻了“君权神授”的统治基础，《五月花号

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

公约》表明 ：法律得以实施的真正力量源于广大

前奏，“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

民众对法律公正性的认同以及广大民众对公平的

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

法律的自愿遵守。《五月花号公约》的核心是要确

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他进一

立一个基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自治共和政体。

步说，
“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

每一个成员在这个政体中都应当享有平等和自由

[6]

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五月花号公约》为随后建立的其他几个新英

的权利，每一个成员在法律的制订过程中都享有
发言权，每一个成员都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遵守

格兰契约殖民地提供了一种范例，并被后来的其

将能够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尽管《五月花号公约》

他殖民地纷纷仿效。从此，北美殖民地形成了一

寥寥三百言，还不是一个完备的法律条例 , 但它的

条重要的政治原则，即 ：政府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签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

是神圣的契约关系。1787 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

北美大陆第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公民政体的形成，

在费城起草美国宪法，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

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民主政体发展的第一块坚定基

国家和人民的契约关系。

石。

1991 年的《世界年鉴》在评价《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明确指出了民主和自由的方

时，称该公约是“自动同意管理自己的一个协议，

向。这是一个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民众自

是美国的第一套成文法”，这份著名的文件也被人

治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意味着一切决定必须征求

们称为“美国的出生证明。”[7]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全体自由居民的意见，必须取得大多数自由居民

《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的契约文化是北美大陆、

（如果不是全部居民）的同意。它标志着政府必须

美国本土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真正起源。
（二）《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和
自由精神
契约精神和民主精神息息相关，而契约原则

经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够实行管理和统治这一原
则得到认同并实施。在“君权神授”甚嚣尘上的
时代 ,《五月花号公约》诞生的过程及其内容表达
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 同时也为北美殖民地早期

则演变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没有对契约的创设，

居民争取到了他们在旧大陆上从未享受过的自由 ,

没有对契约的遵守就不会有民主的诞生和民主的

从而创造了一种民主自治制度，并为后来美国获

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契约是实现民主的手

得独立和国家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段和保障，而民主则既是创立契约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契约性文件，

115

《五月花号公约》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和人类文明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

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揭示了民主政治

in the presence of God,”“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

的许多理念 ：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

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在

行动，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 ；行使统

上帝的面前……”短短不到 300 字的《五月花号公

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 ；人民可以通过公议的契

约》中四次提到 God（上帝），两次提到 faith（信

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威予以强加。

仰），一次提到 Amen（阿门），可以想象宗教在清

《五月花号公约》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教徒心目中的份量。为了给上帝争光，为了增强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美国精神的先驱。

基督教信仰，他们以上帝的名义，以在上帝面前

《五月花号公约》倡导民主和自由的精神与屹

立誓的方式，签署此公约，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

立在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铭文遥相

上帝的荣耀和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增强。《五月花

呼应，并且一脉相承，而哈德逊河口原本也是五

号公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突出表明了宗教对这

月花号应该登陆的地方 ：

批移民的作用和影响，这其实也是清教徒们此番

把你 ,

远航移民北美新大陆的唯一目的，那就是逃离宗

那劳瘁贫贱的流民

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弘扬基督精神，寻找信

那向往自由呼吸 , 又被无情抛弃

仰的自由天堂。因此，信仰是支撑清教徒跨洋越

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

海的精神力量，而《五月花号公约》中所体现的

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

宗教精神则对清教徒此次远航的目的作了最好的、

全都给我 !

也是最明晰的诠释。

我高举灯盏伫立金门 ![8]
（三）
《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出来的宗教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1620 年“五月花号”的
冒险远航是一次商业行为，其目的地是弗吉尼亚。

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 ：
“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
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
民主和共和理论。”[3](P.36) 在《五月花号公约》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宗教目的与政治理念的融合。

此次远航经过英国“弗吉尼亚公司”的授权，并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完

与之签订了严格的合约。但乘客中清教徒追求宗

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在其它地方宗教和自由这

教和信仰自由的神圣和虔诚却更打动人心，为世

两种精神则常常会导致战争和杀戮。

人所津津乐道。
对他们来讲，“此行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以

（四）《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的清教主义的
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精神

及传扬基督的信仰”，是“为了把基督国度的福音

《五月花号公约》的核心是要确立一个少数服

传入世界地极而立下良善根基的伟大盼望和内在

从多数的自治原则。社会成员们自愿结合组成一

迫切 ；纵然只会是别人执行此一伟大工程的踏脚

个自治群体，但他们个体间又互相独立，每一个

石，心中也没有遗憾了！”[9]

成员都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公约》并不仅仅

这些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漂洋过海，最

规定了自治和自由平等，还将清教主义的个人主

初的目的十分单纯，他们此行不是为了征服这块

义和奋斗精神暗含其中。自治团体负责维护大家

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宗教信

的共同利益，而团体中的每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

仰，他们希望住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

奋斗目标则是各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个

为此创立一个小社会。这一点在《五月花号公约》

人主义和自我奋斗构成了美国精神和美国人价值

中也有明确的提及 ：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观的核心内容。

by the grace of God,…Defender of the Faith, etc.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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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花号公约》以及国家根本大法——

宪法的约束下，每个人都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体，并且为广大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独立、自由、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在公平的法律面前，在公

个人主义这个美国人一直珍视、并将永远珍视的

平的环境当中为自己的权利、义务、利益和福祉

价值观就要服从团体、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而奋斗。发财致富是所有人的目标，事业成功是

每个个体都需要让渡一些自己的权利。

所有人的梦想，美好生活是所有人的追求。美国

尽管如此，《五月花号公约》在强调将个体权

人忘我劳作，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努力，就有无

利让渡的同时，还是鲜明地强调了每一个个体在

限的机会和可能，而不愿竞争，不会竞争，不能

政体中的平等和权利，“…solemnly and mutually,…

成功的人只能被认为是无能者，失败者，只会受

and one of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到他人、社会和时代的唾弃。

together into a civic body politic…”（ 共 同 的 ……，

签署《五月花号公约》的大部分人都是清教
徒，而清教主义从来就反对宗教对个人的迫害，

相互的，立契约并且自愿组织到一起……”）等词
汇为这一点做了最好的注解。

反对对个性的扼杀。清教主义的核心就是个人主

《五月花号公约》倡导自由、平等、权利等概念，

义，它强调自我，重视个性，反对违背个人意愿

而这些概念后来被写进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的所有行为，这一点也在《五月花号公约》的签

殖民者崇尚自由、平等和权利，秉承个人主义的“公

署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应该说《五月花号公约》

约精神”也逐渐凝练成了美国民族性格和美国精

签署的过程本身就是清教主义的妥协和升华的过

神的重要内容。

程，过度强调个人主义，《五月花号公约》就无法

研读《五月花号公约》，回望 1620 年以及美

签署。而一开始，《公约》草案提出后并没有得到

国孕育、诞生、成长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五

大多数人的同意，很多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月花号公约》所创造的民主自治制度是美国立国

强调个人的利益和得失，但现实的需要使得人们

之本，亦为美国精神的起点，它所体现的契约、

意识到在共同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必须做出一些

民主、自由奋斗等等精神是美国精神的精髓。它

让步，也唯有此，社会才能发展，历史才能进步。

是美利坚民族发展壮大的动力之源，也是理解美

现实的需要压倒一切，要想建立一个民众自治团

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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