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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会⻓)))) 

    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就是通过学术研讨的

方式加强对话、加强沟通、找到共识。现

在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时期，积极引导

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体现的就是我们构建

和谐社会和积极引导宗教的能力。通过这

种学术对话，尤其是中国的政、教、学三

界，以及和香港学者们的对话，能够在一

些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或者交换彼此的

看法，这样有利于我们能在一些重大问题

上了解国情、适应国情，如此，宗教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更有效地发挥正功能、正能

量，从这方面来讲，此次会议的社会影响或者社会效果都是很好的。今天的社会我们要鼓励

积极地沟通、积极地对话、促进相互了解，这样，我们才能够共同地实现中国梦。现在是一

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就在于沟通、在于对话，研讨会就是最好的对话和沟通

的方式。 

    基督宗教要想真正适应社会，关键在于他的处境化，这个处境化体现在中国就是中国化，

所以基督宗教要有一个主动地参与和主动地适应这样一个准备。我的问题是，基督宗教准备

好了没有？因为有的基督徒愿意适应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国的社会政治，达到一种相和谐相

协调。但这不是基督宗教的全貌，其中有一部分人不太喜欢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这种情况，

就会形成其发展上的问题，带来整个社会在对基督宗教看法方面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之所以

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为基督宗教提供了一个对中国重新认识、理解或吸纳的

机会，但是基督宗教如果不主动地去适应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变化的话，可能就会失去这种

机会。因为基督宗教和其他宗教不同，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的立足，应该和复杂的中

国近代史是相连的，这个历史的阴影在今天还没有完全消散，所以，基督宗教如果坐等中国

对其有更好的理解，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必须自身有所作为和积极地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尽管社会人士对基督宗教仍有些误解，但基督宗教本

身不能抱怨，而是要以积极的姿态、积极的作为来化解这种误解，得到整个社会的包容理解，

达成一个共识和共融。我个人认为，基督宗教在发挥主观能动性上还有很大的空间。 

     当然，基督宗教在当今的社会上已经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 



来源：信德网 http://www.xinde.org/xinde/fics/shbq 

3 

 

    首先，基督宗教在适应社会政治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例如：基督宗教和中国社会各界尤其

是跟中国政界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是重中之重。 

    其次，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慈善方面，基督宗教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赈灾、扶贫、关注

弱势群体等，真正体现了基督宗教“作盐作光”的这个原则，做社会的仆人，这是有目共睹

的，但是潜力还很大，这方面还要继续做。民政部门在做这方面事情的时候，往往鞭长莫及，

缺口很大，基督宗教有慈善工作的历史传统和一系列比较成熟的方法，完全可以在今天的社

会上发挥更多的功能，更大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例如：办福

利院、敬老院、孤儿院、康复医院等，都是可以做的，这一方面要靠基督宗教自身的努力，

另一方面要靠得到政府、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宗教本身不仅要在大陆展示出其跟中国社会积极的适应，

还应通过自己独特的身份，说服港、澳、台或海外的教会，理解并支持中国当今社会的发展

或前进，例如：像现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欧美常有对中国的指责和挑剔，在这方面很少有教

会的发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方面也有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包括这次香港的“占中”，有

一部分基督宗教人士是支持“占中”这种行为的，这样显然就加剧了中国内地社会对港澳基

督宗教的误解。我注意到，有一些牧师和天主教神父是站出来反对这种“占中”的，如果这

样的人越多，那么中国大陆对基督宗教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国的教会可以在这中间起一

个积极的转化作用，让港澳台的教会或海外的教会更多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多做一些共

建信任这方面的工作，而不是使这种信任减少，隔膜越来越增大。其实“占中”还是受到西

化的影响，如果基督宗教积极地参与这种“西化”，那么就会被中国社会看成还是“洋教”，

还是西方的宗教。中国大陆的教会可以给他们一些善意的劝告和积极的建议，要代表中国的

形象发出声音，这样争取整个世界对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发展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对此教会

是可以做到的。 

    有关基督宗教在中国如何体现其普世性方面，可以这样说，普世性不是抽象的，普世性的

一些原则在具体体现出来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地域性的表现，普世性和地域性是密切结合的，

没有一个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普世性。普世性要接地气，它是在地域化、本土化，中国

化中来体现普世性，在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间可以把普世性表现出来，普世性要通过中国

的文化、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想表达出来，其表达的精神是普世性，但其表达的方式则需

要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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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教授慧林教授慧林教授慧林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人大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人大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人大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人大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  

    中国天主教和中梵关系的问题如果只是

在政府层面上寻求解决，在我看来未必很

难，障碍也没有通常想象得那么多。但如

何面对这些问题解决以后的新环
境，我觉

得教会自身可能还需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比如，究竟如何处理天主教传统与现代生

活的关
系，如何带着传统资源进入到现实

生活，而不是退回自己的传统？ 

    教会一直觉得应该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这个积极角色的入口到底是什么？只

用一般的道德教训去教育信众或者贡献社会？还是另有一些独特的空间？对于做研究的人来

讲
，天主教神学包含了非常多的资

源，宗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不只是中国的

问题
，也是全世

界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当代神学本身的一个思想线索。比如说，中国讲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西方的神学家其实也在讨论如何让古老的信仰传统和具体的现实处

境相适应
。如果教会的神学能够把功课

做足，应该可以用神学的学理来说明很多现实的努

力。这是别人没有办
法替代的，我们只是从做研究的角度看，但并不能肯定教会是否已经充

分意识到这些问题。 

    所谓地上和地下教会的问题也不能回避。我觉得其中的分歧，从根本上讲并不在于教义、

教理。怎样去处理并且弥合这些问题
，倒确实是我们应该

做的。某些分歧在国外也同

样存

在，他们也有不同的教派和种种争论，基督教历来如此，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能维系着一个信

仰的共融？我觉得教会自身首先要做好足够的神学准备，才有能力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教会对于社会的贡献是众
所周知的，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宗教和教育的问题

。除了神学

院自身的建设
之外，教会大学实际上也参与了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过程，这与中国的高等教

育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忽略，就是在历史上的教会大学并不只是

培养教会
的人才，不只是对教会作了一些贡献

，而且在许多领域培养了社会
精英，包括河北

省民族宗教事务厅原厅长鞠志强在发
言中提到的周文斌、焦若愚等等。今天的人也许常常会

忽略：这些共产党人的基本教育、基本学识居然是在教会的学校里完成的。其实大学之所以

称之为大学，就是因为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因此也才能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所谓宗教



来源：信德网 http://www.xinde.org/xinde/fics/shbq 

5 

 

进入世俗社会，并不是说要把社会变成宗教的社会，而是说宗教可以参与到社会的进步当

中。 

    慈善事业、医疗卫
生、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也不会有人否认

。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

看，我觉得仅仅这样讨论问题是不够的。比如经常有人讲中国的教会大学在 1949 年被终结

了。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不对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

想一想：西方的教会大学后来又是如何被

终结
？如何变成普通的大学

？如何越来越淡化教会
的色彩？大学

是否必然如此？我很愿意和

教会的学者们共同讨论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本身也是社会

进步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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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勋教授（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宗教学部主任） 

    这次的研讨非常有意义
，因为可以给社会一个具体

的方向。 

    宗教教育是一种心灵教育，在当今的物质社会中，

心灵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物质越进步的地方越需要心

灵教育。物化了就麻烦了，物化的生命会使人走向毁

灭。基督宗教在这方面要给世界提出一个方向，就

是：做人的态
度、人的伦理道德问题

、修养问题
等。

所以在整个
人文精神里，怎样发挥中国人的道德和修

养，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在商业社会里，人为了

物质、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这已经说明了一件事实，

物质和金钱已影响到了人的内在生命的修养
要求。

 

    “自觉意识”很重要，在物质进步的社会里，如果

不觉得要有对人的关怀，这是很悲哀的，现在很多人都要求“我要得到”，而不是“我要去

帮忙”，然而宗教讲的是“爱”的分享，这个觉
悟是非常需要的。在圣经中讲到的灾难

，就

是因为人们没有自觉
，犯了罪。在古代为什么会有巴贝尔塔和洪水灭世的故事？这些都是因

为人腐败了，且不自觉。相反，诺厄为何能得到天主的启示？因为他觉悟到要顺应天主的旨

意。 

    当今的年轻
一代，不少人在寻求物质的同时

，忽略了自己内
在良心的呼喊，人要紧记

：良

心也有错误的。教会在这方面需要提高警惕，因为教会也容易走向物质化，修道人也会走向

这个方向。如果修道人也看钱做事情，那就是悲哀！ 

    修士们在神学上的训练
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内在物质世界中已经发展很厉

害了，人们很容

易受其影响
，如果神父也是为了金钱，那就失去了基督的精神。所以神学院很重要，因为它

是心灵的教育。在心灵教育里面，灵修生活又很重要，如果神父修女没有灵修，干什么都没

用，那样我们是欺骗
自己，欺骗

天主，欺骗
教友，欺骗国

家，拥有再多的金钱没有丝毫用

处
。在享受中，做的不是天主的事情，而是魔鬼的事情；道理讲

得很好听，自己不做，这不

是爱教友、服务教友。 

    基督的精神就是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影响和教导人要有谦卑的心，这就是要

我们大家有物质
上的分享，心灵

上的分享，让物质的社会回到它原来的轨
道上，也就是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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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生活上去，回到人与人互相帮忙的、实现正义、和平的轨道上去。基督宗教要为真理把

关
，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影响我们，错误的思想使我们放弃

良心，放弃
道德，这是一个很严峻

的问题
。基督宗教要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把关，为人性修养的方向把关

，否则，我们怎么能把

天主的爱给人呢？ 

    天主教的老教友们
，信德很坚强

，值得保留。培育小孩也很重要，老教友们对主的信德希

望能传递给
下一代。我们也可以在国内推行对

教友的信仰培育，有了根深蒂固的信德，再加

上培育，才能够真正地将信德生活出来，让他们有一个跟普世教会连在一起的信仰。如果受

外在的影响，不去教堂，那就发挥不了什么。 

    基督宗教要跟社会接轨，满
怀信德，就会突破所有的障碍

，与社会共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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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基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   

教会学校的教育对学生在质量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是主

要的。宗教教育，尤其是课堂外的培育活动，对很多

同学的精神气质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较能超越

自己、关爱弱小、对奥秘开放、珍惜人性尊严和自己

的灵魂。有的学生在校时对基督宗教抱怀疑或甚至批

评的态度，但日后会感谢学校曾经给他们有关爱、希

望、生命和真理的教导，让他们解决了人生旅途中遇

上的一些问题。 

      社会发生了变迁，宗教教育当然应该变化，因为

宗教一方面探讨有关神的问题，但这个探讨的社会意

义在于摸索人与神和在神的启示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关系会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而宗教

教育非改变不可。每一个变迁中的社会都有一些独特的、大大小小的争议，宗教教育都该响

应。因此不少的天主教大学有《基督信仰与当代社会》之类的课程，讨论“大爆炸”“克隆

羊之后”“民主全球化‘民主社会化’”“价值相对论”等等。其次，社会变迁逼得教育方

法也得转变。跟以前相比，当今的宗教教育哪怕是局限于一门宗教科，也越来越多元化，重

视多媒体教学，开放式的讨论。原因正是社会多元化了，教学工具日新月异，师生关系平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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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惠⺠教授（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 

    谈到修院教育这个话题，我接触比较多

的是大修院，我的经验是，长上的支持不

太足够。大家都明白，培育的工作是件很

困难的工作，要求也非常高，遇到的困

难、挑战也不少。主教对大修院所谓的支

持关心就是：他们对于整个大修院培育将

来的神父有什么期待？如果一位修士在修

院里准备当神父，主教每次看见他，好像

都没有太大的期望，你读不读书，你怎么样生活，都毫不关心，这样修士就没感受到非常大

的鼓励。这样的态度，会影响到修院的培育。 

    修院的培育工作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完整的培育团去实行。例如：主教派一位神父在大

修院做培育工作，不能说：“一年以后，我就把你调走。如果是这样，神父怎么样把时间放

在修院，怎样去学习、推动自己，怎样去关心学生，这是一个长远的工作。每个教区或者主

教都应该关心大修院，派有能力、有投入感的神父来做这个工作，这样大修院的培育才能够

在各方面有一个长远的发展。如果教区或主教希望某人将来到大修院里教书，就应该有一个

计划，未来的五年，希望修院是怎么样的？如果这人有能力的话就送出去深造，告诉他说：

“我希望你将来就是做这份工作。”如果主教做出这样的邀请，被邀请的人就会有一种使命

感，读书的时候，就会把将来的工作和使命放在眼前，就会增加学习的动力。现在国内教会

的很多人出国留学完全是个人的意愿，读的专业跟将来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这个需要，

毫不关心，最重要的是我要拿到学位，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只有把学习和使命联系在一

起，才会有动力、价值和意义。 

    在当今时代，很多的人觉得当神父是很难的事情，害怕没有能力去完成，或者说是害怕将

来过孤独的生活，不能够结婚。当神父真的很难吗？其实，当你发现耶稣基督真的在召叫你

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了。你只会觉得时间不够，只会觉得你爱的不够，但是你从

来不会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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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守仁博士 (香港华仁书院) 

    虽然这个会议已经是第四次举行了，但我这是第一

次参加，第一次接触到当地的教会、神父、修女等。

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每一个人都怀有一份正能量，交

流很认真、坦诚，这样的交流减少了港、澳、台与大

陆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一些误解，误解就是有很多的

假设，假设不是真的，通过交流看清了一些假设的事

情。希望我们继续向前走，而且走快点，继续发挥正

能量。 

    当今时代的基督徒应当在社会上承当一种先知的角

色，首先要讲良心的话，传递天主的爱，面对不正

义，不是责备而是要从爱出发，即使是批评，也要让

人感受到爱和善意，并盼望他能够认真考虑，要从不

同的角度和经验看待人和事。 

    其次，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所讲的要是我们相信的，我们要生活我们所相信的。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正因为我们不完美，这就更需要我们不断地配合天主的恩

宠去努力迈向成全。因为很多的人都在看着基督徒，尤其是神父、修士、修女们怎样做人？

怎么样去包容？怎样去体现出福音的“爱”的精神？同时我们也要谦虚地承认自己的缺点，

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是被爱的罪人，天主爱我在先，所以我也应该接受别人的缺点，当

今的时代有很多的批评，不包容、不信任等，基督徒的先知角色就是要缔造彼此间的信任。 

    第三，神父、修女的入世很重要，但入世也很危险，很容易被俗化，我们入世但不属世，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生活节奏飞快的时代，“忙碌”成为了度奉献生活的人的一个普遍

现象，很多人成为了工作狂，没有意识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因此忽略了内在的生活反省，

内心给天主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常感焦虑不安，这样，在生活的张力下，慢慢地就俗化了。

因此修道人留出时间来做内心反省是非常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否则我们就会舍本逐末。张

力有时候也是好的，但需要我们在反省中去调整，找到合适或创新的解决办法，这样张力就

会变成一种生活的动力。 

    在香港神学院培育神学生方面我看到了一些不大健康的地方，例如：神学的科目很多，使

学生们形成了一种应付功课和考试的模式，很多的时候忙于论文、忙于考试，少了空间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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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这种现象不是很好。人的培育才是最重要的，神学科目可以减少一点，内容不是最重要

的，让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理解神学的资料，然后多些时间去整合、反省、祈祷、牧民，当然

个别情况有需要的话是可以多学习一些科目的。同时也有另外一种现象，如果神父、修士、

修女们不会把握和利用时间的话，是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很多的神父、

修士、修女、教友成为了网络的奴隶。因此，修道人怎么样去面对和使用自己的时间是非常

值得我们重视的。不少人很怕面对自己，一但静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就不让自己

停下来，一直让自己在忙碌中生活，在网络中消耗时间。当今的网络对修道人是一种很大的

冲击力。 

    修道人在天主面前的定位是很重要的，要相信、经验我们是天主的挚爱，现在的人很怕被

抛弃、被拒绝、被看扁，只有我们相信自己是被天主所爱的，才能不被这些负面心态所束缚，

才能有动力去生活基督的博爱，在生活中去爱主爱人、传扬福音，完成天主交给我们爱及庆

祝生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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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 
 

    教会的本地化，既是教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是

教会融入社会之道。只有本地化，教会才有可能在全

世界不同的土壤中生根、成长，不会因外界因素夭

折。 

    元朝传入中国的天主教称也里可温教，只在色目人

中传播，随着元朝退居漠北而终结。在利玛窦、徐光

启时代，教会做了不少努力，形成“利玛窦规矩”：

传教士，千方百计融入中国社会，顺从朝廷，取悦士

绅；西学，竭尽全力为中国政府所用，以增加护教资

本；教义教规，殚思极虑地融入中国文化。历史证

明，传教效果是好的。 

    在严格实行“利玛窦规矩”的上海，1608年开教后的 100年中，与社会的矛盾最少，教会

生存状态最好，发展最快。其实，教会高层也提倡本地化，1919 年，教廷发布《夫至大》通

谕，强调培养本地神职人员，认为福传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

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1922 年，特派刚恒毅为宗座代表，到中国落实这

一通谕，这才有了第一批中国籍主教。 

    从社会学角度看，本地化的教会能更好地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当前，体制内的教会跟社

会的相融性不错，社会对宗教的评价也越来越积极。原来说宗教可以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之后说“信教群众”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又肯定“宗教界人士”也是积极力量，

再指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宗教从需要引导才能“相适应”的

对象，渐变为社会的正能量。 

    教会融入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结合点，就是做公益和慈善事业。2012年，中央六部委出台

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文件。也就是说，政策已经明确，关键是落实。根据

中国国情，教会可以拾遗补缺，做那些政府没有精力做、或者没有想到，社会又有需求的事。

上海青浦区有青浦区初等职业技术学校、青浦区辅读学校两所特殊教育学校，特教师资奇缺。

区政府要培训师资，不缺资金和硬件，唯独缺专业人才。该区的基督教会和区特殊教育指导

中心合作，发挥人脉优势，从海内外请来 20多位一流的教育、医学和相关领域专家、教授、

管理者及临床医生等的人才，组成讲师辅导团队，实施并资助了“青浦区特殊教育医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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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教育培训”项目，历时 2年半，使 100多位特教老师、500多位从事特殊教育相关岗位

的人员受教。解决了政府的难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有专

门教育培训自闭症患儿的项目；世博会期间，他们把世博会区域里的精神病人集中起来，加

以照应，促进社会平安和谐，各方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