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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宗教”之束缚
中世纪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神学。
                                       ——恩格斯



一、感“宗教”之束缚

           创作题材：madonna and child  《圣母与圣婴》
           创作时间：about 14th century   14世纪前期（中世纪）
           创作特点：表情呆滞、动作僵硬、感情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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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宗教”之束缚

中世纪雕塑《安东尼•奥索》



一、感“宗教”之束缚
      中世纪中期，推行禁欲主义
和独身主义的做法已经制度化，
成为罗马教会公开标榜的一种政
策。教会的婚姻立法即是根据这
种信念而设立；在僧侣中推行独
身主义；在妇女中推行女修道院
制度；在俗人中提倡不结婚。。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宗教裁判所
1600年2月17日，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
1616年6月22日，提倡“日心说”的伽利略被软禁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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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文艺”之精华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



二、赏“文艺”之精华

 14世纪：文学三杰

 但丁 彼特拉克 薄伽丘



二、赏“文艺”之精华

地狱篇 天堂篇炼狱篇

《神曲》（Divine Comedy）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
但丁借梦游三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物



二、赏“文艺”之精华

“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

划时代 先驱



二、赏“文艺”之精华

   “你再不用期望我的言语或手势；你的意志已经自由、正直和健全，
不照它的指示行动是一种错误；我现在给你加上冠冕来自作主宰”
                                                                ———但丁《神曲》

      一个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父亲进城，路遇一群漂亮姑娘。青年问父
亲这是什么，虔诚信教的父亲答：“她们是祸水，叫绿鹅”。儿子却
说：“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家吧。”
                                                             ——薄伽丘《十日谈》

    “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我自己是
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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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赏“文艺”之精华

15世纪：美术三杰

 达•芬奇 米开朗琪罗 拉斐尔



二、赏“文艺”之精华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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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赏“文艺”之精华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



二、赏“文艺”之精华

      米开朗琪罗《大卫》既不是趾高气扬的胜利者，也不是耀武扬威、
冷酷好斗的黩武主义者。而是不得不为生存而战的普通人。      

——《米开朗基罗艺术中的英雄主义》  

目光坚毅 
人的意志

青筋暴起 
人的力量

武器精巧 
人的智慧

躯体完美 
人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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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赏“文艺”之精华

莎士比亚



二、赏“文艺”之精华

莎士比亚



三、品“人文”之光辉

姓名 国别 代表作

  
文学三杰

但丁 意大利 《神曲》

彼特拉克
（人文主义之父）

意大利 《歌集》

薄伽丘 意大利 《十日谈》

美术三杰

达•芬奇 意大利 《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

拉斐尔 意大利 《西斯廷圣母》

米开朗琪罗 意大利 《大卫》

文学巨匠 莎士比亚 英国 《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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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文”之光辉



三、品“人文”之光辉

       在谈到文艺复兴的影响时，德国学者鲍尔生写道：“首
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也不
会有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
史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雨露滋润下成
长起来的。从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国家，过渡到以民
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文艺
复兴运动，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贺国庆《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过渡》                                                                                                                                                                                                                                                         

思考文艺复兴的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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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复兴”之本源
“文艺复兴”这个名字没有把这个时代充分
表达岀来。                           ——恩格斯



四、探“复兴”之本源

姓名 国别 代表作

  
文学三杰

但丁 意大利 《神曲》

彼特拉克
（人文主义之父）

意大利 《歌集》

薄伽丘 意大利 《十日谈》

美术三杰

达•芬奇 意大利 《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

拉斐尔 意大利 《西斯廷圣母》

米开朗琪罗 意大利 《大卫》

文学巨匠 莎士比亚 英国 《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



四、探“复兴”之本源

     12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便成为自由城邦 ,交通的便利和商业的繁
荣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加之自由的政治氛围, 使这里产生了西方最早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向达《文艺复兴新探》

      意大利是古罗马文化的中心和继承者，较多地保留了古罗马文化；
它那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在地中海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有利于直接吸收、
或通过拜占廷和阿拉伯人吸收希腊文化，这些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发生
的一个有利条件。                                      ——孔祥民《世界中古史》                                                            

      那里的新兴资产阶级——大商人、企业主、银行家为了增加财富，
就需要扩大业务，改进经营，提高效率，因而也就需要……各种人才。
他们要求物质享受和优美的艺术欣赏，……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
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  ——李纯武《简明世界通史》

文艺复兴为什么发源于意大利？

        经济：意大利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根本）

政治：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挣脱封建文化

文化：继承、创新希腊罗马古典文化



四、探“复兴”之本源

      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是欧洲思想文化界人士复兴希腊、罗马古
典文化的运动。……但是，文艺复兴并非对于古典文化的“亦步亦趋”
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
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首
先在思想上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个时期产生的
文学、艺术作品及政治、哲学著作都鲜明地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文艺复兴”真的只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实质）

实质：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解放运动



四、探“复兴”之本源

思考：为什么要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来表达反封建思想？

       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
定上帝的口号。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
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
                       ——叶廷芳《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

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2019江苏泰州.43)《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以最富幻想色彩和浪漫情调,
展现出人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该作品所体现的时
代精神是( )

     A禁欲主义

     B人文主义
     C民族主义
     D民主主义

( 2019山东烟台16 )正如对上帝的崇拜开创了中世纪,对人的自身的崇拜也开创了人类历史
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近代” 。开启“对人的自身的崇拜”的先驱是( )

    A但丁
    B莎士比亚
    C达.芬奇
    D哥伦布



1.但丁、达.芬奇与莎士比亚这三位时代巨匠为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
的思想所反映的是：
A.文艺复兴B.马克思主义C.启蒙运动D.宗教改革

2.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位市民妇女的温柔与典雅。蒙娜丽莎的
微笑总是那么神秘迷人。这幅画的作者是：

3.下列有关文艺复兴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它是14--16世纪欧洲发生巨变的标志之一
B.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
C.其实质是对古典文化的“复兴”

D.它的最主要的思潮是人文主义



4.《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是哪国人？

A.西班牙人
B.意大利人
C.法国人
D.英国人

5.下列哪部作品被认为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标志？
A(罗密欧与朱丽叶》
B.《最后的晚餐》
C《歌集》
D.《神曲》

●



6.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潮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中心，发扬人的个性，追求现世的幸福。
下列文艺作品中不能反映人文主义的是()
A.《神曲》B.《哈姆雷特》C. 《最后的晚餐》D. 《马可波罗行纪》

7.文艺复兴运动发源于意大利的根本原因是()

A.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在意大利产生

B.意大利保留了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

C.意大利城市经济繁荣，聚集了众多的博学之才

D.意大利的分裂状态使天主教会无法控制



8.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人的价值，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神学迷信，主要是因为()

A.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天圆地方”说
B.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突出人的作用
C.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

D.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确立

9.下面是一位同学准备自编剧本中的一段:一位商人慕名来到了①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英国，拜会了②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父”莎士比亚，探讨了③但丁的悲剧《哈姆雷特》 ,他们还欣赏了

④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你认为剧本中应该修改的地方有( )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0.但丁被称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对“新时代”的准确理解是( )

A.资产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统治

B.大机器开始取代手工生产

C.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

D.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