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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普遍意识到我们过去的很多观点,其中包括被学界一致否定的观点仍然在
我们世界史的教学中有严重的影响。 彭小瑜教授曾用“ 误读冶 来形容这种片面借用西方史学中成果的
现象。 呼吁学界应更加重视学说史的梳理。也 1 页 彭小瑜在文中特别以宗教改革,路德的评价作为例
证,强调启蒙运动期间的诸多政论性观点往往脱离了对史实的认真考察,致使其科学性非常可疑。也 2 页

然而彭小瑜也同样提醒读者学说史的梳理不等于历史研究。 宗教改革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评价路
德,特别是他的政治社会学说仍然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与文本中进行。 在这点上,德国学者的天然优
势是无法取代的。 德国学者埃克·沃尔加斯特( Eike Wolgast) 在 70 年代末的一部作品《 维滕贝格的
神学与新教等 级 政 治: 政 治 问 题 中 路 德 建 议 的 研 究》 ( Die Wittenberger Theologie und die Politik der

evangelischen St覿nde. Studien zu Luthers Gutachten in politischen Fragen. ) 便是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认
识的一部著作。

沃尔加斯特教授曾经在 60 年代参与到魏玛版《 路德全集》 的《 路德信件》 部分 12 - 14 卷的编纂

中,负责为此前已经出版过的路德信件做补录与校对。 在 70 年代他还参与过《 德意志帝国档案》 的编

纂发行工作,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路德与十六世纪政治制度史专家。 在成为海德堡近代史的教授之前,
他进行过很多路德文本的研究。 例如《 马丁·路德博士与同时代人的通信手稿索引》 ( Beschreibendes

Handschriftenverzeichnis zur Korrespondenz D. Martin Luthers und seiner Zeitgenossen Weimar,1970) ;以及
《 维滕 贝 格 版 的 路 德 作 品: 16 世 纪 路 德 作 品 的 传 播 史 》 ( Die Wittenberger Luther鄄Ausgabe. Zur

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r Werke Luthers im 16. 1971) 。 1977 年发表的《 维滕贝格神学与新教等级的政
治》 一书也是沃尔加斯特的 Habilitationsschift。 这之后 1976 年至 2004 年间,沃尔加斯特一直担任海德
堡大学近代史的教授。

《 维滕贝格神学与新教等级的政治》 一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他对路德政治、社会思想的主

要概念进行了梳理。 之后也是本书重点的第二部分中,他对路德的政治建议逐一进行分析,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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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路德以通信的方式表述出来的。 沃尔加斯特不仅对路德本人发出的信件,也对与路德通信
讨论政治事件的各方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其与萨克森的历任选帝侯以及黑森领主菲利普之
间的通信。 他将路德的所有政治建议都置于具体的政治背景下,对这些建议背后所发生的政治事件
也进行的极为详实的叙述。 例如 1528 年的“ 帕克事件冶 ,从危机发生的原因———天主教阵营秘密结盟
的传言,到事件引发新教阵营是否应当发动“ 预防性战争冶 ,以及是否应当武力“ 反抗皇帝冶 进行的神
学大讨论,期间不仅是神学讨论,也包含着各方政治、军事方面的准备与角力,沃尔加斯特都做了详细
的描述。 正是在如此详实的文本与事件的分析上,第三部分中他进一步做出总结:路德的政治建议的
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而这有限的影响力也只发生在几个特定时间段里,例如 1528—1530 年间新教阵
营中关于“ 反抗皇帝冶 的神学争论,以及路德晚年 1542 年 Schweinfurt鄄Nuremberg 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
到路德的意见似乎对于事件发展有所影响,选帝侯乐意倾听路德的建议,这些建议看起来也在某种程
度上影响了事件的走向。 但这种有限的影响,在沃尔加斯特看来仅仅是因为在某些时刻选帝侯本人
在政治问题上还未能做出决策。 通过沃尔加斯特的这部著作我们也能看到路德作为一个神学家与现
实政治之间的隔膜。 路德在 1528—1530 年的大讨论中始终坚守所有臣民都应当服从统治者这一看
法,并非出于对皇帝权威的支持,而单纯的是神学上的坚持。 但与之争论的各方还包括黑森领主菲利
普这样的世俗君主,路德的神学观点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其实是神学家的观点是否值
得世俗君主利用的问题。 在农民战争期间,路德的神学观点可以被世俗君主拿来帮助他们镇压农民;
而在 1520 年代末“ 反抗皇帝冶 的大讨论中,路德坚持自己的观点,与诸侯们的意志相悖,于是我们看到
维滕贝格的其他神学家,例如 Amsdorf,Bugenhagen,甚至是梅兰希通都与之唱反调。 沃尔加斯特用充
足的史料将路德作为神学家理想的一面与现实政治的残酷对照着呈现出来。

沃尔加斯特对于路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描述,仍然是当代德国主流学者的基本看法。 例

如肖恩·许特( Schorn鄄Sch俟tte,Luise) 在她的《 路德与政治》 ( Luther und Politik) 一文这样开场:政治与
宗教的紧密联系是近代早期德国的特征,路德作为神学家与牧师,在履行自己的天职时,不可避免地
在社会与政治方面产生影响。也 3 页 这个论述仍然强调路德神学家的身份,并以此作为前提来探讨神学
家路德与政治的互动。 美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学者布雷迪则指出,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几乎所有近代早
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特征都浮现出来了。也 4 页 换言之,路德生活在一个政治已经发生巨变的时代,这样
一来当我们讨论路德的政治、社会思想的时候,不可以将之单纯的当作一位系统神学家,或是简单的
将路德看做某一阶级立场的代言人,否则很难解释路德理论的模糊甚至是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地方。
路德身处的世界与他的先辈胡斯已经大相径庭,只有将路德置于政治、社会发展巨变下的西欧历史背
景下,才能理解他在履行宗教天职过程中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冲突与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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