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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宗教改革与其三大政治势力

危双双

(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兴起于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解放运动。这次运动首先

在德国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德国之所以成为宗教改

革运动的首发地，是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并且在德国宗教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以罗

马教皇、皇帝、诸侯为代表的德国三大政治势力与宗教改革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三大政治势力

对宗教改革有不同的态度，所以宗教改革对三大政治势力也有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德国宗教改革; 教权; 皇权; 诸侯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doi: 10． 3969 / j． issn． 1004 － 5856． 2016． 02． 024

14 － 16 世纪对于欧洲来说是一段非常重
要的时期，许多重大事件均在此期间发生。新
航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
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文
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神”的束缚中解脱
出来，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思想; 而宗教改革
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目标，使人们的思
想得到解放，但宗教改革运动又不仅仅只是一
场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场肇始于政治、文化
和经济结构变化”［1］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在
西欧和在直接或间接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
区，宗教改革前不久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趋向统
一和联合。”［1］如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等，早
在宗教改革前夕，各国王公、君主的权力逐渐加
强，并最终领导和结束了中世纪封建贵族诸侯
长期纷争所造成的分裂割据局面，形成强大的
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此时的德意志帝国
仍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因袭帝国制度的老
路，深陷于中世纪的阴影不能自拔，但在宗教改
革前，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已顺应历史的发
展有了初步的体现，这就可以解释“由路德领
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其早期之所以很快成为席

卷整个民族的运动，是宗教改革前德意志民族
主义的思潮为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深厚的社会
基础”。［2］然而，德国却并没有像英法等其他国
家那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是继续
保持着分裂状态。造成这种分裂加剧的根本原
因就在于德意志特殊的政治环境，以罗马教皇、
皇帝、诸侯为代表的德国三大政治势力与宗教
改革之间存在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严重阻碍
了德国中央集权民族国家之路的发展，并使之
进程大大的延长。下面具体对这些关系分别进
行阐述。

一、宗教改革对教权的冲击

教皇或者教会所代表的教权，是作为中世
纪最大的一种政治势力而存在的，所有教徒甚
至是国家君主都被其牢牢掌控，即教皇是教、俗
两方面的最高权力代表，其领导下的教会则是
最高的权力中心，完全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力之
上。教皇在教、俗拥有的最高权力主要体现: 在
思想文化上，教会垄断了中世纪的思想文化教
育，人们的生活完全离不开教会，教会是唯一可



以救赎人类的圣神组织，它牢牢控制着中世纪
西欧人的精神和思想; 在政治上，它与欧洲的世
俗统治者———国王、皇帝、贵族们分庭抗礼，甚
至教皇一度有权将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废黜
和解除臣民对其的效忠誓约，凡是不服从教皇
的人，均可以处以异端的罪名; 在经济上，教会
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教皇就是最大的封建
地主。不仅如此，教皇还通过种种理由，收取各
种苛捐杂税，以维持其庞大的机构的运行和荒
淫奢侈的生活。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基本上都
是基督教徒，因此，教会的权力可以说是无限
的。

虽然如此，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在经历
了英诺森三世教皇权力的鼎盛时期之后逐渐衰
落。然而，“它对于普通民众的巨大影响并不
会很快消失，长期积淀于人们思想中的罗马教
会的影响、教皇一统天下的意识和笃信神秘力
量心理仍在作祟，中世纪末期的西欧人仍未摆
脱虔诚与痴迷的宗教生活”，［3］这一现象在德
国则更为明显。“在宗教改革前的半个世纪
中，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忠于中世纪
教会和教会首脑———教皇……意大利的人文主
义者对德国人宗教感情的力量常常表示奇怪
……他们建造了无数教堂，购买赎罪券，崇拜圣
地圣物圣迹的劲头超过了其他国家。”［1］尽管
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在聚
集，它们逐渐成为瓦解强大教权的潜在力量，其
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族君主国家的形成。
但是，教皇作为天主教教主，上帝在人间的代言
人，教皇是没有民族性的，也没有国籍，只具有
普世性，他要平等的看待和仁爱所有国家的教
徒，所追求的目标是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扩大。
单纯的思想而言，教廷和教皇的这种普世性对
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言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
一旦教皇开始追求世俗的最高权力，教会就会
建立世俗政权，并且教皇的普世性就会随之赋
予这个政权，最终的结果就是教皇及其统治下
的教廷会不惜一切代价从根本上阻碍一切民族
国家的建立。然而，当西欧各主要国家先后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君主
国家时，德国却依然是个政治上严重分裂的国
家，而这是德意志民族最大的不幸之处。“自
从教皇势力被阻挡在其他文明国家的疆界之外
而将其全部剥削伎俩集中施加于德意志民族以
后，德国人民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4］德国社
会各阶级对教皇在德国的横征暴敛极为愤怒，

当外患极大的刺激了德国的民族意识，同时天
主教会又极力扼杀民族意识，阻碍德国统一，这
样德国的民族主义就同反对以罗马教皇为首的
教会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斗争最终演
变为一场全民运动，即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 1517 年教廷在德国
进行的赎罪券买卖，由于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勃
特为了偿还因贿赂教皇得到该主教职务的金
钱，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为由，在教皇的支持下
大肆进行赎罪券的买卖，面对教廷的无耻掠夺，
10 月 31 日，后来被称为德国之父的马丁·路
德，将他反对教会的 95 条论纲贴在了维滕贝格
万圣教堂大门上，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由
此开始。路德的《论纲》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是
很快地就被译成德文，其内容也迅速传遍全德，

引起了全民的讨论。当然这件事也很快地传到
教皇利奥十世耳中，最初他感到这不过是小的
争吵，但是之后的种种状况让他很快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于是对路德进行了施压和诱惑促使
其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路德并没有因此而屈
服。经过 1519 年的莱比锡辩论，路德总结了自
己的观点并于 1520 年将其写成三篇论纲，即
《罗马教皇权》《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致德意志
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
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
马教廷的控制。这是激发德国人民族感情的有
力的控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21 年 4 月，

路德出席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尔
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他在会上坚决维护自己
的主张，以致被教皇定为异端，开除教籍。尽管
如此，路德被萨克森选侯保护于瓦德堡，并继续
从事《圣经》的德文翻译，为德语的统一做出了
贡献。而且他的影响也早已深入人心，特别是
与教廷的抗争中让德国民众彻底认清了教廷的
腐败和自身遭受的压迫，就连德国农民也被调
动起来，终于在闵采尔的领导下爆发了 1524 －
1526 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然而，这并非路德的
本意也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果然罗马教廷利
用这场风暴大作文章，把路德定义为另一个胡
司，将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定义为极端胡司
派的宗教和社会共产主义的复活，积极拉拢德
国诸侯结成天主教信仰同盟共同反对宗教改革
运动，进行宗教迫害。面对威胁新教诸侯也积
极组成同盟与其对抗，并且随着宗教改革运动
的深入，经过宗教战争，根据随之而签订的和
约，如 1555 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与 1648 年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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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法伦和约，最终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新
教获得了合法的公平的地位。

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是在德国开始的，但它
不久就扩展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引发了
广泛的影响。宗教改革的结果虽然没有消除德
意志的分裂状态，但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最
直接的后果就是给天主教会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运动不仅动摇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宗教权
威，也直接导致天主教会的分裂。早在 11 世
纪，基督教就分裂为希腊正教和罗马公教，宗教
改革后，教会分裂更为严重，从罗马公教中分裂
出了信义宗( 路德教派) 、圣公宗( 英国国教派)

以及归正宗( 加尔文教派) 等，路德宗分布于德
国大部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芬兰
等; 归正宗为瑞士、德国一部、荷兰和苏格兰; 圣
公宗主要在英格兰。从这些支派中又再次分裂
出各种小教派，这种大分裂对整个欧洲基督教
世界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至此，天主教会再
也没有可能拥有中世纪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了，而随着各国或地区新的教会和民族教会的
建立，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完全失去了无论是教
会还是世俗的最高权力。宗教改革运动还打破
了天主教会对德国教育的垄断，德国兴起了众
多的大学。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尤其
是新教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分歧，以及进行的
辩论，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教育领域，学校成为
新旧教派传播教义、教育民众的重要阵地。”［5］

马丁·路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对“因信称义”
作出新的宗教解释，在宣传其宗教观点的同时
强调阅读《圣经》的重要性，并翻译了德文版圣
经，奠定了德语的基础，从而促进了德意志民族
文化的发展。另外，宗教改革运动中教皇这个
最大的封建地主也受到极大的削弱，许多教会
地产都被没收，成为既成事实。总之，罗马天主
教会和教皇在宗教改革的洪流中受到严重的冲
击，德国大部分地区都摆脱了教皇的控制，改信
新教，而教会分裂的最大影响就是削弱了教皇
或者说是天主教会的专制权力，这为德意志建
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扫除了最大的外来干扰
势力。

二、皇权对宗教改革的阻碍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西欧各主要国家
统一的民族君主国家开始形成，“封建制度，连
同该制度的种种特权和不法行为，逐渐消失，在
走向专制独裁的君主统治下陆续出现了统一的

民族国家”，［1］例如英国、法国。而这些民族君
主国家最终得以建立和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便
是专制君主的存在及其自身对本民族根本利益
的维护，更明确的说即这些民族君主国家的建
立是由一个强大的君主领导的，面对外来势力
的干扰，这个君主始终关注的是本民族的利益，

并且他们会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来促成这种统
一趋势的实现。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罗马教皇是阻碍民族国家统一的最大外来
干涉势力，所以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实现
国家的强大，推翻教皇的专制压迫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当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之后，西
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然而与
其他西欧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同，德意志的
宗教改革没有得到国家统治者的支持”。［6］依
据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情况来看，虽然政治上的
分裂状态依然存在，但是德国民众对于摆脱天
主教会的专制压迫，维护民族利益都充满了极
高的热情，并且民族感情在教皇的剥削之下更
加强烈，所以当路德将其反对教皇的论纲贴出
来后，这一行动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巨大反
响，得到了广大人民，甚至包括诸侯的有力支
持。所以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之初，就想
寻求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支持，希望依靠皇帝来
领导进行宗教改革，然而皇帝并没有担负这个
责任，即使当时完全有希望通过皇帝的领导来
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都被皇帝亲自毁掉了。

在路德宗教改革运动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
潮流下，查理五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年
轻的皇帝是中世纪信仰的支持者，对宗教改革
持反对意见，虽然查理也意识到教会的种种弊
端和问题，也有意愿对教会进行整顿，但是这些
改革必须保持在中世纪的教会范围之内。1521
年召开沃尔姆斯帝国议会，皇帝虽然同意给路
德发安全通行证并传召路德前来接受对他的书
籍问题以及他否认基本信条的质询，但是决不
允许讨论教皇的权威，并且在帝国议会的档案
文件中表明，皇帝与大多数等级代表之间在对
待路德的方式上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由于西班
牙的叛乱以及皇帝要与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争
夺对意大利的主权，查理希望得到教皇的支持，

于是对教皇做出种种让步，特别是在对待路德
问题上。而当查理解决了上述麻烦并迫使教皇
给他戴上了皇冠，这时他处在了权力的顶峰，皇
帝完全有精力亲自来解决宗教信仰的分裂问
题，进行新旧信仰的和解工作，但是皇帝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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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好这个机会。在帝国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
突的时候，查理五世的做法是抛弃民族利益，选
择帝国利益。由于查理五世是帝国皇帝，“路
德对教皇的猛烈攻击使他感到不快，一个来自
人民的改革既威胁着教权，也威胁着世俗政
权”。［1］反对罗马教会的骚动很有可能直接导
致帝国的叛乱，所以帝国的皇位使查理必然成
为教皇的同盟者，查理和天主教徒是共命运的。
因此，查理五世坚决的认为任何脱离罗马教会
建立民族教会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必须维
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之
后，便发布了惩处路德的帝国敕令。

同样，在 1529 年的施佩耶尔帝国议会上，

德皇一开始就通过其官员声明，他根据皇帝的
绝对权力，废除 1526 年法令中路德派建立其他
地方教会的条款，并在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法令。
新法令宣布: 在已经接受沃尔姆斯敕令的德意
志诸邦应当继续照此行事，要求在罗马天主教
会辖区里不容许有路德派存在，还要求在那些
违反沃尔姆斯敕令的地方，不得再进行其他改
革，否认圣餐是耶稣体血的各派应同再洗礼派
一样不被承认。总之，皇帝的做法清楚的表明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其帝国基础不受损
害，并且皇帝最终的目的是维护家族利益，所以
他往往“剥夺帝国以增加他们家族的私有领
地”。［1］故而在查理五世放逐乌尔里希公爵时，

他夺取了符腾堡，并把它收归哈布斯堡家族所
有。这一切表明，受限于狭隘的利益观念，皇帝
不可能顺应民族感情的潮流支持宗教改革运
动，相反，为了他的帝国事业和家族利益，皇帝
会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去阻碍运动的发展。

另一方面，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
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作为支撑。一般情况
下，这种强大力量分为两种，一是皇权力量自身
足够强大，二是皇权联合其他势力建立同盟关
系使自身强大，德国由于历史原因皇权自身力
量不够强大所以只能选择后者。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中世纪中后期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城市逐渐兴起，出现了市
民阶层。因为利益的一致，于是就出现了王权
与新兴城市的市民阶级的联盟，这是一种进步
的趋势同时也是英法等国封建分裂局面逐渐消
除，最终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民族统一国家的基
础。然而，德国的王权并没有巩固这种同盟关
系，王权与城市的结盟关系在两者对待宗教改
革问题的分歧之下走向破灭。作为新兴的资产

阶级力量，驱逐教皇势力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干
扰是必然的，而教皇却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
支柱，所以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帝国城市比其
他任何领地都更倾向于接纳新教，城市出现了
大批信奉新教的市民，“帝国城市成为了帝国
内第一批正式接纳宗教改革的政治团体”。［7］

而与城市结盟的皇帝，对宗教改革持反对意见，

查理五世并不想在宗教问题上对自由城市让
步。由于皇帝对城市进行施压，城市因为信仰
而与新教诸侯结成同盟，王权与城市的同盟最
终告以破灭。随后，皇帝对城市进行了入侵，并
对城市进行了整顿，于 1548 － 1552 年废除了
28 座城市的宪法，成立了完全由终身任职的贵
族组成的城市议会，行会遭到解散，古老的城市
公社也被有组织的粉碎，德意志南部的自由城
市也因此衰落。而皇帝和城市结盟的失败，不
但使王权进一步衰弱，同时也严重地打击了自
上而下构建统一民族国家的奥地利道路。

综上所述，与英法等国的专制君主相比，罗
马帝国的皇帝并不是领导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进
步力量，相反他是造成德国民族严重分裂的重
要因素，原因如下: 主观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
帝无意于成为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领导者，

他仅仅致力于两项事业，即帝国事业和家族事
业。当这两项事业与德意志民族利益相冲突
时，皇帝的选择是维护帝国利益和家族利益。
所以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后，基于对帝国利
益和家族利益的维护，皇帝与教皇结成联盟积
极压制运动的发展，导致了德国政治的进一步
分裂。客观上，由于皇帝致力于扩大帝国版图，

积极对外侵略扩张，助长了封建诸侯势力的增
长，间接削弱了皇权的力量。另外，由于皇帝与
新兴市民阶层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不同，致使
二者同盟关系破裂，直接导致皇权依靠市民阶
级消除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
可能失败。

三、宗教改革对诸侯的考验

一直以来，世人对封建诸侯都是持否定态
度，因为诸侯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分裂因素。
历史上的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建立都要经历一个
消除封建割据，实现中央集权，最终由君主领导
全国各阶级走向民族统一的重要阶段，由于诸
侯本身的分裂性必将成为民族统一道路上的最
大阻力。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封建自私性和反动
性，只关心自己的领地和家族的利益，割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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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并为了争夺利益混战，而且出于自身利益的
考虑，诸侯们也总是极力阻碍皇帝的中央集权
计划，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样导致德国长
期分裂的状态。

尽管诸侯具有如上种种封建反动性，但与
皇帝相比，他们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正如皇
帝经营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普世性事业，诸侯
经营的往往只是本邦国内的地方性事业，二者
的着眼点是相对的。皇帝是一个世界的管理
者，他的职责就是努力巩固帝国的统治，而帝国
政策实行的直接后果就是德意志民族利益往往
因为要顾及帝国需要而被完全的忽视掉。相
反，诸侯对于皇帝的帝国事业根本没有热情，他
们关注的只是本地区的发展。宗教改革时期，
“几个封建大国，如萨克森选侯辖区和公爵辖
区、勃兰登堡、巴伐利亚、巴拉丁、黑森以及其他
许多邦国都有它们自己的等级议会，终审最高
法庭，财务制度以及财政和币制。”［1］在德国，

可以说只有它们才是稳定的中央集权的代表，

也只有它们才有可能将它们外围的许多小邦吸
引到自己这边来。虽然德国的四分五裂有着很
深的历史根源，但是社会各阶级，从诸侯到农
民，普遍都有统一德国的强烈愿望。早在宗教
改革之前的康斯坦茨会议上，诸侯们就试图实
现德国教士联合以此建立德意志民族教会，希
望通过教士的联合实现政治统一，虽然最后没
有实现，但毕竟是诸侯对国家统一的一种尝试。
另外，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诸侯们还进行了其他
的努力，例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和平，禁
止德国人互相残杀，建立帝国最高法庭以解决
国内各种争端，经济上统一币制和关税等。这
些都表明，尽管诸侯以关注本身利益为根本，但
是作为德意志人，还是具有民族感情和意识的。
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许多诸侯为了驱逐教
皇势力而接受了新教信仰，即使皇帝和教皇都
坚决的压制这场运动的发展，他们也在自己的
领地内进行着整顿教会的工作。而新教诸侯中
的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和黑森菲利普则是宗
教改革运动中杰出的新教代表，他们怀着强烈
的民族感情，积极支持驱逐教皇势力的改革运
动，并为促进新教的合法地位而努力奔走。特
别是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克比较开明，对于路
德领导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所以说，在 1519 年的莱比锡辩论和 1521
年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中，路德之所以能够毫
无畏惧的跟天主教会进行抗争并坚持自己的宗

教改革主张，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上帝
的虔诚信仰，但更为实际的是他得到了众多如
萨克森选侯的新教诸侯的支持。上文曾提到过
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最初阶段是把希望寄托在皇
帝身上的，但随着皇帝态度的明显，特别是在
1521 年的沃尔姆斯会议上的表现使得路德认
识到，“皇帝不是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要
依靠皇帝反对罗马教皇，消除封建分裂，实现民
族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8］故而，路德把希望
转向了诸侯，以此来继续推动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虽说造成了德国信仰的分
裂，但不得不承认，在德国新教信仰代表的是一
种更为进步的力量。在当时摆脱教皇势力的干
扰，建立民族统一国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
势，并且改革天主教会的诸多恶习和弊病也是
必然的，而继续维持中世纪的专制统治已经是
一种违背历史发展的行为。为了促使新教的合
法地位的确立，新教诸侯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召开的几次帝国议会中，他
们积极支持新教信仰，即使在皇帝颁布了种种
法令禁止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情况之下，也没
有认真执行过，甚至是我行我素的在本邦国内
进行自身的宗教事务改革。值得一提 的 是，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由于新教诸侯对
宗教改革事业的努力，奥格斯堡和约确立了
“教随国定”的原则，即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信
仰，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诸侯获得的一个
较大的胜利。然而，宗教问题并没因此完全解
决，宗教冲突也依然存在，不仅是因为该和约的
签订只是新旧信仰的暂时性妥协，而且以奥地
利为代表的哈布斯堡王朝还力图以天主教统一
欧洲，这必然会遭到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帝国等
级的反抗。于是在双方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
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军事联盟，1608 年，以普
法尔茨选侯为首建立了新教联盟，追随者有黑
森等新教诸侯和帝国的一些城市，并得到丹麦、
瑞典、法国、英国及俄国的支持; 1609 年，巴伐
利亚公爵发起组织天主教联盟，参加的有德意
志天主教诸侯，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
皇和波兰的支持，但是随着教派同盟的形成，不
仅使业已存在的对立更加尖锐化，也使得帝国
的司法机构和等级议会在内乱中逐渐陷于瘫痪
并丧失了行动能力，“矛盾的解决由于法律道
路的堵塞而被迫走上了以政治或军事实力解决
的道路”。［9］于是，1618 年的“掷出窗外事件”，

便直接演变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最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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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 年交战双方签订条约结束，该条约即《威
斯特法利亚和约》，主要内容有: 重申 1555 年的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 1653 年的《布拉格和
约》继续有效; 哈布斯堡皇室承认新教在神圣
罗马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同时新教诸侯和天
主教诸侯在帝国内的地位平等; 各诸侯邦国内
可自行决定官方宗教，加尔文宗为帝国合法宗
教，各诸侯邦国还有外交自主权，等等。和约不
仅再次确认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还承认了加
尔文教的合法平等地位。从和约的内容来看，

新教诸侯得到巨大的胜利。
纵观宗教改革运动的全过程，德国的各个

阶级几乎都被卷入其中，罗马教皇、皇帝、诸侯
作为德国当时最大的三种政治势力更是被深深
地涉入其中。由于各自的利益需要，他们对待
宗教改革的态度是不同的，而态度必然决定行
动，所以宗教改革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同
的。皇帝与教皇结成联盟坚决反对宗教改革运
动，这是逆民族感情而为的，所以教皇势力受到
严重打击，皇帝的权力也进一步衰弱。而部分
诸侯特别是新教诸侯在宗教改革中却获得了必
要的力量，也只有他们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宗教改革使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走上普鲁士道
路。早在 1525 年，条顿骑士团大公、勃兰登堡

的阿尔伯特首先宣布改信路德教，成为普鲁士
的第一位公爵。“普鲁士邦之所以强大是由于
它一向背叛皇帝和帝国”，［4］所以，德国统一的
历史使命由它最后完成，当然这绝非偶然，宗教
改革为它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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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ligious Ｒeform in Germany and Three Political Forces
WEI Shuang-shuang

(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human history． The Ｒeformation first broke out in Germany，and
quickly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which brought huge influence to the whole
world． The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chose Germany as the first
place for this move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German reformation，the Pop，emperor and
vassals，as three big political powers，had inten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Ｒeformation． The
Pope was firmly opposed to religious reform while the Holy Ｒoman emperor also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Ｒeformation． Only the protestant governors actively supported the
movement． Since the three political forces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 the Ｒeformation，the Ｒ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political forces also had different effects．

Key words: religious reform in Germany; magisterium; imperial power; the vas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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