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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佛教開始了復興，並經過趙樸初等人的大力宣導以

及國家支持和知識菁英的配合，人間佛教已經成為大陸佛教最鮮明的發展趨

向。1987 年 3 月 1 日通過的《中國佛教協會章程》，首次在中國佛教協會宗

旨中提出「團結全國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間佛教積極進取的思想」，12010 年

中國佛教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章程進一步強化了對人間佛教的

認可，從原來的「倡導人間佛教思想」發展為「踐行人間佛教思想」。2 在政

府、佛教團體、知識菁英等各界人士的倡導、呼籲和支持下，在佛教界人士

的努力下，佛教在入世化、生活化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莊嚴

國土、利樂有情的功能，在人心淨化、倫理提升、社會和諧等方面獲得全方

位的釋放，大江南北的很多寺院出現了繁榮發展的可喜景象。

但由於起步遲、底子薄、政策限制多，加之很多人的觀念依然處於因循

守舊的狀態，人間佛教在大陸的發展並不樂觀。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宗

教生態的深層問題日益顯露出其巨大的影響力，構成人間佛教在大陸所必須

面對的宗教生態環境，值得我們關注。本文認為，當代中國宗教深層問題主

要體現在宗教的多元分立、宗教文化區的空間分割與跨境存在、宗教神聖資

源的外向性、非傳統宗教活動的迅猛增加、底層社會信仰的殘破，以及政教

1. 〈中國佛教協會章程〉，《法音》1987年第 3期，北京：中國佛教協會，頁 30-
31。1993年章程中去掉了「人間佛教」這一概念。2002年章程再次出現並改為「倡
導人間佛教思想」。

2. 〈中國佛教協會章程〉，《法音》2010年第 2期 ，頁 24-26。

大陸人間佛教所面臨的宗教生態環境—
關於當代中國大陸宗教深層問題的分析及應對

李利安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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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張力存在等方面。

一、當代中國大陸宗教深層問題的分析和應對是重大時代課題的

組成部分

中國大陸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民族宗教工

作的創新推進」作為十八大以來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的一項重要表

現，列入「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當中。可見，對當代中國大陸宗

教工作來說，「創新推進」是一個總體的要求，也是一個基本的進程，這突

出體現在 2015 年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和 2016 年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所提出

的一些基本理念和重大方針。這些「創新推進」是黨中央根據新的實踐對宗

教作出理論分析和政策指導的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講到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時所說，3 宗教是所列舉的十七

個需要作出理論分析和政策指導的方面之一，被視為「重大時代課題」的有

機組成部分。可見，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報告中，對當代中國宗教的理論分析

和政策指導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到宗教工作時還說：「全面貫徹黨的宗

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

會相適應。」4 中國化方向的含義到底如何理解？中國化到什麼程度才算是中

國化？中國化到什麼樣態才算是中國化？中國化的內在本質到底是什麼？中

國化的外在界限到底在哪裡？這些都需要用突破性思惟來勇敢面對當前的現

實問題。因循守舊，故步自封，膚淺直觀，人云亦云，都是不可能得出真答

案的。

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
民日報》，2017年 10月 9日。

4.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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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更需要我們冷靜思考。引

導者當然是黨和政府，社會主義當然並不是模稜兩可的一種社會，所以適應

的本質尤其是適應的界限並不應該是模糊不清的，引導的方法必須是行之有

效的，引導的目標必須是明確而堅定的。只有拿出理論的魄力，勇敢地面對

現實，尤其是敏銳地挖掘潛在的問題，才可能有所發現，有所創獲。總之，

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理論分析和政策指導」的確是我們面對當前中國宗教

時必須完成的兩個當務之急，也只有如此，才能繼續保持十八大以來民族宗

教工作的創新推進。

如何對當代中國宗教作出理論的分析？學界和政界乃至其他各界都在

展開一些調研，並試圖藉助不同的方法進行理論的分析和把握。但學界的

研究比較零散，往往是學理性強而實用性不足；政界的一些調研往往為特別

的目的和具體的政策所制約，所以其調研成果儘管針對性和時效性強，但還

是會忽視一些隱蔽的宗教現象，特別是一些深層的宗教問題。這些深層的宗

教問題往往並不直接呈現在黨政部門的第一視野之內，因為這些問題或者

不具備突發性，或者不具備明顯的政治對抗性及直接的社會危害性，相反，

可能還會被視為一種正常現象而得到默認或接受，甚至被認為不可改變。

這些隱性的問題，或者不是問題的問題，可能潛伏著重大的危機，在不遠

的將來或許會成為威脅中國穩定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值得黨和政府相關部

門高度重視。

我們根據近年來連續進行的宗教現狀問題調研所獲得的資訊，及多年來

從事宗教理論研究的經驗，在本調研報告中對這些比較潛在性的問題進行調

研分析，希望有助於政府相關部門拓展認識宗教現狀的視野，改變對一些問

題的忽視態度，並提出我們的一些對策建議，供有關部門參考，也希望能為

人間佛教在大陸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宗教生態方面的一個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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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代中國大陸宗教深層問題的主要表現

所謂深層問題，一般具有這樣幾個特徵：目前尚處於潛伏狀態但未來可

能會爆發的問題；長期存在並被慣性思惟接受了的問題；具有內在結構性從

而非常頑固、解決起來非常棘手的問題。當前中國宗教正處於信教人數不斷

上升、宗教勢力不斷增強、宗教關係日益複雜、宗教問題逐漸增多的態勢之

下，在大量顯性問題不斷得到治理又不斷湧現的同時，一些深層的問題卻並

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從長遠與根本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那麼，當前中國宗教到底有哪些深層的問題呢？這幾年來，尤其是今年

暑假期間，本課題組對中國很多地方特別是西部地區的宗教進行了比較全面

的調研，相繼走訪了很多宗教團體和寺觀教堂，採訪了很多宗教教職人員和

信教群眾，還藉助網路對很多宗教網站中的宗教界人士的宗教類言論進行了

廣泛的蒐集，5 並藉助宗教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學科的一些方法，參考已有

的一些研究成果，對當前中國宗教的一些深層問題進行分類觀察和簡要分

析。根據我們的調研分析，當前中國宗教的深層問題主要有以下這些方面：

第一，鴉片戰爭以來逐漸形成的多種宗教分立並存格局，在改革開放以

來，呈現出更加嚴峻的態勢。

所謂分立並存，既非中國歷史上的儒釋道三教互補性並立和一體性會

通，也非世界其他地區一教獨大、多教相應式的主次平衡，成為世界歷史罕

見、當今全球罕見的一種宗教多元存在狀態。這種分立的最大特點就是，除

了道教相對弱小之外，其他宗教勢均力敵，但又難以實現內在的互補與會通，

5. 本課題組成員在今年暑期先後或分別在陝西、西藏、寧夏、甘肅、北京、江蘇、
浙江、江西、安徽、海南、雲南等地考察，並走訪了 20多個宗教團體或宗教院校，
考察了上百個宗教場所，各種形式的訪談更是不計其數，並在西安部分宗教活動
場所就網路宗教、民間宗教信仰問題、居士團體問題等做了問卷調查。有些團體
的內部資料不能直接引用，但相關資訊均內化於本文的分析之中。



76 2019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在國家的堅強管控之下，各教相安無事，和諧共處。但根據世界歷史尤其是

上世紀四○年代南亞和九○年代以後巴爾幹的歷史教訓，就知道宗教分立並

存的巨大隱患。6

當今世界的宗教文化基本可以劃分為以歐美為主體的基督教文化圈，以

中東、中亞、南亞和東南亞部分地區為主體的伊斯蘭教文化圈，以印度為主

體的印度教文化圈，和主要存在於中國大陸、以五大宗教並立為特色的中華

宗教文化圈。在前三個宗教文化圈，儘管絕大部分國家都實行宗教多元包容

的政策，也的確是多種宗教同時存在，但這些文化圈內的宗教多元總是一教

獨大背景下的多元，所以它的宗教關係簡單，主體支撐，主次有序，結構穩

定，我們可以稱之為「一體多元」的宗教並存結構，即一種宗教占據絕對主

體地位背景下的多種宗教並存。這是理解西方世界宗教自由高度發達的一個

重要背景，也是理解伊斯蘭世界宗教世俗化異常艱難及印度教的社會影響持

續濃厚的一個基本前提。縱觀全球，除了極個別小國的具體情況還需要調研

之外，在大的宗教文化區或主要的國家當中，只有中國是真正意義上的、而

且是相當嚴峻性的宗教並立的國度。

當前中國宗教的這種多元並立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因為中

國歷史上的宗教多元並存，其基本格局是儒釋道三教並立互補，圓融會通，

三教在彼此呼應中，看似三分天下，實則分工協作，彼此依存，形成三教合

一局面，我們可以稱之為「多元一體」的宗教並存結構。7 這個「一」就是

6. 1947年的印巴分治，即依據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兩種宗教分立並存格局劃分為兩個
國家，後來由此變成三個國家；南斯拉夫被肢解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東正教、
天主教、伊斯蘭教三個宗教的分立並存，在社會主義陣容解體後，按照不同宗教、
不同民族重新成立了多個國家。

7. 參閱李利安：〈從人性需求的角度看中國佛教的文化定位〉，《戰略與管理》2015
年第 4期，北京：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頁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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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統一、作為整體性存在的中華傳統文化。可是，到了今天，中國的幾個

主要宗教難以達到信仰的協調、功能的互補和思想的圓融，無法實現會通為

「一」的整體呼應狀態。近代以來，中國民間宗教所倡導的五教合一，因為

民間宗教自身地位不保，影響有限，也沒有取得任何成效。目前國家的堅強

管控替代不了問題的潛在嚴峻性，未來的巨變不是沒有可能。

第二，信仰主體的民族性導致宗教空間布局的地域分割性，不但造成宗

教文化交流與融和的難度，而且極易產生宗教之間的隔閡與衝突，並在社會

生活與國家政治方面影響到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

像中國這樣一個有大面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國家，在全球應該是首屈

一指的。因為聚居一方的少數民族幾乎全民信教的這一傳統，導致宗教分布

也大面積呈現為塊狀分割的狀態，這種情況主要存在於西部地區，突出表現

為伊斯蘭教文化區和藏傳佛教文化區的存在。前者以新疆，以及寧夏、甘肅

的部分地區為主，特別是新疆；後者以西藏、青海、內蒙古，以及四川西

部、雲南北部和甘肅南部為主。儘管今天學術界在倡導民族與宗教相區分的

理念，國家也在政策方面努力貫徹這一理念，但歷史的傳統不可能在短期內

有質的改變。宗教文化區分割存在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在某個特定地域內，

一方面某種宗教占據著絕對主體地位，另一方面，支撐這一宗教社會存在的

民族也在這個特定地域內具有主體的地位。在這些特定地域內的個別地區，

儘管因為移民以及商業與旅遊活動等現代生活的開展而出現民族成分比例的

變化，但根深柢固的本土生活與文化傳承依然難以撼動。宗教信仰的民族主

體性與區域分割性深刻影響到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而宗教文化區的跨境存

在又讓這一問題更加複雜。

第三，宗教文化區的跨境存在，就是同一個宗教文化區在國境內外連成

一片，國內外之間在宗教領域的私下非法連繫從未中斷，境外宗教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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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分裂主義容易直接向境內滲透，導致宗教領域的國內外關係相當複

雜，影響到西部地區的民族關係和國家安全。

這種地域分布上的跨境存在突出體現在新疆伊斯蘭教，同中亞各國尤其

是中東東部的阿富汗以及南亞的巴基斯坦在宗教文化板塊上的連成一片；西

藏和內蒙古的藏傳佛教，同尼泊爾、印度以及蒙古國的藏傳佛教區域連成一

片。儘管有外在的邊境分割，但在思想與實踐方面無法實現徹底的隔絕。而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亞的部分地區一直是伊斯蘭極端勢力尤其是恐怖勢力

的流行之地，這種思潮及其實踐運動對中國西部地區影響很大。所以，儘管

西部地區與相連境外也有正常的友好交往，但境外極端勢力的負面影響始終

嚴重存在。

第四，一些宗教的神聖資源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導致中國宗教在獨立自

主方面依然面臨巨大挑戰，境外滲透與私下干預以及由此導致的內聚力弱化，

都給中國宗教關係、政教關係等帶來嚴重威脅，並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

的統一。

宗教是一種信仰，宗教信仰必然以神聖性為支撐。這些具有支撐意義的

神聖性既可以飄蕩在玄虛之中，在現實的信仰實踐中又必然會體現在具體的

人物、事項、物體和空間等方面，如某個具體的宗教領袖、某種特定的宗教

活動、特定的聖物、特定的神聖空間等。如中國天主教徒所信仰的教皇，所

謂「看不見的是上帝，看得見的是教宗」，通過對教皇的敬仰與信從，而將

上帝的榮耀落到實處，這是歷史沉澱並已經牢牢鎖定在中國天主教信徒內心

深處的至上情節，所謂「天主教地下勢力」，本質上就是這種神聖性資源的

外向性所導致的制度統攝與心理認同，而這種制度統攝所產生的組織干預，

又與中國宗教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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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所擁戴的達賴喇嘛，儘管不像天主教所信奉的教皇那樣具有完

整與細膩的制度化體現，並因兩大活佛轉世體系的並存而產生神聖資源的相

對分割，但面對實際，我們依然不得不承認其至深至廣的影響力。而北印度

達蘭薩拉的存在，以及數十年難以絕對禁止的國內外暗中交往，使得這一神

聖性資源一直處於境外流失狀態，因為深藏於心的信仰認同使得表面上相安

無事的背後潛伏著難以應對的精神對抗，特別是其宗教領袖的身分和政治身

分混合在一起，使得宗教信仰問題與民族關係和國家統一等敏感政治問題連

繫在一起。

伊斯蘭教至高無上的聖地則在麥加，一年一度的麥加朝聖維繫和強化著

這種聖地情節，宗教領域的權威，尤其是教義、教規方面的權威均主要源自

中東，激發並不斷擴大了對沙特瓦哈比派的信仰認同，阿化與沙化均與此直

接相關。

在歷史上，佛教已經完全實現了神聖性資源的中國化轉向，與中華傳統

文化的內聚性同體建構，向心力很強。基督教則淡化了神聖性資源的具體指

向，除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力一直存在等因素之外，神聖資源的外向性一般也

不是很強。所以，神聖資源的外向化主要體現在天主教、伊斯蘭教和藏傳佛

教方面。

其實，這種精神資源的外向性是一種很正常的宗教現象，古今中外都會

大量存在，只要內部和諧，並善加引導，就不會產生負面的影響，甚至還可

以成為一種促進中外交往、推動彼此理解的積極因素。但由於諸多社會與文

化問題的存在，以及宗教、民族問題與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複雜交織，這種精

神資源的外向性就很容易發生轉變，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破壞民族團結、煽

動國家分裂、滋生分離主義的精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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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所外宗教活動日益占據主導地位，這種宗教活動游離於現有宗

教法規的框架之外，其合法性問題既造成一些對抗的情緒，也留下巨大的管

理難及的空間，從而向宗教管理的法治化提出了嚴峻挑戰，正在撼動原有宗

教政策的限制，也將拓展原有宗教法規所關涉的領域。

傳統的宗教活動一般都是按照傳統的宗教禮儀，由國家和宗教雙重認可

的宗教教職人員主持，在宗教活動場所之內舉行的宗教活動。這既是中國大

陸目前對宗教活動這一概念的基本定義，更是中國大陸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宗

教活動的基本認識。這種認識限制了宗教活動這一概念的外延，人為導致大

量宗教活動游離在合法界限之外，如基督教自由傳教和大量家庭教會，以及

佛、道教領域的群體性居士信仰活動。其實，基督教家庭聚會對基督教本身

來說就是一種傳統的宗教活動方式，只是針對中國傳統宗教，尤其是針對中

國的傳統宗教管理模式來說，才算是一種非傳統的宗教活動。這種宗教活動

既不需要固定的場所，也不需要宗教教職人員的主持，其實也沒有什麼傳統

的複雜禮儀，輕鬆自由，隱蔽易行，發展很快。基督教目前在中國的存在以

及未來的發展，可能主要是由這部分基督徒來承擔的。

國家對這種場所外宗教活動的管理，缺乏明晰的法規和有效的辦法，既

有的宗教法規重在管理傳統宗教活動。以宗教教職人員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管

理來說，近年來陸續出現了很多加強宗教活動場所審批與管理的規定，同時

在宗教教職人員的認證、管理、教育方面也作出很多努力，總體上看，非常

嚴格。可是，大量在家中、公司、飯店、公園以及任何一個臨時聚集點開展

的基督教活動，不但無固定宗教活動場所，也無宗教教職人員，無複雜的宗

教禮儀，完全超越了這些法規的界限。對於這種基督教活動，政府治理了幾

十年，基本沒有什麼效果，基督教的教堂外擴張繼續迅猛發展，信教人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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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到今天，已經增長了幾十倍。8 很多學者預計，未來中國完全有

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國家。當然，基督教的確有其信仰傳播與社會

教化的優勢，但從中國宗教關係格局的變化來說，這種發展趨勢是值得政府

高度關注的。

第六，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宗教藉助這一平台開展網上體驗、問答、

祈禱、供養、討論、分享、誦經等各種形式的網路宗教活動，並有可能在未

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組織和宗教場所，成為最能凝聚信眾的宗教平台。而目前

國家的宗教管理法規未能有效跟進，等於默認了大量宗教活動在政策監管之

外的存在。

網路宗教活動是現實宗教活動在網路空間的延伸，在表現形式、蘊含的

內容、承載的功能、社會影響等方面，與傳統宗教活動都有很大的區別。網

路宗教主要以宗教資訊的傳遞和個人藉助網路參與宗教活動等方式呈現，宗

教資訊的傳播是指通過互聯網站、應用程式、論壇、博客、微信公眾帳號、

即時通訊工具、網路直播等形式，以文字、圖片、音視頻等方式傳播宗教教

義教規、宗教情感與信仰、宗教活動與分享等內容。而個人參與的網路宗教

體驗活動，則既有個體性的活動，也有藉助網路而凝聚的群體性活動。這些

活動均具有虛擬的真實性，是隱藏在視線之外的真實宗教活動，具有活動方

8. 關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基督教人數，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資料。按照國際基督教
研究機構（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國基督徒的數量大概在七千萬左右；美國福音派的《今日基
督教》（Christian Today）的估計更是高達 1.3億。中國民間組織世界與中國研究
所所長李凡則在新加坡一個會議上表示，目前中國基督教人口有一億，而家庭教
會組織則多達八十萬個。2010年 7月 26日至 2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中
國宗教的現狀與走向：第七屆宗教社會科學年會」上，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
與社會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們公布了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中國自我認同為
基督教信仰者的有 3300萬人，其中信仰基督新教的有三千萬，信仰天主教的有
三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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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資訊快捷、容易聚集、更加自由、難以掌控等特徵。

據我們初步調查，城市宗教信仰者接近 100% 參與過網路宗教活動，而

其中大約 50% 的人，其參與網路宗教活動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實體場所的宗

教活動。9 網路宗教所具有的巨大潛力正在迅速釋放著前所未有的能量，可能

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導引中國宗教存在狀態與發展趨向的主要平台，其在宗教

領域所擁有的輿論激發力量和宗教發展的導向作用已經顯露出來，「興教寺

事件」10 已讓我們領教其強大的力量，如果繼續任其游離於有效的宗教法規

管理之外，則將很可能失去對中國宗教存在狀態與發展方向的有效掌控，而

如果運用行政力量過多介入網路宗教資訊特別是網路宗教文化的限制，則可

能引起激烈反彈，並在一些方面得不償失。如何尋找一條妥當的解決之路，

正在考驗著各界尤其是政界的智慧。

第七，以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為支撐的中國底層社會的傳統信仰正在迅

速走向凋零，底層社會民眾的精神紐帶與教化平台正在消失，導致底層社會

秩序的內在支撐乏力，取而代之的文化扶貧和精神輸入至今沒有真正的效

果，一片荒蕪的底層社會將給中國社會帶來一批又一批缺乏教化的人群。

中國過去的底層社會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傳統文化為紐帶的鄉村社

會。在文化領域，上有儒釋道三教的主體導引，下有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

底層支撐，由此建構和不斷滋養出一種底層社會的精神世界。不論這個精神

世界是如何的封閉保守，但其完整性、穩定性、滲透性足以維繫一個龐大的

9. 本課題組：〈西安終南山部分地區佛教信眾使用宗教網路情況調查問卷〉，2018
年 9月 15日。

10.  2013年 4月，因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興教寺被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拆除約三
分之二的建築，興教寺表示不能接受，在政府欲強行推進的背景下，引發社會廣
泛關注，輿論洶湧，一片批評之聲，成為數十年來罕見的網路宗教熱點事件。政
府有關部門最後逼迫退讓，興教寺申遺也未受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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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社會。當然，這個精神世界與當時自給自足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中央集

權的統治形式及宗法制的社會結構也是完全一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

會的原有結構開始鬆動，特別是從「五四」運動以來，尤其是 1956 年社會主

義改造以來，特別是「文革」當中，當然也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儘

管歷史背景各不相同，但歷次變革共同導致的是底層社會結構的日益瓦解和

底層精神世界的不斷被摧毀，包括民間信仰和民間宗教在內的傳統宗教文化

迅速從底層社會消失。

在具有高壓性的政治教化從上世紀八○年代也從底層社會迅速撤離之

後，一個信仰真空和教化殘缺的底層社會，便被丟進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狂潮

之中，由此開始催生出一個幾千年少見的中國底層社會樣態：文化貧窮、精

神空虛、金錢至上、道德無助、良俗流失、方向迷離。與此同時，黑惡勢力

橫行，基督教迅速進入，新興宗教蠢蠢欲動，很多地區的民眾還因此而沉陷

於邪教、迷信的泥潭。千年相傳的底層社會正在迅速覆滅，傳統宗教關係格

局的社會基礎也隨之消失，新的宗教關係也將在底層社會信仰轉型的過程中

逐漸呈現出新的架構來。這個架構必將帶來底層文化的重組和民族精神的巨

變，中國大陸的未來社會結構也會受到深遠的影響。

第八，無神論與有神論的區別在中國上升到意識型態差異的高度，不可

動搖的無神論立場不但對共產黨員形成嚴格的信仰導向，而且高調標示了和

宗教的意識型態對立，導致政府與宗教之間既存在相互尊重與彼此合作的關

係，也在精神信仰領域潛藏著一定的對立。

於是，執政黨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並非表面上的那種政教分離或團結合

作，而是包含著眾多複雜的滋味，在某些特定的時期、特定的地區或特定的

事件中，這種關係可能會引發尖銳的矛盾，造成對彼此的傷害，影響黨的形

象和執政能力，也對合法存在的宗教產生強勁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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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神論的基本原則，從而使自身的立場與

宗教信仰劃開分明的界限，並導致中國的政教關係呈現出某種內在的張力。

這無論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以及今天的全球，都是非常罕見的。

出於現實的考量，政權總是不願與具有一定社會實力的宗教形成對抗，這是

一個常見的歷史經驗。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政教關係總體上是平穩的，信仰

上相互尊重與政治上團結合作已是中國政教關係的常態，但內在的隱憂一直

存在，特別是近年來，有神論與無神論之間本來並不重要的分野，因為神觀

念以外諸多社會因素的介入而變得更加突出，造成一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

眾的不安和不滿。

隨著宗教事務管理法治化進程的明顯加強，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

適應的強勢推進，尤其是宗教中國化的大力宣導和具體推動，及中國宗教界

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動的開展，由政治主導的強勢干預一方面適應了

目前中國嚴峻的宗教形勢，體現了黨中央治理宗教問題的決心，但同時也引

起政教關係的緊張，這種緊張又進一步激化了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宗教偏見，

不同程度地形成對宗教文化與宗教學術的擠壓。

當代中國宗教還有一些深層問題，有的將日益顯露出嚴重性，如五大宗

教格局的維持與突破問題、傳統宗教現代轉型滯後所帶來的宗教發展不平衡

問題、宗教的神聖性功能與現實教化功能的圓融對接問題等；有的則是早已

顯露但並未被深刻分析，如新興宗教和邪教的伺機而動問題、宗教的精神性

功能與宗教的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之間的關係問題等。本文因為篇幅限制，

暫且不展開論述。

三、當代中國大陸宗教深層問題的應對

當代中國宗教深層問題具有相當的頑固性，解決起來難度很大，在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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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基本處於被擱置的狀態，但從長遠來講，必須做好迎接挑戰的充分準

備。應對這些深層問題應該以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為基本取向，既

遵從現有各種宗教法規，又在面對現實問題時應該具有開拓性思惟，力求在

問題的現實觀照和長遠預測的基礎上，有反思精神，有實效舉措。依此為原

則，我們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充分認識當代中國宗教深層問題的嚴重性，由中央統戰部組織學

者、宗教工作者、宗教界人士等相關領域人員參加的專項課題組，儘快展開

全面深刻的研究，拿出現狀調查詳實可靠、理論分析深刻到位、對策建議準

確可行的研究成果，為應對當代中國宗教深層問題提供科學依據。只有進一

步深化和端正對當代中國宗教問題的認識，尤其是改變某些領域、某些人不

同程度的因敏感而畏懼宗教、因膚淺而誤解宗教、因歧視而排斥宗教、因盲

目自信而漠視宗教等錯誤態度，深挖宗教的深層問題，才有望克服中國宗教

的潛在隱患，掃除宗教領域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

第二，中國宗教的多元分立儘管源於鴉片戰爭，但改革開放以來，基督

教的飛速發展、伊斯蘭教的泛清真化傾向、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迅速凋敝，

這種多元分立的格局進一步突出。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在堅持宗教平等這一基

本原則的同時，勇敢採取因教而別的策略，因教制宜，分別應對，調控各教

之間平衡發展，恢復民間宗教的合法地位，保護並激發民間信仰在底層社會

的精神紐帶和教化作用，從文化角度，扶持作為中華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宗

教文化，逐漸樹立中國宗教文化的主體性架構，並在這種主體架構的支撐與

引領下，一改目前的多元分立格局，為中國宗教建構一種相對穩定而合理的

宗教關係平衡體系。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將涉及眾多問題，須要認真研究，

謹慎應對。

第三，中國宗教文化區的空間分割與跨境存在主要局限在西部地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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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流布地區的空間分割主要是因為一些少數民族的全民信教，和這些少數民

族在人口占優勢背景下的聚居生活造成的。歷史上的民族遷徙因為建國後的

社會穩定和國家管控而基本終止，改革開放以來因經濟啟動的人口流動以漢

族為主，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人口結構和文化結構並未發生本質的改變。建議

中央採取具體可行的措施，尤其是在財政支持和政治關懷方面不惜巨大投

入，鼓勵新疆、西藏、內蒙古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到內地上學就業，鼓勵漢

族人口到少數民族地區安家落戶，即使因此可能會面臨更多更直接的民族關

係問題，但在民族的密集交往中必將實實在在地推動文化的融合，尤其是隨

著思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斷靠近，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尊重與彼此融合

將勢不可擋，民族聚居與文化的區域分割將得到緩解。11 這將是中華民族的

千秋大業。

隨著宗教文化區分割存在問題的緩解乃至未來可能的消除，宗教文化區

的跨境存在問題也自然得到緩解。在沒有解決宗教文化空間分割導致的民族

隔閡與文明衝突問題之前，相信國家會通過有效措施，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

友好交往，並加強邊境管控，溝通相關國家的有關部門，主導境內外宗教文

化交流的正常開展。

第四，神聖性資源的外向性問題與信仰直接相關，應對起來相當困難。

一方面應採取各種方式挖掘和激發境內宗教神聖性資源，另一方面在尊重境

外宗教神聖性地位的同時，多途徑消減境外宗教神聖資源的負面影響力。

11. 歷史上中國北方地區長時間為外族統治，因為與漢族的雜處而並未成為專有的少
數民族聚居區，並因為共同接受佛教文化而建構了文化的統一紐帶，並因此而融
匯到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體文化架構之中，從而成為中華一統不可分割的部分。
蘇聯在二戰之後對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民族進行強制遷徙，從而一勞永逸地解
決了與主體文化結構不合的一些文化分割區的問題。前蘇聯的方法對今天的中國
是不可行的，但歷史上的中國經驗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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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樹立境內的宗教神聖資源，中國漢傳佛教提供了很多歷史經驗。例

如，中國佛教將佛聖地崇拜轉為菩薩聖地崇拜，並將一些本來在印度的菩薩

聖地如普陀山轉移到中國，形成四大名山信仰體系。與此同時，佛的真身則

通過大量在中國湧現的佛舍利而得到全面的空間轉移。加之經典崇拜、佛像

崇拜、道場崇拜、淨土崇拜、瑞相崇拜等，佛教的神聖資源呈現出多元存在

的格局，這都有助於實現神聖資源的空間轉移，極大地促進了佛教神聖資源

的中國化。天主教在明代的時候也曾經試圖將聖山十字山轉移到中國的終南

山，但近代以來逐漸又被淡化。至於某個人物所擁有的神聖性，漢傳佛教一

方面烘托了早已圓寂的佛的地位和信仰中的菩薩的地位，並將佛的真身舍利

和菩薩的說法之地轉移到中國，另一方面又不斷淡化活著的人的神聖性。

這些經驗可能在藏傳佛教那裡未來會有希望逐漸得到倡導與落實，而在

天主教那裡，短期內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觀。所以，就天主教神聖資源外向性

問題來說，關鍵還在於同羅馬教皇的溝通。活著的宗教領袖，總會有理性而

務實的一面。至於伊斯蘭教神聖資源的外向性問題，本文重在指出問題的存

在，但同時感到相當難以撼動，須要高度警惕，謹慎觀察，在尊重信仰、維

持現狀的同時，有效控制，逐漸引導，希望在樹立中國宗教領袖地位的同時，

不斷增強內地穆斯林心目中已有的中國心，盡力將外向性的神聖資源轉化為

對外友好交往的積極因素，消減因神聖資源外向性而帶來的負面影響。

第五，傳統場所之外宗教活動所占比例的日益提升突出體現在基督教當

中，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場所外宗教活動也正在迅速增加。這

要求我們突破多少年來一直延續的對傳統宗教存在形態的認識，尤其是突破

所謂宗教組織與教職人員、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活動儀軌等傳統的宗教存在

基本要素，特別是突破所謂山門以內和山門以外的傳統宗教管理界限，以更

加廣博的視野來看待當代中國宗教的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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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外宗教活動，特別是基督教的自由傳教、家庭聚會以及其他各種形

式的臨時聚會，以及佛、道教寺觀之外的活動，都應該在承認其合情合理性

的基礎上納入宗教管理的範圍之內。可喜的是，在我們剛剛開始這一調研的

時候，中國大陸於 2018 年 2 月正式開始施行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

其中增加了對「宗教臨時活動地點」的管理規定，並在隨後發布了《宗教臨

時活動地點審批管理辦法》。但目前的這些管理性條文的關注點依然是具有

固定性的實體空間和集體性的宗教活動，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傳統場所之外

的宗教活動。鑑於傳統場所之外的宗教活動具有隨時、隨地、人員組合隨意

及活動方式輕鬆多變等特徵，建議相關部門，特別是宗教管理與公安部門，

應以關注和準確掌握為前提，以把控與正向引導為根本，禁止私自組織化發

展，將其嚴格限定在公民個人私事的範疇，並監督其動態，在符合國家相關

法律法規的同時，嚴打一切違法犯罪活動。與此同時，由中央統戰部出面組

織宗教學者和宗教管理專家，對此類宗教活動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調研，摸清

現狀，審定態勢，把握特徵，權衡利弊，是否訂定相關管理規定，則需謹慎

決定。

第六，網路宗教活動在次數和受眾數量等方面已經超過傳統場所和傳統

場所外實體空間的宗教活動。就在我們調研的過程中，國家宗教事務局發出

了《網路宗教資訊服務管理辦法》的徵求意見稿。12 但經過我們的認真研究，

發現這個徵求意見稿在「堵」的方面用力甚猛，在「疏」的方面用功不足。

而很多「堵」的辦法可能在現實中難以執行，而面對互聯網的未來發展趨勢，

如此細緻與嚴格的「堵」可能難以維持。「疏」的辦法首先體現為在承認互

聯網宗教活動（絕大部分體現為一種資訊的傳播，個別體現為個體化宗教體

驗等）的存在及其不可阻擋的現實，並在全面把握其存在狀態的基礎上，對

12. 中國宗教學術網，網址：http://iwr.cass.cn/xw/201809/t20180912_45592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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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體、內容、管道、受眾等進行細緻的監督，並鼓勵既愛國守法又學識

淵博、道行深厚的宗教團體的教職人員充分利用網路感召信眾，影響民眾，

同時制定合情合理的網路宗教資訊規範化規定，嚴厲打擊任何蠱惑、造謠、

誣陷、煽動、自建私人組織、曲解教義教規、對抗國家政策等違法犯罪活

動。總之，宜疏不宜堵這一總體原則的具體實施辦法，應該組織宗教管理

者、研究者、網路技術人員等進行認真的細化研究。

第七，關於底層社會信仰殘破的問題，這些年來一直有學者關注，並已

提出很多建議，其核心內容就是希望國家儘快承認民間宗教的合法地位，並

為民間信仰提供更加有效的保護。鑑於民間宗教派別繁多、宗教理論與法事

的傳承中斷時日已久、宗教教職人員多已凋零、舊社會的糟粕殘留很多、與

正統宗教的教義衝突依然存在、很多教派具有國際性（主要是東南亞華人和

台港澳等地）等特點，建議在全面摸清現狀的基礎上，對民間宗教教派進行

鑑別，對民間宗教教職人員進行法治素養和宗教學識的審核，對可能開放的

宗教活動場所進行考察，對宗教理論與宗教儀軌進行清理與篩選，並儘可能

實現現代轉型，制定詳細的恢復方案和個性化的監管辦法。沒有這些細緻的

準備，貿然開放是不可取的。但長期擱置，任其自生自滅，則十分可惜。

至於民間信仰，因為其基本處於無經典、無教義、無教規、無教職人員、

甚至很多也無固定場所的狀態，而且零散多樣，瀰漫各地，自古以來很難對

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其在底層的倫理教化、精神安頓、心靈慰藉、助民

娛樂、傳統維繫、人文陶冶等方面的作用卻是非常明顯的，甚至其他宗教都

難以匹敵。所以，建議政府在原有的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方面加強對民間信仰的扶持，在文化共享工程等各種國家文化建設事業中注

重對民間信仰的研究和傳承，同時，建議政府制定有關民間信仰的總體政

策，改變國人對民間信仰的忽視，組織有關專家和傳承人對民間信仰進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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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時代的闡釋，逐漸激發出充滿活力的民間信仰體系，使其成為中國底層文

化的一個重要支撐。

第八，關於無神論與有神論的意識型態對立所造成的政教關係的張力存

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執政黨形象的無謂損傷。支撐宗教的社會群體在

當代中國的現實中，其生活的基礎與訴求乃至情感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和

政府是一致的，儘管在信仰上不能強求一致，但在生存與發展方面畢竟共相

唇齒。特別是執政黨的目標，基本無關有神與無神，而是國家的富強和人民

的幸福。在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這一根本目標方面，有神與無神完全

一致，正可以攜手奮進。至於共產黨的終極目標（共產主義）和宗教信仰的

終極目標（彼岸世界）（有的宗教還是追求此岸的未來絕對美好境界），都

屬於終極的超越，儘管存在本質的不同，但對當下來說，都屬於遙不可及的

未來，並不會因此而在當下產生巨大的分野。強調意識型態對立在今天的中

國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政黨，並沒有因為

宗教信仰與政黨理念之間界限的消除，而產生意識型態或其他治國理政思想

的衝突或混亂。強調黨與宗教之間意識型態對立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應該引

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當然，在中國大陸，共產黨規定黨員不能信仰宗教，其實背後的深層原

因在於中國宗教的分立性存在，因為，一個堅強統一的組織不可能向具有分

立性的多種神聖性信仰開放。但一味在空洞的理論層面強調無神論與有神論

的對立，是既不討好宗教、也不討好黨員的做法，對獲得宗教的信任不利，

對管理宗教事務不利，對緩解政教關係的張力不利。建議繼續深刻研究中國

政教關係的複雜背景和特徵，淡化意識型態差異，儘可能緩解有神與無神的

衝突，在堅持共產黨員不能信教的同時，不斷調和政黨與宗教之間在哲學理

念與價值觀方面的關係。這方面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需要討論的疑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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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需要調整的舉措就更多了。本調研報告重在提出這個問題，希望引發有

關部門的進一步思考，相信未來能找到一個合理的應對方案。

以上關於當代中國大陸政教深層問題的應對，只是筆者建立在自己的調

查與思考基礎上的建議，也算是對未來大陸宗教問題治理的一種預判。這些

可能出現的未來變化，也是人間佛教在大陸所面對的宗教生態的有機組成部

分，對人間佛教在大陸的生存與發展也可提供一種更加前瞻性的視野，希望

有助於人間佛教應對在大陸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