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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国和西欧大部分
地区都在庆祝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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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马丁#路德在德国维
滕贝格 $

%&''()*(+,

%城堡教堂
张贴的论纲$事实表明%标志着
基督教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分
裂& 依附罗马教廷的部分自称
为罗马天主教派! 而另一部分
则以路德的名字命名为新教路
德教派&对此!如今知道的人远
远超出了当初路德的影响力范
围&但是!路德对于如今所书写
的德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却鲜
为人知&一方面!许多人都知道
他翻译了 '圣经($'新约(%!不
过即便在欧洲 !也并非人人都
清楚路德不仅是一位翻译家 !

而且是一位极具创意的语言
大师&

路德留下了许多)))数千
条)))格言名句! 有些一直以
来都被认为是他的原创! 有些
则不然&毋庸置疑!路德的语言
肯定让那个时代的人们在许多
方面感到特别甚至是奇怪& 路
德是一个风趣的人! 这也体现
在他的语言表达风格上! 例如
这些名句*+您为什么不打嗝放
屁!难道是您觉得不好吃, -又
如 +沮丧的屁股放不出开心的
屁. -他的同时代人大多受到主
流天主教道德价值观影响 !或
许常常会深感不齿&

在详细论述路德对德语的
影响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
生平* 路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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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德国东部的艾斯莱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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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

日去
世& 从路德的姓氏以及他对待
这个有着多种写法的姓氏的态
度上就可以看出路德对语言的
兴趣&在当时!路德姓氏的常用
拼写方式超过

$

种!而他最终确
定使用+

56'7(+

-这个写法!主要
是为了与意为+粗俗之人-的写
法+

568(+

-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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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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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路德在埃尔福特大
学学习 +自由七艺 - !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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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文法/修辞学/

逻辑学 /算术学 /几何学 /音乐
和天文学! 并获得文学硕士学
位! 而后他于

"$!$

年开始学习
法律"

路德的学业被一个在历史
上颇有些蹊跷的+觉醒经历-打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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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4

日路德遇到
了极大的暴风雨! 他十分害怕

自己会就此丧命"据说!他在恐
惧中呼求*+帮助我!圣安娜!我
愿意成为一名僧侣. -然后路德
确实加入了埃尔福特的一所奥
思定会修道院" 路德在修道院
晋升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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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被任命为
执事!同年

-

月晋升为神父"

尽管路德在修道院的体制
内晋升得很快!而且谨守教规!

但是他的心灵仍然饱受煎熬 "

他的主要问题可简单总结为一
句话 * +我如何得到上帝的怜
悯, -路德的疑问主要关于罪的
赦免"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路德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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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在维滕贝格钻研
神学 ! 特别是威廉0奥卡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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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奥古
斯丁 $

@6,61'&)61

%的著作 " 现
在!哈勒

A

维滕贝格大学自豪地
冠上了+马丁0路德大学-之名"

路德
"$"!

年游学罗马 !

"$"4

年
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他取得了
维滕贝格大学圣经注解教席 !

并且任职终身"

"$"4

年之后! 路德在维滕
贝格经历了所谓的 +高塔经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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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悟到 !

上帝的义唯有从信心产生 "

"$"3

年路德在布道中积极反对
+赎罪券-! 反对用钱赎罪以救
赎本人或其已故亲属免受地狱
的炼火 " 当时有一句话很流
行)))并非出自路德*+当钱币
一投入钱柜中叮当作响时 !灵
魂就超脱炼狱 .- 路德认为这
种做法没有任何依据! 于是努
力提出反对"

前文提到的张贴在维滕贝
格城堡教堂反对赎罪券的 '九
十五条论纲(将矛盾推向顶峰!

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路德
的重点不在于天主教廷的具体
敛财手段! 而更多是他认为完
全错误的天主教赎罪信念这个
核心问题"

'论纲(引发的动乱使得路
德在数年中都面临着许多审判
程序和教会正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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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沃尔姆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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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
帝国议会上! 路德再次公开为
他的论纲辩护并顶住高压拒绝
撤回" 他声称是他的良心受到
上帝话语的感动驱使他这么
做" 同年'沃尔姆斯敕令(宣布
路德是危害天主教教义的人
物! 并将其禁闭于位于艾森纳
赫附近的瓦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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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这里隐姓埋名! 化名为 +容
克0约克 -专心翻译 '圣经 (!首
先是'新约()))仅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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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就
翻译完成了"

路德的翻译基础有鹿特丹
的伊拉斯谟的希腊语圣经 /由
伊拉斯谟亲自翻译的拉丁语圣
经/ 以及当时广为使用的拉丁
通行本圣经" 圣经的翻译对现
代德语书面语言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原因何在,

要
回答这个问题! 就需要
观察一下当时像现在一

样的各类德语口语变体的复杂
情况"时至今日!说不同德语方
言的人! 比如来自德国北部沿
海地区的德国人和来自巴伐利
亚阿尔卑斯地区的德国人 !仍
然有可能很难互相听懂对方的
话"大体来说!德语可以简单地
分为三大方言! 即现在德国北
部地区使用的低地德语! 路德

使用的中部德语)))基本上从
西部莱茵兰直至东部横贯德国
的中部地区! 和德国中部以南
使用的高地德语! 即德语区南
部的主要德语方言"

前面曾提及! 路德的语言
风格富有创意! 博学的他在思
考中时不时喜欢将拉丁语和德
语混合在一起)))如今称之为
+语码转换-! 而他的语言影响
了萨克森大公国的公文体" 公
文体是一种书面语言! 规定了
某些词语在官方文件中的使用
和书写规范" 各个统治者和贸
易联盟通过这种方式将通信和
行政文本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
统一起来"

"$44

年发行了'新约(第一
版"

"$4/

年完成了'旧约(的部
分翻译! 在其他改革者和教授
的协助下! 路德于

"$/-

年完成
了圣经全部文本的翻译! 就是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路德圣
经(" 除了新旧约!其中还有一
些次经!包括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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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公
元后

-!!

年期间形成的一些犹
太教和基督教信仰著作! 这些
作品未被编入圣经正典或对其
是否属于正典存在争议! 原因
可能在于这些著作的内容 !也
或者是出于宗教政治因素 !又
或者是因为这些著作是在正典
定稿后才出现的! 又或许是它
们面世时鲜为人知"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明
确认定'路德圣经(塑造了德语
语言和表达方式"比如下面这些
词语原本在德语里是不存在的!

是由路德创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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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鸟%" 路德凭借
他的观察能力/ 语言幽默感和
创造性! 充分运用德语基于自
身特点而具备的诸多构词可能
性! 显著且持久地扩展了德语
词汇" 今天许多以德语为母语
的人并未意识到有多少词汇是
由路德创造出来并且沿用至今
的"听起来有点遗憾!因为这些
词汇是德语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 其他的伟大德语作家如歌
德和席勒等也遇到了类似的情
况" 他们在词汇创造方面也同
样贡献卓越且富有创意! 但今
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深
远影响" 比如在中国! 总体上
看! 年轻人对诸如孔子的名言
却都比较熟悉)))虽然如此比
较略显牵强" 我的判断是基于
我和我的学生的交流做出的 !

当然也可能有失偏颇"

回到路德身上* 路德通过
翻译圣经! 不仅在词汇创造和
构词方面! 也在形象的语言表
达/特别是比喻方面!创造了我
们沿用至今的德语语言" 其中
包括如下习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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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珍珠丢在猪

前#指明珠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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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印封严的书

卷#指像天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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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未知%等"要注意的是!

这些比喻仍旧广为人知! 在当
代德语语言中依然频繁使用 "

这点非常值得赞叹! 因为并非
所有作者都能够创造出至今仍
被广泛使用的语言表达 $除了
前面提过的歌德和席勒%"

为什么'路德圣经(最终取
得如此大的成功, 有没有合理
的解释,存在多种推测!总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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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是一个风趣的人!这也体现在他的语言表达风格上"博学的他在思考中时不时喜欢将拉丁语和
德语混合在一起#$$如今称之为%语码转换&!而他的语言影响了萨克森大公国的公文体"他充分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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