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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博弈与新格局的开启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评析

张 国 臣

( 许昌学院 历史系，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 16 世纪初期，查理五世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马丁·路德率先发起欧洲天

主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激化神圣罗马帝国中央与地方诸侯、帝国皇帝与国外力量及教皇与帝国皇

帝之间的博弈，引发了罗马天主教与路德教、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之间的新博弈。《奥格斯堡

宗教和平条约》就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条约确立了“谁的领地，谁的宗教”和“基督教会保

留”等原则，突显了近代德意志“大分裂、小专制”的奇特政治格局，开启了欧洲宗教林立和世俗

政治主宰宗教的新格局，引发了欧洲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改变，进而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同时也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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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是欧洲各种社会矛

盾的汇集点。马丁·路德率先发起欧洲天主教世

界的宗教改革，帝国境内宗教冲突随之而产生。
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Charles Ⅴ) 梦想维护在哈布斯

堡王朝保护下天主教一统帝国的宏图大业，从而

加剧了各种力量间的博弈。这场博弈最终导致
1555 年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会议，通过了《奥格斯

堡宗教和平条约》，查理五世被迫在条约上签字。
该条约不仅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而且预示着

近代初期德意志和欧洲新格局的开启。

一、力量的博弈

16 世纪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登上神圣罗

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

帝国历史上加剧了各种力量之间的博弈。
( 一) 中央与地方诸侯的博弈

以皇帝为首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央政权与德意

志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由来已久，自 961 年奥托一

世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以来，就开始了中央与地方

诸侯之间的力量博弈。
其一，表现在帝国皇帝继承上。在两者的博

弈中，经过反复较量，中央皇权最终遭到了削弱，

逐渐形成了帝国皇帝选举制度，特别是 1356 年查

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从法律上确认了选侯的身份

和特权，确立了帝国选侯选举帝国皇帝的权力，此

后帝国皇帝必须由选侯选举产生。拥有选举权的

地方诸侯利用选举帝国皇帝的权力弱化中央权

力，强化自己的权力，诸侯成了削弱帝国中央权力

的强大力量。竞争帝国皇帝的候选人为了获得皇

帝的宝座，往往不惜以削弱中央权力为代价，对地

方诸侯做出重大让步。因此“每个成功的候选人

都不得不牺牲属于他们前辈的权力以购买他的帝

号; 后来在他统治时期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当选为

皇帝，又重复这一可耻的政策”［1］238。查理五世同

样如此，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被迫签署了一个被

称为“选举的投降条约”的“宣言”，“按照帝国法

律和习惯统治帝国”，不得向贵族征税，允许选侯

结成联盟或政治同盟，没有帝国诸侯的建议和同

意皇帝不能进行战争和结盟，“不允许皇帝带领外

国军队进入德国或者在他自己的领地为王朝的利

益使用帝国的手段”［2］46，“保护德国诸侯的特权并

且保护德意志免受西班牙士兵和官方的侵袭，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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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普遍流行的西班牙文化的影响”［3］205。这样地

方诸侯不断利用选举权强化自己的权力，形成了

地方诸侯对抗中央权力的局面。
其二，表现在中央权力上。以帝国皇帝为首

的中央政权不断进行削弱地方诸侯权力、强化中

央皇权的尝试和努力，试图消除地方离心主义，实

现帝国的真正统一。帝国选侯和诸侯为了获得更

多的权力往往采取独立的政治和冒险行动，阻挠

和抵抗皇帝强化中央权力、实现帝国统一的政治

谋划。总之，德国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后来的路德

教诸侯都“担心皇帝权威的复活———尤其是一个

西班牙皇帝，他们已长期喜爱实际独立的乐趣，因

此而不愿放弃这种实际的独立”［4］29。
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权与德意志地方诸侯之

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力量的博弈，这种博弈使皇权

日趋削弱，诸侯日益强大，帝国的统一越来越虚

化，分裂逐步成为现实。这种博弈所造成的内耗

为宗教改革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二) 帝国皇帝与国外力量的博弈

1521 年查理五世成为帝国皇帝后，一方面，面

临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挑战。在法王看来，

查理五世登上皇帝宝座无疑使他统治的法国处在

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包围之中，这对他是一个严

重的威胁，同时他和查理五世为争夺在意大利的

领地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争斗，双方之间的战争不

可避免。查理五世同弗兰西斯一世的较量大多数

不是在帝国本土进行，离开德国成为查理五世的

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帝国还受奥斯曼帝国的严

重威胁。14、15 世纪东方伊斯兰世界崛起的奥斯

曼帝国，不断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奥斯曼帝国在

东欧的扩张直接威胁到帝国东部天主教诸侯，尤

其是奥地利。1529 年奥斯曼帝国一度包围维也

纳，1532 年再次进军奥地利。消除奥斯曼帝国的

威胁同样是帝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应对法王的挑战、消除奥斯曼帝国的威

胁，查理五世需要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和帝国大多

数物质资源。为此，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刚刚兴

起的路德教的镇压和同诸侯之间的权力斗争，甚

至采取笼络政策。与外部力量的博弈，使他几乎

没有解决宗教反叛、调整社会秩序和加强中央皇

权的机会。尽管他最终赢得了这两次战争的胜

利，但却错失了扑灭路德教的最佳时机，使路德教

发展成为帝国境内与天主教相抗衡的不可消灭、
不可遏制的新教力量。

( 三) 天主教与路德教的博弈

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天主教会既是中世纪欧

洲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和德意志最大的封

建领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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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在德意志，罗马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各种政治

结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经济上帝国宗教诸侯沆

瀣一气共同分享教皇税收和兜售赎罪券所获得的

收入。以皇帝为代表的帝国中央政权无力代表国

家或民族抵御罗马教会的经济勒索。教会的肆意

勒索激起了德国民众的极大不满，路德教就是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兴起的。路德教的兴起使帝国内

部出现了新的力量博弈即罗马天主教与路德教的

博弈。
1517 年马丁·路德开启了德国宗教改革运

动，罗马教皇公开谴责路德并开除了他的教籍。
“一个来自人民的改革既威胁着教权，也威胁着世

俗政权”［6］232，所以帝国的皇位必然使查理五世成

为教皇的同盟者，也必然与罗马天主教同呼吸共

命运。查理五世为了维持天主教世界的统一，在

乌尔姆召开的帝国会议上通过了禁止路德教的法

令。面对威逼，路德毫无顾忌地宣扬用暴力进行

对抗。因此，路德宗教改革的初期除了少数诸侯

支持外，得到强烈不满教俗诸侯专权的骑士等级

和迫切希望摆脱悲惨境地的农民的支持。骑士等

级试图以暴力推行宗教改革。农民热切地加入宗

教改革，“希望宗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他们的

权利”［7］135，理直气壮地引用路德的话:“因为基督

已将我们救赎，我们已获释放，我们是自由人了，

农奴制度必须铲除!”［8］323 在下层民众的支持下，

路德教开启了“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7］208，激发

了德国农民战争。
尽管骑士暴动、农民战争失败了，但它成为路

德教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路德把他的未来

坚定地放在领地诸侯的手中”，“路德教停止在底

层阶级中传播，它现在吸引受教育者尤其是地方

统治者”［4］26。为了使地方诸侯信奉路德教，路德

改变了讲道风格，集中建立福音教会。路德的这

种改变得到了诸侯的大力支持，德国新教区域急

剧扩大，到 16 世纪 40 年代中期北德意志地区几乎

都成为新教徒，这样形成了与天主教博弈的新教

力量。
( 四) 帝国皇帝与教皇的博弈

尽管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在同新教的较量中

结成同盟，但二者同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层矛

盾。作为上帝在人间代言人的教皇，所追求的目

标是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和扩大。拥有绝对宗教权

的教皇试图追求最高世俗权力。为追求这种权

力，教皇及其统治下的教廷不惜一切代价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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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阻碍一切民族国家的建立。德国由于皇权的衰

弱、诸侯的坐大、各方势力的利益争斗，中央集权

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致使国家整体力量受到

了严重的削弱。这就为教皇插手德国事务、肆无

忌惮地攫取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16 世纪初，教

皇每年仅仅通过教士俸禄的献纳就从德意志掠走
30 万古尔登金币，而德皇每年的帝国税收入才达
14000 古 尔 登。德 国 获 得‘教 皇 的 奶 牛’之

称。”［9］23 教皇为了自身利益与德意志诸侯一样，

绝不会容忍德国形成强大的中央皇权和统一的政

治局面。
查理五世梦想维护在哈布斯堡王朝保护下天

主教一统帝国的宏图大业。他反对和镇压路德

教，但“没有站在教皇的一边，也不同意教廷关于

教皇拥有最高绝对权威的想法”; 他试图“利用路

德推 动 他 对 教 皇 的 外 交，并 迫 使 教 廷 做 出 让

步”［6］232。1544 年对法战争胜利后，查理五世以镇

压新教势力、维护统一的天主教信仰为借口，试图

利用宗教战争，挫败诸侯势力，恢复集权，强化统

一。他的这一举措引起教皇的强烈反对，所以在

帝国中央皇权加强集权统一德国的问题上，帝国

皇帝与教皇之间进行激烈的博弈。在博弈中，教

皇与德国地方诸侯( 无论是天主教诸侯，还是新教

诸侯) 又是天然盟友。当面临查理五世企图利用

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统一德国建立集权时，教皇

必然和德国地方诸侯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查理五

世。1551 年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在托尔高结成

同盟，联合教皇、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共同对抗查理

五世，1552 年击败查理五世，彻底击碎了他利用宗

教战争、加强皇权统一德国、建立以哈布斯堡家族

为核心的世界性帝国的梦想。
( 五) 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的博弈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激发了德国农民战

争。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国的天主教会、封建

贵族。德国天主教会的势力遭到了严重削弱; 贵

族家族由此而破落，最终不得不投靠邦君，壮大了

地方诸侯的实力。地方诸侯通过皈依路德教来夺

取天主教会的财产和土地，摆脱教皇和皇帝的权

力，掌控领地内的宗教控制权，使原有的“‘人民宗

教改革’变成了一场诸侯的宗教改革”，“德国的宗

教改革转变为诸侯所控制和塑造的运动”［10］208。
这样信奉新教的诸侯不断增加。如勃兰登堡的阿

尔伯特和萨克森的莫里斯选侯都成为路德教的坚

定支持者。德国北部逐渐变成路德教派斗争的坚

固堡垒。1530 年查理五世主持召开奥格斯堡帝国

会议，对路德教派采取强力镇压政策。为了对抗

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派的镇压，1531 年许多新教

诸侯和自由城市代表组成了一个防御同盟即著名

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到 1546 年路德教的追

随者已包括了“一半以上的德国和帝国七分之四

的选侯”［3］212。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间的力

量博弈不可避免，并成为宗教和世俗政治力量博

弈的载体。
16 世纪前半期，神圣罗马帝国所有力量的博

弈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了一种不以某

种力量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走向。这种走向就

是路德教和控制地方政治、经济、宗教权力的新教

诸侯实力不断壮大，帝国中央皇权、教皇权威和天

主教势力遭到严重削弱。帝国境内的各种矛盾和

冲突都汇集到宗教领域，引发了激烈的宗教冲突，

进而导致帝国境内的宗教战争。因此，《奥格斯堡

宗教和平条约》的签订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多种力

量博弈的结果。

二、《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

( 一)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的签订

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于 1555 年 2 月 5 日召开，

一直持续到 9 月 25 日结束。查理五世没有参加和

主持这次帝国会议，而是委托波尔梅和奥地利大

公费迪南主持; 教皇既没有出席，也没有派代表出

席。这是一次德意志各阶层完全独立自主地讨论

和解决宗教事务的会议。帝国会议的主要议题集

中在三个关键的问题上: “第一、一般意义上的宗

教和平，第二、教会财产的司法权，第三、双方臣民

选择宗教的自由。”［11］经过激烈交锋和艰苦谈判，

会议最终在 9 月 25 日通过关于宗教和平的协议文

件，并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签署公布，即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

( 二)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确立的原则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作为天主教和路德

教之间的一个妥协( 或称为暂时的解决办法) ，确

立了下列原则:

1．“任何阶层不得强迫其他阶层或者其他阶

层的臣民信奉其宗教”，“任何人不得由于天主教

或者 路 德 教 的 缘 故 而 遭 受 干 扰、迫 害 或 折

磨”［12］116，“路德教诸侯、帝国骑士和帝国城市与天

主教各等级一样平等地受到安全保护，双方都有

义务维持‘永久的、无条件的和平’”［13］211 212。
2．“允许诸侯和自由城市的政府在罗马和路

德信仰之间进行选择。”［14］130

3．“世俗的地方统治者可以在罗马天主教和

路德教之间选择其信仰，而他的选择对他所有的

臣民都具有约束力”［12］116，“允许那些承认与他们

统治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带着他们的亲属迁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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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领地”［3］212。这个原则根据后来格赖夫斯瓦尔

德法学家约阿希姆·斯特凡尼的解释( 1576 年，政

治教程) ，用拉丁语表述了这一原则: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即“谁的领地，谁的宗教”［15］148( 统治者

信仰的宗教，决定被统治者信仰的宗教) 。
4．“所有在 1552 年帕骚和平条约之前被路德

教夺取的天主教的土地由路德教保留。”
5．“每一个皈依路德教的教会诸侯———大主

教、主 教 或 修 道 院 长 将 失 去 头 衔、领 地 和 特

权。”［13］211 212 即“基督教会保留”原则。
6．“‘谁的领地，谁的宗教’原则仅适用于天主

教和路德教，而不适用于加尔文教。”［3］212

三、新格局的显现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最终以“谁的领地，

谁的宗教”的原则暂时缓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

的宗教冲突，结束了帝国内部的宗教战争，预示着

近代初期德意志和欧洲新格局的开启。
( 一) 德意志分裂格局的凸现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尽管使德意志出现

了长达 60 年的武装和平局面，但神圣罗马帝国中

央政权遭到更严重的削弱，德意志地方诸侯势力

坐大，德意志分裂格局更加凸现。
1． 开启了实力对峙下的和平时代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是德国历史上一个

里程碑式的事件，开启了一个以实力对峙下的和

平时代。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意在维持所谓的

“永久的、无条件的和平”，确立了“谁的领地，谁的

宗教”的原则，承认了路德教派与罗马天主教会一

样拥有平等的合法地位。路德教派摆脱了罗马天

主教会的宗教迫害和帝国的武力镇压，新旧教诸

侯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杀告一段落，迎来了半个多

世纪新旧教派以实力对峙的和平局面。从 1556 年

到 1618 年德国都是在和平环境中度过的，而在这

期间，西欧和北欧强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瑞典等

国深陷胡格诺战争 ( 1562—1592) 、尼德兰资产阶

级革 命 ( 1566—1609 ) 、北 方 七 年 战 争 ( 1563—
1570) 等战乱之中。
“如果《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使整个民族

分成两个相互敌对阵营的话，那么它至少使他们

脱离战争半个多世纪。”［14］131《奥格斯堡宗教和平

条约》给德国提供一个从宗教战争中急需喘气的

机会，为德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机遇。
2． 酝酿了三十年战争

尽管《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迎来了半个多

世纪的和平局面，但它只是“把已经产生的宗教改

革的非法性问题搁置起来”［16］231。由宗教改革引

发的宗教冲突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它给未来埋

下了凶险的伏笔”［17］493。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只是达成了一个暂

时的休战。在德国许多主教不仅是教区的首脑，

而且也作为世俗领主统治着相当的领地。由于他

们行使世俗和精神的功能，因此他们完全被称为

诸侯主教。《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中“基督教

会保留”原则，允许主教自己选择路德教，但条件

是必须放弃他们的主教、领地和特权地位。在本

质上它是天主教领地永远保留在天主教手中的一

个具体化法律保证，保护天主教利益。但由于许

多主教职位很快落入路德教手中，路德教在天主

教领地强行实行宗教自由的同时对自己领地的天

主教是不容忍的。因此这个原则很难执行。“这

时担心进一步损失的天主教诸侯联合在一起不仅

维持他们依然拥有的，而且随着天主教改革力量

重新获得他们已经失去的”［13］213 领地。因而在路

德教和天主教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争夺领地空间

的较量，由此引发了两个教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最

终发展为一场更为严重的内战。这样“基督教会

保留”“成了混乱之母”［17］493。
同时《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明确规定:“不

属于上述提到的两个教派的所有教派都不包含在

和平 条 约 之 中，而 应 全 部 排 除 在 和 平 条 约 之

外。”［18］77 加尔文教派、洗礼教派等没有获得合法

地位。尽管如此，《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似乎

对日内瓦教派( 加尔文教派) 没有影响”，加尔文教

派“在 1555 年到 1618 年间迅速传播”［19］35。特别

是 1561、1613 年 教 会 选 侯 弗 里 德 里 希 三 世
( Frederick Ⅲ) 和勃艮底公爵皈依了加尔文教派，

他们的领地“变成了帝国内加尔文教的一个重要

核心”。“这些选侯不仅介入法国的宗教战争……
而且形成帝国外部的同盟。”［18］76 77 被排除在《奥

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之外的加尔文教派，为争取

合法地位，加入了帝国内的宗教斗争和冲突。神

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皇帝斐迪南二世依据条约不

宽容条款，在波希米亚采取维护天主教会残酷镇

压加尔文教派的政策，导致了加尔文教派在 1618
年把皇帝的两名代表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扔了出

去，即著名的“掷窗外事件”，由此引发了一场更为

严重的国际性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
所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的确使新旧教

派的“决定性战争被延缓了 60 年，但最终降临的

战争给德国一个比任何其他现代国家遭遇到的更

长、更致命的苦难和灾祸”［20］394。《奥格斯堡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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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条约》“对一个在宗教背景下更剧烈的大规模

冲突和战争———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起了直接作

用”［18］78。
3． 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确立的“谁的领地，

谁的宗教”原则，允许诸侯和城市在天主教和路德

教之间进行选择，并把他们选择的宗教强加在他

们臣民身上。在这个原则下，“新教诸侯可以驱逐

所有 天 主 教 徒 离 开 他 的 邦 国，反 之 亦 然”［21］82。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的规定实际上已把帝国

境内的宗教事务作为地方事务来对待，这意味着

宗教是地方领主的事务。因此《奥格斯堡宗教和

平条约》使查理五世恢复已经削弱的君主权力、扭
转帝国陷入分裂颓势的企图彻底失败，并严重削

弱了神圣罗马帝国中央政权的权威。它标志着德

意志诸侯在与中央权力的对抗中获得完全的胜

利，德意志人民分裂为天主教徒和路德教教徒。
地方诸侯牢牢地掌握了地方政治和宗教权力，其

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力得到强化，形成了一个被削

弱的帝国和支离破碎的皇权与地方权力不断强化

的各邦国独立并存的局面。德意志的分崩离析状

态更加突显出来，德国正式陷入了分裂。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强化了德意志“领

地宗教统一的思想”。“谁的领地，谁的宗教”原

则，仅从由帝国维护统一的宗教信仰，改为以各邦

诸侯、领主指定宗教信仰而已。这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宗教宽容，因为它赋予了诸侯的选择权，而

不是个人的选择权，而个人的宽容似乎仍作为一

种危险的思想”［21］82。人民仍没有所谓“宗教自

由”。诸侯、领主、王公贵族通过它“将他们的权势

延伸到宗教和教会。诸侯都成为本邦教会的首

脑，他们把本邦的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集中在自

己手中，这就导致他们在本邦的统治大大加强。
教士们由此成为各邦诸侯的官员，也成为各邦诸

侯保持和巩固本邦内部统治的重要支柱”［22］73。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以“谁的领地，谁的

宗教”原则强化了神圣罗马帝国地方诸侯的教俗

权力，严重削弱了帝国的中央权力，从法律上确立

了德意志政治分裂的局面; 特别是“新‘改革’过的

教会，成了培养那种奴颜婢膝的精神工具，那是一

种狭隘的、典型的日耳曼式的精神”［23］9。因而为

近代德意志邦君专制和极权主义统治体制的建立

开辟了道路，为近代德意志“大分裂、小专制”奇特

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二) 欧洲宗教新格局的显现

1． 罗马天主教分裂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标志着查理五世维

护在哈布斯堡保护下的宗教统一的宏大梦想彻底

失败。路德教派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中世纪天主

教会的大一统思想被正式废除，德意志人民分裂

为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天主教开始走上了教派

区域化发展道路。天主教一统中西欧的旧格局被

打破，“这个打破，在 1555 年已经变得如此彻底，

以至于任何强大势力恢复统一的设想都是困难

的”［13］213。因此《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是天主

教统治者首次承认新教合法地位的里程碑，罗马

天主教在天主教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法律上已

经彻底终结，罗马天主教的分裂局面正式确立，从

此开启了天主教教派林立的宗教格局。
2． 开启了教会民族化进程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用“谁的领地，谁的

宗教”解决宗教问题，实际上在帝国境内确立了
“教随国定”的原则。这对于德意志诸侯来说，意

味着从法律上完全摆脱了教皇的控制，宗教发展

与教会组织的管理完全是诸侯的内部事务，完全

由诸侯来决定。这一时期，尽管德意志诸侯还没

有民族意识，但他们摆脱了教皇的控制，获得了宗

教自主权。这种自主权的获得为德意志宗教民族

化进程开辟了道路。“教随国定”的原则，只是对

路德教徒而言，其他教派则没有这种权利，特别是

加尔文教派仍处于非法的地位。这就迫使加尔文

教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路德教派彻底决

裂，从而走向了非德意志化的进程，并在瑞士、尼

德兰地区获得发展壮大的同时，走向民族化的道

路。加尔文教成为瑞士和尼德兰的民族宗教。因

此《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开启了近代教会民族

化的进程。
3． 实现了有限的宗教自由与宽容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保证了诸侯和贵族

的宗教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天主教和路德教

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可以要求臣民与他们的信仰

相一致。天主教诸侯被要求容忍新教的礼拜。高

级天主教牧师在放弃教职和教会财产条件下，可

以改变宗教信仰。和平条约规定任何阶层不得强

迫其他阶层信奉其宗教，任何人不得由于天主教

或者路德教的缘故而受干扰、迫害，路德教诸侯、
帝国骑士和帝国城市与天主教各等级一样平等地

受到安全保护。它实际上承认了“所有贵族不论

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在权利上是平等的”［24］394。尽

管《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制定了排除其他教派

的原则，但是大多数已经具有繁荣特性的帝国城

市实行一个和平与和谐的政策，保证在自由城市
“多个教派被平等地宽容或允许存在”，即使被排

斥在合法地位之外的加尔文教不仅没有被驱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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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抑制，反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快速发展，甚至

一些“路德教派城市的行政长官都积极地鼓励来

自南尼德兰被驱逐的加尔文教派的商人和手工业

者定居下来，在纽伦堡为移民提供诸如免税的经

济诱惑”［25］7。这不能不说是《奥格斯堡宗教和平

条约》规定的有限宗教宽容在起作用。
由此看来，虽然《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规

定的宗教宽容是对集团而不是对个人而言的，但
“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城市中宗教共存的历史转折

点。”“宽容的历史通常在这个解决方法中找到了

起源点，而且它为两教派在帝国领土上创立了法

律的框架。”［26］有限的信教自由和宗教宽容得到了

初步的确立，开辟了宗教自由、宗教宽容解决宗教

纠纷与冲突的先河。
( 三) 开启了世俗政治主宰宗教的新格局

1． 打破二元化神权政治

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皇政权是天主教世界

的最高精神统治机关，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

柱。尽管在皇帝和教皇之间发生过间歇性的权力

斗争，但教皇的最高宗教权威从没有动摇，教皇的

宗教权威凌驾于西欧各国的世俗权威之上，各国

的世俗政权不得不屈从于教皇，形成了各国世俗

王权尊崇教皇为最高精神权威和宗教领袖的二元

化神权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维

护教皇统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宗教信仰统一的

政治基础。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在帝国境内确立了

“教随国定”的原则。“教随国定”原则使宗教信仰

领地化，德意志诸侯从法律上完全摆脱了教皇的

控制，宗教发展与教会组织的管理完全是德意志

诸侯自己的内部事务，完全由德意志诸侯来决定。
因此，《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承认了诸侯和自

由城市政府领导区域宗教的合法性，在德意志从

法律上彻底打破了教皇的宗教权威和二元化神权

政治。
2． 开启了德意志世俗政治主宰宗教的新格局

依据《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中“谁的领地，

谁的宗教”原则，肯定了各邦的国家权力和教会权

力都归到本邦诸侯手中的事实。世俗的诸侯成为

最大的获胜者，他们不仅是其领地最高世俗统治

者，而且成为其领地的最高主教或首席主教，每一

个当权者可以建立在他自己领地内通行的宗教信

仰形式。这样“世俗统治者被诱惑和被迫在他们

的总体政治利益框架内判断宗教问题”，“在这个

时期由宗教激发而来的政治要求甚至不顾后果地

剥夺人们内在的宗教权力”［2］246，“在法律上和实

践上禁止教皇把他们驱逐教会，禁止把他们置于

教会之下，禁止邀请邻近的新教徒征服和剥夺他

们的统治者，按照神圣罗马帝国承认的习惯，罗马

主教不再用教皇的训令反对路德教诸侯，不再像

早期时代那样期待由它强制执行”［27］1。罗马天主

教皇权力遭受了最大的打击，教皇的地位发生了

根本性动摇。《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承认诸侯

领导区域宗教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宗教是地方领

主的事务，而不再是教皇所能左右的事务。因此，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最终实现了由宗教斗争

到世俗政治斗争的演变，教皇在德意志的宗教与

世俗权威被彻底打破，开启了德意志世俗政治主

宰宗教的新格局。

四、结语

《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所开启的新格局，

对未来德国、欧洲乃至世界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所显现的德

意志“大分裂、小专制”的奇特政治新格局，不仅使

德国丧失了在欧洲“政治和精神的决定权”［15］167

和支配欧洲的大国地位，“变成了许多国家的战

场”［14］21 ; 而且严重迟滞了德意志民族形成与发展

的进程，延缓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创立，给

德国 带 来 了 落 后 于 西 欧 历 史 发 展 进 程 的 严 重

后果。
第二，《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所显现的教

派多元化、民族化、宗教宽容、信教自由的宗教发

展新格局最终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接 受。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建立在‘谁的

领地，谁的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奥格斯堡宗教

和平条约》第一次采用的‘教随国定’的原则，变成

欧洲基督教国家关系中被接受的原则”。［28］它把帝

国内的“谁的领地，谁的宗教”原则变为欧洲基督

教国家的国际原则，“教随国定”最终成为近代欧

洲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的法律基础，开辟了近代

欧洲不同教派教徒之间和平共处的先河，“为现代

教派多元化体系奠定了基础”［29］27。
第三，《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显现的德意

志世俗政治主宰宗教的新格局，在某种程度上破

除了中世纪以来形成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统治西

欧国家的神权政治体制，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政

治体制下的世界主权论; 使欧洲“国际政治从中世

纪无自决权的封建神权秩序转变为一个王朝绝对

权力的体制”［30］3，把世俗国家主权从神权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 使西欧的宗教最终走向了完全为世

俗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服务的道路，打开了西欧

国家世俗化、民族化发展的新局面，开启了欧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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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政治主宰宗教的新时代。
第四，《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使神圣罗马

帝国丧失了欧洲的中心地位，严重削弱了西班牙

的霸权地位，在欧洲作为统一力量的德国崩溃了，

并由此失去了支配欧洲和国际事务的大国地位。
这无疑改变了欧洲国际政治格局，为尼德兰革命，

荷、英、法等国的崛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

境，17、18 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等国迅速崛起成为

欧洲强国。荷、英、法新型强国的崛起强力推动了

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西欧洲占

据主导地位，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

改变，进而也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第五，《奥格斯堡宗教和平条约》是在通过武

力无法实现“零和博弈”的条件下，以会议形式通

过妥协方式和平解决争端，结束战争。这种以会

议形式解决争端的方式为后来结束“三十年战争”
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提供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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