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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强化世俗政府问题的一些分析 

朱 孝 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宗教改革运动与德国近代国家产生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表现为通过削弱罗马教会的 

权力而强化世俗政府。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误解，如把马丁·路德说成是独裁政治的拥戴者。 通过分析路 

德与诸侯领地政府、路德与农民战争的关系，本文对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性和保守性进行了诠释，旨在阐明 

转型时期德国市民运动的特点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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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学术界在如何看待 

宗教改革强化了世俗政府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争 

论。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诠释提一些看法，探讨宗教 

改革与世俗政府强大的关系，希望能够对关心这 

些问题的同行们有所启发。 

一

、宗教改革运动与诸侯邦国政府 

强化的关系 

这里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宗教改革运动确实 

是强化了世俗政府，特别是强化了德国诸侯的邦 

国。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在政治上存在着两种趋 

势：政治上的改革运动(主要是诸侯在自己的邦国 

里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和路德的宗教改革 

运动。这两种趋势互相作用，促进了德国世俗政府 

的发展。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学理上取消了教会凭借 

神性统治世界的合法性，造成对教会行政权、司法 

权、财产权的重大冲击。但是，教会是绝不会自动 

把权力拱手让人的。这时，宗教改革运动就同诸侯 

强化自己领地的运动联合了起来，共同与教会势 

力相对抗。由于两者联合力量胜过了教会，导致教 

会与世俗政府之间力量的彼消此长，形成了德国 

政治的新格局。 

教会在德国拥有的势力是不容小视的。在德 

国，教会已经高度组织化。例如：德国被划分为美 

因兹、科隆、特里尔、萨尔茨堡、贝藏松、不来梅、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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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德堡、布拉格、里加九个大主教区，其下各辖若 

干个主教区。诚然，这种庞大的教会体系甚至连同 

它的复杂性都阻止世俗权威对它的掌控，因为任 

何一个诸侯，甚至皇帝，要想凭借一己之力来对抗 

这个庞大的教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这里还 

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各地的世俗统治者分 

别接管自己领地中的教会。这样，教会与世俗诸侯 

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正面冲突。 

很久以来，德国就致力于削弱教会的权力，他 

们并不能容忍教会省区与诸侯的邦国并存、教会 

成为诸侯邦国中“国中之国”的状况。假如排除相 

当数量的德国主教同时拥有世俗诸侯身份这个特 

殊因素的话，那么其余被教会占有的世俗权力可 

以分为三类：一是教会拥有领主权，并且占有大量 

的土地；二是主教司法权；三是征收“什一税”的权 

力。这些在诸侯邦国中普遍存在着自成体系的主 

教区，直接构成对诸侯的威胁。尽管诸侯们对此非 

常不满，但因循于教会的权势，他们还是对此容 

忍，因为单—诸侯并无在教会的抗衡中获得胜算的把 

握。但 ，宗教 瀚 动却磁解了b槌 局，因为德国的 

中产阶级和平民兴起了反抗教会的斗争，无形中给予了 

诸侯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接管教会权力的机会。这表明， 

宗教改革运动和诸侯夺取教会权力的运动是能够联合 

起来的，尽管目标不同，两者在反对教会控制世俗世界 

方面却是—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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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路德呼吁德国贵族起来反对罗马教廷 

以便维护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为此，他宣扬圣经的 

权威和“凡信徒皆祭司”，并且严格区分了上帝之 

国和人的王国。他认为：在人的国度里存有国家、 

家庭和教会三种秩序，而整个世俗世界，应当由世 

俗统治者来管理。对大多数的诸侯们来说，也许路 

德的思想过于深奥了；他们更看重现实的需要，即 

如何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回被教会侵占的权力。宗 

教改革为(诸侯)国家提供了增进自己权力的机会 

并且能够增进国家的权威性。自然，德国的诸侯是 

不会放过这样机会的。 

诸侯主要通过交换土地、任命新主教等方法 

逐渐掌握了对领地内教会的权力转换。例如：在宗 

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在萨克森，有三个主教区处 

于动荡不安状态，这给了诸侯以机会。1559年，马 

森主教不得不把用占自己领地一半的斯多本的领 

地交换萨克森的穆尔贝格区，在新交换地区里他 

只是一个地主，而没有领主权。1581年他不再担任 

主教，使其在乌镇和穆根的其余地区也落人萨克 

森领地。1545年，诸侯势力进入梅泽堡主教管辖 

区，说服了天主教会选举萨克森的诸侯奥古斯特 

(后来的选帝侯)为主教区的行政官。继 1547— 

1561年间由天主教主教统治教区后，已经成为选 

帝侯的奥古斯特利用主教逝世等机会，开始了进 
一 步控制教会的计划。在他授意下，他年仅八岁的 

儿子亚历山大被选为教区的行政官，梅泽堡主教 

区由此永久性地并人了萨克森领地。诺姆堡也是 

如此。1542年选帝侯遴选了一位新教徒担任主教， 

尽管在 1547年查理五世胜利后他被迫去职，但 

1564年的新任主教却把主教区完全并人萨克森。 

在诸侯政府统治下，原主教区的政治权力和行政 

权力中的绝大部分被剥夺。宗教改革运动由此就 

支持了诸侯领地邦国的发展，为诸侯领地邦国兴 

起奠定基础【1】㈣。 

在获得对领地内教会的控制权后，诸侯就开 

始没收修道院土地和教会的财产。一个最典型的 

例子来自符腾堡公爵。在 1534年新教军队帮助他 

恢复公爵统治权后，两年间他就没收了所有修道 

院的土地，数额为自己收入的两倍，接着，他又掠 

夺了3／4的教会财产，甚至到了把圣像上的黄金刮 

下来充当己用的地步／21㈣ 。黑森伯爵在 1527- 

1540年间仅仅从没收修道院的财产中就获得了 

75000古尔登；1565年时，从修道院土地中得来的 

财产占据了该地当年总收入的 1／7。萨克森选帝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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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从教会那里得来的财产用于支付其债务，其数 

额超过了其他各项支付债务的总和。勃兰登堡选 

帝侯们把从教会那里得来的财产购买原由中小贵 

族掌控的土地，从而大大扩充了自己的领地圆 鳓。 

把教会的财产用来扩充自己的领地政府，是诸侯 

们惯用的一种伎俩。 

在某些时刻——正如路德希望诸侯尽力支持 

宗教改革运动那样——诸侯摆出了这样的姿态： 

自己不仅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也是一个领地内 

最高的宗教的统治者。这种双重的互动关系在 

1527年萨克森选帝侯的一次教会巡视活动中表现 

得最为明显：当萨克森选帝侯巡视领地内教会时， 

路德称他为基督教的 “非常时期的主教”(Emer- 

gency Bishop)，并且认为是普遍神父制度的一个象 

征：在这特定的巡视时期，选帝侯就不是一个世俗 

的统治者，而是一位“非常时期的主教”。路德的朋 

友梅兰希通对此心领神会，更进一步发展了路德 

的观点，提出诸侯就是教会首领(Chief Member of 

the Church)的观点，用来增进宗教改革的权威性。 

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政府接管教会的诞生。在信 

奉路德宗的领地里，路德宗教会最后成了政府的 
一 个非常庞大的部门翻舡 。 

由此可见，宗教改革与诸侯之间的互动，最后 

强化了世俗政府、尤其是强化了诸侯领导下的邦 

国政府。有趣的是，路德并不否认上天的作用，认 

为仅仅是赋予了政府管理教会的权力。在路德那 

里，精神化的教会的首领是基督，而人间的、可见 

的教会则应当由世俗的统治者来管理。这样，路德 

就把对教会的管理权交给了世俗政府，但仍在强 

调，人在精神上是服从基督的，要求人民通过直接 

与神的交流而“尊奉天意”。 

二、诸侯邦国政府的性质 

关于诸侯邦国政府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截 

然相反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诸侯政府是封 

建性质，强化了诸国邦国，就是强化了封建主义。 

另一种看法，认为诸侯的邦国政府是近代国家。由 

于受到德国诸侯林立、国家无法统一的局限，德国 

无法建立像英国、法国那样的近代国家，却有可能 

在某些邦国的领地里，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政府。这 

种看法在近年来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著中得到普遍 

流行[3] 弘 。 

从 14世纪起，诸侯们就开始在自己的邦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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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央集权化的政府。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帝 

国改革失败意味着中央再也无法对地方实行有效 

控制。诸侯领地政府在萨克森、巴伐利亚、蒂罗尔 

等地相继兴起，其力量来自对大量土地的控制，对 

地方贵族的领主宗主权，对寺院的管理权的掌控， 

拥有的雇佣军以及对全领地司法大权的掌握。对 

于领地财产和资源的高度控制，不仅使邦国政府 

的权力高度集中，也使邦国有了比较完善的政府 

机构。 

领地政府的兴起改变了地方上的政治均势。 

通过推行罗马法、建立邦国领地法院等方式，领地 

政府的公权力遍布了整个领地，从而打击和削弱了 

地方贵族的领主权。地方贵族地位下降后失去了与 

邦国政府抗衡的能力，他们与帝国骑士一起走向败 

落。部分的地方贵族成了乡绅，与农民一样，成了政 

府管理下的“臣民”。邦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扩大后， 

其派出机构遍布城乡，从而动摇和威胁了城市和农 

村的自治地位，加剧了诸侯与城市、诸侯与乡村自 

治公社的矛盾。此外，诸侯也致力于掌控领地内的 

教会，一有机会，他们就想剥夺教会的特权和对教 

区的管理权，并且乘机吞没教会的财产。 

例如：蒂罗尔是南部德国一个大的诸侯国。 

1525年时它的统治者是斐迪南大公，他是皇帝查理 

五世的兄弟。斐迪南大公的政府由政务院、财政部、 

司法部等组成，各个部门都通过雇佣的官吏进行管 

理。下设各级地方政府，由公爵的亲信来执掌权力。 

庞大的政府机构和雇佣军要求巨额财政拨款，斐迪 

南大公就通过政府法令征收赋税。蒂罗尔因为是大 

公的直辖领地，被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罗马法和 

领地政府的控制向农村渗透，进一步破坏了农村原 

有的古之法和村社自治制度。从司法程序上看，蒂 

罗尔有60％的地方法庭相当腐败，因为法官和法庭 

的日常开支是从办案的罚金中提取的网㈣。 

同蒂罗尔相比，士瓦本的领地政府没有得到充 

分发展。哈布斯堡王朝在这里只拥有一些分散的领 

地，而帝国修道院和自由贵族却拥有很大的权力。 

这里没有单个的领地集权政府。政治结构仍然建立 

在农业经济的秩序上，领主拥有很多特权脚㈣。 

诸侯领地政府的兴起，是领主附庸制度瓦解 

之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一种结果，所凭借 

的是中央政府对德国的管控失败、中小地方领主 

的衰弱以及德国诸侯自己所进行的改革。诸侯拥 

有广阔领地，有世袭的稳固领主地位，经过多年的 

经营，制订了法律，兴办了学校，掌握了开矿等新 

兴产业的大权，建立了地方秩序，而且有了独立的 

外交，俨然成为一方霸主。把自己的领地建设成为 

名符其实的邦国，是其维持生存的必经之道。从客 

观效果看，这是诸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自救 

措施，据险自守，以避衰败之运。 

诸侯领地政府具有近代国家性质的说法，是 

缺乏说服力的。首先，诸侯的领地政府不是近代民 

族国家。它维护的是邦国的利益，但并未能代表国 

家，更没有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16 

世纪德国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号称为德意志民族 

的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只是 2500多个独立地方 

政权的联合体。各种堡垒和地方势力遍布全国，其 

中有2000多个直属于皇帝的帝国骑士，占据了约 

250平方英里的国土，在帝国议会中却无其代表参 

与。真正有势力的是50个僧侣诸侯和30个世俗 

诸侯，以及百余个伯爵、70个高级教士(主教或修 

道院长)和66座帝国城市。这样的背景下，并无可 

能建立起近代的民族国家。 

其次，这种邦国不是与市民阶级结盟的产物， 

缺乏近代国家必备的民众、民主的基础。它是靠掠 

夺城市的财富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更为重要的是， 

诸侯的邦国政府的基础是诸侯的领主权，诸侯依 

靠这种权力，一方面并吞城市，另一方面兼并地方 

贵族，致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诸侯和城市贵族之 

间矛盾激化。邦国政府以公权力的名义征收领地 

税，更是加重了普通市民和广大农民的负担，起到 

恶化经济秩序的作用。最后，诸侯领地邦国的普遍 

出现的时间是在 17世纪和 18世纪，在 16世纪初 

期，仅仅只有巴伐利亚等少数地区建立起了较成 

规模的诸侯邦国。比较完备的政府组织，见之于诸 

侯的邦国。 

再次，诸侯在建立领地政府时，往往采用向地 

方领主(中小贵族)借贷并授予他们地方政府的管 

辖权作为还报，这种做法，决非近代国家的行为。 

例如：在 16世纪上半叶，黑森伯爵领地筹集到的 

钱款有 1000000古尔登；1514年，巴伐利亚则筹集 

到750000古尔登；1476年，巴拉丁选帝侯管区筹 

集到 500000古尔登；勃兰登堡 一安斯巴赫 一库姆 

巴赫地区筹集到的款项更是逐年递增：从 1515年 

的250000古尔登跃至 1542年的700000古尔登。 

这些钱款中的很大部分来 自于地方贵族的借贷： 

在维腾贝格占了80％；在巴拉丁占了24％；在勃兰 

登堡，贷款占了50％。作为回报，高级贵族把地产 

或职位抵押给地方贵族。例如：1450年，维尔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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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管区几乎把所有的城镇和城堡都抵押给了地 

方贵族；不久，在科隆大主教管区，为得到一笔 

600000古尔登的贷款、竞把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 

绝大部分的职位都抵押给了贵族圈 。由此可见， 

从某种意义看，诸侯领地政府是诸侯联合地方实 

力贵族共同建立起来的。 

从上述运作的结果来看，剧烈的社会变动不 

仅使中小地方贵族的社会地位摇摇欲坠，也增进 

了对民众的压迫。中小贵族的做法，就是动用一切 

手段，大肆剥夺农民，破坏农村的经济秩序，例如 

强行推行农奴制或再版农奴制。例如，在 15世纪 

的魏恩加腾，农民对于修道院长和神职人员的私 

人依附并没有被描述为“奴隶”(Servility)或者“农 

奴”(Serfdom)；那个时代的法律文件不偏不倚地把 

他们称之为“穷人”Poor Fork)或者“属于修道院的 

穷人”Poor Folk Who Belong to the Abbey)。第一次 

把“农奴”这个概念普遍用于魏恩加腾依附民身上 

是发生在 16世纪嗍(r~z9-3o3。把农民变成农奴后，不 

仅限制农奴自由结婚，而且在男女农奴死后还要 

征收死亡税之外的罚金，例如：魏恩加腾修道院规 

定：修道院有权征收一个男性农奴和一个女性农 

奴死后财产的1，2到2／3，还要征收最好的牲畜和 

最好的衣服，作为普通的死亡税【4J n。在农业经济 

方面，领主也利用农奴制肆意掠夺农民的财产，方 

法之一就是也向拥有占地权的农民征收死亡税， 

以此兼并农民的土地。布瑞克教授指出：“中世纪 

晚期，农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相当分量的土地。现 

存的 16世纪至 18世纪的记录表明，农民在特特 

南(Tettnang)拥有33％、在明德海姆(Mindelheim)拥 

有40％、在阿尔郜拥有60％到70％的土地。无论如 

何，农民们自己占有土地的百分比在 14世纪、15 

世纪也许还会更高，因为我们知道几乎没有任何把 

领主土地变为农民份地的实例。”那个时候，“舒森 

利特、魏恩加腾、韦塞瑙、沃西森豪森以及罗德修道 

院领地上，农民几乎没有份地了”问㈣s一 。此外，领 

主们任意砍伐森林、限制农民捕鱼和使用公地，加 

派劳役，提高地租，直到把农民压迫到死亡的边 

缘。这些做法，不仅激起农民的无比愤慨，还成为 

引发德国农民战争的直接原因。 

从这些方面看，与其说诸侯的领地政府是“封 

建政府”或者“近代早期国家”，毋宁说这是从封建 

政治向近代政治转化中的半封建、半近代性质的 

政府，正好符合过渡时期德国政治组织逐步转型 

的特点。 

6 

三、马丁·路德是否拥戴 

独裁政治的问题 

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中，路德是否为 

独裁政治提供基础的问题显得非常惹人耳目。路 

德在政治上存在着保守性，他与诸侯联合的做法， 

导致了诸侯权力的增强。这样，路德“服从世俗权 

威”理论，在学术界就成为一个热点争论问题。 

1941年威廉·蒙特高迈利·麦克高温出版 《从路德 

到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史》一书，非常明确 

地把路德改革与希特勒联系了起来。麦克高温视 

英国和美国为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但这个自由 

主义阵营却“不得不与极权主义的权力发生冲突， 

以至必须了解极权主义这一敌人的渊源”。麦克高 

温强调宗教改革运动与纳粹运动之间的联系，因 

为“宗教改革通过强化国家削弱了普世化的教会， 

造成了包括天主教地区在内的教会对国家的臣 

服”【句 小 。在此，麦克高温视路德为极权政治先驱 

者；他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导致了宗教世俗两 

元政治失衡，而只有政治多元化才能避免政治的极 

权化。麦克高温宣扬反对极权政治的认识并无大 

错，因为其时整个世界都处于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威 

胁之下。但是麦克高温的作品却是不能长久的，正 

如特蕾西教授所言：“人们能够赞美麦克高温是一 

个在需要民主的时刻出现的民主人士，尽管他的著 

作缺乏优秀的学术质量，注定不能长久。”用 

在政治倾向上，马丁·路德无疑是支持世俗统 

治者的。1533年他这么写道：“我，马丁·路德博士， 

教导和做过的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无法比我赞美世 

俗政府及让它变得具有吸引力来得更为出色，为 

此统治者们应当感谢我⋯⋯自使徒时代以来，没 

有哪位神学家或法律学家要比我更为出色、更为 

清楚地肯定、教导和安抚这些统治者了。在神恩的 

特别感召下，我做到了这些。”IS] 

路德在这里所说的“神恩的感召”，其实是指 

圣徒保罗在《圣经·罗马书》第 13章第 1～7节中说 

的一段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 

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任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必自取刑 

罚。” 路德认为：统治者的权柄来自上帝的授 

权，他们因而拥有惩罚罪人、传播上帝话语的责 

任。神法不直接应用于人世，因为它是精神性的； 

上帝是天堂的主宰，也不直接颁布世间的法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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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只有世俗的统治者拥有维护世间秩序的责任。 

人们因此应当服从他们的统治。统治者未必是好 

人，但他们是混乱之中的秩序，因此也就不可以否 

定或者推翻他们。 

路德对待激进改革派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 

点。1521年圣诞节，路德的同事比路德更为激进的 

改革家卡尔斯塔特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举行圣餐 

礼仪时，他不穿神父服装，不高举饼酒献祭，并且 

让平信徒领杯。秘密忏悔和各种斋戒都被废止。卡 

尔斯塔特进而提出神职人员应当结婚，他自己于 

1522年 1月娶了妻子。不久他又反对在公共崇拜 

中使用圣像、风琴即格列高利圣咏。在他领导下， 

维滕贝格市政府解散了当地各古老的宗教团体， 

没收了它们的财产，规定一律用德语举行礼拜，教 

堂里禁用圣像，禁止行乞，确需帮助的穷人由市政 

府部门予以救济㈣ 94)。这些改革的根本精神与路 

德的原则并无相悖，但却引起萨克森选帝侯 “智 

者”弗里德里希的不满。这些 1522年3月6日，路 

德从瓦特堡回到维滕贝格，对激进传教士控制了 

那里的宗教改革运动加以控制。路德进行了八天 

的布道 ，谴责那里的宗教改革者们：“秩序在哪 

JL?”1522年 3月9日他在一次宗教布道中说：“这 

里的一切都杂乱无章、没有秩序。人们对邻居进行 

诽谤。这里的人首先应当为此而祈祷，然后应当同 

政府进行磋商。这样人们才能确信他们的改革是 

符合神意的。”[1l路德宣告，福音的要旨在于认识罪 

恶，在于通过基督赦罪，在于爱邻如己。社会变革 

应当有秩序地逐步加以实现。这场变故造成了卡 

尔斯塔特离开维滕贝格，过去崇拜的仪式也大体 

恢复㈣ 。由此可见，正是路德，逐步地把民众的 

改革运动转化为政府控制下的改革运动。 

更为严重的是，当 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 

之时，路德显然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他说：“暴民 

是一种魔鬼。上帝像对待其他魔鬼一样对他们进 

行惩罚。大众所以反叛，就是上帝使他们心中没有 

了对权威的恐惧和顾虑。”㈣因此，他宣称：“我一直 

站在反对叛乱的人这一边，我不管他们的理由是 

多么不公正。我一直反对造反者，我不管他们的理 

由多么正义。因为，没有一种动乱会不伤无辜，使 

他们流血。” 璐 德暗示，对于那些相信新教神学引 

发农民战争的人来说，他至少自己是表明了与“造 

反者”不同的态度。 

然而，路德这种服从世俗统治者的立场，与为 

独裁政治奠定理论基础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首先，路德有反对使用武力、期望用和平的手段、 

在社会秩序的框架内进行变革的特征，但只是出 

于方法和方式的考虑，并非是缺乏革新的能力和 

拥戴专制政治。路德既要求改革又希望维护政治 

秩序的立场，只有从当时他身处的社会背景中才 

能找到一种解释。路德所在的萨克森是一个既不 

完全封建割据、又没有专制集权制度的社会。同 

时，那里也没有充分发展了的农民村社自治组织。 

路德虽然知道在瑞士有 “许多普通人自己在统治 

自己”，但总的说来，他还是认为社会应由诸侯、城 

市贵族来统治。他认为人与人是不能平等的，一些 

是 自由的，一些是被人奴役的 ，一些是领主，另一 

些是臣民。这正是他所身处的萨克森地区社会的 

真实写照。最重要的是：皇帝对路德宗教改革运动 

持反对态度，而积极支持他的正是诸侯和贵族。 

路德的政治立场和 1525年起义者的政治目 

标相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具有差异， 

但却不是根本性的对立。农民把写好的 《十二条 

款》和《致全体德国农民大会书》寄给路德，冀望得 

到道义上或者理论上的支持。但是，作为市民阶层 

的代表，路德并不想将宗教改革运动解释成为解 

决阶级之间的冲突、根除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社 

会革命。与其说路德是要维护当时尚不存在的专 

制政治，不如说路德是想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内进 

行宗教改革，而不是要去反对这种改革。正确的理 

解是：路德的宗教改革释放了社会的不满和失望， 

而这些不满和失望又将社会下层的民众召集到了 
一

起，企图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改变其政治和经济 

地位，从而产生了路德改革与人民革命的差异。路 

德宗教改革在意识形态上提高和扩大了普通人的 

政治意识和开展社会活动的空间，从而激发了社 

会上具有创造性、政治上具有积极性的普通人的 

革命运动。 

路德没有拥戴专制政治的立场，还反映在他 

的有限抵制暴君的观念中。作为一个僧侣，他主要 

考虑的还是如何根治教会的腐败和寻找正确的得 

救之道。这里有意义的是路德把宗教问题和政治 

问题进行了切割：路德把“抵制暴君”局限在“精 

神”的范畴：当政府在宗教问题上违背了上帝时， 

人民有反抗的权力，尽管这种反抗应当是和平的 

和个人化的，不是集体性的造反，理由是：神法要 

求人“必须服从父母”，即使父母们是想“否认上 

帝、抛弃上帝之言”。但是，路德也看到对统治者的 

不义行为，并且，“为了神的缘故”，必须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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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例如：当皇帝的军队准备侵犯萨克森的时 

候，路德就说根据神法萨克森诸侯可以用武力来 

保卫自己。同时，路德又十分强调这是世俗统治者 

之间的事，而不是人民的事，以免人们采用过激的 

手段，违背了服从世俗权威的原则。 

虽然攻击罗马教会的人们不少，但只有路德 

构筑了一个清晰易懂、便于实际操作的体系：一方 

面刻意消除人间教会的神圣性质，另一方面又主 

张应当由世俗政府来掌管宗教事务，以便回应来 

自罗马教廷的挑战。也正是在这里，路德的宗教改 

革运动与诸侯建立中央集权化领地政府的运动结 

合到了一起。这样，路德就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 

式，与领地邦国的君主结盟，参与了构建近代早期 

政治秩序的进程。这种结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冲 

突，导致了绝对的内心纯洁的宗教改革与以利益 

为驱动力的诸侯改革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 

盾，路德在两个方面限制诸侯的权力：首先，他坚 

持授予诸侯权柄的基础并非是来 自于善，恰恰相 

反，正是因为世间的邪恶，因此才需要有世俗的统 

治者来对此加以限制。其次，路德不是一个人文主 

义者，他认为建立“人间天国”是不可能的。在路德 

眼里，人间充满着撕裂和争斗，必须由傲慢的、专 

横的统治者来统治，才能避免世界彻底落到魔鬼 

手里。 

另一种限制世俗统治者权力的办法是在道德 

方面进行说教，期望统治者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进 

行道德完善，像“父亲”般地爱护子民。路德避而不 

谈世俗统治者与被统治的民众之间的压迫、剥削 

关系，只进行道德规劝，避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 

间的矛盾激化。路德提供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社会 

意识形态，适合于用于各种社会阶层。路德以为。只 

要各个阶层之间能够合作，就能够获得互惠互利。 

这种统治者和民众的互惠关系，是通过道德和国 

家制度来保障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路德的学说体 

现了近代政治的一些特质：国家和统治者个人并 

非是等同物；国家具有超越的功能，能够确保不同 

身份不同集团的人们的政治依存和社会依赖。 

可见，路德所持的是德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政 

治立场，这个阶级在诸侯、贵族和人民之间复杂的 

阶级斗争中崛起。与其说路德是独裁政治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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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毋宁说他只是一个政治的保守主义者。路德所 

身处的年代，是封建主义瓦解、近代国家产生的时 

期。专制政治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存在，当然，路德 

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去提倡所谓的独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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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大学 历史 学 系教授 ，主 要从 事 欧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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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改革的倾向是一致的。齐梁问舍人的变化主要 

是因应寒人在政治上崛起，齐、梁的区别在于一重 

寒人、一重次门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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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s．Between Han dynasties，the private identity of She Ren was turned to the Court officials．The 

transformation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Emperor Chengdi．During Wei—Jin period．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as valued，the She Ren began to be in charge of word processing
． In 

Jin the function of the prince She Ren and Zhong She Ren which evolved from She Ren institu 。 

tionalized further，and developed into Central institutions in the Eastern palace．Th ese Drince at— 

tendants officers always were influential officials’children in Han dynasty
． While became the 

powerful fam ily with moral intellect since Jin dynasty．In Liu Song and southern Qi，inferior no— 

blemen began to be in office．These prince attendants officers were all the al1 virtual level and glo— 

ry prominent in southern dynasties．Therefore the developing track of the prince the prince She 

Ren and Zhong She Ren were corresponded to the court officials． 

Key Words：Han Dynasty，Wei-jin Dynasty，Southern Dynasties，Prince She Ren，Prince Zhong She 

Ren，Eastern Palace Central Institutions 

(上接第 8页) 

The Ref0rmation and Secular Government in Germany：Some Analyses 

Abstract：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tate in Germ an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 since the 

movement weakened the power of the Roman Catholie Church．However
， there are also some 

misunderstandings，which presented Martin Luther a founder of Fascist—Nazi political philosophy
。 

or a supporter of authoritarian state．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ther and the Ge卜 

man Peasants’War，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Luther’s political teaching was neither vcry eonser— 

vative nor very profound．He was hardly a major spokesman for absolutism． 

Key Words：Martin Luther，Territorial State of Prince．the German Peasants’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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