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主辦的“第六屆美國宗教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於
2006年6月25日至7月20日在美國順利舉行，該活動從紐約拉開帷幕，經費城、波士
頓、到西岸的洛杉磯，最後圓滿結束于三藩市，歷時26天。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
界宗教研究所的金宜久教授、任延黎教授、王美秀教授、習五一教授、周齊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儲昭華教授、
襄樊大學朱新義教授、劉光
耀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民族
宗教教研室龔學增教授、中
央民族大學于祺明教授、中
華文化大學王珍教授參加了
此次研討活動。
　　在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
的精心組織和周密安排下，
整個研討活動內容充實，形
式多樣，緊緊圍繞著宗教文
化這一核心主題，緊張有序
地展開。在近一個月的時間
內，學者們橫跨北美大陸，
縱覽東西海岸，輾轉五大城
市，其間先後舉行了三次專
題學術討論會，參觀訪問了
20多家不同類型、具有相當
代表性的教會和神學院，與多家基督教機構的領袖進行了座談交流，觀摩體察了
10多次宗教活動。
　　與以往各屆相比，本屆學術研討班雖然時間略短一點，但在保留和發揚以往內
容的基礎上，又有新的拓展和深化，主要體現在更注重相互之間的互動交流，以對
話式的切磋討論取代了往屆的學術報告，很好地實現了學理探究與切身感受、外在
觀照與內在體悟的相互促進和有機統一。整個研討活動效果顯著，取得了圓滿成
功。

以對話求共識

 　如果將整個研討活動喻為一部交響曲的話，那麼，先後在費城、波士頓和三藩
市舉行的三場學術討論會便是其中的三大高潮，由此將整個過程分成了各有側重的
三大樂章，而貫穿其中的根本主題就是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展開的多元宗教的對話與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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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費城會議之前，不能不提到該會議的
主辦者西敏寺神學院院長彼得•李白軻（Pe-
ter Lillback）博士及其對美國歷史文化的深
刻詮釋。熱情好客、學識淵博的李白軻博士不
僅是一位對基督教與美國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學
者，而且是一位講故事的好手。每到一處名
勝，他都結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娓娓道來。生動
的講解，將學者們的思緒帶回到當年“光榮與
夢想”誕生的歷史情境之中；確鑿真實的事例
和物證、富有說服力的細緻分析，使學者們切
實領悟到基督教在以華盛頓為代表的美國開國
元勳們的精神世界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因而

在美國建國歷史乃至美國價值體系形成過程中
所發揮的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不知不覺地，
李白軻博士將單純的參觀遊覽變成了一次次現
場進行的趣味盎然的講座，既加深了學者們對
美國歷史文化的認識，也增進了對基督教的理
解，為其後討論會的成功進行做了很好的鋪
墊。
　　名為“第二屆中美學者宗教對話學術研討
會”的正式會議是兩年前在北京開始的宗教對
話的繼續，也是對其進一步的回應。在費城郊
外風光旖旎的ACE會議中心，中美兩國學者、
宗教界人士近三十人再次共聚一堂，圍繞著宗
教發展趨勢、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宗教與
政治及公共生活、宗教對歷史的影響及基督教
的神學與全球化等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而有建
設性的探討和對話。它既是基督教、佛教、伊
斯蘭教與其他民間宗教之間的交流與交鋒，更
是一場由學者們代言的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對

話。對學者們來說，對歷史的回顧和反思，目
的在於為現實提供應有的借鑒和啟迪；所謂對
現實的分析和批判也是基於對歷史經驗與教訓
的總結而進行的。無論從哪一個維度提出問
題，最終都歸結於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借鑒歷
史面向未來實現多元價值的和諧共贏這一主
題，而其重心則自然地落在對基督教的當今地
位與使命問題的深沉思考上。
　　在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和“行者中心”（
Walker Center）分別舉行的波士頓會議可以
看作是對上述主題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著名
思想家、波士頓大學宗教社會學教授彼得•伯
格（Peter Berger）的主旨講演盡顯大師風
采，以行雲流水的語言，高屋建瓴地將現代
性、宗教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內在張力和發展前
景問題做了全景的描述；白詩朗（John Ber-
throng）教授是波士頓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接著伯格教授講演的話題，具體闡述了美國
宗教多元化的面貌及所面臨的問題；女性黑人
學者Imani-Sheila Newsome教授以豐富確鑿的
史實為依據總結了非裔美國人的宗教發展過程
及當今形勢；Deborah L.Clark博士的發言以
有趣的默劇表演方式形象生動地揭示出社區教
會所（應該）起到的作用：為饑渴者送上甘
霖，為迷途者指引方向，為受困者施以援手；
韓國學者崔希安關於韓國基督教的特徵分析也
引起了入會學者的興趣；中國學者分別就中國
政府的宗教政策、中國基督教、佛教、伊斯蘭
教及各種民間宗教的發展態勢和所面臨的挑戰
等問題做了較全面的介紹，並就雙方所關切的
問題與海外學者進行了討論。
　　三藩市討論會在南灣幽雅寧靜的基督學院
舉行，相對於前兩次，此次討論會的主題主要
集中在當代中國宗教信仰層面。周齊、習五
一、儲昭華、劉光耀四位學者分別針對佛教與
王權及倫理秩序的關係、中國民間宗教的特
徵、基督教對近代西方權利觀念的奠基意義，
以及基督教與中國當代文學等問題，闡明了各
自的研究成果，相應的討論也進行得更為深入
透徹，更切入到問題的實質。
　　會場上的發言與討論僅僅只是其中的場景
之一，在會場下的走廊、餐廳裏、以及林間漫
步時，學者依然圍繞共同關注的問題各抒己
見、熱烈地辯論著。由於學者們的學術背景
既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蘭教之
別，又有哲學、歷史之分，更有無神論與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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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差異，因此這種對話，就不僅有共鳴、回
應，更有質疑與反駁，甚至激烈的交鋒。儘管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很難獲得確定的具體結論，
做出是非判斷，但通過這種對話和交流，雙方
學者既加深了對中美宗教發展形勢及所面臨的
問題的認識，也增進了雙方之間的相互理解，
並逐漸取得一些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交疊共
識”，這就是李白軻博士所總結的：“如果整
個世界只有一種宗教，必然意味著獨裁和極
權；如果只有兩種宗教，便是你死我活的較量
和對抗；只有多種宗教相互競爭，相互對話，
百舸爭流，才是人
類文明健全發展之
道。”這意味著，
對話的真正意義並
不在於某個確定的
結果，而在於引出
或激起新的對話，
在這個過程中逐漸
實現相互吸收、相
互融合。學者們相
約今後以各種管道
和方式將對話繼續
進行下去，並力求
使之不斷拓展和深
化。

參觀、傾聽　與
感受

 　正如前幾屆一樣，除了純粹學術上的討論
和探究之外，在主辦者的組織安排下，學者們
走出會議室，跳出單純學理思考的局限，參觀
考察了所到城市的宗教設施和機構，與有關人
員和信徒展開面對面、零距離的深入交流，到
現實的宗教場所和宗教活動中去觀察、傾聽、
親身感受和體會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對於美國社
會生活的深遠影響。這是本屆研討會活動的另
外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北美華人基督教學者學
會多年來所開展的一系列研討會的重要特色所
在。因為一方面，儘管學者們在宗教方面各有
造詣，但那本質上只是一種純理性的、抽象的
概念化的認識，甚至其中不乏片面或扭曲；另
一方面，宗教作為人類的最高價值追求，決不
僅僅只是理性推理、論證所能領悟的。事實證
明，這一活動的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產生了

很好的效果，學者們由衷地感到，雖然在各自
的教學和研究過程中，關於基督教對西方文化
包括對美國文化的影響問題有所認識，但在現
實面前確實顯得蒼白膚淺而片面，在很多方面
確有很大的偏差乃至背離，因此常常對現實感
到意外甚至驚異，要不是耳聞目睹，很難相信
美國社會宗教活動如此繁盛、對美國歷史和社
會的影響會如此廣泛而深刻。
　　首先給學者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國教堂
之多。無論繁華的都市，還是郊區的芳草綠蔭
之間，抑或科學教育的重鎮，每個社區都有規

模不等、造型各異
的教堂，據統計有
五十萬座之多，平
均五、六百人就有
一座教堂。隨處可
見的教堂堪稱是美
利堅土地上一大壯
麗的景觀，可以將
其與汽車、飄揚的
星條旗一起，共同
列為美國大地上最
有特色也最常見的
三種人造之物。這
些教堂，有的宏偉
壯麗，巍然聳立，
有的樸素雅致，其
內部壁畫、雕刻美
倫美奐，很多都無

愧為建築藝術上的傑作；一些著名的教堂，則
作為美國歷史的見證者而承載著輝煌的歷史。
在這些教堂的文獻記載上，不時浮現出美國開
國領袖們和美國精神奠基者的身影，留下諸多
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因此具有極高的歷史與
審美價值，成為當地的歷史文化名勝，吸引著
無數遊人觀光遊覽。而對中國學者來說，在欣
賞之餘，更可以從這一視窗看到美國社會宗教
生活特別是基督教之興盛，真切地體會到基督
教在美國建國過程中所具有的地位，對於美國
社會的重要意義，從這裏找到美國立國、美國
人價值觀念乃至美國文化的精神源頭。
　　與數量之多相映成趣的是，這些數不勝數
的教堂造型風格迥異，內在裝飾佈置也各具特
色。而這也正是美國宗教生活包括基督教多元
化的縮影。在紐約，學者們強烈地感受到其文
化、生活的多元性，紐約的地鐵和繁華的大

參觀費城華盛頓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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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其實就是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博覽會。
這種多元性同樣體現在美國的宗教生活上。從
美國學者和有關資料那裏，學者們瞭解到，作
為一個由100多個不同民族組成的移民國家，
除了最主要的宗教——基督教以外，猶太教、
佛教、伊斯蘭教等世界上各種不同的宗教在美
國同時存在和發展，而且就基督教而言，同樣
派別林立，有數以千計的不同教派，天主教與
新教共存共榮，自由派與保守派比鄰而居，如
在波士頓的栗子街，學者們就看到在歷史悠久
的自由派教堂側旁，一個保守派的教堂與之並
肩而立，相伴相對，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籃球賽
場上的盯人戰術。
　　更令學者們感慨和深思的是美國人對宗教
的虔誠態度和美國社會中神聖性與世俗性的奇
妙而成功的統一。據
統計，當今美國90%的
人信奉基督教，50%的
人每週去教堂，30%的
人認為信仰是他們生活
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些
資料資料學者們此前也
早有瞭解，但在內心深
處，對其真實可靠性一
直不乏疑慮，此番親眼
看到無處不在的教堂才
確信所言不虛。教堂的
眾多充分反映出大多數
美國人具有很強的宗教
情感。與一般人通常所
想像的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不論是精英分子，
還是普通的“淳樸的”美國人，都將基督教作
為自己內在精神的寄託和規範自己行為的最高
準則，體現在現實中，就是大多數美國人都經
常祈禱，每星期都會舉行團契或查經活動，星
期天，則從四面八方趕到教堂虔誠地參加主日
崇拜。在波士頓，學者們有幸觀摩了著名的市
區黑人教會的主日崇拜活動，從那裏真切地體
察到這一點。該教會的主日崇拜活動共有三
場，每場兩千多人。學者們看到周圍的黑人信
徒如同歡慶節日一樣，都放下其他一切事情，
舉家出動，興高采烈地湧入教堂。在歌手充滿
激情的聖歌演唱和打擊樂所渲染的熱烈氛圍
中，人們全身心地沉浸於宗教情感的顛峰體驗
之中。佈道的主教則以其風趣而深刻的語言，
嬉笑怒罵的表演式演講將聽眾的靈魂一步步、

迂回盤旋地帶向天路。整個活動絕對是一次精
神的狂歡，一次靈魂的洗禮更新，一次身心的
徹底釋放。人們真的是懷著期望而來，帶著滿
心的喜悅而歸。在參加研討活動之前，學者們
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樣的困惑：為什麼在科學日
益昌明的今天，宗教卻獲得越來越大的發展，
特別是在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那裏，基督教具
有如此普遍而又強烈的感召力？通過在美國的
這一系列觀摩體察活動和從信徒們的信仰告白
中，學者們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
　　而這一切不僅與世俗生活成功地統一起
來，而且對世俗生活起到了很好的規範指導作
用。如果說，從紐約著名的三一大教堂與作為
世俗生活典型標誌和世界經濟風向標的華爾街
的相伴而立，到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斯坦福大學等許多著
名學府中，教堂與實
驗室、教學樓的遙相
輝映，體現的是靈性
追求與世俗性之間空
間上的統一的話，那
麼，從洛杉磯的水晶
大教堂那裏，所領悟
到的則是二者之間時
間上的統一：通過充
分引入最新的建築理
念、材料和技術，它
使傳統的教堂呈現出
全新的現代樣式。這
座現代建築藝術和現

代工藝的傑作，何嘗不是當今美國基督教發展
趨勢的一個寫照或縮影！從其在陽光照耀下
如水晶般熠熠生輝的雄姿中，可以明確無誤
地“看到”基督教銳意革新、走向現代的精神
風貌；而從美國人社會生活中自律、平等、寬
容精神和良好的公德意識中，則可以清楚地體
會到基督教信仰對於世俗的社會生活的規範與
引導作用。
　　“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在各種交流
活動中，宗教界人士和信徒們總是意味深長地
向參加研討班的學者們發出這樣的感召。初聽
時，學者們並未深想，隨著參觀、交流活動的
展開和深入，大家才逐漸地意識到，這其實不
正是美國社會中信仰與功利的統一精神的表達
麼！進而言之，這一源自內心的信念恐怕也正
是美國之所以偉大與強盛、社會之所以穩定的

參觀“五月花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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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根源之一。

對華人基督教的認識

 　在整個研討過程中，無論是學術交流還是參
觀遊覽，都受到了當地華人基督教機構和華人
基督教信徒的熱情周到的接待，學者們也應邀
參觀訪問了紐約的宣道會基道堂、波士頓的華
人教會、洛杉磯的台福神學院、聖荷西的基督
學院和南灣愛修葡萄園教會。難能可貴的是，
學者們還應邀深入到一些同胞家中，參觀他們
的居所，品嘗他們精心烹製的佳餚，傾聽他們
講述在美國奮鬥歷程和諸多感受，分享他們成
功的喜悅，同時就信仰問題展開坦誠而深刻的
交流。通過這一途徑，學者們有機會對美國華
人基督教的發展狀
況、特點、所面臨
的問題及未來趨勢
獲得了比較全面而
清晰的認識。作為
美國的少數族群，
像許多其他方面一
樣，美國華人基督
教會也經歷了一個
逐漸成長壯大的過
程，現在已有華人
基督教教會一千多
家，而且隨著華人
移民的不斷增長和
中美文化、經濟交流
的不斷拓展，教徒也
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趨勢。據紐約宣道會基道堂
的鄺健厚牧師和洛杉磯的趙保羅牧師介紹，近
年來他們教會的成員都在以很快的速度增長，
教會的規模日益擴大。
　　對於深受儒家文化傳統薰陶和浸潤的華
人，尤其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曾經受過無神論
教育的華人來說，最終何以接受基督教，如何
認識和處理兩種價值追求之間的張力？這個令
人深思的問題自然引起學者們的濃厚興趣，成
為彼此交流的重要話題。華人信徒們的信仰告
白與生命見證，從內在的層面為學者們做出了
回答。對所有的華人來說，無論是來自大陸，
還是香港和臺灣，也無論是缺乏知識與技能的
普通移民，還是知識精英，剛剛踏上美國國土
時，都無不經歷過各種艱難困苦，只是程度與

形式不同而已，其中既有工作生活無著的困
苦，更有舉目無親、精神孤獨無助的苦悶。在
這種雙重困苦一齊襲來的時候，總是基督教會
和信徒來到自己身邊，輔導提高英語水準，幫
助解決生活和求職等一系列難題，通過親切交
流，排解精神上的孤獨與苦悶……就這樣，隨
著事業和生活的不斷改善，他們的心靈自然而
然地皈依到基督教博愛的懷抱之中。反過來，
也以同樣的寬廣胸懷和愛心幫助新來的面臨同
樣困難的同胞，如此不斷傳遞延續，使得信徒
不斷增加。對他們自身來說，幫助別人不只是
一種義務，更是一種精神的快樂，從中體驗到
極大的幸福。這種信仰非但不與儒家文化的親
情倫理與道德追求相矛盾，反而有助於更好地

促進後者的貫徹和落實。
學者們在對此深感理解的
同時，也從心裏由衷地表
示景仰。這些同胞以其深
厚的知識素養和傑出的能
力，經過十幾乃至三四十
年的奮鬥，都已取得了驕
人的成就和很高的生活品
質，堪稱華人的驕傲。但
最讓學者們景仰的並不是
他們優越的生活條件，甚
至不是他們事業上的成
功，而是他們善良坦蕩的
人格力量、博愛的胸懷、
從內心裏洋溢出來的喜悅
和自尊從容的精神面貌。 

　　同樣值得提及且令人懷念的是，在緊張的
學術研討和參觀考察活動之余，學者們在主辦
者和當地同胞的熱情協助下還盡情遊覽了所到
城市的宜人風光和歷史名勝。在世界之都紐
約，學者們一睹了陰霾中顯得肅穆而凝重的自
由女神風采；看到雙子塔坍塌後的曼哈頓猶如
一艘折斷了桅杆的大船，靜靜地停泊在蒼茫煙
雨之中；感受了聞名遐邇的華爾街、時代廣場
的繁華；在歷史文化名城、“光榮與夢想”的
誕生之地費城和波士頓，學者們沿著美利堅合
眾國的先驅們當年奮鬥的足跡，參觀了福吉
穀、獨立公園、憲法紀念館、自由鐘、“五月
花”號海船及萊剋星屯美國革命紀念館等美國
歷史名勝，與美國民眾一起在查理斯河畔的草
地上為其國慶焰火的絢麗而喝彩，美國人的自
律精神和愛國熱情令學者們感觸良多；在洛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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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和三藩市，欣賞了好萊塢、亨廷頓博物館、
漁人碼頭、金門大橋的風姿神韻；同時，還領
略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
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特有氛圍與魅力……

思考與領悟

　　26天緊張充實的研討活動很快就結束了，
但留給大家的思考和回味是深長的，大家一致
感到不虛此行，收穫極大。如果說，學理的討
論和探索拓展了認知，明晰了觀念，那麼親身
的觀察和感受則進一步深化、證實了新的認
知，二者相互結合，極大
地促進了學者們認識的深
化和精神境界的提高。
　　其一，對基督教的深
刻內涵和根本意義有了更
切實透徹的領會。它不再
只是一種抽象概念的認
識，一種單純的知識，而
開始成為一種基於親身感
受而達到的內在體察和領
悟。當然一次參觀研討活
動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
在認識上一步到位。它在
促進認識進展的同時，也
激發了一系列新的更深
層次的問題。在訪問過程
中，美國人的自律精神、公德意識和平等友好
的態度給學者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引起了
諸多深沉的思考。為什麼有著兩千多年道德教
育傳統的國人卻在道德、精神上相形見絀，甚
至缺乏最起碼的公德意識？如何才能有效地遏
制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轉型而來的道德滑坡趨
勢？除了外在體制、教育方式以外，是否還有
更深的內在根源？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才能
確立一種普遍有效的普適倫理？所有這些，都
將成為學者們今後著力探索的重要主題。
　　其二，深化了對美國社會特別是美國精神
的認識，矯正了以往很多似是而非的錯誤觀
念，進而對整個西方文化的內涵有了更透徹的
理解和把握。長期以來，國內知識界乃至學術
界往往只是片面地從實用主義角度理解美國人
的價值觀念，將其視為美國精神的精髓和實
質，而嚴重忽視了基督教及其所孕育的理想、

信念在美國精神中的根基地位和極其深刻的影
響，這樣只見其表，不見其裏，不僅導致認識
上的片面性，而且在社會交往和外交上都造成
相當的偏差。
　　這樣認識上的片面性不僅僅只是體現對美
國精神的認識上，實際上對整個西方文化精神
的認識上也普遍存在著這樣的局限性。在很多
人包括人文學者那裏，更多的只是從人本主
義、工具理性的層面來理解現代性的形成和本
質，而輕視以基督教為代表的對超驗世界的追
求在西方人精神世界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由
此導致其他層面的一系列曲解。實質上，無論
是從歷史的層面還是現實的層面上說，基督教

都不僅不是現代價值
的對立面，反而是其
基礎和源泉所在，拋
開了基督教這一極，
就無法理解現代價值
在歷史上何以誕生；
在當今社會，脫離了
基督教這一根基，現
代價值體系也勢必面
臨坍塌的危險。
　　其三，這一活動
對自身的精神世界也
是一次深刻的薰陶和
洗禮，對今後的教學
研究工作乃至自己的

生命歷程都將產生不可磨滅的積極影響。在交
流過程中，宗教界人士和華人同胞基於堅定的
信仰而形成的平等待人、無私奉獻、樂於助人
的精神風貌，特別是由此而獲得的幸福體驗和
愉悅心情深深地感染、激勵著參加研討會的學
者們，學者們心靈上無不深受觸動。它啟示人
們，對道德的追求不僅有益於群體，而且也是
獲得自身幸福的不竭之源。而無論是對一個民
族來說，還是對個人而言，道德水準的提高決
不是單純外在制約或推動所能奏效的，最終的
動力源泉只能來自內在靈性的提高。只有精神
境界的提升，才能真正具有自覺性。知為行之
始，基於這一領悟，學者們表示，回國之後，
要盡可能地落實到現實的人生實踐之中，以自
己的努力，取到一定的示範作用，也為自己開
闢一個更深厚的幸福之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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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和波士頓大學聯合主
辦的以“宗教在中美文化中的作用”為主題的第
二屆中美學者宗教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
7月7日至8日在美國
波士頓大學和行者中
心（Walker Center）
舉行。中美約25位專
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參加研討會的有北美
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
王忠欣博士、波士頓
大學著名宗教社會學
專家Peter Berger教
授、波士頓大學神
學院副院長白詩朗
教授、助理院長New-
some教授、和平正義
促進會主席鮑福來博
士、韓國學者崔希
安、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金宜久、習五一、任延
黎、王美秀、周齊、中央黨校教授龔學增、中
央民族大學教授于祺明、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儲昭
華、襄樊學院教授劉光耀、朱新義、中華文化學
院副教授王珍等。研討會上，學者們暢所欲言、
討論熱烈，主要就以下問題進行了研討、交流。
　　宗教與全球化 宗教與全球化相關問題很長
時間以來一直是宗教領域的重要探討主題。波士
頓大學Peter Berger教授以《宗教、現代化與
全球化》為題進行了演講。他主要談了全球語境
下宗教的發展趨勢。1、現代性和全球化。他敘
述道，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認為當社會越來越
現代的時候，宗教會越來越少。現代性與宗教是
敵對的。但現在事實使他改變了這一思想。他認
為，如今世界變得越來越宗教化，當前是人類宗
教性最強的時代。現代性是促使宗教進一步發展
的土壤。現代性沒有創造出世俗化，而是創造出
多元化。現代性是多元化產生的重要基礎，它使
各種思想得到表現。

　　現代性和全球性是密切相關的。現代性並不
是從全球化開始，但是後者代表前者的進程。以
全球的眼光看，我們會發現宗教的強勢發展。但

有兩個例外：一個是
地理性的、一個是神
學性的。地理性的例
外是中歐和西歐，這
裏是世俗化的景象。
宗教快速的發展，是
全世界範圍的。他解
釋了兩種活力最強的
現象，一是伊斯蘭教
的復興。當然媒體和
大多數人看到的是激
進的、和恐怖相關的
伊斯蘭教。但如果把
伊斯蘭的興起和這些
極 端 主 義 聯 繫 在 一
起，則是錯誤的。事
實上大多數伊斯蘭教

經歷的復興，都沒有政治上的想法。另外，有一
些伊斯蘭教是在傳統伊斯蘭地區之外的發展，特
別是歐洲，大約有1500多萬的教徒。世俗化的西
歐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伊斯蘭教的復興。另一個
是基督教的福音派，特別是靈恩派，有大規模的
復興和發展。有一位學者估計全世界有兩億多靈
恩派信徒。還有一個現象是和中國相關，就是靈
恩派在中國也有飛速發展，但據說大多數沒有被
政府承認，故而難以統計人數。目前在南美洲有
5000萬新教徒，這些人以前大多數是天主教徒，
現在多為靈恩派。我們不能說伊斯蘭教是必然反
對現代性的。在世界很多地方，伊斯蘭教對世界
的發展有積極作用。但如果我們把伊斯蘭教作
為整體看待，就不敢說伊斯蘭是推動現代化的原
因。這裏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伊斯蘭教對教徒有
嚴格的規定法律，不利於個體的獨立性，而獨
立性是現代化所需要的。另一個是關於婦女的問
題。我們的研究表明拉丁美洲靈恩派多是婦女，
可以說是那裏的婦女運動，它把婦女從傳統的地

宗教在中美文化中的作用
——第二屆中美學者宗教對話學術研討會（波士頓）綜述

  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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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解放出來，但同樣的情形卻沒有在穆斯林世
界發生。如果人口的一半不能參與現代化，現代
化的進程是不可能的。每一個主要的宗教都在經
歷一個復興。天主教在歐洲遇到了麻煩，但在世
界其他地方做得很好。天主教在俄國正在復興，
印度教在印度也是這樣。
2、全世界世俗化的精英階層。Berger教授談
到，你在幾乎每
一個國家，都會
發現一個矛盾現
象，即精英階層
是世俗化的，而
大多數民眾卻是
宗教性的。比如
土耳其，當時國
家的創造人把宗
教驅逐在公共生
活以外，但現在
的土耳其，是一
個民主選舉的國
家，但自我意識
上則是伊斯蘭教
國家，而且對他
們的傳統宗教有
強烈的認同。另
一個是以色列，它是由西歐非常世俗化的精英建
立起來的。以前他們在公共場所有很多影響，但
現在情況變化。那裏出現了非常強的宗教團體，
雖然它沒有接替政權，但在發揮著影響。第三個
例子是印度，當初是由世俗化的精英所建立的，
國會中的執政黨定位自己是世俗的政黨，但現在
也在變化。現在印度出現的是自認為宗教性的政
黨。歐盟的文化精英不知如何處理他們地區伊斯
蘭教的強烈影響。現在每一個星期，在清真寺禮
拜的人數多於在聖公會禮拜的人數；在英國最活
躍的牧師是從非洲來的。
3、世俗化與多元化問題。由精英進行統治，美
國並不是例外。美國也有一個文化精英階層，具
有世俗化傾向。但整個國家不是這樣。可以說美
國是所有國家中最具有宗教性的國家。在美國
的過去四十年間，美國的政治非常強烈的受到文
化精英階層和廣大民眾宗教性的矛盾影響。如果
你不理解這種矛盾，就很難理解美國政治。從
1963年開始，在公共學校誦經是不合法的。這激
怒了大多數信徒，他們認為自己的宗教被虐待。
現在這種反對的勢頭更為強大。美國有一個十分

有趣的現象，就是民主黨是被看作世俗化政黨，
而共和黨是被看作宗教化政黨。
　　關於多元化，Berger教授認為，從心理學角
度，多元性是人心多元性的運動，從一個命定的
感覺到一個自由選擇的過程。心理學是複雜的，
但是可以理解的。人是社會性的，是受周圍的影
響的。多元性影響宗教的品質和方式。例如天主

教，一個個人可以認為自
己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但
他不能認為這是必然的。
他認識到這是他的選擇。
每種宗教傳統都必須面對
這種現象。宗教的機構都
變成自願者的機構。他們
不能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幫
助來擴展，而必須去勸
人們信仰他們的宗教。即
使從神學的角度不願意這
樣做，但也別無選擇。關
於多元化，它要有兩個條
件。一是必須有差異性的
宗教存在。這是美國的例
子，從殖民地開始美國就
是多元性的存在，但整個
社會並不是差異性很大的

社會。第二是民主。如果政府保證宗教自由，就
會多元。如果政府不鼓勵或者壓制宗教多元化，
就會影響民主化進程。
4、在交流過程中，Berger教授的表達了自己對
相關問題的觀點是：第一，中國大陸有一個屬靈
派，但他不能肯定這就是他所講的靈恩派。第
二，世俗化除了現代性之外還有其他原因。但世
俗化是近代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很多歷史學家認
為它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開始。針對不同的文
化，他認為儒家裏面也有現代化的動機和動力。
現代化不止有一種方式，人類有不同的現代化方
式，從不同的道路人類都可以走向現代化。這裏
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是非西方化的國家變成了
完全現代化的國家，甚至有人認為它比美國更現
代化，而日本的文化和西方完全不同。第三，他
認為現代和後現代這兩個詞主要是用在文學藝術
方面，或許也可用在哲學上。它們對描述社會進
程或狀況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現在仍然在現代化
進程中，還沒有進入到後現代。他表示自己不喜
歡後現代這個詞。
　　麻州惠頓學院的Barbara Darling-Smith教

彼得•伯格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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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作了《生態學與世界宗教》的學術報告。她談
了世界幾大宗教與生態學的問題，認為，東方宗
教在對地球的尊重方面具有豐富的內容。印度
的耆那教強調不殺生，提倡其他一些重要的倫
理教導，這一切都極大地減小了這個宗教信徒們
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佛教非常強調各種生物、
及其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大乘佛教比較強調普度
眾生，強調所有的生物是互相依賴的。道家發展
出“氣”的概念，與自然界沒有任何衝突。猶太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強調上帝創造天地和其
中的萬物的教義，因此認為尊敬上帝所創造的就
是榮耀上帝。
　　此外，波士頓
大學白詩朗教授做
了《宗教多元與宗
教對話》的報告，
從幾大宗教在美國
的存在狀況談了多
元宗教及宗教對話
的必要性和意義等
問題。美國學者
鮑福來、Deborah 
Clark、William 
Briggs分別作了題
為《宗教在美國健
康保健中角色的變
化》、《地方教會
在當代美國文化中
的角色》和《宗教
對美國政治的影響》的發言。
　　非洲人與基督教 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助理院
長Newsome教授做了《美國黑人在全球的宗教經
驗》的演講。關於這個問題，Newsome教授認為
美國黑人的宗教經驗是世界宗教經驗的一部分，
並主要地講了美國的黑人基督教。其中主要涉及
了三個問題：1. 早期。早在1491年就有非洲人
在非洲受洗成為基督徒。這些基督教的傳教士首
先遇到了非洲的本土宗教和非洲的伊斯蘭教。非
洲人來到美洲的時候是有自己的宗教經驗和宗教
意識的，這是他們的根。最初，非洲人到了美國
的時候，美國人認為這些黑人是沒有宗教信仰
的，把他們帶到美國就是為了給他們宗教信仰。
之後這種想法與實際狀況發生了衝突。衝突最終
逐步得到了解決。對於普及基督教的信仰，美國
傳教士和黑人都作了積極的努力。1908年之後，
在美國的非洲人雖然讀聖經的能力還非常有限，
但他們仍然建立了自己的神學為其信仰服務。這

時候他們理解的上帝是充滿愛心的上帝；他們理
解的耶穌是和他們一起受苦的人；同時他們也開
始認識聖靈。他們認為，聖靈是作為一種解放
的力量把他們從苦難中解放出來。2. 獨立的美
國黑人教會階段。這時，我們應當知道，伊斯蘭
教並沒有完全從美國黑人記憶中消除。美國南北
戰爭前後，大多數黑人奴隸從南方往西方、西海
岸移民，同時移動的還有他們的宗教。美國南北
戰爭之後，黑人教會開始舉辦黑人大學、貿易，
並出現有政治意識的領袖。這就把美國黑人教會
帶到另外一個階段。後來，黑人教會決定離開荒

涼的地區，到城市創
辦黑人教會。這比在
荒郊野外聚會更為困
難。這樣經歷了一個
宗教都市化的過程。
那時他們聚會的地方
通常是在他們的商店
裏，因為他們沒有錢
去建大的教會。他們
常 常 或 租 或 買 小 商
店，改造成教會。這
樣，他們在城市的中
心建立了教會。如果
我們進入到這時的全
球領域，靈恩派開始
出現了。直到今天美
國黑人教會還受到這
種靈恩派的影響。美

國黑人基督教不但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傳播著。
3. 美國黑人教會的未來。美國黑人基督教會依
然處在與伊斯蘭教的競爭中。很多黑人的孩子們
正在相信穆罕默德，而不相信基督教，而且還有
很多黑人回到了自己的非洲教會。黑人自己的身
份到底是什麼？黑人之間的宗教對話到底如何進
行？Newsome教授說，這些問題的探討“需要很
長時間，但是我生活在希望中間。我希望我們的
宗教經驗能夠得到尊重。”
　　韓國的基督教 韓國學者崔希安主要介紹了
韓國的民眾神學。她介紹了兩種對民眾的看法：
一、民眾是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社會
上受孤立，並且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二、民
眾是經濟貧窮、政治弱勢、而在文化和歷史上富
有且擁有力量的人。她認為“民眾”有一個共同
觀點：民眾是歷史的主人，是歷史的推動者。所
以民眾不是韓國獨有的。改造世界的人都可以稱
為民眾。她還談到了韓國民眾共同擁有的一種情

Newsome 教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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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恨。
　　韓國的民眾神學是興起於1970年之後。最初
的民眾神學是通過西方的神學尋找自己的上帝，
但他們發現西方的神學不能解釋韓國民眾所受到
的壓迫。所以民眾神學不是從西方來的，而是
韓國自己的。他們反對西方的基督論、末世論、
三位一體論等，力圖自己進行解釋。在韓國把
基督教的上帝叫做Hanunim。他們這個稱呼是從
韓國自己的宗教歷史上引用過來的。如同中國
的天主。剛開始韓國也稱為天主，後來稱為Ha-
nunim。上帝是一個也是多個，是同時存在的。
這在佛教、道教、薩滿教都有類似的表達，是一
個唯一的實在。多是一，一也是多。很多民眾神
學家不是把上帝看作西方基
督教的上帝，而是看做從開
始就和韓國民眾一起生活的
上帝。並不是西方給了他們
上帝，而是他們一開始就知
道了上帝。
　　關於聖靈和上帝，韓國
人認為這在基督教傳入以前
就已經存在。上帝的表現是
通過聖靈的形式。這個聖靈
在薩滿教中不是單一的聖
靈，而是多個。聖靈的歷史
一直在韓國的歷史上產生、
聖靈一直和韓國的歷史在一
起。所以，韓國能夠世世代
代戰勝他們的苦難。基督
教在韓國變得更加具有包
容性。
　　在會議交流中，崔希安女士表達了以下觀
點：第一，近些年韓國基督教的發展十分令人矚
目，這並不出人意料。很多人認為韓國是宗教性
的人。韓國很少人否定上帝的存在。不管什麼形
式，他們總是相信有一個上帝存在。婦女在這裏
得到巨大的解放。以前因為儒家的影響，婦女不
能出門，是基督教給了他們走出去的機會。韓國
的民眾神學認為，韓國人本身是上帝揀選的民
眾。第二，在韓國的宗教中，基督教在最上面，
下面是薩滿教，再次是儒家。現在韓國很多人不
相信儒家了，但儒家已經是韓國文化的一部分，
好像人人都是儒者。
　　中國宗教與中國政治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五
一教授以《中國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徵》為主題作
了學術報告。她認為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宗教
的獨特性包括：第一，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諧共

生。歷史上儒釋道的鼎立和互補，以及民間信
仰、多神崇拜等多種亞文化的相容共存，是中
國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徵。第二，政權始終支配教
權。從古至今，在中華大地上，世俗的權力始終
是唯一合法的社會政治權力。宗教從來沒有成為
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即沒有政教合一，也沒有
政教分離。宗教只能服從世俗政權的統治，決不
容許神權與政權分庭抗禮。任何一種宗教的興衰
存亡，與政府的意志密切相關。第三，強烈的世
俗性與功利性，各種宗教都十分注重現實人生。
其積極因素是弱化神學信仰，避免宗教狂熱，但
其消極因素則是使得巫文化十分興旺。習教授還
談到了中國宗教的本土化問題，認為，一種宗教

如果要在中國大
規模傳播的話，
必須要和中國傳
統文化結合。基
督 教 的 本 土 化
開始了，但是有
很艱難的道路要
走。
　　中央黨校龔
學增教授做了題
為《中國大陸宗
教現狀及發展趨
勢》的演講。認
為近30年中國宗
教的發展較快。
主要表現為信仰
宗教的人口迅速
增加，宗教活動

場所日益增多，各類宗教活動日益頻繁，宗教信
徒的人員構成發生了新變化，宗教日益擴大了對
社會的影響。這其中，除了五大宗教有了長足發
展以外，一些民間宗教信仰，一些少數民族傳統
的原始宗教殘餘也十分活躍，國外一些宗教和教
派有的也進入了中國大陸。宗教在快速發展中導
致傳統宗教格局開始被打破。龔教授認為，中國
政府現在很強調沒有宗教的和諧就沒有社會的整
體和諧，已經把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看作尊重人權的重要內容。
　　針對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論，中華
文化學院副教授王珍作了《中國對宗教與社會主
義社會相適應問題的探索》報告。中國的宗教與
社會是一種什麼關係，中國政府對此採取了什麼
態度？她認為，對於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
關係，中國曾進行了長期的探索歷程。無神論者

與會學者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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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神論者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宗教與社會
主義社會可以和諧相處（即宗教可以與社會主義
社會相適應），這是中國社會多方面當前對待宗
教的一個基本認識態度。該報告回顧了中國對宗
教與社會主義社會關係的探索歷程。描述了宗教
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真正內涵，認為從社會
政治層面上可以從兩個層次來理解“相適應”的
內涵：第一，基本層次的相適應，遵紀守法；第
二，深層次的相適應，有益社會。宗教信仰者對
教義的闡釋和行為方式要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
諧、進步。最後，該報告論述了當前中國政府、
宗教界、學術界等社會各方面對“相適應”的態
度。
　　基督教與中國 基督
教、天主教在中國的現狀
如何，它與政治之間是一
種什麼關係？中國天主教
問題專家任延黎教授主要
以天主教為研究物件，做
了《宗教與政治的關係》
的發言，他認為，改革開
放以來，中國天主教會在
普世天主教會中獨一無二
的與羅馬相互隔絕的狀況
被逐漸打破。目前主教任
命仍是中國天主教會面對
的焦點問題，中國天主教會在愛國愛教的道路上
仍在繼續摸索前進。如果說中梵關係在國家層面
變化不大的話，當前他們的宗教關係在發生變
化。任教授認為，現在中梵的關係是互相傷害，
良好的關係則是雙贏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王美秀教授做了《基督教在
當代中國的影響和作用》的演講，她認為基督教
在當代中國的作用與歷史上有所不同，當代的作
用主要是對個人的，而不是對社會的，它對社會
的影響和作用是有限的。關於基督教的影響和文
化基督徒問題，王教授認為：第一，基督教在中
國直接的影響是扶貧，間接的影響是減少犯罪、
使教徒克己自守。但是不能否認，其他宗教也有
也有這樣的作用。第二，在中國大陸，文化基督
徒不是基督徒，只是研究基督教的學者，這一點
和國外不一樣。
　　襄樊學院神學美學研究所所長劉光耀教授從
文學的角度向與會學者介紹了《基督教與當代中
國文學》，他認為基督教對當代中國文學的影響
始於《聖經》語彙及其文體的引入。1919年“國
語和合本”的出版使《聖經》語言及與《聖經》

有關的西方文學一起進入中國作家視野。但是，
基督教一開始並不是作為個人信仰、而是作為民
族和文化改造的工具被看待的，並且，作家們所
欣賞的也主要是基督教的道德觀，這一切都是人
類中心主義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詩
人海子、北村的出現，中國文學中的基督教人類
中心主義終結。基督教雖然至今仍非中國文學話
語主流，但已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聲音之一。有
理由相信，21世紀的中國文學，基督教文學將成
為一大主流。
　　伊斯蘭教、佛教在中國 關於中國的伊斯蘭
教，中國社會科學院金宜久教授以《伊斯蘭教在

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為題進作了學術報告。他
認為，伊斯蘭教在東西部
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
表現有所不同，穆斯林在
宗教熱誠、活躍方面也有
所差異，顯現出不同的地
方的和民族的特色。在當
前的社會生活中，宗教不
時地顯現出它的獨特的
活力；伊斯蘭教是當前表
現這種活力最為突出的宗
教之一。這種活力，完全
是由它的信仰者體現出來

的。對此，我們應該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區
分宗教活動與政治活動。同時，也應對一般信徒
與那些利用伊斯蘭教的宗教名義從事犯罪作惡的
人作出嚴格區分。
　　對於佛教，中國社會科學院周齊教授以佛教
與王權及倫理秩序的關係為考察物件，做了《佛
教的歷史角色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概觀》的發
言。周齊教授由政治文化的角度，從“佛教發展
早期之政治文化環境與角色調整和定位”、“佛
教的出世向度與政治文化傳統的衝突及其所涉之
角色定位”、“傳統倫理意識下的角色質疑和理
論困境及其突破”、“佛教的歷史角色與現代詮
釋的問題”等幾個方面，闡述了歷史上的有關佛
教社會角色調整和定位的問題與中國傳統社會的
密切關係。
　　兩天的學術研討交流很快就結束了，雖然聆
聽、討論了眾多的論文，學者們仍然感到意猶未
盡。是啊，中美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豈能是兩天
的研討所能窮盡的？為了世界的和平、為了人類
的福祉，中美學者間的對話、交流有必要繼續下
去。

研討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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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與四川大學合辦的“基
督教思想文化暑期研討班”，於2006年7月24日至
8月5日在四川大學美麗的校園中圓滿舉行。來自四
川、雲南、和貴州三省的基督教研究學者、教會教
牧人員、以及宗教管理官員共35人參加了這次研討
班。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美國洛
杉磯基督教研究院院長陳俊偉博士、和學會董事汪
傳生先生，專程從美國前往四川大學，參加了研討
班的活動。這次研討班採取教學、討論、和參觀相
結合的方式，使學員們對基督教的經典、神學、歷
史、和現狀等有了一個深入的瞭解。
　　長期以來，高校和基督教界處於一種互不往來
的隔絕狀態。學者們對社會上存在的基督教瞭解甚
少，而教牧人員也很少有機會到高校中進修。這次
研討班就是嘗試創造一個讓學者與教牧人員互動

交流的機
會，同時
也使高校
向教界人
士開放，
幫助教界
人士在神
學、文化
和學術水
準上有所
提升。
　　在這
次研討班
上，王忠
欣博士、

陳俊偉博士、以及四川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教授
們為學員們講授了包括13個專題的16次講座。這些
講座涵蓋面廣、思想深刻、貫穿中西、匯通古今，
使大家受益匪淺。這次研討班的主要授課內容為：
陳俊偉博士的“猶太文化與舊約研究”、“基督教
思想研究”、四川大學林慶華教授的“湯瑪斯倫理
思想與當代社會”、“天主教倫理學在當代的發展
狀況”、雲南民族大學韓軍學教授的“雲南少數民
族基督教”、四川宗教局余孝恒副局長的“基督教
與當前中國社會”、四川大學陳建明教授的“聖
經教訓與中國傳統思想”、四川大學查常平教授
的“約翰神學”、“信仰生活與新約閱讀”、四川
大學田海華教授的“如何閱讀聖經”、“十誡的文
本與詮釋”、四川大學何除教授的“基督教倫理思

想 ” ， 以
及王忠欣博
士的“基督
教與中國文
化”。
　　研討班
期間，學員
們參觀了成
都基督教恩
光堂、四川
神學院、原
基督教華西
協和大學校
園、四川大學博物館、和成都郊區農村發展的典範
三聖鄉。
　　為期兩周的研討班很快就結束了，來自西南三
省的學員們在短短的10多天內結交了新朋、重逢了
老友，學者、教牧人員和政府官員打成一片，形成
了一個和諧的群體，大家在神學、文化和知識上也
開闊了眼界，有了一次新的飛躍。離別的時候，大
家依依不捨、珍重道別，相約後會有期。
　　在中國期間，王忠欣博士和陳俊偉博士還訪問
了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陳俊偉博士為該
校“基督教文化碩士課程班”的學員講授了“猶太
文化與舊約研究”和“基督教思想研究”。
　　為了加強同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的學術交流與
合作，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聘請王忠欣
博士為該所客座教授，陝西師範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聘請王忠欣博士為該中心名譽教授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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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學聘任儀式

陳俊偉教授講課

陝西師範大學聘任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