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性機遇

基督教在今日中國不是社會的主流，也不是政

府認可與欣賞的社會積極因素，甚至還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中國文化的排斥。那麼，「基督教在二十一

世紀的中國有沒有前途？有甚麼樣的前景？」應

該說，從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與中國社會的現實來

看，基督教在中國有著極為美好的前途和極為難得

的、空前的歷史機遇。然而，中國基督教能否抓住

這個機遇，還取決於基督教是否能夠看見上帝給予

基督教的這個機遇，是否對自身狀況與社會環境有

正確的認識，能否有正確的應對戰略與策略。

1. 信仰危機

目前中國社會中最受大眾關注和最需要解決的

而執政黨、政府和任何其他組織、其他力量又無法

解決的問題是甚麼？就是信仰與道德危機。目前的

中國是經濟空前繁榮、環境空前惡化、精神空前

貧困、思想空前混亂、信仰空前缺失、道德空前墮

落。信仰與道德危機普遍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每一個

角落，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其後果影響

及於每一個中國人，是當今中國社會與中華民族的

最大危機。由於沒有信仰、沒有道德、沒有誠信，

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身心疲憊、痛苦不

堪，都是信仰缺失、道德墮落的直接或間接的受害

者。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不僅沒有為中國人帶來和

諧、穩定與幸福，反而暴露了各種矛盾，將人性中

的各種醜陋、社會中的各種罪惡、體制與制度上的

各種弊端放大到了極致，整個社會彌漫著日益強烈

的失望與不滿。

2. 官方意識型態失效

導致中國社會信仰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建國以

來作為官方正統意識型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基本喪失了其作為信仰理念體系的效用。中共雖然

擁有8,000萬黨員，但卻不再是一個由信仰與理念為

支撐的信仰團體，不再是一個由具有崇高理想與遠

大目標的馬克思主義忠實信徒組成的理想主義者的

組織。共產黨員為了實現信仰所必須的徹底犧牲與

獻身精神，早已蕩然無存了，中共內部真正相信並

願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人已是鳳毛麟角(任何一級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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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的測試)。儘管中共

是執政黨，掌握著龐大的國家機器，但卻一步一步

地喪失了道義的制高點，喪失了精神信仰上的原動

力，喪失了思想理念上的征服力。曾經指導億萬中

國人的意識型態已功利化了，不再是中國人心中的

燈塔、中國人所嚮往；昔日的精神支柱本身已經虛

假化、空洞化了。作為一個代表少數既得利益者的

官僚化組織，中共雖然提出了「三個代表」(註)、科

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但卻無

法實踐這些理論，這些理論的最新版的浪漫化表述

是「中國夢」，但「夢」能否成為現實，沒有人知

道。事實上，執政黨正日益蛻變為一個以實用主義

與功利主義為指導的利益集團。面對今日中國社會

的種種亂像，特別是信仰缺失，中共無計可施，拿

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

3. 社會道德基礎蕩然無存

這是中國歷史上未有過的現象。兩千年來封建

社會改朝換代但不換信仰，清王朝被推翻後帶來信

仰演變。解放後，毛澤東徹底摧毀中國傳統文化與

信仰基礎，大搞造神運動，個人崇拜。毛死後，鄧

小平用金錢拜物教代替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致使人

人向錢看，全社會人欲橫流、喪失一切道德底線。

二、執政黨挽救信仰的努力

共黨一方面繼續強化對正統意識型態的宣傳，

強化「主旋律」的指導作用，一方面試圖利用其他

宗教、信仰，但迄今為止，所有努力都沒有效果。

腐敗蔓延，官員與富人大量移民外逃。在官方意識

型態失效的情況下，中國是否可用其他信仰作為精

神支柱呢？這就需要對中國國內各種現存的宗教及

信仰進行具體分析。

1. 「儒教」風光不在

由於看到了官方意識型態的墮落、蛻變和馬克

思主義的無效性，有人試圖搬出儒家思想，希望

向傳統要資源，以此代替昔日的馬克思主義，作為

今日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支柱。但產生在封建時代農

耕社會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為最高統治者利益服

務，難以適應自由、民主、平等與法治暢行的當代

社會中人的需要。此外，從精神信仰的角度上說，

儒家思想雖然包含著豐富的道德與哲學，提倡教

化，但卻不講靈魂，不信超驗，不談來世，不涉及

人的終極關懷，不是嚴格的宗教學意義上的宗教。

儒家思想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一部分，應該繼承其

精華，一些學者也為此在努力，他們被稱為「新儒

家」，但要把儒家思想作為今日中國人的信仰支

柱，甚至將其宗教化、立為「國教」，則是不現實

的，尊孔復古的倒車行不通。

2. 佛教沉溺於追求金錢而不能自拔

中國傳統的佛教雖然擁有悠久的歷史、眾多的

信眾，但卻存在著各自的局限性。佛教的思想博大

精深、典籍卷帙浩繁，但卻缺少通俗易懂可以在大

眾中流行的普及本，一般人很難參悟佛道教深奧

的教義。僧人道士中學識淵博、精通佛經道藏、造

詣深厚的大師寥寥無幾，多數佛道教僧侶忙於應付

法事、修廟塑像，有些人甚至不惜以此為名，大肆

聚斂錢財，完全置佛教的宗旨與特色於不顧，將宗

教變成了生意。以至於佛道兩教表面上雖然金碧輝

煌，神聖莊嚴，但其內部卻由於某些敗類混跡其間

而難免人欲橫流、銅臭氾濫；在思想上、教義上、

信仰上無力佔領制高點，無法大規模地吸引那些受

過良好教育、掌握著先進科學、技術、知識與社會

資源的各類精英與具有現代民主法治觀念的知識分

子。佛道相比，道教的神秘主義色彩與偏重養生練

功的特徵，雖然也能吸引一些人，但卻使其在宗教

上更為衰落。至於中國的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則更

是重形式、重活動，只在「民間」、草根中流行。

它的文化性、娛樂性與反智主義傾向使它遠離神學

思辨、遠離理論；它從未試圖從神學、哲學與思想

理念上征服形形色色的「讀書人」與上層人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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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的大量介入與

參與、沒有源源不斷、「與時俱進」的社會營養與

文化營養，佛教不可能從理論上提高、在教義上更

新，不可能「現代化」，不可能成為億萬民眾的生

活方式的，這是現代社會衝擊下中國傳統宗教與信

仰面臨的尚未解決的嚴重問題。

3. 道教因其神秘主義而嚴重脫離社會

道教是中國本土宗教，但道教的教義追求個人

成仙。不懂道教，無法傳播道教；懂得了道教，

「天機不可洩露」，更不能宣傳道教。道教的神秘

主義使其脫離社會，遠離群眾，是中國所有宗教中

影響最小、最弱小的宗教。

4. 伊斯蘭教無法在漢族人口中傳播

中國的伊斯蘭教分佈廣袤、根基雄厚，但它只

是某些少數民族信仰的宗教，是這些少數民族的生

活方式與文化載體，也是這些少數民族身份與特徵

的代表，它們在中國的存在帶有極為明顯的民族與

區域特色。比如，伊斯蘭教不允許信徒吃豬肉，但

漢族的飲食習慣決定了漢族群眾不可能不吃豬肉。

因此伊斯蘭教難以在佔人口90%以上的中國主體民

族──漢族中傳播，難以影響中國的主流社會。

5. 羅馬天主教背負沉重的政治包袱

天主教在中國除了背負一般意義上「洋教」的

「惡名」，過去曾被嚴重「污名化」外，還受到了

兩個特別因素的影響：一是受中梵關係的制約，政

治上高度敏感、與政府關係複雜；二是經歷了「梵

二會議」後的羅馬天主教雖然做了重大改革，但天

主教傳統而嚴格的教義與教規，使其在中國社會的

傳播仍然相當困難，尤其難以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年

青人所接受。這兩個因素制約了中國天主教的大面

積發展，雖然中國天主教的人數已經從1949年的

400萬增加到現在的800萬至1,200萬之眾，但其在中

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並無實質性的提高。在中國眾多

的宗教中，它更像一個帶有濃厚歷史印記的特殊群

體，而不是一個開放的、與現代社會同步的、生氣

蓬勃、面向所有人的大眾宗教。

6. 民間信仰難登大雅之堂

民間信仰是群眾喜聞樂見的信仰形式，但缺乏

組織性、缺乏經典、領袖，難以吸引社會精英、知

識精英，民間信仰雖然長期流行於草根階層，但難

以作為中國社會的主流信仰進入社會上層。

7. 其他新興宗教

外來宗教缺乏影響。東正教、猶太教、摩門

教、巴哈伊教等其他外來宗教、新興宗教，人數

少、影響弱，社會主流難以認同。

使用上述任何一種信仰體系，都難以解決中國

的信仰缺失問題。

三、基督教的優勢

反觀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現有的各種宗教與信

仰體系中，儘管目前身處邊緣，但卻有其獨特的優

勢。基督教作為人類文明的主要載體之一，產生於

中東、發達於歐美、流行於世界，對人類社會發展

的貢獻毋庸置疑。基督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

或種族的宗教，而是超越時代、地域、民族、種

族、國家界限的一個普世性的信仰體系。歷史上，

基督教在一個國家是否流行，並不影響這個國家的

文化傳統。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可以在民

族、歷史、語言、文化、地理位置上差別極大，但

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各自的國家裏，把基督教作為信

仰體系與道德基礎來服務自己的人民與社會。

在神學教義上，通過高度發達的宗教思辨哲

學，基督教構建了精緻、龐大而又開放的神學體

系。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神學家，不斷地汲取人類

歷史上優秀思想家在認識論與本體論方面所做貢獻

的精華，對涉及真理、宇宙、生命、靈魂、死亡、

救贖、罪惡等一系列人類無法迴避的重大問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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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時代的要求，及時地進行論證與回答。經過兩千

年來無數神學家的努力，基督教的教義與倫理道德

標準發展得相當嚴密、完備，既體現了聖經原則與

基督教傳統，又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具

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與極強的普適性。對信仰基督教

的個人、民族、國家而言，基督教在作為信仰體系

發揮精神支柱的作用方面，卓有成效。

在基督教的傳播上，每個基督教徒都將傳播福

音作為自己終生的使命，這種人人主動傳福音的特

點，使基督教具有極強的「進攻性」。基督教非常

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傳普及基督教的教義與神

學思想，文字事工也極為發達，針對不同人群不同

需要的各種出版物應有盡有；更最重要的，各國基

督教都是通過積極推行教會本土化的方式而存在。

事實上，基督教得以流行的國家，都是基督教的傳

統和聖經原則與本土文化完美結合的結果，基督教

傳到了哪裏，就會在哪裏出現具有當地民族文化特

色的新版本。通過這種方式，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各

民族中得到了傳播，自身也在不斷地汲取營養、發

展壯大。

面對人類遇到的種種挑戰，基督教既講來世，

也重今世，同時又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它以個體的

生命為關注的焦點，以拯救人的靈魂為要務，重視

人的價值、人的需要、人的終極關懷，同時又強

調人的原罪、人性的軟弱及人與上帝的關係，強調

正義與公正、秩序與敬畏以及末世審判。基督教對

人的定位及其基本教義，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方

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目前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等所謂「普世

價值」，都與基督教有著密切的關係。以歐美為首

的基督教國家，根據基督教的倫理道德標準與價值

觀，制定了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直接間接地影響

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體系。世界上的其

他國家可以反對或批判這套規則，卻無法脫離這套

標準另訂出一套。相對伊斯蘭教國家、佛教國家、

天主教國家、東正教國家、印度教國家及其他宗教

信仰的國家而言，世界上的基督教國家在物質文

明、精神文明以及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方面均處於

領先地位。基督教國家是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

方隊，沒有基督教作為信仰體系與精神支柱，基督

教國家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如此顯赫的地位，

是絕對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優勢，雖然並沒有在中國社會與中國

人中得到認可，甚至許多中國基督徒也不一定完全

瞭解，但環顧中國社會的政治與信仰現實，就解決

信仰危機的能力與效果而言，還沒有比基督教更好

的其他宗教或信仰體系。

基於以上原因，如果中共作為執政黨在今後的

一段時期內，仍然拿不出能夠滿足中國人需要的精

神產品，解決不了中國人日益嚴重的信仰危機，就

會喪失作為中國人道德源泉的官方提供者與道德標

準官方維護者的資質，喪失為全社會提供精神信仰

產品的主要供應者身份。而中國的其他宗教又無力

或無法填補信仰產品供應者缺位元所造成的空白，

無法在中國社會、中國民眾最需要精神信仰、最需

要解決信仰危機的時刻，提出解決方案。在此情況

下，基督教如果能以社會倫理道德與精神信仰產品

提供者的身份及時地站出來，擔當為中國社會提供

精神信仰產品的大任，為解決中國人的信仰缺失作

出貢獻，中國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當然也包

括中國的執政者，就會徹底改變對基督教的看法

──基督教可以救中國(道德與文化的重建)，基督

教也將因此而得到復興。這就是基督教在中國的歷

史性機遇。

四、如何抓住機遇

面對中國社會信仰缺失的危機──基督教在中

國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基督教能否抓住這機遇，成

為中國社會信仰危機的解決方案，在中國現有的各

個宗教、各種信仰的競爭中勝出，就要看基督教能

否克服自身的弊端，用恰當的策略，發揮自己獨特

的優勢。

10 《大使命》雙月刊   第一○八期   二零一四年二月



1. 定位要明確

中國基督教首先應該明確將自己定位為中國社

會信仰體系與精神支柱的供應者、道德標準的制定

者與捍衛者，並以此身份佔領倫理道德的制高點，

積極主動地承擔和彌補中國人道德缺失的社會責

任。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力爭從邊緣向中心移

動的大前提，只有從絕大多數人的實際信仰需求出

發，為絕大多數人提供可以方便得到的、可信賴的

精神信仰產品與滿意的靈性服務，基督教才能在主

流社會、主體人口中得到承認，才能真正在中國發

揮價值。

2. 主動是關鍵

能否達到這個戰略目標，基督教的主動進取精

神極為關鍵。此時此刻，中國基督教不能再等待、

再無動於衷了。如果中國基督教此時不能或不願意

填補中國信仰缺失造成的真空，不能主動地實現在

中國社會從邊緣到中心的轉變，中國人的信仰與精

神支柱的危機問題，就只能留待別的宗教、別的信

仰體系來填補，去解決。基督教在中國人、中國社

會最需要的時刻的缺位元，只能導致自己與上帝為

其在中國打開的歷史性的發展之門失諸交臂。

3. 培訓是基礎

中國基督教的目標應該是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知

道：教會不是私人企業，不是秘密組織，不是傳銷

訓練班，也不是逃避社會現實的避風港。教會是基

督徒實踐上帝話語與自己信仰的中心，是樹立信

仰、淨化心靈的聖潔之地；是靈魂得救、生命更新

的開始之地；是中國社會中最可寶貴的「道德孵化

器」與「新人培訓所」，也是練習民主與法治的舞

臺。「個人得救」與「作光作鹽」的載體是個人，

但其結果卻不僅是為了個人，更是為了教會，為了

整個中國。如果一人皈依了基督教，就會被公眾視

為是有信仰、有道德、有愛心、守紀律、甘於奉

獻、尊重生命、服從法治、清廉公正的「新人」，

基督教就在中國社會中成功地建立了「山上的

城」，重建了中國人心中的燈塔，基督教就不會繼

續停留在社會的邊緣，基督教的影響就會遠遠大於

它的信徒數位，這是基督教需要練就的「內功」，

是基督教在中國現實處境中戰勝一切競爭者、辦好

教會的最佳方式。

4. 管理要跟上

每一間教會、每一位教會的牧者與信徒，都必

須認識到中國基督教會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緊迫

性與重要性。教會不論大小，都應該在教會內部治

理上狠下功夫，進行自我改造，消除中國封建文化

與功利主義帶給教會的負面影響。管理教會要靠制

度，而不是個人；要改變教會領袖人個人負責、個

人專權的舊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監督機制；要

把牧師從教會行政管理的繁瑣事務中解放出來，讓

牧師專心研讀聖經、提高牧養水準；要把提高主日

崇拜與佈道品質作為保證基督教信仰產品的大事來

抓。

5. 大門要敞開

基督教中從來不缺少老弱病殘、不缺少在社會

底層苦苦掙扎的人、不缺少弱勢群體，他們是教

會關懷與救助的對象，但教會不能僅僅由這些人組

成。要想真正幫助有病有難的弱勢群體，教會本身

要有足夠的人材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為

此，教會要向全社會開放，向各行各業各階層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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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各群體人士敞開大門，真心誠意地吸引和歡迎社

會上的各類精英人士與專業人員加入教會。社會上

大批優秀人員不能加入教會，責任在教會。所以，

教會要建立能夠吸引人、留住人的機制。沒有各行

各業形形色色的優秀人材加入基督教、獻身基督

教，教會的愛心是蒼白的，也無從體現；教會在社

會上難有作為！

五、基督教的應對之策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既有外部的阻力，又有

內部的挑戰。許多人把教會在中國發展的困難往往

簡單地看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結果；而在外部因素

中，又把所謂「政治因素」即「政教關係」看成是

最重要的原因，這完全是一種誤判、誤讀。誠然，

「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但其變化也最容易；執政

黨是否願意調整政策完全取決於其自身的利益，一

旦利益需要，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政策。而真

正困難的是社會因素的改變，社會因素能否改變取

決於大眾的認知與理念，而不是執政黨與政府的政

策。即使如此，社會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難改

變的是文化因素。歷史上，在政權更替、政黨更迭

之後許久，文化因素往往仍然在頑強地發揮作用。

因此教會在看待外部的挑戰中，不應該單純把政治

因素視為最大的困難，而應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社會

因素特別是文化因素的改變上，把努力消除主流民

眾、主流社會與主流文化對基督教的誤解與偏見作

為教會事工的戰略目標。

1. 兩個轉變

但基督教能否抓住機遇，基督信仰能否主流

化，基督教能否在中國興起，對中國基督教整體而

言，取決於基督教自身的本土化程度及相應的兩個

轉變：即外部能否從社會的邊緣走向中心，內部能

否從封閉走向開放；對基督徒個人而言，取決於基

督徒能否真正實踐聖經的教導、成為中國社會的

「光」和「鹽」。與基督教發展的外部阻力相比，

教會發展最大的障礙是承認自身的問題，改正自身

的問題。基督教要想在中國存在與發展，就必須從

改變自身做起，實現兩個轉變：在社會中從邊緣

向中心轉變；在教會中從領袖個人負責制的管理模

式向民主監督的集體管理模式轉變。沒有這兩個轉

變，就沒有中國基督教的未來，這是中國教會發展

的大戰略，也是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無法迴避的必由

之路。基督教要想抓住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機遇，必

須實現這兩個轉變。

2. 許可證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許可證不是政府的認可，不

是政府的宗教政策，而是中國民眾的認可、中國社

會的認可、中國文化的認可。有了民眾、社會、文

化的認可，政府的認可是必然的。反之，即使政府

承認基督教、支持基督教，沒有主流民眾、主流社

會、主體文化的認可，基督教仍然在邊緣。

3. 鑰匙在手裏

基督教被中國社會和民眾接受、認可與信仰的

鑰匙在哪裏？是在每一個教會和基督徒的手裏！

中國的基督教會、基督教領袖與基督徒應該認清形

勢、抓住機遇，在為恢復中國社會的道德基礎、解

決中國社會的誠信危機、重建中國人的信仰體系、

振興中華文明的過程中，做出自己義不容辭的貢

獻。

註：這是2000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廣東

省考察時提出的論述，又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黨

80周年大會上提出要貫徹的，指出共產黨要：1.代

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2.代表中國先

進文化的前進方向；3.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

（作者為北京普世社會科學院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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