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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 14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在欧洲

发生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

形态领域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具有尚古之风

的文艺复兴传到德国后，其突出特征是对《圣

经》的历史研究，人文主义者开始对天主教会

的正统性产生了质疑，这份质疑结果就是宗教

改革。在德国，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一种特

殊表现形式，“德国文艺复兴的主流是通过研

究《圣经》，促成了宗教改革”。①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 1546） 是中世纪基督教改

革运动的发起人，是基督路德宗的创始人。探

讨路德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关系，以及人文

主义精神在德国宗教改革中的突出表现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课题。

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中心，主张思想自由

和个性解放，批判禁欲主义，重视现世生活。人

文主义十分强调“回到本源”的需要，视《圣经》

为西方重要的古典文献，推崇其简明和古典。一

些人文学者开始关注《圣经》原著和早期基督教

教父的作品，展开了与罗马教廷有关圣经版本

使用权与经文解释权的激烈争夺，由此动摇了

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的早

期代表约翰·科勒特强调对《圣经》原文进行研

究，“他没有采取经院哲学从《圣经》文字中推断

的权威做法，而是通过研究圣经最初写就的历

史环境来确定并解释经文”。②另一位西方文献

校勘与辨伪方法的开拓者是洛伦佐·瓦拉，他的

代表作《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于 1440 年写成。

瓦拉用考证的方法证明“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

造的，以此否定罗马权力高于西欧各国的政权

以及教权高于政权的传统说法。瓦拉在对以《圣

经》原典及其他教会神学文献的翻译、考证与注

释中，摒弃了经院哲学的先验与狭隘解释，恢复

了《圣经》原文，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人文学者

勒克林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指出罗马教会

钦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存在错误达 200 多

处。③胡登是德国人文主义的优秀代表，他坚持

反对教皇和诸侯，主张德国统一。“胡登第一个

喊出教皇不是上帝代表的人”，攻击教皇是“死

亡和罪恶的祸首”，是“出卖天国的贩子”。④

伊拉斯谟是第一个从希腊原文翻译《新约

全书》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力图用理性的批判精

神分析《圣经》的人。⑤为了翻译和校勘《新约全

书》，他使用了 10 种希腊文原文手稿。伊拉斯谟

① ［英］W. C. 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13 页。
② ［英］昆廷·斯金纳：《文艺复兴———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321 页。
③ W. Schiwortz,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Biblical Translation, Cambridge, 1955, p.78.
④ 孔祥民：《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9 页。
⑤ 李平晔：《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20 页。

一、人文主义精神与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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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圣经》是万事万物的最后权威”，①提出了

“回到《圣经》中去”的口号。“他最突出的成就在

于 1514 年出版的批判式希腊原文的《新约全

书》, 完成了‘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欲将古

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融合的理想”，②伊拉斯谟

所做的批判性翻译、订正与附注，与罗马教廷正

统的批注大为相左，形成了对中世纪僵化的经

院哲学传统、罗马教会教阶制度和礼仪制度的

巨大冲击，批评了教会道德说教对人性的摧残，

为宗教改革思潮的兴起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土

壤，所以“这本著作对于宗教改革有着无法估量

的影响”。③在《基督教骑士手册》中，伊拉斯谟主

张基督教再生，“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抛弃教义和

教会，而是要依照早期基督教精神增强信众的

道德修养”。④有史家称，“事实上，直到 1521 年，

伊拉斯谟是路德的导师和启蒙者”。⑤路德也告

诉他的朋友，“他不过是将这位大名鼎鼎的人文

学者伊拉斯谟过去多年所讲的及所暗示的思想

给予更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⑥结果，人文主

义者发现天主教会推崇的拉丁文圣经与原始文

字相比较，谬误百出，于是指责教会滥用权力，

直接打击了教会解释《圣经》的权威。人文主义

者的活动为即将来临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做了

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一）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为路德宗

教改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由

于人员交往频繁和大量作品批量印刷，让更多

德意志人及时了解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思

想。“在德意志，一直到 15 世纪末，当人文主义

与宗教势力相结合的时候，人文主义才在本地

的土壤中生根，而没有宗教势力，就不可能对中

世纪晚期的世俗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⑦“人文

主义运动与基督教文化的复兴密切联系起来，

追求更加精确的《圣经》原文和教会内部纯洁生

活”。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北传使爱尔福特

大学和维腾堡大学逐渐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中

心。1501 年，路德在爱尔福特大学求学时，人文

主义对他的影响是“路德肯定已显著、全面地熟

悉了古典作家，了解这些原始古典文本的语言

表达形式，《圣经》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们都是

正品，才产生了敬慕之情。也许爱尔福特大学的

哲学教师早就讨论过圣经言述与经院哲学教义

的区别。当路德进入大学时，他未抛弃人文主义

遗产，与约翰·兰的交往更加深了对人文主义的

态度”。⑨强烈的反教会学家约翰·韦赛尔曾在该

校任教 15 年，影响很大。后来路德承认，如果从

前读过韦赛尔的书，“我的敌人会认为我的一切

都是从他那里搬来的，因为我们两人的主张有

很多一致的地方”。⑩他从教师特鲁特费特尔那

里学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的思想。和其

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路德主要依靠《圣经》和以

奥古斯丁为首的教父著作，他所使用的是阿默

巴赫版本的奥古斯丁著作，这是人文主义的优

秀成果。路德发现《圣经》多年来不断遭到教父

与教士们的“加工”和篡改。他将此公之于众并

告诫说：“要想通过教士们的判断来学习《圣

经》，实在是愚蠢的。”

人文主义运动帮助路德提高了希伯来语水

平，这样，“他不可避免地处于喜爱古典文学和

渴望进行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氛围中”。輥輯訛在路

① O. Piest, ed., Collquies of Erasnus, New York, 1957, p.155.

② ［荷］约翰·赫伊津哈：《伊拉斯谟———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何道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 页。

③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92 页。

④ ［荷］布洛克曼、霍彭布劳沃：《中世纪欧洲史》，乔修峰，卢伟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年，第 260 页。

⑤ B.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80, p.6.

⑥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年，第 534 页。

⑦ ［英］G. R . 波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文艺复兴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90 页。

⑧ Eugenio Garin, Italian Humanism:Philosophy and Civic Life in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p.48.

⑨ Martin Brecht, Martin Luther, His Road To Reformation 1483-1521, Philadelphia, 1985, p.43.

⑩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孔祥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58 页。

輥輯訛 Charles G. Nauert, Humanism and the Culture of Renaissance Europe, Cambridge, 1995, p.133.

进 修 资 料62



德的讲义中。“他更多仰赖于人文主义圣经学术

研究和语言学，路德不仅依靠人文主义学到了

旧约希伯来文本知识，还从戴塔普尔·勒费尔

1512 年出版的《保罗书信》（内含希腊文本）和伊

拉斯谟的《新约全书》中获得了希腊文本知识”。①

为此，他自学了希伯来文、希腊文等古典语言，

以求更深刻更透彻地研究圣经和古典作品。路

德在阐释《诗篇》时运用了希伯来文的知识，他

的语言知识和部分诗篇的文本很大程度上都受

益于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约翰内斯·罗伊希

林。在 1513~1515 年关于《诗篇》的第一次演讲

中，路德非常明确地表明他参考了法国人文主

义者勒费弗尔的方法，②这就不得不使他的天主

教信仰有所改变。

路德在隐修期间，苦心研习宗教经典和神

学教义，旨在寻找“蒙神救拔而脱离罪”的道，结

果发现教会传统教义要求人的礼仪和善功等，

都不能使人消除对罪和死的恐惧。1510 年 11

月，路德前往罗马朝圣，耳闻目睹教皇和教士的

言行不一，鲜廉寡耻，生活腐败和买卖圣职等，

路德感到异常失望和愤怒。他认为罗马这群假

基督教徒，是不能得救的。“基督徒愈接近罗马，

就愈变坏。谁第一次去罗马，他去找骗子；第二

次，他染着骗子习气；第三次，他自己就成骗子

了。”“如果有地狱的话，那么罗马便是地狱。”③

罗马成了淫荡之母、堕落温床，是永无止境的罪

恶欲念和贪欲的源泉。他惶恐地认为教皇“已无

法去满足人们要求过直接的天国生活的普遍渴

望了。教会在其神学理论和劝世布道的做法中

只剩下躯壳，不再能给寻找拯救灵魂之途的个

人指出升入天国的道路。”④这是路德对教皇权

威的最初怀疑。路德接着怀疑等级森严的教阶

制度和奢侈繁缛的礼仪制度是否有《圣经》根

据，进而怀疑教会传统鼓吹的律法与善功是否

是称义的必然途径，直到怀疑教皇是否有权代

表上帝。既然在罗马教皇那里没有找到救赎的

确切答案，于是，他转向从人文主义思想中寻找

答案，并逐渐形成“因信称义”的神学观念。

路德重新阐述了“因信称义”这一基督教的

根本救赎论教义，最终奠定了新教改革的思想

基础。据路德回忆，他整日整夜地思索神的公

义，终于有一天看到了神的公义和‘义人必因信

得生’之间的关系。当路德读圣·保罗在《圣经·

新约》的“罗马人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时，发现一

行短句：“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

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

人必因信得生。’”路德顿时明白了，“信仰是我

们意志的实质，它让我们以神圣的本能依赖基

督，最终的结果是它净化了心灵，使我们成为上

帝的孩子，并带来最大的宽恕”。⑤“上帝的道不

是借什么行为所能领受、所能爱慕的，乃是单借

着信”。⑥“善行不能造成善人，善人却行善事；恶

行不能造成恶人，恶人却行恶事”。⑦总是先由好

“质”或好人，然后才有善行，善行是从善人而

来。“这时，我觉得自己得到了重生，穿过一扇敞

开的大门进入了伊甸园”。⑧“义人必因信称义”
的基本信条是“唯有信仰而非善行才能造就真

正的基督徒（义人），并免入地狱。因为只有信仰

基督的人，才会变成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的信

仰，然后才有善良的行为”。⑨路德认为，人能够

摆脱罪的束缚而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在于上

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的笃诚信仰，不在于人的

善行功德如何。这种观念与罗马教会宣扬的“善

行称义”正好相反。后者认为人因善行而称义，

把教会作为神圣的实体，要求人们以服从教会

为“得救”的前提，从而突出教会的神圣至上。所

① 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Oxford, 1985, p.48.
② LewisW. Spitz:Luther and German HumanismⅦ, Variorum, 1996. p.83.
③ 耿淡如：《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年，第 159 页。
④ ［德］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Inter Nationes 出版社，1987 年，第 30 页。
⑤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林纯洁等译，北京：经济出版社，2013 年，第 147 页。
⑥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文选》，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 页。
⑦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第 247 页。
⑧ D. C. Durey, Christ in history, New York, 1979, p.104.
⑨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第 4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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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与天主教教条的根本

区别在于救赎理论。

路德提出以“因信称义”说为核心的新教神

学，“以个人‘自律’的主观内心体验，来凸显人

的自主意志在宗教信仰中的主体地位，彻底否

定了罗马教会作为上帝与信徒之间媒介地位的

合法性，这样将人们的观念从旧的宗教桎梏中

解放出来”。①人文主义精神是将人从传统的人

身依附关系与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

开始从个人自由、平等的角度批判正统神学理

论，重申传统宗教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如果路德

没有研究和翻译《圣经》原文文本，宗教改革可

能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人文学者在莱比锡之

辩后的大力支持，改教运动就无法在其婴幼期

存活；如果没有吸引到诸如梅兰希顿、布塞尔和

加尔文之类的人文主义领袖，改教就不会持续

下去。”②

（二）在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的宗教改革思

想继承并发展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以资产

阶级的人文主义世界观改造封建神学，对传统

的宗教信仰进行批判性的解析与重新诠释，创

造性地在社会大众中完成了新教神学理论的重

构。灵魂获救不仅是信仰时代的标志，也是基督

徒真诚面对自己信仰的关键。“因信称义”原则

是，人只要有真正的信仰，在上帝面前就算为

“义人”，罪恶就得到赦免，灵魂就得到救赎，这

一恩典获得的过程不需要人的行为，因为“义”

若是借着律法获得，那么基督耶稣就是徒然死

了。上帝在尘世留下的“恩典”，体现了上帝的公

义，是以基督之爱使人类获得救赎。既然是出于

恩典，就不能以行动为基准，否则，恩典就不再

是恩典了。

“因信称义”说将矛头直指赎罪券问题，反

对罗马教廷奉行的“善行称义”说。由于德国皇

权衰落和诸侯专权，德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

罗马教会势力在德国非常猖獗。在德意志人看

来，罗马教廷已是罪恶的源薮。如帝国官员不能

独自提出议案，必须与教皇代表协商共同提出。③

卖官鬻爵的主要中心是教皇的宫廷。1483 年，靠

贿赂上台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将教廷大臣从 6 位

增至 24 位，每位价 2400 佛罗林；后来冗官越设

越多，价钱越来越高。④教皇为填满自己的财库，

为应付奢侈生活的巨大开支，1500 年、1501 年、

1504 年和 1509 年都在德意志征收赎罪税，到

1517 年又开始征收赎罪税。赎罪券是一项大宗

收入的来源，任何妨碍它出售的事情将导致罗

马教廷财政困难。教皇利奥十世在他的“教皇职

位任期内”挥霍无度，中饱私囊。“他的总收入达

40 万到 50 万杜尔特，但他在乌尔比诺公爵领地

的战争就用掉 70 万杜尔特，在罗马（1514 年）盛

宴他的弟弟朱利安和新娘花了 5 万杜尔特，为他

的侄子洛伦佐结婚（1518 年）又用去 30 多万。”⑤

罗马和德意志都出现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呼声。

但教廷却力促百姓相信，只要购买一份教皇的赎

罪券，即使不真心忏悔，也可以保证免受惩罚。于

是，1517 年 10 月 30 日，路德对善行中的赎罪券

的效力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将《关于赎罪券效能

的辩论》（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腾堡大教堂的门

前，以辩论的形式反驳赎罪券可以免除一切临时

的罪过，并否认教皇对炼狱的管辖权。
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提出：“赎罪”的

核心是教徒自己进行思想和行为的悔过，而不

是向神父认罪；人若无内心的忏悔，只进行肉身

的苦修和禁欲是毫无意义。靠所谓“积累功德”

来赎罪，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赎罪券仅仅能免

除教会的惩罚，不能免除上帝所加的惩罚，赦免

罪过之权仅仅属于上帝自己；得到上帝的真正

悔改的基督教徒无需赎罪券赦免，基督要求每

一个人做这种真正的悔改。针对路德关于教皇

赎罪权利的反驳，教廷神学家声明，作为教会的

首脑，罗马教皇在信仰事务上具有最高权威；同

时宣称，教皇通过赎罪券有权赦免人的罪过，罗

马教会受圣灵指引，永远不会有错。对此，路德

反驳说，教会的首脑是基督，教皇处在基督之

① 孟广林：《欧洲文艺复兴史·哲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26 页。
② Alister. E. 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Oxford, 1985, p.52.
③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29 页。
④⑤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孔祥民等译，第 16、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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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况且流传甚广的东正教至今仍否认罗马教

会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罗马教皇权不是神授的，

而是人为的，它半点也没想到上帝和信仰；《圣

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因为所有的人承认它是

神的话语；阅读、解释及理解《圣经》是每一个基

督徒的权利和能力，是信徒个人心灵的事情，任

何其他人包括教皇在内都无权也无力介入。关

于路德将教皇置于《圣经》的约束之中，教廷神

学家声明，《圣经》只是在教皇和教会的确认下

才具有效能和约束力。因为《圣经》不是自始就

有的，也不是信仰的全部，《圣经》需要同一的理

解、同一的解释和同一的补充，所以，《圣经》在

信仰中的权威次于教皇和教会。路德接着反驳

说，《圣经》的语言是最明白不过的，经文包含的

是最单纯、明白而清晰的意思；《圣经》以自身展

示自身，或者自己证明自己。在《九十五条论纲》

中路德公然说贩卖赎罪券“犯了错误”和违背基

督教的“道理”，从而极大地破除了人们迷信教会

和教皇的僵化思想，促进了思想解放。《九十五条

论纲》其实是攻击了整个教会制度。

此时，路德无意与教廷分庭抗礼，而他的所

作所为只不过是受信仰的驱使罢了，正如他自

己所说的：“我只是想去维持教会的权威和增强

对于教义的敬意。”①但是他公开站出来质疑赎

罪券效能的问题，无疑是对教廷和教皇所享有

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权威的直接挑战。由于德

意志长期饱受教皇压榨，每年被罗马教会搜刮

走的钱财不计其数，因而获得了“教皇的奶牛”

的绰号。对于这次声势浩大的兜售赎罪券的活

动，有识之士认为这是罗马吸血鬼打着宗教的

旗号实施敲诈勒索。“路德对教皇权的挑战在德

国人尽皆知，它表达了帝国中普遍存在的与罗

马教皇之间的距离感。”②路德的檄文道出了德

意志各阶层的心声，宣泄了他们长期压抑的不

满情绪，获得了他们的热烈拥护和襄助，深入人

心，应者云集，因而不但兜售活动大受打击，而

且虔诚的宗教信徒与腐败的罗马教廷、德意志

民族与教皇的矛盾也由此激化，激起了德意志

民族的反教廷风潮，揭开了 16 世纪西欧宗教改

革的序幕。
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从马丁·路德与罗

马教廷之间的神学争辩开始的。实际上在路德

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时，他的基本神

学观点已经确立。“1517 年至 1521 年间，他的观

点发展为对传统神学的全面对抗。到了 1521
年，路德的新教神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③1537

年 2 月，在施马加登召开德意志诸侯和神学家

大会，路德应萨克森选侯请求，为会议准备信

条。路德提出“会议必须是自由的，而非教皇控

制的”；“会议的判断必须以圣经，而非以教皇的

权威为依据”；“会议应在德意志境内召开”等，

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施马加登信条》是路德宗脱

离罗马天主教的正式宣言。④基督路德宗主要教

义是：“因信称义”观，信徒只要信仰基督就可得

救，这也成为新教各宗的理论基础；《圣经》是信

仰的最高权威和准则，以此否认教皇的权威；

“平信徒皆为祭司”，反对教阶制，这反映了资产

阶级的平等要求；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

义”，提倡改良教育和法律；提倡“君权神授”，建

立廉俭的民族教会，只承认洗礼和圣餐礼，主张

把宗教管理权交给新教诸侯。

1520 年 8 月至 10 月，路德相继发表了《致

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

囚》和《论基督教的自由》，这三篇著作成为路德

领导德国人民进行宗教改革的具体纲领。在反

对罗马教廷权威，否定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

及教会对于道德生活加以限制的圣礼形式方

面，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与人文主义有着时代

① 朱孝远、曹维劲：《文艺复兴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年，第 155 页。
② ［美］温克、汪德尔：《牛津欧洲史：1350———1650 年：进入世界视野》（第 1 卷），吴舒屏，张良福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09 年，第 203 页。
③ ［美］胡斯都·L. 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卷），陈泽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年，第 33 页。
④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等译，第 391 页。

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的

人文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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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的内在联系，“他们在否定一种传统信仰和

虔诚的思想体系中祈求信仰的权利，确实和文

艺复兴倾向完全一致”。①路德提出的以“因信称

义”说为理论基础的一整套新教神学理论，唤醒

了人们的积极进取和创新精神，是欧洲新兴资产

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在宗

教信仰中体现了时代需求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提出“唯信《圣经》”原则

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认

为，罗马教廷长期统治着欧洲的权力，使别人不

能改革他们，主要依靠三层城墙：“宗教权力”高

于国王和诸侯的世俗权力，“除教皇外任何人无

权解释圣经”的思想和“除罗马主教外任何人无

权召开宗教大会”的观念。对此三层城墙，路德

开始去摧毁它们。真正的“宗教等级”是信奉基

督耶稣的全体教徒，他们都是上帝和基督的教

士，全体信徒皆教士，一个皮匠与一个主教一样

同属于“宗教等级”。教士与俗人的区别是职务

的不同。如果一位教皇、主教或教士不认真完成

他的分内工作，就应该受到惩罚，对世俗统治者

来说也是如此。路德终于摧毁了第一个也是最

难攻克的一个城墙。既然基督教徒都是教士，能

辨别信仰上的正确与错误，所以说“只有教皇有

权解释圣经”是杜撰的无稽之谈。圣经对所有的

人都是敞开着的，它能为具有基督思想和虚心

寻求启迪而向上帝之道请教的一切真正信徒所

理解。这样，第二道墙也坍塌了，接着第三道城

墙跟着倒塌了。《圣经》根本没有赋予教皇召开

或认可宗教会议的权利，这仅仅是教会法规定

的。古时候没有教皇，宗教会议由众使徒和众长

老召开，后来，许多重要的宗教会议，如尼西亚

会议，是由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批准召开的。这些

会议并没有被视为异端。如果我们弟兄犯了过

错，我们就应当告诉教会；如果教皇经常犯错

误，我们单凭圣经所说就能召开宗教会议。②因

此“教皇既不是不会犯错，也不是解释圣经的唯

一的、最终的权威”。③152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

路德在维藤堡当众亲手将教皇开除其教籍的训

谕掷入火中，同时把一些教会规条及经院神学

的一些书籍，也投入火里。他以此举显示其与教

廷分道扬镳的坚定决心，也是对罗马教会的教

规及阿奎那神学权威力量的抗拒和否定。几天

后，路德说：“这样做非常必要，教皇制及其全部

教义和可恶的东西都应当统统烧掉。”④

路德宣称教皇制度必受诅咒、谴责和摧毁。

在《论罗马教皇权》一文中，路德对教皇制的猛

烈抨击可谓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说教皇和红

衣主教是上帝和人类的敌人，是无可救药的恶

棍，是基督教世界的毁坏者，罗马教廷是魔鬼的

藏身之处。教皇的言行必须受圣经的判断，否则

他就是“敌基督者”。真正的反基督者正坐在神

殿中，且统治着罗马。“教皇是借着亵渎、撒谎、
抢夺、捆绑和杀戮等手段才确立了无限权力。”⑤

并宣布教皇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自教权产生

以来，没有人能证明教皇权发生了任何良好的

或有益的结果，除蹂躏全教会以外，毫无成就，

因为它不执行任何基督教的职分。“到目前为

止，罗马教会已变成了最放荡的盗贼巢窟、最无

耻的妓院、罪恶的王国。罗马聚集着世界上最邪

恶的家伙”。“想过神圣生活的人啊，离开罗马

吧，那里污秽不堪，纯洁之人难以容身。”⑥

在否定教皇至上论同时，路德提出了“唯信

《圣经》”原则。在路德看来，“人们没有义务相信

《圣经》之外的东西”，⑦呼吁基督徒与《圣经》的

直接联系。人对上帝的真正信仰来源于《圣经》，

它是人们信仰的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圣权威，

能够为处于迷茫与彷徨之中的人们树立对上帝

的信仰，开启一条获得上帝救赎的道路。因此，

① B.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80, p.6.

②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等译，第 111~114 页。

③ ［美］詹姆斯·基特尔森：《改教家路德》，李瑞萍，郑小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93 页。

④ ［德］兰克：《德国宗教改革史》，第 220 页。

⑤ Martin Luther, Against the Roman Papacy An Institution of the Devil Luther’s works．V41, New York,1966, p.340.

⑥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林纯洁等译，第 379 页。

⑦ Martin Luther, D. Martin Luthers Werke, Weimar: Verlag Hermann B觟hlaus,1925, p.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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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信徒都应当直接阅读《圣经》，对圣经中的

“上帝之道”作深刻的自我领悟，任何人都无权剥

夺他人对《圣经》的信仰权利。“我充分信赖上帝，

自信能与上帝交往，并深信不疑上帝肯定会按照

对他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不能生死，完全信赖上

帝，这才是唯一可以造就出一个基督徒的这种

信。”①1521 年，他在沃尔姆斯会议上坚定地宣

称：“除非用《圣经》里的明证或清晰的理性说服

我（我不能唯独信任教宗和宗教议会的权威，因

为众所周知，他们经常犯错并且彼此矛盾），因我

被自己所援引的《圣经》所束缚，我的良心受上帝

之道所左右，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销任何东西，

由于违心之事既不安全，也不适当。我别无选择，

这就是我的立场。”②“路德将《圣经》的权威性置

于教皇权威之上，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反叛，而且

是革命。”“到 1521 年夏天，路德既是一个被逐出

教会之人，同时也是丧失公权者。”③但是《圣经》

给予 16 世纪的世俗人士一种权威，让他们可以

借此来批评教会，特别是教皇。

“人类思想解放和精神领域内绝对权力的

废黜是路德宗教改革本质特征。”④“因信称义”

的观点反驳了“只有教皇才有解释《圣经》权利”

的谬论，否定了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和世俗世界

的最高权威，否定了僧侣和教会的中介作用，动

摇了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础，强调了《圣

经》的首要地位，具有极其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

性，所以马克思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

恢复了信仰的权威。”⑤“在 16 世纪，《圣经》已经

成为一部革命性的贡献，因为木匠、农民、城乡

雇工、富人和穷人都信仰《圣经》，以此来告诉他

们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如何崇拜上帝。”⑥

《圣经》将耶稣带进了家庭、带进了作坊，带进了

各类欧洲人的日常生活。

（二）提倡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

路德的著名论断是：“基督徒是世界上最自

由的主人，完全不隶属于任何人，基督徒是世界

上最受役使的仆人，全然服从于所有人。”即基

督使得基督徒成为万事万物的主人，同时也使

得基督徒成为万事万物的奴仆。一个在上帝面

前得救的人，他的灵魂是绝对自由的，因为天上

地下再没有权力可以伤害他，这是他与上帝个

人的关系，一切保证来自上帝。另一方面，因为

基督爱人的缘故，他甘愿效法基督，做众人的仆

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行善避恶；”“人靠自己

本来的力量，能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能爱邻如

己；人若尽自己所能去行，上帝必将他的恩典赐

给他”。⑦人的自由意志源自造物主的恩典赐予，

而罗马教皇以权威的形式将个人的意志强加给

全体，是背离上帝恩典的行为，最后也将与恩典

无缘。“我渴望自由，不愿成为任何权威的奴隶，

不论这个权威是长老会还是其他权威机构———
是神学院，或者教皇”。⑧路德指责教皇，“如果教

皇不废除他们的法律和传统，教导自由，那么他

们要对所有在痛苦的奴役中灭亡的灵魂负责，

罗马教廷便与巴比伦王国和敌基督本身无异”。⑨

路德承认人类有一种自由意志，“但它是用

来挤牛奶、盖房子等，而干不了更多的”。⑩人们

应该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自由。第一，“如果你

不吃肉有害健康，或者如果你在生病，那么你就

可以吃你所喜欢吃的，如果有人不高兴，就让他

不高兴好了。尽管全世界都不高兴，你也不算犯

罪，因为从上帝施恩给了你这种自由，又从你的

健康有非吃肉不可的需要而言，上帝能够赦免

你”。第二，“假如教皇或别人强迫我照他所规定

的，戴修道士头巾，那么我一定要除去头巾去烦

恼他，因为我既有自由选择权，我就随意戴与不

① ［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册），孔祥明译，第 368 页。
② 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路德文集》（第 1 卷），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年，第 597 页。
③⑥ ［美］温克、汪德尔：《牛津欧洲史：1350—1650 年：进入世界视野》（第 1 卷），吴舒屏，张良福译，第 199、193~194 页。
④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223 页。
⑤ ［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61 页。
⑦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等译，第 402~403 页。
⑧ ［法］吕西安·费弗尔：《马丁·路德的时运》，王永环、肖华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115 页。
⑨ ［美］詹姆斯·基特尔森：《改教家路德》，李瑞萍、郑小瑞译，第 107 页。
⑩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林纯洁等译，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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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你对于其他一切自由的事，也要这样行”。

“对于上帝给你的自由不要放弃”。①路德提倡个

性自由受到了人文主义者的肯定。“所有基督徒

都是世俗国家的自由人，除职位不同之外，没有

任何差别，所有人均可就职牧师和主教，都有阅

读《圣经》的权利等，这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主义，

为路德赢得了不少学者和人文主义者的支持。”②

与罗马教会宣扬的“善行称义”相比，“因信

称义”在本质上是个性自由思想的觉醒。“路德

宗教改革是一次人类心灵追求自由的运动，是

一次人们要求独立思考和判断迄今欧洲从权威

方面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和思想运动。”③

“因信称义”强调信仰的作用，只要虔诚信仰就

可以与上帝沟通，最终获得上帝的救赎，事实上

剥夺了教会和高级教士作为上帝恩慈的中间人

的特殊地位，使人摆脱了各种教规和繁琐的仪

式，把人从天主教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给

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在现实社会，表现为靠自

己的努力和才能的展示去获得成功，无论是赢

得荣誉和地位，还是获得财富，一切都要依靠自

身的力量，通过个人的奋斗来达成。这种思想符

合资产阶级的伦理观，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的，“为自由的

斗争是从宗教问题上开始的，也是在宗教问题

上得到一个几乎彻底的胜利”。④

路德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在

《论基督教的自由》一文中，路德认为基督徒是

自由的，首先，基督徒在精神方面是自由的，他

们只服从于上帝，而不用服从于世俗秩序。其

次，现世的基督徒还具有“肉体”属性，他需要服

从世俗权威，可以当兵，可以嫁娶，可以过任何

世俗生活。路德认为婚姻应由世俗政府管辖，

“在任何情况下牧师都不要对婚姻的问题进行

干涉”。⑤“撒旦是婚姻的敌人，因为婚姻之外放纵

性欲的人最容易受制于撒旦”。⑥他鼓励那些不愿

意继续修道的修士和修女还俗，离开修道院，过

世俗的生活。1525 年路德和一个还俗修女凯瑟

琳·冯·波拉结婚，婚后他们生活很幸福。路德概

括他结婚的理由是：让众天使欢笑，使教皇受羞

辱，令魔鬼难堪和哭泣，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

路德的婚姻观是：男女的身体都是上帝的创

造，上帝要求人生养，而生养必须允许男女结合。
强迫人独身只会令撒旦有机可乘，让人陷入罪恶

和奸淫之中，而婚姻可以满足欲望和生育后代，

防止人因受情欲折磨而犯罪。路德认为结婚不是

一项圣礼，因为基督并未答应在婚礼中加入神圣

的简短祈祷文。因此，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婚

姻，应该不予禁止。“上帝所创造无信仰的男人和

女人，就和圣彼德、圣保罗或圣露西一样多。”⑦

“一个人是否应该结婚，男女修道是否应该离开

修道院，这些事都任人自由取舍，任何人不得禁

止，因为那是违反上帝意旨的。”“任何神甫，若不

能控制肉体的欲望，就应该结婚，籍以解除良心

的负担。”⑧在他的提倡下，不少修士、修女离开了

修道院，恢复了自由身，开始了新的生活。

路德宗教信仰的精神实质就是建立一种在

信仰之上的自由原则：“这个基督教的自由原则

被最初表达出来，并且被带进了人的真正意识

中。”⑨路德从人性出发，提出信徒皆有天职，否

定了修士作为上帝召唤的天职，提倡神职人员

和普通信徒都应结婚以参与上帝的创世秩序，

废除了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度。“伟大的革命是在

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才出现的，”“从路德开始才

有了精神自由。”⑩

（三）坚持平等思想，否定天主教的教阶制

坚持信徒之间平等的原则是路德“平信徒

①⑧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等译，第 282~283、278 页。

② ［法］吕西安·费弗尔：《马丁·路德的时运》，王永环、肖华锋译，109 页。

③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219 页。

④ ［英］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13 页。

⑤ Martin Luther, The Table Talk of Martin Luthe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Hazlitt. London: G. Dell & Sons ,Ltd,. 1911, p.306.

⑥ Paul Althaus, The Ethics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2, p.87.

⑦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第 440 页。

⑨⑩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379、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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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祭司”教义的内在要求。教会为了维护其最

高统治，把教会的神职人员看作“属灵等级”，而

把国家的官员和一般教徒看作“世俗等级”，认

为前者高于后者。路德认为教会神职人员和国

家官吏、一般教徒在等级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

“属灵阶层”。“在上帝面前，只要信他，人人都是

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祭司和信徒之间的

区分在于职务和工作的不同，而不在于身份的

不同”，①因为“每位基督徒经过洗礼后都是教

士，都有权力按个人看法解释《圣经》”。②同时路

德否定了教会的中介作用，只要信基督，人人都

是祭司与君主，人人都是教士，教士是会众选出

来的奴仆，是服侍会众的精神需要。凭借信仰，

和上帝联合，借助爱心，和邻人相连，所以每一

位深具信心的基督徒便是教士。在必要的时候，

任何人都可以履行教士的职权，甚至为忏悔者

赦罪。

上帝是依人的信来进行审判，公义给予回

报，希望众人得到拯救，不因人而异，体现了上

帝的“众生平等”思想。在上帝面前，一切工作都

是以信仰为标准。如果一个修士或牧师，对上帝

没有信心，他的工作本身比一个愿意信靠上帝

的男仆或女佣更不如。路德宣称，人与神并非对

立，承蒙神恩，通过信仰，基督徒拥有足够的自

由并获得拯救，因此“人做工作的主旨在于让神

高兴”。③路德晚期在教会的威望仍很高，但他反

对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教会：“我首先恳求

人们不要以我的名字来命名，不要自称路德信

徒，还是称作基督徒好。路德算什么？教义又不

是我创立的。我也没有为谁上过十字架。”④路德

坚决反对树立任何人和思想的权威的目的在于

维护“因信称义”的权威，使人人能感受到在上

帝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这也有利于新教神学更

加世俗化和大众化。

“路德所说的最伟大的话，就是所有基督徒

都既是教士，又是国王的臣民。”⑤从此“不再有

教士和凡人的分别，没有一个阶级占有着真理

的内容”，这是资产阶级平等思想的反映。所以，

马克思说路德的“平信徒皆祭司”教义提高了尘

世职业的地位，“如此赋予世俗职业生活以道德

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

远的一大成就”。⑥他将原始民主、平等的观念引

入新的教会组织之中，提倡每个信徒都具有真

正教士资格，否定了正统教会的教阶制，把阻碍

西欧心灵发展的老一代权威及传统粉碎了，将

世俗原则引入宗教，解放了人们思想和宗教观

念，使神职人员与社会生活普遍地结合起来，为

新教传播提供了便捷路径。

（四）肯定和颂扬人的价值和能力，重视现

世生活

路德宗教改革学说的出发点是人，是以人

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

的灵魂获救，帮助人如何摆脱焦虑、恐惧、虚无

和绝望，获得救赎，因为上帝创造了人，“上帝的

存在不是用来惩处世人，而是为了拯救世人”。⑦

由于人的“信”而建立了上帝与人的直接联系，

恢复了人在上帝面前的尊严，极大地提高人的

地位，使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而不是消

极地对待自己的命运，这和中世纪宣扬人是卑

微的、低下的，在神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说教完

全不同，在这里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和颂扬，人

所从事的活动具有意义。基督徒拥有健康的身

体，才能劳动和积蓄财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因为保罗为基督徒的生活规定了一个标准，

那就是我们的所有作为都是直接为他人谋幸福。

正如路德所说，“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一个君

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并未曾创造君主，神唯有

创造人，使得我成为一个人”，⑧这表达了路德作

① J. M. Porter, Luther-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Philadelphia, 1974, p.4.
②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第 438、468 页。
③ B. M. G. Reardon, Religious Thought in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1980, p.58.
④ ［联邦德国］汉斯·李叶：《路德传》，华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106 页。
⑤ ［德］威廉·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上册），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6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 页。
⑦ A·E·McGrath, 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Oxford, 1985, p.119.
⑧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7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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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人的骄傲和自豪感，同时将人的地位事实

上提高到与上帝同等的位置，将人们的目光从彼

世转向今世，重视现世生活。

路德所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系欲将全部

生活委诸于神学，却无心地促进了人们日常生

活的世俗化。路德深信，世俗的事业是蒙上帝

的召命，“个人应当永远安守上帝给他安排的

身份、地位和职业，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

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①人工作的目的是维

持上帝的创造，一个结婚的人必须工作以维持

家庭的开支；工作的意义只在显示出我们是否

完成上帝交付的责任。只要遵从上帝的旨意，

在上帝所赐的岗位上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的

工作就是成圣的工作。没有上帝的恩典，人的

努力将会一无所获；人不工作，纵有上帝恩典

也会饿死。人尽本分又依靠上帝的恩典，这样，

人工作成功不会骄傲，人工作失败也不会气

馁。人努力工作视为获取上帝的恩典，工作便

可以安然入睡，有了喜乐和创意。工作最能体

现时代的同在，因为上帝在人的工作中供应人

所需要的一切。当然，上帝并不要求人不止息

的工作，休息也是上帝的命令之一，安息日的

目的是让人敬拜上帝。②无论工作或休息，上帝

都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因信称义”说肯定了人的信仰在得救中的

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自信，鼓励人们积极进取，

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从而使人的潜能

得到发挥，这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

期所表现出的独立意识和大胆进取精神。总之，

路德把得救的根据从外在的善功转变为内在的

信仰，用《圣经》的权威取代了教会的权威，用平

民信徒的自由联合颠覆了罗马教皇的专制统治，

使神圣性直接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五）提倡“君权神授”论，构建廉俭的民族

教会

作为一位宗教改革家，路德强调的是信徒

对宗教的内在体验与信仰自由。为了扫除罗马

天主教神权对宗教改革的阻碍，解决树立新教

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改革主旨的“异端邪说”，仅

仅依靠争论的方式常常解决不了问题，还需要

世俗政权的支持。因此，路德提倡“君权神授”

论，否定教会的教权至上论，并对世俗政权的合

法性进行充分论证。1523 年 3 月，路德发表《论

世俗政权：对世俗政权服从的限度》，论述教会

和世俗政权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以及如何运用

世俗政权的权力。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都是上

帝创立的，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和命令；一个产

生虔诚，另一个维持治安、防止作恶；上帝设立

“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都是合法的与神圣

的。“上帝之国”以基督为领袖，充满着上帝的仁

慈与宽恕、信徒之间的爱与平等；“世界之国”则

充满混乱与无序的现世社会，由上帝授权的世

俗政府加以控制。“上帝在人间设立世俗政府是

因为世界邪恶，非有世俗政府和刀剑不可，政府

是赏善罚恶的工具，把剑赐予皇帝是用来惩罚

盗贼、谋杀者、无知者以及不敬畏上帝的行为，

目的是防止不敬畏上帝的人陷于罪恶的和有害

的动机中。我们的主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意志，也

表明了什么是应该被惩罚的”。③所以世俗政府

不只是为了法律和权力规则而存在，而更多的

是为了主的权威而存在。另外，路德竭力主张

“世俗权力”高于并可支配宗教神权，认为这是

统治这个现实世界的唯一合法权力：“既然世俗

权力是神确立的，用于惩罚恶人和保护善人，那

么，让它在整个基督教会去自由地履行自己的

使命吧！根本无需过问它是否反对教皇、主教、

神父、修士、修女或者别的什么人”。④路德还声

称，既然世俗统治者掌管上帝授予的权力之

“剑”，那么，无论政府的所作所为如何，基督徒

都不应反对，更不能用暴力去反对统治者。

事实证明，路德提倡“君权神授”论是成功

的。如果没有世俗政府的王权扶持和推动，没有

①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年，第 63 页。

② Paul Althaus, The Ethics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2, pp.102~104.

③ ［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桌边谈话录》，林纯洁等译，第 320~321 页。

④ ［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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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选侯对他的全力保护，路德的改教可能

是神学思潮的风云翻卷，以“异端邪说”之名最

后身败名裂。“当某一特定的宗教支持某一特

定的政治团体时，宗教感情就和爱国情感相互

强化。在萨克森选帝侯的保护下，他成为一名

民族英雄”。①正如有的学者称“路德新神学完成

了一次革命：它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

还给恺撒”。②因此，路德开创了新教教会与国

家政权在世俗事务上的合作典范，一举完成千

年之久的政教合一政治的转型，其影响和意义

至今不衰。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想有利于民族

国家的发展。

路德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一样，都

强调爱国主义思想和捍卫民族利益。1520 年 8

月，路德用德语撰写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

书》，其中心问题是争取实现德国的独立。路德

痛斥罗马教廷利用德国的分裂，每年从德意志

搜刮的现金达 30 万古尔登以上，而德意志人得

到的只有侮辱和轻视。意大利的财富也被罗马

吸干，弄得城市衰败，土地荒凉，人口减少。“当

时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在那里，王权和那时

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根本不存在，

或者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

志”。③“罗马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偷和强盗，

而竟然享有以基督和圣彼得的神圣之名！”④德

意志人为什么要容忍罗马教皇对自己的财产这

样掠夺和榨取呢？法兰西王国已防止了这等事，

为什么德意志民族还要继续忍受呢？路德高呼，

世俗政府应效法基督以服务大众为首务。“此时

此地，德意志民族，他的主教们和王侯们应当把

自己看作基督徒。他们应当为了被托付给他们

的人民在物质上和属灵上的益处，治理和保护

人民，使人民脱离那些披着羊皮、伪装成牧人和

统治者的狼的掳掠”。⑤如果德意志民族利用他

们的力量，在一个君主之下统一起来，那将是不

可战胜的。因为在那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

是进步的因素，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

民族。并敦促德意志王公贵族使用暴力，把教皇

使者驱逐出德意志，实现德意志的民族独立。这

已经不是一个单以教皇为对手的神学教义的争

执，而是为德意志民族利益反对民族之敌的政

治斗争，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在强大王权的

保护下求得自身发展的反映。

路德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改革计划：德意志

的贵族应该起来反对教皇，从此不准任何俸禄

再落入罗马，以后一切委任都不得从罗马领受，

所有的教职都应该脱离那暴虐的教皇，要恢复

地方主教的职权。如果有“佞臣”从罗马来，应该

严格命令他离开，否则他就当跳到莱茵河或其

他最近的河中，连罗马的逐出教会令和其他印

信也要在河里来一个冷浴。完全废除高居于国

家权力之上的教皇权力；让日耳曼教士脱离对

罗马的臣服，建立德意志的民族教会，民族的宗

教会议是德国的最高上诉法院；凡属世俗的事

都不应该送到罗马判决，只应由世俗当局处理

等。⑥为了保证教会脱离罗马，教会职位不应由

外国人担任，不向教廷纳税；不受教廷管辖；可

以分享教会财产。虽然“在当时的地图上还没有

德国，可是有日耳曼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也

是一个民族”。⑦

路德主张建立廉俭的民族教会，用民族语

言进行祈祷。为了能够亲自阅读《圣经》，实现普

通教徒直接与上帝交往的目的，基督徒必须接

受教育。1524 年，路德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

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一文中阐述了他的国家办

学和普及义务教育等思想观点。由于“平信徒皆

① ［美］温克、汪德尔：《牛津欧洲史：1350—1650 年：进入世界视野》（第 1 卷），吴舒屏，张良福译，第 246 页。

② 朱孝远：《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年，第 233 页。

③ ［德］弗·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25 页。

④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第 438 页。

⑤ Martin Luther, Luther’sWorks.44 vols. 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 1955- 1986, p.142.

⑥ ［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徐庆誉、汤清等译，第 125~135 页。

⑦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上），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第 4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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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祭司”教义的内在要求，女孩应该同男孩一

样，必须接受教育；教育必须由国家负责举办，

任命教师，保障经费，提供良好的学校和图书

馆；国家、教会及家庭都要负起对儿童强迫义务

教育的责任和义务等。1526 年路德编写德文《教

义手册》，1529 年编订了两种教义问答书，并大

力简化宗教仪式，仅保留了七大圣礼中最重要

的洗礼和圣餐礼，这些事件大大推动了新教会

的民族化。“宗教仪式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因人

们的堕落和忽视上帝之道的明确教诲，这些仪

式便不是有助于而是妨碍心灵的真正成长，就

应该予以废除”。①在《论基督教的自由》中路德

甚至提出，即使没有圣礼，信心也能救人的主

张。路德还积极致力于发展本民族语言，使民族

语信徒能够各自去理解经文，以践行他的“因信

称义”“平信徒皆为祭司”的信条。路德在 1534

年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德文并出版。路德的《圣

经》译本受到德国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不仅使

罗马教会从此失去了垄断《圣经》的特权，而且

为德国的语言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加快

了宗教改革运动的进程。路德试图通过构建廉

俭的民族教会，来消除罗马教廷的大一统神权

政治对世俗政权的钳制，维护德意志的民族利

益，促进德意志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这符合近

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

综上所述，路德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也

是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破除了对教皇和

宗教会议的信仰，开创了精神的自由和平等的

风气，简化了宗教生活，使得普通信众的职业、

家庭生活等世俗活动都充满了神圣意味，同时

也将饱受外在的、形式化的清规戒律限制的神

职人员解放出来。“路德的宗教改革学说中体现

了自由、平等观的个人主义，无疑是针对中古教

会对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抑制所提出的恢复

人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要求在宗教领域

中的反映”。②

虽然西欧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试图用人性

关怀和现世幸福来冲淡基督教信仰的禁欲色彩

和天国理想，但是它没有触动罗马天主教会的

专制统治和现实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

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必须从宗教改革开始。正

如马克思所说“对于完全由宗教培养起来的群

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

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③尽管路德的宗

教改革与新教学说固然有排斥人的理性价值，

但“却培育了批评、探究和独立思考的人文精

神。”④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路德发起的宗教改

革运动是一场革命，开创了西方近代社会的真

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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