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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可信的如下!首先"以路德语
言为基础的萨克森公文体具有
极大的优势# 萨克森无论是地
理位置还是语言区域都处于德
语区的中心" 因此比起北部的
方言和南部的方言" 能够被德
国更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所理
解# 德国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地
理或政治中心" 能够像伦敦之
于英国或者巴黎之于法国那样
以当地方言作为全国标准#

路德的翻译策略也很新颖
和成功#他以目标语言$也就是
译文语言为中心" 而不是像之
前的人一样多以拉丁原文为中
心# 此外"他不是%直译&"而是
%意译&# 路德使用的德语语言
形式是其家乡的中东部德语 "

融合了部分北德和南德的方
言" 从而有利于他作品的广泛
传播#

波恩的德语语言史学教授
贝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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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
了路德对当代德语的影响 "他
的结论是!%他的圣经德语可能
是近代语言史上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 &)路德圣经*也被视为一
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因为已经
证实其中连音节韵律都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在新教教会中"至

今仍在使用)路德圣经*的现代
修订本# 路德的文本常常是教
堂音乐的基础"例如赞美诗$大
合唱等#

但
并不能就此将路德视为
现代德语的 %缔造者 &

+++这种德语其实并不存在 "

因为上述低地$ 中部和高地德
语的划分至今依然存在# %路德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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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便已经被遗
忘&的说法也不正确"这从一个
事实上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隆
重庆祝了今年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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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本次周年庆之际" 通过各
种方式展现了路德的事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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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拍摄的关于他生平的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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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在德国
的电视台重播, 二月播放了德
国电视一台出品的题为 )凯瑟
琳-路德 *的影片 "讲述路德的
妻子凯瑟琳-冯-波拉的故事
'他们共育有六个孩子(, 此外
还有一系列早应制作完成的电
视纪录片#而且"不论当地的主
要信仰为何'一般在学校里"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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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前都会有宗教课程 "传
统上是基督教

1

路德新教和天
主教" 而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德
国" 伊斯兰教占据着越来越重
要的位置("路德的影响肯定也

将在德国中小学校园中成为一
个跨学科的热门话题#

在德国还能看到和路德相
关 的 很 多 东 西 ! 摩 比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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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出了塑料材
质的路德像儿童玩具# 路德的
格言 '但未经考证(%这是我的
立场 "我不会改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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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春被用于一则广告 '虽有滥用
之嫌(!杜塞尔多夫市的新教教
区引用这句格言" 进行向青少
年发放避孕套的宣传# 这个事
件引发了一桩小型的丑闻 "宣
传被叫停+++却同样引起了抗
议# 路德常常被等同于整个新
教教会,这种拟人化过于偏颇"

因为进行宗教改革的不仅路德
一个人" 路德也必须仰仗别人
的支持#然而"比如在三月初的
德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
周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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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代表路德新教的路德
和代表天主教的教皇并肩而立
的图片#

大型德语文学语料库可以
让人在数秒内搜遍数百年的作
品" 如果在其中查找提到路德
这个名字的地方 "将 %马丁-路
德 &和 %德语语言 &两个搜索词
的检索结果交叉" 会有很多富
有启发性的发现#大数据显示"

日耳曼语言文学作为格林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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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左右建立的现代意义上
的一门学科" 其发展和路德的
名字紧密相联! 自

:?0?

年革命
以来" 相关分析的曲线明显是
平行的 # 在雅各布-格林和威
廉-格林编写的 )德语词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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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语词典$才是格林

兄弟的真正代表作%而不是更为

人所熟知的&格林童话$("全面
记录了德语的语言状况" 其中
大量例证出自路德的文学作品
包括)路德圣经*#这部词典的电
子版可以通过大学的网站免费
访问 !

(>>AB11CD8EF$9G>#9"#EC"HC"1

#

对所查找的词会一并显示所找
到的例证" 因此可以清楚地显
示出哪些词在语言和风格上受
到了路德的影响# 路德本身也
构成了一个词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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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宗('如今看来比较老式的

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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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宗教改革
,++

周年庆
之际涌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

在此我列举数例! 首先是上述
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贝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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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的研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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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
版的)路德和德语*'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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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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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耳
曼语言文学家君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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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了一本书" 题为
)怀着热情和随性!论路德对我
们语言的影响*'柏林) 杜登出

版社(#其他书籍则涉及路德对
-L

世纪家庭关系的影响" 宗教
改革和司法的关系" 路德在德
语文学中的形象 '作者是文学

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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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

("

关于路德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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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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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叛逆者 & 路德
'

C*99* C*+89&/

著%柏林)

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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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不一而足 #

从中不难看出" 一方面因宗教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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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庆之故"在德国人
们试图从各种不同视角探讨路
德主题,另一方面也很明显"不
仅在语言学"而且在文学方面"

德语语言在对路德的探讨中都
十分重要# 如果想了解德语语
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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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发展" 很难
绕开路德 "即使很难说出他的
影响力具体有多大# 但上文的
阐述应该可以表明 "尤其在我
们现在的书面德语的发展历
程中 "路德的影响或许不能说
是无与伦比的 "但也绝对不容
小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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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 本文

为作者今年
"

月在德意志学术

交流中心+ 歌德学院所作讲座

的讲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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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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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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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路德的背景和企望

宗教改革的后果和影响远
远超出了西方基督教会内部事
务的范围 # 这不仅是因为基督
教至少在

)M

世纪之前都是西方
世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 在路
德生前" 哥伦布$ 达-伽马和麦
哲伦等基督徒航海家从欧洲出
发" 行遍所有的大洋 " 开始了
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地化进程 #

这些事件在好坏两方面的深远
意义变得显而易见 #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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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在 )托
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 中私下对
世界进行了瓜分 " 他们的这一
行为获得了教宗亚历山大六
世的批准 # 南美洲的地图至今
仍是这一协议的体现 # 那时便
有人提出!%灵魂属于上帝"土地

属于国王.&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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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大
批非洲黑人被放逐至南美 " 后
来又运送到北美 " 这可能是史
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移 # 冒险
精神 $ 经济利益和传播基督
教的热情结合在一起 " 驱使
着哥伦布启动了一个进程 ! 那
正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全球化
进程 #

马丁-路德教授一开始主要
研究复杂的神学问题 " 尤其是
%得救的确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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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问题 ! 我是否可以希
望我有罪的 $ 不朽的灵魂能够
得到救赎 / 如果是 " 为什么 /

如果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
思考 " 那么就无法理解路德的
改革#

人们常常借助四条拉丁语
教理来描述路德神学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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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条教
理 $ 尤其是 %唯独恩典 & 和
%唯独信心&" 就是路德极端反

对赎罪券交易的由来 # 赎罪券
类似于对善功资本发行的股票"

这个善功资本是通过圣徒的行为
积累起来的" 并由天主教会掌
管 # 教会声称 " 通过购买赎罪
券" 我们可以赎免自己的罪" 缩
短上帝让我们进行忏悔的过程#

人们可以通过牺牲$ 捐赠$ 资助
和朝圣等方式对灵魂的命运施加
有利的影响" 这个基本观念在许
多宗教中都普遍存在" 而赎罪券
交易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

从路德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思想
在总体上就像是一种危险的迷
信# 同时"这种实践是宗教机构
很好的收入来源# 特别是德国多
明我会的修道士约翰-特策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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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将赎罪券交易经营得十分成功"

显然也相当地肆无忌惮 # 教宗
利奥十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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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
些钱用于建造新的罗马圣彼得

路德的现代愿景萌芽
赫尔穆特!海特

通过宗教改革获利的政治赢家首先是上层贵族!其后是迫切要求解放的市民阶层" 平民世界和他们
对待政治制度的理智#功利和许多世俗的看法毫无疑问地从路德改革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也改变了
整个世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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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路德在德国维滕贝格的诸圣

堂大门上张贴有关反对赎罪券的辩论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