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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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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以
德国为中心! 在欧洲乃至全世
界范围内!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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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
34

个城市举办了庆祝活动& 活动
形式包括学术会议'书籍出版"

文化历史展览"电视广播"新闻
媒体等!形式之多样"席卷范围
之广泛!可谓前所未有"史无前
例& 根据德国

567

数据统计!

德国联邦政府"自治州"教会及
民间团体共投入了超过

!81

亿
欧元支持这一活动! 其中萨克
森州为这场纪念投入了大概
#%%%

万欧元 !图林根州大概投
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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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萨克
森
9

安哈尔特州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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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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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教教会$和
其他地方教会组织一共投入了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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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很多历史建
筑'博物馆得到修缮!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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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化项目得到支持! 包括一
系列的庆祝活动'展览'学术会
议'媒体宣传'相关戏曲'音乐'

舞蹈等节目& 根据宗改
1%%

周
年纪念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信
息!这一年以德国为核心!包括
整个欧洲乃至北美'东南亚'拉
丁美洲! 一共举办了不下百场
研讨会!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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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本书籍!

举办了近百场展览&

相比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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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宗教改
革

<1%

周年纪念只有少数的西
德和外国人被允许来维滕贝格
参加庆祝活动& 那次的纪念活
动虽然也赋予路德思想以积极
意义! 如路德不仅仅是一位改
教家! 他所发起的这场运动也
是 )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与人文
的先进传统的代表与守护者*!

但是仅限于东德% 最近的一场
周年纪念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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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念路
德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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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东德国家议
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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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宾
根州主教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
路德委员会! 并把路德表扬为
)德意志民族的最伟大的儿
子*!希望以此带动旅游业% 当
然! 他的声名还是被远远排在
马克思的后面%

与迄今为止的路德和宗教
改革周年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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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纪念活动以德国为中心! 蔓延
到整个欧洲! 从东亚的韩国到
北美' 拉美! 几乎全球都在庆
祝% 国际项目如巡回展览和合
唱团之旅! 基金会和海外办事
处的合作! 国际代表大会和旅
游! 更多地证明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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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纪念的世界性维度% 正如骄傲
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

#3

世
纪维滕贝格发生的事情改变了
德国'欧洲和世界%

在德国!由官方倡导'地方
民间组织配合的隆重庆祝 !从
媒体 '文化界 '学术界 '到宗教
界! 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卷入进
来! 似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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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那一场声
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遥遥呼应 %

毋庸置疑! 这场纪念活动已经
不能用一场简单的文化活动来
解释! 那么这背后又蕴含着怎
样的深意呢+ 是否意味着某些
新的思想潮流趋向+ 亦或是面
对当前棘手的欧洲危机的某种
应对策略呢+

学术会议与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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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活动中!媒体
报道有一大部分是面向普通大
众的!这部分内容庞杂'形式多
样! 主旨是为了向大众介绍宗
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影响等内
容!内容相对浅显易懂,知识阶
层的讨论与论著! 则折射出这
件事情背后的真正思想深度与
现实关怀%

在这一年中将近百场的会
议中!从主题上来看!无论是历
史方面的再挖掘还是神学方面
的再诠释! 都与现实关注息息
相关%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对当下欧洲难民'移民'宗教接
触'矛盾'伊斯兰信众如何融入
欧洲等主题的讨论 % 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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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德国格拉德贝克召开了一
场主题会议-路德重装上阵.我
们是否需要再来一场宗教改
革 *!

#%

月底在维滕贝格召开
的会议 -宗教改革的全球影响
以及是否继续宗教改革 *% 此
外! 从历史关联到当下的学术
会议还有一年一度的宗教改革
国际会议!第七届的主题是-超
越路德. 欧洲多元化的改革与
崛起*!这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探讨
#3

世纪的多元传统以及
这些传统之间的跨学科交流 %

#3

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复数形
式在早期的现代研究中已经变
得很普遍! 然而这个复数形式
对于今天意味着什么+ 从相对
严肃的历史学讨论中! 可以看
出学者的现实关怀% 更加明确
具有现实关怀意义的会议是
##

月奥胡斯大学举办的一场
国际会议 -重新思考宗教改
革*%这场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
了三个宏大的问题. 重新思考
世界!重新思考现代性!重新思
考欧洲% 其中重点讨论了欧洲
的国家' 教会和宗教团体在过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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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冲突中扮演了什么
角色! 如何分析和铭记过去几
个世纪的暴力事件! 对欧洲如
何展望未来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 这些主题反映了学者们对
曾经的欧洲社会改革的历史和
当下欧洲需要进行的新改革的
严肃思考%

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的
-现代性的建造者.路德

9

论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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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大会!主旨在于反思
改革运动的多重维度! 其后果
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会议希望
借助重新回顾路德作为现代性
建设者的思想! 激发共同欧洲

的集体记忆和国家想象% 或者
说借助新教改革作为一种文化
-资产 *以及改革思想 !重新建
构或强化共同的欧洲文化 !乃
至共同的欧洲认同%

2

月!在加
拿大多伦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全球宗改. 近代早期的宗教'

社会 '文化转型 *会议 !就旨在
探索在全球的历史发展框架下
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 如回溯
#1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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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欧洲和其他国
家在宗教政治大变革的背景
下!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
间的交流如何发生转变! 特别
是他们如何推翻历史悠久的传
统!重新划定边界!以及他们如
何重新审视与定义传统的中心
和外围概念%

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北美!

学界依旧从现实的考量出发 !

探寻历史能够带来的启发% 从
这些会议的主题及会议举办的
频次来看!这种现实关怀!越到
欧洲中心越显得密集和紧迫 !

尤其是在德国%例如
#%

月由德
国

:;6

主办!在维滕贝格召开
的-信仰与神学.在俗世讨论中
的宗教改革的基本观点*会议%

其他的会议还涉及以下几
个方面的主题.其自身历史'历
史影响以及对路德的再诠释 %

概括来说! 会议主题最主要的
是从现实关怀角度出发! 涉及
宗改的历史 '教会史 !对路德 '

梅兰希通等人物的研究! 圣经
与圣经诠释学'教义学'宗改对
于近代历史的影响!包括社会'

政治'法律'艺术'哲学'意识形
态等诸多方面!以及最重要的!

这段历史对于时代的启发%

除学术会议外! 在过去一
年中出版的专业书籍如雨后春
笋!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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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宗改爆发时的
小册子出版高潮媲美% 一年中
德国各大出版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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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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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相关书籍! 期刊主题
也多与之呼应%美国'英国与欧
洲其他国家共出版

#1%

余本英
文和其他语言书籍% 这些专业
书同样彰显了学术界对现实的
深切关注% 按照内容主要可以
划分为历史' 神学以及与当下
的关联三方面.

#

$ 重新回顾宗
改的历史(包括教会史!马丁路

德!梅兰希通与其他人物!宗教

改革中的妇女!地方宗教改革!

教派化过程$,

!

$圣经与圣经诠
释学,

&

$ 多元宗教接触与对话
(现实中跨文化神学的挑战!多

元与政治秩序$%从中也可看出
与学术会议主题上的一致性%

以上! 无论是学术会议还
是专业论著都可以看出! 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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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不仅仅是单纯地
回顾宗教改革对现代社会的巨
大影响! 更是在今天多元宗教
接触与冲突并行的全球化时代
下! 在欧洲发生危机的紧迫情
势下! 对宗教改革能够带来的
启示与解答的一种积极探求 %

对话 '宽容 '共同价值 '移民与
应对! 成为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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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纪念
活动的关键词%秉承着-以史为
鉴*的传统!默克尔在改革庆典
上所说 -宗教改革虽然没有直
接构建民主的体系! 但是却释
放了人的自由!以之为动力!推
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

因为吸收宗教改革在政治 '思
想 '文化 '宗教方面的遗产 !可
以为我们

!#

世纪由信仰出发
构建社会的互动秩序提供灵感
源泉*%

专题

寻求欧洲危机的解答与重塑民族认同!

!!!德国新教改革 !""周年纪念

吴愁

此次纪念为追溯德国乃至欧洲文化的共同思想根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这种追溯也许是后现代社
会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某种反向必然趋势& 这是一个公开反思当代德国和欧洲社会的危
机!以及重新思考新教传统$文化和教会能为社会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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