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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改革百年

纪念时印行的

宣传画 ! 正在

维滕贝格教堂

门口刻写论纲

的路德"

不容小觑的是! 籍由这次
!""

周年纪念! 德国官方自二
战以后! 首次彰显出在文化思
想上溯源"寻根的趋势#我们知
道!由于历史原因!自从二战以
后! 德国人在构建统一的民族
认同问题上小心翼翼" 如履薄
冰! 此次如此大规模地从近代
早期寻找精神文化的源头 !让
人不由深思! 这是某种意义上
尝试重塑民族认同吗$ 或者这
也是一种针对欧洲危机的应对
策略$ 或者德国是在努力尝试
以基督教新教精神为核心 !领
导和强化统一的欧洲认同$ 正
如这次周年纪念! 新教和天主
教将缓和与对话作为中心议
题!而这是一百年前所没有的#

回过头来! 欧洲危机最主要的
问题何在$ 重塑统一的欧洲认
同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这段
历史以及新教思想又能为解决
这些问题带来哪些启示呢$

欧洲的危机及其应

对策略

近几年来!伴随着中东%北
非难民的涌入! 欧洲的问题开
始凸显!辉煌了数百年的欧洲!

在动荡的现代局势中似乎有一
些进退失据& 关于种族%宗教%

人口的讨论和冲突在欧洲已经
成为了日常话题! 而欧洲的未
来! 不仅因为欧洲大国内部千
百年来的博弈而混乱! 更在面
临巨大的外部撕扯& 亨廷顿在
上个世纪末提出'文明冲突(理
论! 今日虽未到兵戎相见的地
步!但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接
触与碰撞! 也成为时代的大潮
流! 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
现稳定和平发展的秩序建设 !

尤其是如何应对眼下最具挑战
的难民危机! 恐怕是德国当前
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

对话% 自由与宽容成为思想界

的主流#基于当下的问题!理论
先行! 学者们怀着浓厚的现实
关怀在理论上首先尝试发声#

主流观点强调包容与共
存! 提倡民众对于不同的宗教
与文化持包容态度# 欧洲思想
界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学者
#$%&'( )*++,

在 他 的 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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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对此做出
分析!并提出社会

8

政治的认同
必不可少! 也即在此过程中世
俗力量的介入也是必不可少 &

对于
!""

年前的基督教教派 !

需要学习的是尊重彼此的教派
选择!包容这种多样性!并在此
基础上逐渐建立自由的个体的
思想& 这是一种根本上的价值
观念的改变! 并由此推动了政
治" 社会与文化领域乃至整个
时代的共同转变& 其中最根本
的就是人的尊严被放到至上
的地位 !在这一点上 !没有任
何一种宗教是它的源头& 这点
成为现代世俗化社会的意识形
态准则& 以彼时的教派多元化
应对今日更广义的多元化 !以
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

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与教训 !正
是此次纪念如此盛大的一点内
在原因&

与此同时! 保守主义派的
学者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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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欧洲十位保守
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因为对
欧洲政治" 文化和社会时局尤
其是对欧洲精神的共同关切而
走到一起! 以九种语言同时发
布一份联署 +一个我们能够信
靠的欧洲,)+巴黎声明,*!表达
了他们对目前欧洲危机的看
法! 以及对欧洲未来的原则性
构想&这种声音的出现!及其或
沉寂或喧哗的后续效应! 都折
射出了欧洲思想与政治的复杂
局面与前景&

他们认为欧洲正在幻相 "

自欺与扭曲的意识形态中 !把
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 正
如文中的表达-'虚假的欧洲把

自己歌颂为一个普世共同体的
先驱!但事实上!它既谈不上普
世!更称不上是一个共同体&他
们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
的迷信! 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
边! 没有能力去承认他们建构
的 .后民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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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
存在着各种缺陷& (因此!这些
作者们提倡捍卫真实的欧洲 &

他们的倡议本文提要如下-

!

! 基督教根基滋养着欧洲"

真正的欧洲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平

等尊严#无论性别$等级或是种族"

这也是从基督教的根基中生长出

来的" 正如基督教今日的遗产%公

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基

督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基督教会

普世的精神帝国为欧洲提供了文

化上的统一性"

"

! 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并不

矛盾"保守主义者们认为民族国家

是欧洲的标志#真实的欧洲是欧

洲各国族的共同体#拥有各自的语

言$传统和边界#但仍然承认相互

间的亲缘关系#即使身陷分歧甚至

战争" 这种多元一体是欧洲特质#

弥足珍贵"过去的历史确证了欧洲

作为一种正当意义上的世界级文

明的深度和力量"他们并不谋求帝

国式的强加于人的大一统" 相反#

欧洲的世界主义认为#对国家的热

爱和公民的忠诚可以扩展到一个

更广阔的世界"欧洲的理想是团结

一致#它基于对同一种法律体系的

认同#该体系审慎节制#适用于所

有欧洲民族"

#

!民粹主义应该被介入"由于

所谓&民粹主义'的兴起#今天的欧

洲存在很大的焦虑"保守主义者认

为#欧洲需要依赖她传统的深刻智

慧#而不是依靠简单化的口号和分

裂的情感诉求" 在新的政治现象

中#许多&民粹主义'都代表一种对

虚假欧洲之暴政的有益反叛"

$

! 反对物质主义与隔绝的个

体主义# 重建公民信任与社会凝

聚#反对虚假的普世主义" 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欧洲的统治阶层为应

对气候变化而努力$规划更加具有

全球整合性的市场经济$协调税收

政策$推进性别平等的进步#可谓

功劳赫赫" 但是#欧洲社会正在被

严重损耗"公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并

没有复苏" 如今#欧洲被一种毫无

目标的物质主义所支配"个人主义

使欧洲人彼此隔绝"

可以看出 !+巴黎声明 ,对
于欧洲现实的深切关怀& 与主
流知识分子一样! 双方都看到
了同样的问题! 主流选择多元
一体的宽容价值观念! 并积极
构建解决当下问题的新的秩序
框架! 而保守主义者则从反面
以相对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的解决意见与态度!然而!他们
的很多意见一定程度上是一致
的&例如在回归新教传统%探寻
文化之根方面! 主流观点不仅
与保守主义者并无不同! 而且
此次宗教改革

!""

周年纪念 !

德国寻根新教精神% 尝试构建
统一的民族认同! 乃至以基督
教为核心的统一的欧洲认同 !

已然是一种现实的践行& 但是
在构建共同价值上! 二者的观
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面对 '民粹主义 (的声音 !

保守主义的态度相对宽和 !认
为 '民粹主义( 作为一种构建
'虚假欧洲(的反对声音是有益
的! 更易于拉回后者的盲目与
虚假& 然而这种观点落实于政
治现实! 不同的欧洲国家所作
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 奥地利
的近期执政!则不得不说'民粹
主义(的色彩浓厚!而德国无疑
是站在对立面的! 正如主流思
想所倡导的那样! 努力构建开
放%包容的现代社会&

结语

总体上来说 ! 宗教改革
!""

周年纪念为追寻德国乃至

欧洲文化的精神根源提供许
多起点 !这也许是后现代社会
构建'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

的某种反向必然趋势& 正如保
守主义者所说 !'后民族 %后文
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 !他
们无视甚至攻击欧洲的基督
教根基 (& 也许正是这种攻击
刺激了强化基督教传统 %重塑
民族精神认同的需要& 与此同
时 !此次纪念也是公开反思当
代德国和欧洲社会的状况 !以
及重新思考新教传统 %文化和
教会能为社会发挥什么样的
积极作用的机会& 一个意识到
其文化印记的社会也可以为
另一个陌生人提供空间 !但要
保障其国民没有感觉受到威
胁 & 更重要的是 !多元宗教背
景下的群体的和平共处有赖
于对统一的秩序框架的认同 !

如何构建这种秩序框架 !也许
恰恰是

!""

年前的宗教改革
能给当下带来的最大启示 &

正如默克尔在庆典上的讲演
所说 -

我们不会忘记 #宗教改革

不是一段和平的历史 #它引发

了长时间的冲突 #教派之间的

战争连绵百年 #为欧洲带来了

可怕的灾难" 正是在这样一个

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在人的需

求与秩序的基础上 #寻求不同

教派之间的共存方式 " 因此 #

可以说宗教改革直接导向了

将信仰问题放在一个世俗秩

序(((即国家的法律保障体

系 #这一结果 " ))历史告诉

我们 #一起思考这方面的自由

和宽容是多么重要 " 但是 #有

一点也必须同样清楚(((只

有我们根据普遍接受的适用

于所有人的规则行事 #才能发

挥作用"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

史系%

!

专题

维滕贝格的路德故居!今路德博物馆

"

#上接
$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