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

名义上是银行，实则开展多种经营，

不错过任何送上门来的获利机会

虽然面向私人的高利贷被认为是不道德甚

至是违反基督教教法的， 但向国家或君主的贷

款却是受到许可甚至是受到鼓励的。 当时欧洲

局势动荡，战争频繁，各国国库空虚，极度依赖

借款来维持。佛罗伦萨共和国甚至还成立了“共

和国债务处”向公民借款，利率高达 25%。 美第

奇银行正是通过向佛罗伦萨共和国以及其他欧

洲国家输送战争贷款获取了丰厚回报， 挖到第

一桶金。 美第奇家族的反对者指责说：“一个人

在城市里变得伟大的唯一时机是战争期间，通

过为城市提供军事需要，借给共和国钱，因为这

些贷款既不冒风险又有利可图，而与此同时，人

们却在想象着他们还在受到这些人的帮助。”公

允地说，向国家贷款虽然利益巨大，但却存在相

当的风险。在《美第奇银行的兴衰》这本书中，纠

正了关于 “美第奇银行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银

行”这个错误的观点，书中指出在美第奇银行崛

起之前， 欧洲曾经有三家银行的规模比美第奇

银行更加巨大， 但因为向王室借出了巨额贷款

却无法收回而破产。

尽管名字叫做美第奇银行， 但它与现代意

义上的银行有很大不同。 美第奇银行不仅为商

业贸易提供金融服务， 同时自身也经营规模巨

大的贸易网络，除了羊毛、明矾、布料、香料、橄

榄油和柑橘类水果之外， 美第奇银行还为各国

贵族提供各种奢侈品贸易，例如丝绸织物、锦缎

织物、珠宝首饰和银盘。美第奇银行进行贸易的

商品几乎应有尽有， 从为教会提供唱诗班的男

童，到为神学家们搜集各地修道士的手稿，只要

主顾提出了要求，美第奇银行总会尽力去办。美

第奇银行在贸易领域规模做得最大的商品是明

矾。 15 世纪时，明矾被广泛应用于欧洲的玻璃

制造业、鞣革加工业和纺织工业，用于去除羊毛

的油脂和杂质的净化剂， 或者被用作在织物上

固定染料的媒染剂。 在后世人工合成的化学原

料替代品出现之前， 明矾是一种市场紧缺的工

业原料。教皇看中了明矾贸易的丰厚利润，希望

建立由自己控制的进行明矾矿专卖的公司，而

美第奇银行作为常年为教皇打理财政的机构，

自然也成为打理教皇明矾贸易生意的代理人。

全盛时期， 美第奇银行与出产明矾的矿场建立

起卡特尔组织，垄断欧洲明矾市场贸易。

众所周知，美第奇家族被称为“教皇的银行

家”。 据史料记载，中世纪的教皇们有着“所到之

处物价飞涨、住房短缺、居民生活成本上升”这种

既让人厌恶又让人羡慕的名声，这是因为教皇出

行得带着数量众多的枢机主教、书记官、使者以

及各级官员， 庞大的随从队伍使当地的资源、货

币和食物供应变得紧张。 当时欧洲大小公国林

立，每个国家通行各自的货币，而美第奇银行在

各地开设分行，为教皇服务的教会财务人员只需

持有一家美第奇分行开具的汇票，就可在欧洲各

地兑换成当地货币。美第奇银行提供的这些服务

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当时却为教皇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教皇会指定一位枢机主教负责管理教会

资金，而这位枢机主教把教会资金存放在美第奇

银行专门开设的账户里，实际上是由美第奇银行

具体负责数量巨大、收支繁杂的教会资金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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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教皇，败也教皇，

属于这个家族的传奇 18 世纪终于落幕

然而， 美第奇银行的衰败也与和教皇之间

交恶有着直接联系。

美第奇银行的衰落绵延了 30 年之久。科西

莫·德·美第奇时代是美第奇银行的全盛时期，

从他的继任者开始，美第奇银行开始走下坡路。

缺乏对各地分行经理的约束， 不停卷入重大亏

损，不停消耗着美第奇银行的元气。正如之前那

些古老的大银行一样， 美第奇银行不停地把大

量金钱借贷给了各国君主， 而当美第奇银行自

身出现亏损开始收缩经营时， 各地的分行经理

们出于政治考虑不愿与各国宫廷发生冲突，因

此之前借贷给君主的款项难以收回。不过，考虑

到美第奇家族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名分， 事实上

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 因此他们

在与各国君主的借款行为中，恐怕在政治、外交

上的考虑比商业因素要多得多， 所以产生这个

后果也就不为奇了。

更严重的危机发生在帕奇阴谋之后。 帕奇

家族同样经营着银行业， 是佛罗伦萨的第二大

家族， 并且受到当时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支

持。当时教皇的明矾经营权已经从美第奇家族转

到帕奇家族手中。 1487年，帕奇家族发起刺杀行

动，朱莉亚诺·德·美第奇被杀，洛伦佐·德·美第

奇则侥幸逃脱， 历史上将这次刺杀称为帕奇阴

谋。 关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为何与美第奇家

族交恶，历史上没有留下明确记载，并且一部分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教皇本人没有直接参与到

帕奇阴谋中，不过教皇在帕奇阴谋发生后开始加

倍打击美第奇银行是毋庸置疑的。逃出生天的洛

伦佐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说：“那不勒斯国王想方

设法要毁掉我的生意，他坚持要我付出而不许我

收回。 我担心，如果教皇听说此事必将要以相同

方式削弱我在罗马的生意。 ”洛伦佐的担心是有

理由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不但拒绝偿还拖欠

美第奇银行的债务， 还查封了美第奇银行罗马分

行的全部财产，并把罗马分行经理乔万尼·托尔纳

博尼驱逐出罗马。 经历如此惨重的损失后，美第

奇银行的经营状况飞速下滑。

1494 年，法兰西军队的入侵终结了美第奇

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 包括美第奇银行在内

的全部美第奇家族财产被敌人接收。 但很可能

也正因如此， 已经处在破产边缘的美第奇银行

才获得了一个相对体面的结局。 虽然之后美第

奇家族的后人数次夺回了佛罗伦萨， 并且对佛

罗伦萨的统治直到 1737 年才真正结束，但美第

奇银行的事业再也没有恢复。

艺术兴盛往往与经济繁荣有直接联系，此

前对美第奇家族的研究往往是人物传记的形

式，而这本《美第奇银行的兴衰》为文艺复兴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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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何以成为文艺复兴的“金主”

本报记者 卫中

研究文艺复兴，无法绕过的一个姓氏就是美第奇。美第奇家族活跃在
中世纪欧洲政治舞台上三百年，统治佛罗伦萨的时间超过百年，家族历史
上出过三任教皇、两任法国皇后。同时，这个家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文
艺复兴时期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的供养人，以至于，后世的研究
者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分为 “美第奇赞助的” 和 “非美第奇赞助
的”。 美第奇家族的每一代继承人都对支持美和艺术有着强烈的热情，这
种热情推动着 15、16 世纪的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美第奇家族为何如此富有，其政治、文化权势背后
的经济来源究竟是什么。近日，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美
第奇银行的兴衰》一书，揭开这些问题的谜底，让人们得以窥见美第奇银行
历任经营者的群像， 也得以更好地理解美第奇家族成为文艺复兴主要资助
者的逻辑。

◆波提切利《三博士朝圣》

美第奇家族是桑德罗·波提切利最大的财

政支持者之一。 才华初露之时，波提切利便被皮

埃罗·德·美第奇的夫人———美第奇银行罗马分

行行长的女儿柳克丽兹邀请住进美第奇宫 ，做

她的两个儿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的艺术家教 。

为了报答这种知遇之恩， 波提切利以柳克丽兹

为原型画了圣母子像。 波提切利被皮埃罗和柳

克丽兹当成家庭的一员，与他们同桌吃饭。

《三博士朝圣》是波提切利 1475-1510 年间

绘制的三幅同一题材宗教油画作品，分别藏于佛

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和佛

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在 1475 年的《三博士

来朝》中，波提切利选择朝拜圣婴的崇拜者，很多

实际上就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 画中，左边站着

洛伦佐———当时伟大的英雄， 他的手按在剑柄

上，他的一匹受宠爱的白色战马的头从他右肩上

面探出，洛伦佐的脸被适当理想化。

◆米开朗基罗《拉庇泰人和马人之战》

米开朗基罗 13 岁那年， 被父亲送到当时最

大最正规的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画室，拜多梅尼科

为师。跟着老师，他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唱诗班

作画， 并因老师的引荐， 见到了洛伦佐·德·美第

奇。洛伦佐喜欢这个少年，不但将他转到自己的雕

塑学校“美第奇学院”，还将他带入王宫，与自己的

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这一年，米开朗基罗 15岁。

进入王宫的米开朗基罗一下子进入了意大

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心脏。 他流连于王宫里比比

皆是的艺术品中，跟随在王宫“柏拉图学院”那些

伟大的艺术家哲学家身边，醉心于他们那些把世

界归还于人、 把人归还于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

很快，他受美第奇家族委托，创作了一组雕像《拉

庇泰人和马人之战》，艺术天分脱颖而出。

《拉庇泰人和马人之战 》中 ，米开朗基罗有

意将构图处理得拥挤，形成一道人墙，到处布满

交叉缠绕的肢体， 以致有的难以分辨出那些手

臂和腿究竟属于何人。 扭动的身躯使作品看上

去充满了不安， 这是一场肉搏战， 胜负属于何

方，难以分清。 米开朗基罗在这件作品中着重突

出了它的动感与力量之差。 那种变化多端而又

着重整体效果的布局是相当罕见的。 这件作品

极大地展现了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天分， 从这件

作品开始，他的艺术风格渐渐走向成熟。

◆多纳泰罗青铜雕塑《大卫像》

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资助下， 意大利文

艺复兴雕塑家、画家多纳泰罗制作了青铜雕像大

卫像。 这尊青铜雕塑创作于 1435-1440 年期间，

现藏于佛罗伦萨巴杰罗国立美术馆。它被公认为

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件在青铜铸造过程中没有

使用支撑的作品，也是第一座复兴了古代裸体雕

像传统的独立的、无支撑的裸体男子雕塑。

多纳泰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雕塑新纪

元的代表人物， 曾耗费大量的精力去研究古代

希腊和罗马的雕塑，但他并不一味地模仿，而善

于在继承古典主义雕塑艺术的基础之上进行创

新。 这尊《大卫》就是多纳泰罗进入艺术的成熟

期的一件重要的代表作。

这些艺术名作，

都出自美第奇的资助

为了拯救因放贷而背负的“罪恶”,

美第奇家族踏上漫长的艺术投资之路？

现代市场经济的大多数商业制度，都是意

大利人的发明。 中世纪晚期的金融巨鳄———美

第奇银行， 是人们了解现代商业起源的捷径。

它是 15 世纪欧洲最大的银行， 总部设在意大

利佛罗伦萨，在西欧重要商业中心城市均设有

分行。 美第奇银行的商业创举不在少数，比如

它设计了类似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找到了远

距离管控跨国公司的方法；建立了人类历史上

最早的卡特尔， 与生意伙伴操纵明矾市场价

格；采用和推广了复式记账法，自此从量上把

握资本规模得以可能。 对大多数人来说，美第

奇银行更为人们熟悉的是，它为美第奇家族带

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资助了众多文艺复兴时

期的伟大艺术家。 那么，为什么美第奇家族对

资助艺术创作有如此大的兴趣？

关于美第奇家族热衷于资助艺术事业的

原因，通常来说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说法将其

归结为美第奇家族世代对艺术的爱好。 贡布里

希在 1960 年的 《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美第

奇家族》文章中指出：直到 15 世纪，艺术作品

被视为是捐赠人的作品。 在 15 世纪的佛罗伦

萨，出钱的金主被视为艺术品的创作者，而那

些在当今被奉为伟大艺术家的人，在当时只是

接受委托制作作品的工匠。 既然金主被视作艺

术品的创作者， 也就可以理解美第奇家族为何

在生产艺术方面保持高度热情了。 事实上，美第

奇家族中很多人自身也有很高的艺术素养，是

当时卓越的艺术评论家。 第二种说法称，美第奇

家族出过三任教皇、两任法国皇后，作为佛罗伦

萨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家族不但要与君主、教

会、贵族们打交道，也需要在获得底层民众的尊

敬， 而生产艺术品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良好途

径。 最后有种说法认为，美第奇家族资助艺术创

作，尤其是与宗教有关的艺术品，是为了宗教赎

罪。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教会一贯对放贷行为

严厉禁止，《出埃及记》中说：“我民中有贫穷人

与你同住， 若借钱给他， 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

利。 ”在佛罗伦萨，放高利贷者不仅受到市民的

鄙视和排斥， 教会也会剥夺放高利贷者进行圣

礼和基督教葬礼的资格，甚至无法立有效遗嘱。

不过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美第奇家族身上，虽

然他们世代经营以获取利息回报为基础的银行

业，但这个家族有不少人担任圣职，乃至成为教

皇。 因此，无论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负罪感，还是

回应神学家或世俗的非议， 美第奇家族确实具

备长期向教会贡献大量艺术品的动机。

不过，仅向教会贡献财富并不足以赢得佛

罗伦萨这座城市的尊敬 ， 美第奇家族有更巧

妙的手段让自己避开 “高利贷者 ”的坏名声 。

在 《美第奇银行的兴衰 》这本书中 ，可以看到

这个家族的手段。 在 15 世纪的佛罗伦萨，人

们通常把当铺、 小银行和大银行统称为 “银

行”，但只有当铺是领有从事放贷业务经营执

照的“坏人”，每年需要缴纳“可憎的高利贷罪

孽”罚款。 而美第奇银行这样规模巨大的银行，

不但没有背上放高利贷的罪名，其经营者反而

是受人尊敬的公民。 其中的巧妙之处———或者

说能堵上批评者嘴巴的方式是———美第奇银

行通过“票据交易”的形式掩盖了利息的存在：

美第奇银行向贷款方发放一种票据，贷款方持

有这种票据到同行其他货币的欧洲另一个城

市的美第奇银行分行进行兑付，由于两地的货

币汇率存在差异，并且美第奇银行还可以收取

一定的“兑换损益”，因此美第奇银行可以从这

种“票据交易”中获取稳定的利润———或者说

利息。 尽管美第奇银行声称“票据交易”是一种

“货币兑换”或者“外币买卖”，坚决不承认利息

的存在，但由于美第奇银行在欧洲所有的金融

中心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分行或者代理人，对

汇率走向和货币市场的行情非常了解，因此尽

管在个别交易上美第奇银行有可能减少利润

甚至产生亏损，但从整体看总是从此类票据交

易中稳定获利。 关

于 “票据交易”的

形式是否属于高

利贷的争议持续

到 16 世纪之后 ，

但当时大多数神

学家发表文章论

证 “票据交易”并

非基督教所禁止

的 高 利 贷———毕

竟，教会人士是美

第奇银行的主要

服务对象。

相关链接

图从左至右

分别为： 米开朗

基罗为美第奇家

族陵墓创作的大

理石雕塑组合 ；

波提切利《春》，这

幅画的金主是美

第奇家族的罗伦

佐；在美第奇家族

的科西莫的资助

下，多纳泰罗创作

了青铜雕塑《大卫

像》， 这被认为是

第一座复兴了古

代裸体雕像传统

的独立的、无支撑

的裸体男子雕塑

荩

美
第
奇
家
族
族
徽

荩美第

奇家族出资

建造了佛罗

伦萨的圣母

百花大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