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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大会以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进行交流。我跟张西平教授、张士江神父有过很多年的

积极的合作，也参加了很多次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中国基督

教研讨的回复、现状与展望》。我最近一直在出差中，没有写出文字的东西，在此表示歉意。 

  我边出差边把思路梳理了一下，这个题目比较切合我们大会的主题 -“社会变迁中的宗

教研究与宗教教育”，我把这个重点放于宗教研究。我想利用今天宝贵的时间，谈这样几个

方面，首先是导论，把中国基督教研究作个回顾；第一个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第二

个方面，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关于宗教史文化的研讨，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第三个方面，

90 代以来的研究；第四个方面，世纪之交的研究；第五个方面，对研究的未来展望。 

首先，从导论谈起。 

  谈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有个时间定位，一般来讲，我们是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的

研究，我的理解，是定位这样一个基本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应该说是

相对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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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教会内的基督宗教研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非常活跃，

涉及到对教义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很有特色。天主教的研究在当时还是比较活跃的，像

辅仁大学的研究，上海以光启社为背景的历史传承的研究，包括河北献县出版了大量的基督

教文献，涌现出一批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者。基督教方面也非常活跃，当时说，北有燕京，

南有圣约翰大学，这样一个呼应。同时在教会内部也有很多的思想家。当时，讨论的重点之

一就是对本色教会、对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思考，在圣经的翻译上还是在神学的见诸上都

有一些思考。1949 年以后，这种局面慢慢就消失了，由少量的学说著作的发表，到渐渐的消

失 ，应 该说 自 20 世 纪 60 年代 以来 ，在 教会 内 部 基本 上没 有研 究 的 声音 。 

  与此相对应的，教外开始出现对基督宗教的研究，当时的氛围下，60 年代，包括 70 年

代文革期间，对基督宗教的研究主要是以批判基督宗教跟西方列强的观点和角度。当时分析

国际形式，尤其对美国的关注，翻译勒一部分美国现代思想家的著作，在 70 年代，在中国大

陆以内部资料出版，其实内部在一些图书馆、书店也能买到，研究是以批评为主，所以形成

这样一个特色。也就是说，教会外的研究是少量，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不被人所注意，在

其它的研究领域，比如在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间，间接地提到了对中国基督

宗教历史的这个关注，我们可以看，在当时编的，不论是中国通史还是中国思想通史，基本

上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进行一种批判的审视，应该说是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宗教研究的范

围中间影响不大，也不被人所关注，这就是我们谈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在 70 年代末之前基本的

一个状况。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具体来讲 1978 年下

半年到 1979 年开始，这样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谈第一个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 

  改革方面初期的研究体现为早春二月的特点，出现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由于历史的

惯性，虽然还是在延续以往的批判这样一种研究的风格，但是能够有专门研究基督宗教的著

作问世，这已经是零的突破，所以我们要由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比如在 1979 年，三联出的一

本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这个著作是我的老师写的，用的笔名。当时给他的评价并不是很

高，第一认为他的观点比较左，第二认为他的资料比较旧。但是我们看当时的情况，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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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难局中间，潜心作学问。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但并不是那时候写的。在文革期间

开始转向基督教研究，推出这个成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他是功不可莫的。虽然是一种批判

的眼光，虽然用的资料比较旧，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的状况，不可能找到新的资料，但是

标志着一种零的突破，有一个从学术的角度对整个基督宗教历史的审视。所以，从这个意义

上讲，我们还是要还原到历史中间来看。 

  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就有一些著作问世。比如在上海的顾长声写的《基督教与现代中

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另外还有四川的学者写的教案史等等，都是对基督宗教在

华的历史一个回顾。当时这种回顾，应该说带着文革的对基督宗教评价的痕迹，基本上是负

面比较多，批评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的，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把这种历

史，把这种发展展现在中国的大众面前，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非常有具有历史意义

的。这个时期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开始在形成，虽然还有批判的痕迹，但是在慢

慢减轻。当时的研究的重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走面研究的前面。此外在福建，尤其

在福建师大，史料的整理，主要是教案史，另外还有四川社科院有少量的学者开始关注资料

的整理，在改革开放初期，迈出了中国基督基督教现代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个方面：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关于宗教史文化的研讨。这是基督教文化研究的亮

相，突破了已往仅仅从负面批判性研究的这种窠臼，开始这种客观、正面的评价，所以，应

该说是跟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有关联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于基督教的评价

和宗教的评价，经过了这么几次大的风波，一次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有一个非基运动和非

宗教运动，应该说是既是文化运动又是学术运动，形成很多关于基督教在华作用和它的特点

及性质的评价。这个基调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基督教作一个负面的帝国主义文化

侵略这样负面的评价。 

  世界宗教研究所在 1964 年建立，有的学者总结有两大任务：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研究

宗教，范围比广，那么批判神学重点涉及到基督宗教，但是，今天对批判神学有不同的解读，

有的人从原出意义上的批判，也就是批判、学术批评，有的人是从文化革命的大批判，否定

意义的打倒。这种观念，应该说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出现过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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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陈的评价有一个转型期。在 60 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 20 世纪第二次关于宗教的

评价，也就是说什么是宗教？宗教跟迷信的关系是什么？在当时，以牙含章先生为代表的学

者，展开激烈的讨论，有相关的著作或论文发表，这个讨论，就为我们当下今天这个讨论埋

下了伏笔，因为当时讨论就是无神论跟宗教关系问题，所以这个有一种偏激的观点，认为所

有的宗教都是迷信。牙含章先生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迷信不是宗教，但是他也承认宗教是

迷信的一种。一方面对宗教有相对客观的评价，但是从本质上也是否定的。所以，宗教迷信

为什么并列了，跟当时的讨论是相关联的。有的认为迷信跟宗教没有分别的，都是一体的，

牙含章先生强调宗教可能比一般的迷信身份稍高一点，从大的方面来讲，它还是属于迷信的

范围，所以坚持无神论跟迷信跟宗教斗争的态势。这种斗争的态势，我们在今天看的非常的

明显，还在延续。所以这是第二次大的争论，这两次争论有一个时代的定位，一个是在 49 年

以前，反映的当时中国的文化认知的状况。第二个是在文革前，反映的 60 年代中国对宗教认

知的状况。 

  80 年代末 90 年初，真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在 20 年代走出了对宗教包括对基督宗

教否定性的评价，使基督宗教的研究能够在一个平等场景中间展开。 

  对宗教到底是不是鸦片，北方的不少不少学者，包括我们研究所的不少学者，认为宗教

就是鸦片。上海社科院的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宗教不是鸦片，它是一种文化，提出宗教

文化论。但是“南北鸦片战争”，只是相对而言，也不是说南方百分百都强调宗教是文化，

没有认为宗教是鸦片的。这给我们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反思，包括我们研究所当时强调宗教

是鸦片的一些学者，通过这个讨论以后，冷静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些分析，都有了自我的反省。 

  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在学术层面好推进了对宗教的研究、理解，可以从基督教文化来讨论

基督教。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国际研讨会是在 1994 年和爱德基金会合作召开

的，当时中文的题目：《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而西文就没有文化这个表述，所以这个中

西有别，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处境。如果我们当时不说基督教文化，光说基督教，这个

会可能批不准，而且这个会可能就有麻烦，但是宗教是文化的讨论下，我们提出基督教文化

就没有问题了，大家就可以讨论了。所以在这个讨论中间，我们也邀请了很多海内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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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方面的学者，对基督教跟中国现代化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这是第一次开始以基督

教文化，以宗教文化的角度，走出对基督教全面研究的模式。 

这个时候，应该说有如下的特点： 

  一个是教会外的学术界开始正面评价基督教，系统研究基督教。应该说，在中国大陆教

会外的学者对基督教的正面评价是走在前面的。教会内部的情况不一样，由于整个社会氛围

对基督教的批判，使教会内部为了表明自己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态度，自我批判非常厉害。

从学术界角度来讲，有点过度，就是自我否定太多了。当时教会仍然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

有各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深层的底气感到不是很足，另外一个呢，有思想

顾忌，说自己好会不会遭到社会的反感和批判。另外，在中国当时的氛围下，以左的方式来

求生存，对自己批判多一些，社会会对我宽容一点。在教会内部当时开始形成一种奇特的现

像，教外的学者开始对基督教说好话，教会的学者自我批评很厉害。由于这样一个不吻合，

教会内的有些学者，包括基督教的一些领袖，开始直接间接对学术界肯定基督宗教的一种态

度加以批判，所以这个当时是非常戏剧性的历史意义。教外的学者替基督宗教说一些好话，

教内的进行反驳，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比如，当时一个是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评价问题，当

时教会内的学者强调，教传士的历史作用是负面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

下传教，整个传教士卷入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过程之中。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冷静，总体

来讲，传教士卷入不平等条约，但是不等于每个传教士个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从宣教角度，

宣讲自己的信仰，但是进入中国的时机赶的不太好，非常被动地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所

以我们当时做了具体的分析，历史上讲，像伯格里传教士，学术界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公平的

评价，不能对传教士一杆子全部打倒，对传教士要有具体体的分析，这些观点并不被教会内

部所接受，这是当时争论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对教会大学的评价。学术界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的

学术、文化、教育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宗教教育，这也涉及到教育大

学的问题，为社会、金融、经济、政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士，而且包括在共产党的发展

过程中间有些人也是从教会大学里面毕业的，后来进入了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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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要有一个客观冷静的分析。当时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对教会大学的热，重点是以华中师

大章开沅教授为引导。章教授当时是华中师大的校长，他的专长本来是研究辛亥革命，后来

转向了教会大学的研究，这样带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还

有福建一些大学的学者，开始重点研究教会大学，出了一些关于教会大学研究的丛书。这方

面的研究跟香港学界也有一些合作，这是当时学界的态度，当时教会内部，尤其是基督新教

方面，对教会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起的是负面的作用，

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是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服务等，所以当时出现

的争论和分歧非常奇怪和独特，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宗教界之外的人士，来客观中肯的评论

宗教，社会比较容易接受，而宗教内的的人士来评论自己如何好，社会上很难接受，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宗教界反而更多的侧重于自我批判，而学术界开始客观的进行评价，这是当时

大的特点。由于这种历史包袱，使中国基督教会内，尤其是中国基督新教内的学术研究比较

难加以充分的展开。其实最早有批学者相当不错，在海外留学，后来流散了，非常遗憾的是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们社科院 1978 年开始招基督宗教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我记

得在当时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是 1979 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在今天我们学术界无影无踪，

有几位学者相当不错的，没能形成教会内尤其是基督新教内学术研究的强势。 

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大致包括这些方面： 

  1.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以华中师大起引领作用。 

  2.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教内和教外都在展开，教内有几位学者，像陈哲民，还有老一

辈的学者，他们曾经申请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后来这个课题夭折了，没

有完成。在教会外的学者，开始零星的关于基督教史的翻译写作 

  3.当时比较热的教案的研究，尤其对清朝的教案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4.对基督教思想出现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个涉及的比较广，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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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个时候也出现了跟香港学者的合作，如人民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系统翻译基督宗教

的名著，应该说翻译之风在这个时期开始掀起。 

  5.世界基督教研究，最早是在华东师大。徐开启教授以一个提纲开始讲课，徐教授去世

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讲稿整理出来，出了一本世界基督教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个纲要。在这

个时候，南开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世界基督教问题，进行世界基督教的研究，这个时

代的研究，全面开发，零零散散，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 

第三个方面：90 年代以来的研究。 

  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内出现了中国神学研究，形成中国神学建设的构想。当时丁光训主

教，陈哲民先生等出了大量这方面的著书，还有相关的论文。当时教会开始形成关于丁主教

爱的神学的讨论。再就是说，爱跟因信成义的关系如何也有不同的分歧。近的说，丁主教倡

导的爱的神学的讨论，得到学术界的一些支持。这时教会内有些翻译，在香港翻译过的著作

重新在爱德印刷厂印，重新形成中国基督教会内部研究著作的特点。中国神学建设开局不错，

发展后劲不足，也是未来希望之在，中国神学建设走的道路弯弯曲曲，到今天这个任务还是

没有完成，现在又在重新思考。它的真正发展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的研究，同样，天主教，像

上海光启社等等，开始内部出版基督宗教名著，编撰相关杂志。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第二个层面，教会外的研究。教会外的研究当时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讨论，就是所谓的

汉语基督教神学和文化基督徒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跟香港和内地的结合相关联，当时关

于汉语基督教神学的讨论，尤其是文化基督徒的讨论，有着非常学术方面和宗教信仰方面的

意义。再一个，文化基督徒的定位的问题，文化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学术界对基督宗教的

研究是不是准确？有的学者提出，基督教学术研究者，而不是文化基督徒表述。应该说，这

个发展态势很猛，最终没有形成领军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我们知道汉语基督教神学文化基督

徒最早跟刘小枫提出有关联，刘小枫急流勇退，后来在汉语和神学文化基督讨论中间他完全

隐退，但是他的观点留下基本的定位。比如说，他谈到文化基督徒，首先应该是基督徒，这

样才有资格谈文化基督徒，所以有些人不太同意他的观点。另外教会内对他也有很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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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基督徒分成文化基督徒和非文化基督徒，这种分是不公平的，谁是文化基督徒，什么叫

作有文化的基督徒，这个概念比较模糊，由于刘小枫退隐，这方面就没有代表性的人物了。

另外像何光沪先生曾经有些零星的表达，但也不是很系统。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因为

他参加汉语神学翻译非常多，曾经做过一些研讨，但是总的来讲，也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论述。 

  最后出现一个转移，反而是香港的学者开始推出一些汉语神学著作，这应该说是 90 年代

中国大陆基督宗教研究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研究中间，应该说出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

些分歧。比如说，学界中由于文化基督徒的出现或者说基督教学者的出现，在学术研究的韧

性方面出现了变化，应该说，有些学者坚持了客观的学术的研究，有少部分的学者转向了基

督宗教信仰，甚至有个别学者进入了家庭教会的方位。在这个发展中间，跟汉语基督教神学，

文化基督徒的表述，相对应还有像复旦大学提出的基督教的学术研究，像中国人民大学，也

提出学术角度来对基督宗教学术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一种神学的表述等。这

个时候对中国基督宗教的思想、文化的研究还是比较热闹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学术界曾经掀

起了一股高潮，引起了人民对基督教神学的关注，这是学术界当时的一个特点。 

  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史，无论是天主教史，还是新教史的研究，异军突起，这个时候

出现了很多研究机构，像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大，济南大学等等，他们都各有特色，

开始对像基督新教、天主教的或是局部的传教士非常深入或全面的研究，这个时候，中国基

督教史研究全面开花，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相关课题，推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另外，就是天主教神哲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两大课题没有

完成，就是刚才谈到的，一个是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学者，当时四个著名的学者引领的中国基

督教史的研究，可惜没有完成，夭折了。还有当时我们社科院的学者等进行的中世纪研究也

没有完成，基本上夭折了。引领对天主教神哲学的研究，包括对托玛斯阿奎那著作的系统的

研究的，一个是北京大学，像赵敦华教授等，代表著作《基督教一千五百年》；在武汉大学，

他们搞了系列的对托玛斯阿奎那的研究，翻译《神学大全》，但是他们很遗憾在这个过程中

间，台湾已经把这个《神学大全》完全翻译出来了，而且出版了。北大、武汉大学的合作还

在不断的推出过程之中。当然，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表述。正如我们这一场的主持人张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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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讲的，传教士汉学已经突起，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传教士汉语一个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一个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年我们搞了很多相关的研讨会，人民大家是以海外汉学中国学为

主，中间很多的内容涉及到传教士汉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搞了系列的翻译研究，

带了很多学生，从各个领域展开汉学跟基督宗教的观念研究。 

  与之相应的济南大学的澳门学的研究。汉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澳门学，因为汉学的发迹是

在澳门这个地方。另外，法国的汉学应该说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第二步，体现出耶稣会由葡萄

牙、意大利的传教士转向法国传教士，这种研究形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这样把基督

宗教的研究跟文化传播与语言翻译转换的传播有机的结合起来。这种研究，在中国当下社会

中间敏感程度是比较小的。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有种自豪感。所以，从国际汉学这

个角度，从海外汉学这个角度，他乐于看见这些成果的出世。相比而言，传教士汉学的研究，

应该比纯基督教思想教育的研究要顺利些，这方面发展比较迅速。 

第四方面：世纪之交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国大陆基督宗教开始的比较系统，比较全面。这种研究一方面在很多

的研究所和高校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或是宗教研究中心，或是宗教学系，或是专门的基督

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等等。由学者个人的零散研究，进入了一种建构性研究发展。从

资料的收集、整理转入中国学者的一种学术思想的阐述，开始有中国自己的思想跟阐发。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样几大特点： 

  第一，基督宗教研究涉及到基督宗教的各大领域。比如，基督教史研究领域、基督教思

想领域、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 

  再一个，是圣经与经典研究。圣经与经典研究异军突起。早期，学者跟教会内的关于基

督教研究的一个冲突，学者一般是从文化学术角度介入，而不是从经典角度介入。教内的朋

友对学界有个批评，你们不懂圣经，也不研究圣经，你们失去了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研究与基

础。所以，后来有些学术界朋友专攻希伯来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这样，就把经典研究的

所需要基本语言补充起来了。比如，在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大学，侧重于圣经的旧约研究，



2014 年 11 月 18 日 第一场  主题：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回顾、现况及展望 (来
源：信德网

http://www.xinde.org/xinde/fics/shbq) 

 

10 

 

与香港圣经大学有合作，这是一个特点。有些学者侧重于新约的研究，跟北美有不少的合作。

还有一些涉及对经文的浅说的研究，北大、人大侧重于旧约、新约的研究。今天中国大陆有

不同的研讨会，比如，北大跟香港合作的旧约圣经的研究会，河南大学跟香港合作的基督教

圣经文学研究会；包括北京大学、青岛海洋大学、河北大学合作的关于基督教圣经、外国文

字的研究，推出了很多的著作，这是一个发展的热潮。 

  第六个层面，对基督新教研究有一种工具书方面的开拓，基督宗教的词典、百科全书开

始推出。像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的词典，复旦大学跟天主教、基督新教联合编的基督教百科

词典。 

第六个层面，基督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展开。 

  以复旦大学为代表，徐以骅教授在基督教与国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开拓，使我们把世界

风云的变幻跟基督宗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纳入了学者研究的眼帘，这是一个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开始关注现状问题，从以前的历史学、哲学研究、语言学的研究转向了一

种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作调研，比如浙江大学开展的温州基督教的研究，后来像李向

平教授开展的老板商人基督徒的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改革经济发展大潮中有什么观点，

有什么参与，形成这方面的讨论。社科院展开了基督宗教国情的调研，比如对基督教信仰人

数的统计全面展开。最典型的，前几年，我们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发布的关于在中国大陆基督

教信仰人数的统计：二千三百零五万，这样一个数字的推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

基于我们按照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调查的结果展开的，而且几乎每年都有开展对

基督宗教的国情调研。在现状方面，开始探究基督教发展与中国的现状到底有什么样的观点，

基督宗教在中国大陆今天应该如何的定位，它的社会影响，它的作用，它受境外的影响，和

它带来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作用，都是现世研究方面的话题。 

  第三个特点，对基督教学术研究的批评，这也是在世纪之交开始的。早期的研究曾经出

现过教内的学者，对中国学术界基督宗教研究一种质疑，或是批评。但是这个批评是比较温

和的。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对基督教研究比较严厉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语气是比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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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对研究者身份的批评，现在有一种误解，你只要研究基督宗教，好像就成了基督徒，

研究者对信仰者在有些人眼中是不分的，这样的文章在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频频地出现，这

个就是把宗教学研究者跟神学家这样一个定位混淆起来，这个批评在近些年出现。第二个就

是对神学跟宗教学关系的定位方面出现的批评，批评者有的认为，宗教学从西方传来，因为

它最早是做为神学的分支，宗教学就是神学，神学对我们中国社会不适应。这样，中国大陆

宗教学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一种发展的困境。 

  宗教学在前些年曾经想争取从哲学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但是由于这种

批评，使教育部不敢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宗教学到现在还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但是批评者不

甘心，觉得宗教学整个就该取消，认为宗教学就是一种宣教学，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这

种批评在这两项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研究宗教学的历史，曾经观察到，它早期是依服于神学系，是作为神学的分支，但

是，后来跟神学各有各的特点，更多的在人文学中间形成了独立的发展，批评者不看后面的

发展，只看早期，所以把宗教学作为神学的方式否定掉，这样就提出了一种间接的所谓无神

论学代替宗教学的声音，这对于今天的宗教学研究尤其把宗教学跟基督教神学研究绑在一起，

形成一种严重的挑战。对于基督教研究的社会影响也开始提出批评，比如说，认为基督教研

究是学术研究，就称为学术宣教，认为基督教研究是文化研究，就称为文化宣教。无论是从

学术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切入对基督宗教研究，好像都是一种宣教学，这个批评在这几年出现，

对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形成冲击。涉及今天讨论的宗教教育，有些批评者认为，宗教跟教育

要严格区分，宗教研究不应该进入研究领域，不应该进入大学，研究机构或是大学，不能谈

宗教问题，不能谈神学问题。这个就是对于宗教教育出现的一种误解，对于基督教在学术研

究机构、高校的身份、任务、意向或者说走向进行了一种错误的评价或者说批评。这是近些

年来出现的现象，所以我把它看作是自中国 1949 年建国以来第三次关于宗教的激烈讨论：第

一次是 60 年代，第二次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第三次就是现在。这个讨论在不断地升温，

而且方向不明，将来是一种怎么样的走向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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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时候，在世纪之交，中国宗教研究形成了由高潮跌入低谷的这样一种态势，所

以这是从基督宗教研究方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影响基督教学术研究

本身，也影响到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个社会变迁，跟中国社会对宗教包括对基督宗

教的评价是密切关联的。这个是宗教在世纪之交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在基督宗教研

究方面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这个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学者提出的，

而且推出了系列的丛书，也有相应的研究著作，也得到了教会一些学者的积极响应。     目

前，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提出得到了国家宗教局和中国教会两会的接受和认可，而且开始推

广，今年已经召开了多次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应该说这

个目前也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与讨论。 

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现在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个研讨会之后，马上在

汕头和福州师大还有两场专门讨论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研讨会。大概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我

们在北京也召开了一个专门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涉及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教

在中国需不需要中国化。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她强调的应该是她的

普世性，而不是中国特点，所以没有必要进入或依附于中国文化，这是反对者的声音。赞成

者的声音就是：入乡随俗，这是基督宗教传播学上的一个传统，而且只有吸纳、融入相应的

文化，她在这个社会中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中国的处境中，我们可以比较外在的宗教，

进入中国化比较成功的是佛教。佛教中国化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政治的中国化，再一个就是

文化的中国化。政治中国化以释道安居士“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样政治方面有一个转

向。而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的宗派，尤其禅宗等，这是印度的佛教所没有的。应

该说中国的基督宗教在中国化的问题上，政治化的转向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像三自爱国运

动、天主教爱国运动这些，有的人说已经解决了，但我个人认为，有个很好的开端，但说彻

底的解决还为时过早。也就是说，政治上有一个表态，服从我们这个现行的社会政体，在这

方面有一些发展，但是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文化上的基督教中国化，应该说任重道远，还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我们现在谈的基督宗教研究，更多的是翻译、介绍西方的基督教文

化传统，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更多的是回顾、梳理、总结基督教发展的历程。至于中国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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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怎么实行中国化，这方面基本上还是没有比较突出的研究。在教内教外，关于需不需要中

国化，都有很多的讨论。第二个层面，在承认需要基督教中国化的前提下，中国化怎么来进

行？怎么来体现？它的具体举措是什么？应该怎么来推行？比如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礼仪节

日，基督教的语言表述等等，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呢，现在感觉很模糊，就像现

在很多教内学者和教外学者商量，就这方面是不是需要来研讨，找出相应的方向，把怎么

“化”落到实处。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基督教的中国化。这个是在世纪之交慢慢形成的一个关

注的热点。同时，也有相应的批评的声音在出现。这就是我要谈论的宗教在世纪之交的研究

的第四个特点。这是目前我们在基督宗教研究现状上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处于这样一个局面。 

  最后，我想谈第五个方面，对基督宗教研究未来的展望。 

  我们是一个学术研究，它有一个客观的立场，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分析，所以对基督宗教

的研究展望，它跟整个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是双向互动，相适应的。我想谈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国内研究的环境出现的变化。我们对基督宗教研究曾经有过“早春二

月”，那是“乍暖仍寒”，感到丝丝的寒意，但是觉得春天要来临了。然后我们收获着喜悦。

但是现在感觉到有点季节变换。由于前面讲的对于基督宗教研究的专门的批评，我们研究注

意到，对宗教是普遍性的批评，对基督宗教研究是重点的批评，对整个基督宗教外部的环境

造成不利的影响。但这种不利的影响不仅仅是国内学术界的变化，它是跟国际形势发展相关

联的。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国际形势并不是很理想，欧美跟我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冲突有在加剧的迹象，港台这几年的发展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包括这中间基督教会的一

些参与，引起了大陆舆论界、政界和社会的一些思考。我们有很多香港的学者、香港的朋友

在这儿，我们是要认真分析关注这个问题的。有时候发展是跟机遇相关联的。比如，2008 年

北京举办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境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个时候我们中国非常希望国际舆论

站出来，对中国的奥运会有所支持，这个时候基督教界是比较失声的，没有声音。我谈一个

细节，当时罗马一个历史教授发表了声明，说是支持中国举行奥运会，所以在报道中把这个

大学的名字念得有点像一个教宗的大学，像乌尔班什么大学，有关部门觉得这是不是天主教

的一种新的表态，非常关注，后来了解那是所世俗大学，跟天主教大学没有关系。但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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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熟悉的就是在梵蒂冈举行的那场音乐会，这是我们上海，尤其是邓小平的女儿带队在梵

蒂冈举行的音乐会，当时的教宗本笃十六世提出要为奥运会的顺利举行祈祷，这应该说是境

外比较高的层面的发声，对中国奥运会的支持。这对当时改善基督宗教的关系赢得了一些机

会，也失掉了一些机会。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基督宗教的学者，领军人物如何

表态，这非常关键。我说得直一点，最近香港出现的“占中”事件，基督教会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占中，一派对占中提出了批评。我也看到一些牧师发表的对占中批评的文章，它会

直接影响到中国大陆看基督宗教，对基督宗教研究的一种心态，或一种立场，这也是我说的

双向互动，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基督宗教的研究评价出现的变化。这形成了一种张力，就是把基督宗

教是看作内力还是外力，看作是“我”还是看作是“他”，看作是敌还是看作是友，看作是

好还是坏，现在开始出现一个激烈辩论。就是内与外，我与他，敌与友，好与坏，在一种隐

蔽的方式下进行。应该说学术界的绝大部分希望把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整个宗教界拉进来，

纳入我们和谐的社会共同体，这是一种态度，但是另外一种比较强势的力量，把包括基督宗

教在内的，尤其是基督宗教踢出去，因为觉得它不可能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与我们

的主流社会价值合作，它完全是异类。所以这一拉一踢之间正在博弈，还没有分出胜负。 

  第三个就是学界的研究。由于这个方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术界跟港澳台

的合作，跟国际学术界的合作，随着这种合作的影响，学术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面对这种批

评有可能从曾经达到的高峰转入低谷，我看得不是很乐观，但愿它是个错误的估计吧。

     第四个就是中国教会的研究遇到了机遇但是也面临着困难。比如，刚才说的中国化如何

抓住这个机遇，神学建设是不是应该重提，这是对未来展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中国

教会内抓住这个机会，可能在学术界基督宗教研究走向低谷的时候，基督教会的研究形成一

个高潮，形成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动态的发展。对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期待，也有很多的对

话和支持、参与。     最后一个方面也应该是最关键，对基督宗教未来研究最重要的是我们

国家战略的制定，我们的顶层设计。如果我们有一个统观全局的国家战略的制定，有一个非

常睿智、海纳百川，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引导宗教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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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雄才大略，如果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么会走出当前面临的低谷，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目前来讲，我们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这么“型”怎么转，往哪个方

向转，我们还要观察，等待。     最后，有几句话的结语。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在改革开

放 30 多年以来应该说是基础良好、潜力巨大，信心需增，希望仍存。目前我们需要增强信心，

对未来我们还是抱着非常期盼非常乐观的希望。这是我一个学者非常坦率，非常直接的分析

和研究，不当之处，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