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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天的美国以及西欧
一些更为世俗化的地

区! 人们在阅读一份财产契约
或政府预算时! 已经不太可能
仅凭简要的法理论证! 来追溯
其所依凭的古老神学论辩和裁
决了" 但对它们的检视能让我
们 一 窥 历 史 可 能 的 发 展 样
态#$$如果历史以不一样的方
式发生!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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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由一
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僧侣
发起宗教改革的这段历史"

路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
史人物" 在对路德的各式刻画
中! 他兼具暴躁与温顺& 夸夸
其谈与害羞腼腆& 无所顾忌与
笃信虔敬& 革命与反动! 他老
谋深算! 却又天真地被自己目
的高远的反叛所招致的后果迷
惑" 在埃里克'埃里克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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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青年路德的著名研
究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深受
自我认同危机折磨的青年僧侣!

而这位青年僧侣将欧洲也带入
了自我认同危机* 在罗兰%

*+

班
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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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
中! 我们发现路德一次次受困
于痛苦与挣扎! 顿悟的瞬间反
而令他更加困惑+ 路德神学强
调灵性的纯粹! 而路德的内心
生活绝不单纯+

林 德 尔'罗 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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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新传记 ,马丁%路
德 - 叛教者与预言家 . 将马
丁%路德描写为一位极具卡里
斯玛& 性格暴躁& 头脑机敏的
德国沙文主义者! 他发动了革
命! 但革命的后续发展却让他
进退两难& 不知所措+ 罗珀写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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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在沃尔姆斯帝国
议会 (

8%51 (9 :($;'

) 为自己
辩护后不到一年! 路德的追随
者中就出现了重大分裂+ 三年
后! 农民战争爆发! 路德思想
中的反威权主义要素推动了这
场民众起义! 其规模之大! 直
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 欧洲
都尚无其他农民起义的规模可
与之匹敌+ 罗珀指出! 路德起
先对暴动的农民和他们的封建
领主都进行了严厉批判! 但他
最终转而支持诸侯! 宣称叛乱
分子是 /疯狗 0! 叛乱是 /魔
鬼在作祟 0+ 罗珀写道 ! /这

表明了路德改革的社会保守主
义姿态0+

宗教改革孕育了农民起
义! 而改革的发动者却和封建
诸侯站在一起! 这一悖论恰恰
是新教混乱的政治遗产的缩
影+ 新教可以说为启蒙运动的
发生和自由理念的产生创造了
诸多先决条件! 至少它引导欧
洲开始更激进地质疑过去的权
威! 甚至不少人将西方世俗化
进程的开启追溯至此+ 另一方
面! 生活的重要部分! 即政治
和经济! 从宗教权威的权限中
解放了出来! 这可能扩大了某
种自由! 但这并没有改善处于
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活
条件+

马
丁%路德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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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成长于德国矿镇
曼斯菲尔德+ 路德自称 /农民
之子 0! 在曼斯菲尔德泥泞不
堪& 布满煤尘& 充斥着暴力的
街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童年
的经历让他初识这种以恶毒辱

骂和野蛮论辩为特征的文化 !

而这也成了他日后诸多著名论
辩文章的显著特征! 他的文章
也因此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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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路德离开曼斯菲
尔德! 去马格德堡求学+ 中学
毕业后! 应父亲要求! 他不情
愿地进入埃尔福特大学学习法
学 + 学习法学的日子并不长 +

路德为教会所吸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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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誓成为一名奥思定会的修
士+ 修会学术性的修道团体及
其智识传统对路德别具吸引
力! 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学及其
修辞形式深刻影响了日后路德
神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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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获得
神学博士学位! 成为一名受过
良好教育但固执己见的神职人
员! 开始在维滕贝格大学教授
神学! 在当地的教会布道! 并
记下其同僚和上级的谬见+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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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尽管动辄与人
争辩! 路德已成为一个公认的
颇有造诣的神甫 + 众所周知 !

从旧知识体系中挣脱的路德
与他未期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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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具体是指什么! 又是
因为哪些原因而让人倍加珍
视1 对于这些问题! 不同的时
代和不同的社会有时会得到迥
然相异的回答+ 不仅法国的革
命者和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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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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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德国民族
主义政客们也是如此+ 像美国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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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自由
只能在尽可能没有管制和限制
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蓬勃发
展+ 相对的!德国政治家莎拉%
瓦 根 克 内 希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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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其著作 ,要
自由!不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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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束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
自由是相互排斥的+如今!各行
各业的公司都会以自由的感
觉来做广告!比如通过某种汽
车&某个香烟品牌甚或是某种
特殊的卫生巾就可以实现自
由+ 可见!虽然使用的是同一
个词!但人们对于自由概念的
理解和设想往往千差万别+

哲学家将自由区分为主观
(意志)自由和政治自由+ 一方
面可以提出的问题是! 我们作
为主体究竟是否具备自由的意
志!是否有能力自主决定1 还是
说我们更多地是由我们的自然
本质或者在我们大脑中的变化
过程所决定的1 政治问题则与
此不同- 一个社会在哪些情况
下是自由组织的1 此外!我们是
将自由理解为一种形式和法律
上的性质! 还是认为自由也指
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 这也有
所不同+ 比如一名可怜的贫困
女工! 她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是
自由的+ 但是她是否也拥有自
主决定生活的实际自由呢1 与
之相关的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
由的区分+ 消极自由是外界约
束和他人统治的/自由0+ 积极
自由是实现自己意志& 在各种
选项中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和自
身能力的/自由0+ 从刚才针对
路德及其影响的简要探讨来
看! 他也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
自由的重要一环+

作为催化剂的路德

如果有人最后要问! 德国
中部维滕贝格的一个本来相当
不起眼的僧侣和神学家究竟凭
借什么引发了如此影响深远的
变化! 那么答案自然不会是全
面的+ 从个人角度来看!路德是
个性格坚强& 具有独特人格魅
力的人物+在辩论时!他能够用
机智的话语表明自己的立场主
张+ 这当然也是源于他在神学
问题上简直教条式的自信(

'(-.

'F$%41H$.

)+ 他顶住所有阻力!对
自己的专业领域确信无疑并且
想要对基督教的依据真正追根
溯源!其程度已经接近原教旨主
义+ 他无疑是个依信念行动的
人+ 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念! 不
确信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
情! 一般人大概是不可能像路
德这样来行事+ 历史表明! 路
德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的+ 但他
肯定不是超人! 也不是完美无
瑕的道德榜样+ 对待宗教改革
家是否应当持有这样的期待 !

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怀疑+ 路
德的自我批判性有助于避免无
谓地将路德理想化* 认识到即
便再伟大的历史也不过是人创
造的! 同样可以避免这种理想
化的形成+

除了个人因素!外界环境和
幸运巧合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小
觑+与基督教会内部早期的许多
宗教改革家不同!路德的观点并
没有接受融合!没有成为庞大天
主教组织中的一个流派!比如像
亚西西的方济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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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埃克哈特
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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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他也没有被当作异
端除掉 ! 比如像扬%胡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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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许多人那样+ 路德
之所以逃脱了失败者的命运!因
为他的神学可以与德国诸侯面
对教宗和皇帝时主张的政治利
益相结合+ 要反对统治者!没有
同盟者就什么都做不到+

欧洲的文化当时正面临从
中世纪进入近代的临界点!处
于危机和根本性变革的状态
下###我们如今将现代化 &民
族化& 殖民主义& 早期资本主
义 &科学&技术&印刷机等等关
键词与之联系在一起+ 宗教改
革对于这个世界的长远变化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无论
是所谓的宗教改革成果! 还是
农民解放的失败! 其责任都不
能归到路德一个人身上+ 在这
些事件中! 路德并非唯一发挥
作用的力量! 而只是一味催化
剂+ 我们不应对他个人做出过
度评价+ 这类根本性的改变从
来都不是由个人造成的! 而只
是通过个人表现了出来+ 路德
的所作所为影响了转变的发展
动态!指明了一个转变的方向+

宗教改革是一场根本性全面变
革的一部分! 这场变革改变了
世界的面貌! 为我们今天称之
为现代理想的传播和形成做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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