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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29日至
7月29日，來自中國高
校的9位學者參加了由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
在美國舉辦的“第七
屆美國宗教文化暑期
高級研討班”。該項
學術研討與考察活動
從美國東部的歷史文
化名城波士頓拉開序
幕，學者們輾轉東海
岸的費城、華盛頓、
紐約，飛越美洲大陸
到西海岸的洛杉磯、
三藩市，歷時整整一
個月，對美國的宗教
文化進行了深入細緻
的學習和觀摩。這9位
來自中國的學者是：
上海師範大學的馬德
鄰教授、哈爾濱師範大學的孫慕天教授、李玉白教授、雲南民族大學的韓軍學教授、山
東大學的劉新利教授、首都師範大學的田國秀教授、西南大學的楊玉輝教授、中國政法
大學的張秀華教授、和華南師範大學的史風華教授。研討班的主要目的是促進中國人文
學者親身感受與瞭解美國社會的整體現狀，尤其是宗教文化現狀，增進中美學者之間的
對話與交流，從而以更加客觀與開放的心態來研究、比較東西方宗教文化的異同，為更
加深入地認識與研究基督教提供現實的參考與借鑒。
　　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親自組織、安排、和參與了全程的研討、參訪活動。這期研討
班內容充實有序、形式活潑多樣，圍繞宗教文化這一主題，於萬里之行中開展多方面的
對話與學術交流，在行住坐臥中實實在在地體驗美國社會與文化。學者們身臨其境地感
受著美國的宗教文化，懷著極大的熱情，行走於講堂與烈日之間，輾轉於東西海岸；期
間先後舉行了4次大型的專題宗教文化研討會，參觀訪問了20多家不同族群、具有鮮明
代表性的基督教會、神學院，與多家基督教機構的學者與領袖進行了座談和交流，觀摩
及全程參與了10多次的基督徒團契活動。一路行來，學者們與美國的學界、教界、政界
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流，通過聆聽、分享、考察和訪談等形式，不僅對美國基督教的歷
史發展及其在當今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作用有了深入而具體的認識，而且對華人
教會在美國的發展以及美國學術界宗教研究的新進展也有了基本的把握。

波士頓：歷史與現實
　　7月29日，本屆暑期研討班在歷史文化名城波士頓開始。歷史與現實、嶄新和古老
在波士頓得到微妙而和諧的統一。波士頓的建立本身就是宗教發展的產物，它於16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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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國清教徒始建，因此又曾被稱為“清教徒之
城”。波士頓的發展與許多歷史事件都有聯繫，如
1770年發生英軍槍殺當地平民的”波士頓慘案”，
1773年出現反英抗稅的”傾茶事件”，1775年4月
在這裏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
　　學者們參觀了波士頓公園街教會，這是美國最
負盛名的福音派的教堂，美國的廢奴運動就是從這
開始。接著參觀了國王小教堂，該教堂最初是波士
頓最早的英國國教聖公會的教堂，現已成為唯一真
神教的教堂。位於波士頓唐人街的波士頓華人佈道
會是波士頓地區最大的華人教會，教會的陳德修牧
師向學者們介紹了美國和波士頓地區華人教會的歷
史和現狀。　
　　對於基督教在美國的社會服務，學者們非常感
興趣。這次研討班專門舉辦了一場關於“美國基督
教的社會服務”的專題討論，並安排學者們參觀了
牛頓威爾斯利醫院，及其醫院中的宗教社會服務。
　　波士頓的文化與教育都位居世界前列。學者們
參觀了大波士頓地區著名的宗教文化勝地，包括新
英格蘭的第一個殖民地－普利茅茨，以及最早來美
的清教徒乘坐的五月花號船，打響獨立戰爭第一槍
的地方—萊剋星頓美國革命博物館，當然還有譽滿
全球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布朗大學、波士
頓大學、威爾斯利女子學院等著名學府。
　　每天晚上，學者們或者參加基督教會的活動，
或者與華人基督徒一起座談討論與分享，周日的上
午則去不同類型的教堂觀摩主日崇拜活動。行程
中，正趕上美國的獨立日，當晚，學者們興致勃勃
地在優美的查理斯河旁邊觀看了壯麗的煙火晚會。
　　在波士頓期間，學者們參加了兩場學術會議，
一是在高登康威爾神學院舉辦的“基督教與社會變
遷”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是一次密集型的會議，從
早到晚，吃飯行走，從來沒有停止過討論。學者們
就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進行了廣泛而
深入的探討、對話與交流，不時碰撞出思想的火

花。作為“基督教與中國”國際會議的一個延續，
學者們又參加了在波士頓沃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
Walker Center）舉辦的“第三屆中美學者宗教對
話學術研討會”。在兩天的密集會議中，中美學者
對宗教在各自國家中的作用進行了暢所欲言的交
流，大家對這樣具有深度的學術對話探討活動讚歎
不已。

費城：自由與秩序
　　費城是美國歷史名，1682年由英國貴格會派
移民始建城市，市名取自希臘語，意為”兄弟之
愛”。費城保留了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眾多古跡，
學者們在參訪中仿佛置身於當時的歷史場景中。獨
立宮是1776年7月4日宣佈獨立宣言的地方，珍藏著
著名的自由鐘。附近的卡本特廳是第一次大陸會議
的會址。建於1727年的基督教堂是華盛頓、弗蘭克
林及其他獨立戰爭時期的領袖們的禮拜堂。在每一
處歷史建築裏，西敏寺神學院院長李白軻教授都很
認真很詳細地為學者們講解，從書本上瞭解到的美
國歷史從他的口裏變得生動鮮活起來。在這裏，
處處都可以看到對自由的宣導，如自由鐘上所刻
的“聖經利未記”中的一句話“在遍地給一切的居
民宣告自由”，自由鐘上的裂縫，也說明自由是如
此的不易，所以在費城，也可以處處感覺到良好的
秩序。
　　學者們還參觀了當年華盛頓所率領的大陸軍與
英國軍隊作戰的戰場——福吉穀。在“華盛頓的祈
禱”的雕像前，李白軻教授感言：“人生都有低
谷，但是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勝利，我在沮喪的時
候，也會來到這裏。。。”　
　　在費城，學者們聆聽了兩場高規格的基督教音
樂會：黑人歌唱家露絲的演唱，鋼琴家艾威廉的演
奏，使學者們陶醉于藝術的天堂而流連忘返。管風
琴音樂會也是專門為學者們舉行的，高妙而神聖的

參觀華盛頓國家大教堂

參觀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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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得學者們對宗教與藝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學術之旅當然少不了精彩的講座，嚴格而廣義
地說，這次研討班的全部行程就是一個大講座。學
者們感歎這是一場古希臘精神與基督教精神結合的
學術活動，既有亞里斯多德的逍遙學派之風，又親
歷基督教的歷史與基督徒的喜樂與奉獻。在威特敏
斯特神學院，李白軻教授更是駕輕就熟地把學院的
歷史，以及美國神學院的流派及其與教會、政府的
關係講得詳盡而得當。李白軻教授還向學者們做
了“美國神學院建制及神學傳統”的講座，神學院
的另一位資深教授艾威廉做了“美國信仰類型”的
講座。　

華盛頓：宗教與政治
 　這次的暑期研討班，其精心安排體現在每一個
細節上，交通工具也是多樣，學者們乘灰狗巴士從
費城到華盛頓，受到了當地華人基督徒的熱情接
待。
　　美國首都華盛頓，全稱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
區。在這裏，宗教與政治是如此天衣無縫地結合在
一起，正如美國人一再強調的，“美國不是一個基
督教國家，但是有很多基督徒。”
　　華盛頓有眾多的著名建築。學者們首先參觀了
國會大廈。它是美國首都的象徵，坐落在城市的最
高點，因此又被稱作“國會山”。大廈內佈設著各
種題材的油畫、壁畫和雕像，它們都是傑出藝術家
的優秀作品。學者們還參觀了白宮，這是美國總統
辦公和居住的地方。
　　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學者們流連在精美的基
督教題材的油畫真跡中，這些油畫和雕塑都是歐洲
宗教改革前後的藝術精品，而美術館是對公眾免費
開放，學者們飽食了一頓宗教藝術的精神大餐，讚
歎而忘返。
　　華盛頓國家大教堂是經過近100年的修建才完
工的新的超級大教堂，教堂莊嚴雄偉，常被用來舉
行全國性的宗教活動，教堂內的彩色玻璃和雕塑美
輪美奐，其中所表達的基督教信仰與神學更是深刻
而形象，學者們都被教堂的建築及其中所蘊含的文
化傳承所震撼。
　　學者們也與當地的基督教會與教徒進行了形式
多樣的互動，包括團契活動、家庭生活的體驗、以
及在當地華人教會參加基督徒的主日崇拜，這些活
動都使學者們親身感受到了基督教對華人生活方方
面面的影響。

紐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紐約是美國第一大都市，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金融中心。學者們在紐約體驗了美國的當代文化。
燈火輝煌的時代廣場，雍容華貴的第五大道，充滿
想像的百老匯大街，無處不表達著紐約的繁華與現

代。位於曼哈頓島南部的華爾街是紐約的象徵，世
界金融經濟的代名詞。從證券交易所的門前望去，
不遠處的高樓林立間正是聳立著十字架的著名三一
大教堂的尖塔。一切是那麼的和諧，又是那麼的意
味深長。是的，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著，人需要有
精神食糧。坐落在華爾街正中的三一大教堂，不正
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完美結合的最佳注解
嗎！
　　自由女神象徵著全世界人民對自由的嚮往，她
張開雙臂迎接著世界各地前來尋求自由的人們。在
緊張的討論與學術行程中，學者們興致勃勃地乘船

參觀了自由女神像，大家紛紛在她前面攝影留念。
　　在紐約，學者們還參觀了著名的哥倫比亞大
學、洛克菲勒資助修建的莊嚴雄壯的河畔基督教
堂、以及美國基督教自由派的大本營——協和神學
院。在紐約的最後一天，學者們同當地華人教會的
信徒們就基督教神學、美國華人的基督教信仰、上
帝的臨在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與分享。

洛杉磯：基督教與美國社會發展
　　洛杉磯是美國第二大城市，被稱為“天使之
城”。在這裏，學者們參觀了巨型當代教堂馬鞍山
大教堂、水晶大教堂、參觀了美國電影文化聖地—
—好萊塢、收藏眾多世界級藝術品的Huntington圖
書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學者們還參觀了洛杉磯
地區最大的墓地“Forest Lawn”,這裏有世界上最
大的“十字架之路”的繪畫，這幅巨型油畫被放置
在一座教堂式建築內，學者們都為繪畫精深的藝術
與信仰魅力所折服。
　　研討班在洛杉磯期間舉辦了四場座談會。一場
是請洛杉磯戈蘭多爾市前市長介紹美國基層的政府
組織和管理制度，大家並就美國的政治體制、選

參觀洛杉磯 Forest L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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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的
問題進行了座談；另一場是
與當地的華人基督徒座談，
討論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歷
史與現狀；再一場是與科學
與宗教研究機構“Reasons 
To Believe”就宗教與科學
的關係、信仰的基礎等問題
進行了深入的對話與交流。
這個機構是一個由一流的科
學家組成的研究機構，他們
所作的神導論的研究，年輕
地球的模式，以及為聖經所
做的求證研究非常專業，使
中國學者印象深刻；最後一
場座談是與《山行文化報》
和《國際日報》主編們的餐敘。這兩份報紙都是華
人基督徒參與編輯的文化刊物，在洛杉磯地區頗有
影響。該次研討班訪問洛杉磯的新聞也在《國際日
報》上刊登。
　　在洛杉磯，學者們親身體會到了基督教與美國
社會的變遷。馬鞍山大教堂是教堂功能社會化的典
範之作，人們從四面八方開車來到這裏，興高采烈
地猶如歡度節日，崇拜方式也是輕鬆活潑，自由豪
放，但是學者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信仰的喪失，而是
信仰的自覺。水晶大教堂這座由玻璃建造而得名的
大教堂，莊嚴、大氣、氣氛活躍；唱詩班的歌聲雄
壯有力，直達人心肺腑。通過對這兩個教堂的參
訪，學者們再一次地體會到“行萬里路”的可貴，
只有身臨其境地感受，才能真正體會到基督教在美
國多元化的發展現狀。

三藩市：華人教會與當地文化的融和
　　三藩市是一座山城，氣候冬暖夏涼，陽光充
足，被譽為“最受美國人歡迎的旅遊城市”。這裏
華人和華僑較多，華人教會在三藩市的發展也日益
蓬勃。　
　　在聖荷西，學者們受到了南灣愛修基督教會的
盛情接待。在教會的愛心安排下，學者們參觀了三
藩市著名的漁人碼頭、金門大橋、天主教堂、中國
城，更有學者們嚮往的伯克萊大學、斯坦福大學。
在每個接待家庭，學者們都與當地的基督徒有深入
細緻的分享與交流，深刻體驗了基督教信仰對華人
的生活、工作及思想的重大影響。據介紹，由於華
人基督徒人數的迅猛增長，很多教會原有的教堂已
經不能滿足聚會的需要，於是不斷有舊教堂擴建，
新教堂興建。
　　學者們也學習到，雖然海外華人去教會的目的
起初各有不同，但最終，上帝成為他們共同的主。
大家在主內彼此幫助，共同進步，教會使大家成為

了一家人，成為信徒共同
的精神家園。
　　在北加州的基督學
院，中美華人學者進行了
為期一天的研討會，學者
們就基督教與社會工作、
基督教如何適應現代社會
的發展，中國知識份子的
基督教觀，中國教會的發
展與變遷、基督教與其他
宗教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
廣泛的交流與爭論，氣氛
非常熱烈。
　　學者們還參觀了環球
聖經公會，天道書局，對
海外華人從事的《聖經》

漢譯情況有了第一手的瞭解，並獲贈《聖經》新譯
本及其它基督教研究的書籍。

結語：幾點思考
　　這次暑期高級研討班，同往年一樣，成員來自
國內的著名高校，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均與基督教有
或多或少的關聯，這一個月的行程，大多數的學者
是帶著問題來的。通過密集型多方式的研討，學者
們認識到，僅僅依據書本來研究一個活的宗教是遠
遠不夠的，更談不上宗教“對話”。行程中，不僅
僅是風景萬千，更是有一次次的思想碰撞。首先，
就宗教研究本身來說，需要進行第一手的田野調
查，究竟目前的基督教在美國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信眾的信仰根基又在哪里？基督教在社會工作方面
承擔了怎樣的角色？它對主流文化方方面面的影響
又如何？這些基本的問題與需要都在這次活動中得
到了一次全新的解答。　
　　其次，宗教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它應該是社會
生活的一種需要，因此，它與社會的政治、經濟、
日常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次行程也讓學者
們親見了基督教對美國社會壓倒性的影響，自由與
秩序，現世與來世，精神與物質中都有基督教的影
響。
　　再次，信仰的主體從來都是研究者應該關注
的。那麼，基督教的牧師、信眾、學者的現狀如
何？這次研討班，學者們見到了很多基督徒中
的“高人”——輕鬆幽默、多才多藝的、現代味十
足的牧師、虔誠而以服務他人為要的基督徒、對
宗教問題幾乎無所不知的神學教授、通曉古典語
言且能將它們用現代科技手段用於聖經研究的學
者。。。這些都讓學者們大開眼界。
　　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獨特的思考與體驗，千言
萬語也難以盡述，引用一位學者的話說：“得到的
大於想到的”。

觀摩華人基督教查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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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7 月 7 日 至
8日，北美華
人基督教學
會與美國正
義和平促進
會在美國麻
州波士頓地
區的沃克國
際文化交流
中心，聯合
舉辦了第三
屆中美學者
宗教學術研
討會，這次
研討會的主
題為“中美社會
變遷與基督教”。在兩天的會議中，9位中美學
者作了專題發言。
　　在研討會上，華南師範大學的史風華教授從
中國廣州的一個家庭教會——美心基督教會考察
了當前中國社區教會的本土化問題，提出宗教信
仰是個體化的事情，它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她
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具有必然性。
　　波士頓地區基督教公理會的女牧師戴比·克
拉克認為，地方教會是在社會變遷的情境下展開
工作的，同時教會工作也引起社會改變。教會的
功能主要體現在：一是對社會主流文化產生影
響，要求政府改變他們的政策；二是提供各種社
會關懷；三是開展教育；四是尋找產生問題的根
源，進而去推動社會的改變。教會在推動社會變
遷上有許多成功的事例，如美國的民權運動，廢
除黑奴、醫療保險等。

　　北美華
人 基 督 教
學 會 會 長
王忠欣博士
在“基督教
與 近 代 中
國 社 會 變
遷”的報告
中指出：基
督教與近代
中國充滿了
愛與恨的關
係 。 一 方
面，基督教
能夠在中國
傳播，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為
受到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不平等條約的保護，這
就使得基督教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後中國對外開放，由此產生
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而中國本身缺乏應對這
些變動的經驗，這一時期基督教反倒成了幫助中
國社會進步、邁向近代化的一個重要力量。　
　　上海師範大學的馬德鄰教授在會上探討
了“社會變遷與中國基督教”，認為中國正處於
社會轉型期，有必要探討基督教在目前中國社會
變遷中可能發生的作用。他認為，基督教能夠
在“平安”的慰籍、協調和幫助、道德意義和情
感作用等方面發揮一定作用。　　　
　　正義和平促進會主席鮑福來博士介紹了美國
新教的現代化和社會變遷情況，並結合具體的資
料，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例如，如何讓
人們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福祉，如何保護我們

中美社會變遷與基督教
̶̶第三屆中美學者宗教對話學術研討會報導

張秀華

參加研討會的中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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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作為個人自己能夠做些什麼來保護環
境，對於暴力問題我們如何成為和平的使者，如
何解決社會公益，如何改變花錢的方式來縮小貧
富差距，在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下如何彼此尊重
以達成攜手合作，有否普遍主義的價值和倫理等
等。
　　哈爾濱師範大學的孫慕天教授向與會者分析
了“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當代的精神訴求”。在他
看來，中國在新世紀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提
出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口號，這是意識形態的
根本轉變。於是，基督教愛的神學精神與主流意
識形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契合。　
　　麻州惠頓學院的巴巴拉·史密斯教授主要討
論了生態與社會變遷的問題。　她認為，對聖經
創世紀的正確解說應該是，基督教是愛自然、愛
動物的。《聖經》對生態友好關係的闡釋，表現
為人對自然的照顧而不是統治。因而，人們應
該尊重生活的環境，尊重自然，過簡單的生活。
同時，巴巴拉·史密斯指出，基督教應該向其他
宗教學習，比如，從印第安人那裏可以學到對生
態、自然的尊重；從佛教的輪迴學說（人變成動
物，動物又變成人）那裏，可以來理解人為什麼
要尊重自然；從儒家那裏，可以學到對和諧關係
的重視；從道家那裏，可以學到對人與自然和諧
的努力；從猶太教那裏，可以瞭解到對事物自然
而然狀態的訴求。
　　麻州聖公會神學院研究生斯坦森·庫格瑞從
美國青少年與其信仰的角度探討了美國的社會變
遷。她借用美國學術週刊對青年人的描述，把年
輕人區分為“X一代”和“Y一代”，認為X一代
做決定有麻煩，心中無英雄、無民族國家概念，
無特定生活方式，不能自我定位，而且拒絕一

切、懷疑一切，對傳統價值不信任，對一切有組
織的宗教都表示懷疑等。Y一代是網路的一代，
對國際主義有包容性，能向傳統性別提出挑戰，
更有宗教性，喜歡談論自由、保守的問題。
　　雲南民族大學的韓軍學教授報告了“基督教
與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文化”，指出，從接受基督
教信仰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基督教所帶來的
現實影響來看，第一，在經濟生活上，少數民族
傳統信仰的祭祀活動往往要殺生，而改信基督教
後避免了這一經濟損失。第二，在政治生活上，
突破民族和國家的界線，有了平等、自我實現的
意識。第三，在文化生活上，受教育程度普遍提
高，有了更為文明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能與
主流文化對話，而不再被邊緣化。
　　最後，麻州州政府衛生部的雪利·萊特女士
就“東方與西方醫藥：共同變化”的話題做了學
術發言。她首先強調，在基督裏沒有東方，沒有
西方，沒有南方也沒有北方。然後根據1990年疾
病控制中心所做的關於兒童疾病醫學實驗，看兒
童以前的經歷如何影響成人以後的身體狀況。她
認為，西醫主張，好的飲食，和諧的關係和精神
健康，特別是遵守一些規則，如愛上帝、愛人如
己，就有利於身體健康。因為如果兒童時期受過
創傷，成人後健康就差一些，所以如果保障兒童
的健康成長，就有利於促進成人期的健康。中國
傳統醫學有內經和外經之分，而且主張由內到
外。內心協調，去主動適應外界變化，就能保持
身體健康。如果內經出問題，疾病就可進入。　
　　研討會期間，與會的中國學者還特別參加了
波士頓美國黑人基督教會的主日崇拜活動，使大
家對基督教的多元化有了親身的體驗。

研討會會場

學者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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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7年 8月 8日至
15日，中國自然辯證法研
究會、北美華人基督教學
會、北京師範大學、哈爾
濱師範大學聯合在哈爾濱
舉辦了全國科學與人文暑
期學院高級研討班。研討
班的主要發起人是：北美
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
欣博士、哈爾濱師範大學
孫幕天教授，和北京師範
大學劉孝廷教授。來自國
內外的30多位知名學者參
加了這屆研討班。本期研
討班特別注重問題討論的
前沿性、彙聚性、深度和
充分性，因此每天上午分
別邀請對此問題素有研究
的一位資深學者做主題報
告，下午則由參加研討班
的學者根據主題內容進行
專題發言和集中研討。
 
　　在這次研討班中，6位學者做了主題發言。
王忠欣博士在“科學主義在中國的起源”的報告
中指出，長期以來國內對科學的認識主要立足於
科學的功用——即科學救國和科學強國，忽略了
科學精神最主要的本質是對真理純粹的追求。他
還指出，在西方歷史上，科學和宗教實際上是不
衝突的，衝突的是科學的人和宗教的人，而且
後者之間的衝突實際上也非常少，但是由於衝突
總是引人注目，這使人們得出並強化科學和宗教
相互衝突的命題。美國漢森學院Arndt教授的發
言是“美國的科學與宗教”，他認為，世俗社會
認為科學和信仰之間存在一種戰爭狀態，而這種

觀點不過是一種“神話”，因為無論是科學還是
信仰，都必須對實在（reality）持有一些特定
的假設，因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有限的存在。美
國舊金山大學錢錕教授從生物學化石證據的角度
指出，達爾文的進化論只能解釋寒武紀之後門以
下的生物微進化，而不能解釋生物廣進化。香港
浸會大學的關啟文教授介紹了進化論與當代智
慧設計運動，舉出眾多證據證明進化論所遇到的
困難，說明人類及宇宙不太可能由進化而來，而
更可能是智慧設計的產物。北京師範大學劉孝廷
教授就科學和信仰的關係，提出馬克思主義體系
中的信仰緯度。哈爾濱師範大學孫幕天教授在題
為“基督教文化與當代中國的文明走勢“的報告

科學與信仰：關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
——2007年科學與人文暑期學院高級研討班紀要

參加研討班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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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基督教文化中一些好的因素可以彌補中
國文化的不足，為我們當今建設和諧社會服務，
但是他也指出，基督教要想在中國傳播，道路非
常艱巨。

　　在專題研討會上發言的學者和論文題目是：
南京理工大學劉魁教授的“後現代科
技文明與中國傳統信仰重構的可能策
略”，武漢大學杜小安教授的“《易
經》的科學思想與人文精神”，武漢
大學曾曉平教授的“科學與信仰的
關係淺談”，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程偉
教授的“中醫的合法性問題”，中國
科學院蕭顯靜教授的“後現代視野中
的科學風險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李
霞博士的“信仰問題對當代新聞傳
播的影響”，南京大學陳世鋒博士
的“心性、自然、天道－西方科學與
宗教世界圖景的衝突及啟示”，吉林
大學吳宏政博士的“‘信仰的知’的
歷程”，北京外國語大學王立志教授
的“過程哲學視野中科學與信仰的
關係”，北京化工大學崔偉奇教授
的“科學與宗教：價值和傳統關係的
意義分析“，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胡
自信教授的“紐曼論科學、信仰與教
育”，武漢大學孫思教授的“論羅素
關於科學與宗教關係的理解”，南

京師範大學徐飆教授的“信仰與東西
方藝術的歷程”，南京師範大學姚國
宏博士的“後現代視野中科學與宗教
的關係”，北京師範大學楊關玲子博
士的“漢斯.昆的全球倫理觀的當代意
義”。

　　這次研討班是國內首屆科學與人文
暑期學院高級研討班。科學和信仰關係
的研究在西方社會已經十分發達，但是
國內還處於起步階段。本次研討班旨在
促進國內相關研究與國際接軌和對話。
通過這次研討班，學者們認識到：中國
文化中的世俗理性已經構成了中國進一
步發展的巨大障礙，而信仰有助於打破
世俗理性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
位。　

　　研討班期間，學者們結合研討主題
參觀了哈爾濱地區的東正教、天主教、

和基督教新教的教堂，對哈爾濱市濃厚的多元宗
教氛圍有了初步的感受。研討班還組織學者們觀
看了反映基督教歷史和文化的影視。哈爾濱師範
大學美麗的日月湖邊、玉帶橋旁、柳蔭路上留下
了學者們研討爭辯、駐足流連的身影。　　　

（根據李霞、劉潛稿件整理）

研討班會場

參觀哈爾濱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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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1月1日，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美
國波士頓的沃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舉辦了讀書研
討會，來自波士頓地區多所大學的近20名中美學
者參加了這次研討會。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
學學院的兩位學者劉孝廷教授和張百春教授作為
這次研討會的嘉賓在
會上做了重要發言。
劉孝廷教授主要介紹
了近年來中國學術界
有關宗教與科學的研
究狀況。接著，張百
春教授介紹了東正教
及東正教在中國的狀
況。張百春教授曾在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
留學多年，專攻俄羅
斯哲學與宗教，獲得
哲學博士學位，是中
國學界研究東正教問
題的權威學者。以下
是張百春教授的發言
內容：

　　基督教於西元一
世紀從猶太教裏獨立出來後，由巴勒斯坦地區傳
播到整個羅馬帝國，並於西元四世紀末成為羅馬
帝國的國教。在最初幾個世紀，基督教會是統一
的，其內部的教義紛爭主要通過普世宗教會議來
解決。西元四世紀中葉，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
個部分。以羅馬為中心的西部基督教會和以拜占
庭為中心的東部基督教會之間的分歧因文化背
景和政治上的原因而變得越來越大，雙方最終於
1054年決裂，形成不同的兩大基督教傳統：天主
教和東正教。16世紀，新教從天主教中分離出
來，新教內部仍然是派別林立。天主教、東正教
和新教是構成基督教的三大主要派別。在經典和
教義上，它們之間有區別，但不大。它們之間的

根本區別表現在教會組織形式、禮拜儀式和信仰
傳統方面。
　　在希臘文裏，“正教”一詞最早出現在西
元2世紀，其含義是“正確地思考”和“正確地
榮耀上帝”。當時的基督徒企圖用這個詞的後

一種含義來表白其
信仰的純正性，對
基督學說和使徒傳
統的嚴格遵守和繼
承，以區別於各類虛
假學說和異端。基督
教分裂後，以拜占庭
為中心的東方教會自
稱為“正教會”，旨
在表明自己信仰的正
統性，其所針對的主
要是天主教會。在漢
語裏，“東正教”一
詞裏的“東”字指的
是羅馬帝國東部。大
致而言，正教、東正
教、東方教會、希臘
正教、希臘正教會
等，在基督教歷史上

指的是同一個東西，即與天主教、新教並列的基
督教三大派別之一的東正教。早期東正教對基督
教的教義和神學做出過很重要的貢獻，如三位一
體和基督論等教義的制定。隨著伊斯蘭教的興
起，穆斯林逐漸佔領拜占庭帝國領土。1453年，
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滅亡。君
士坦丁堡牧首區所轄教區紛紛脫離出去，形成獨
立的正教會。到目前為止，獨立的正教會有十五
個，其中包括較晚形成的俄羅斯東正教會。
　　西元9世紀，東正教傳到保加利亞，西元
10世紀末傳到基輔羅斯，並成為其國教。早期俄
羅斯教會是拜占庭牧首區的一個都主教區，都主
教由拜占庭牧首任命。蒙古韃靼人統治時期，俄

東正教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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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正教會並沒有遭受太大的打擊，但其發展
受到嚴重限制。15世紀，當莫斯科興起後，俄羅
斯正教會都主教官邸隨之遷往莫斯科。拜占庭
滅亡後，莫斯科覬覦東方基督教會（各東正教
會）首席地位，此即所謂的“莫斯科——第三羅
馬”之說。1589年，俄羅斯東正教會選出自己的
牧首，莫斯科牧首區獲得獨立，並且逐漸確立了
其在整個東正教會的主導地位。東正教與俄羅斯
民族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這個聯繫一方面體現
在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另一方面體現在俄
羅斯文化上。一千年來，俄國人日常生活各個方
面無不打上了東正教的烙印。20世紀以前，“俄
國人”和“東正教徒”所包含的意思幾乎是一樣
的。東正教精神滲透到俄羅斯文化的各個領域，
成為俄國人文化創造靈感的源泉。
　　東正教與中國的關係始終與俄羅斯東正教會
聯繫在一起。元朝時期已有俄國東正教徒（主要
是俄國士兵）來到我國，甚至到過北京，但沒有
留下什麼痕跡。東正教真正進入中國是在清朝初
年，這與莫斯科崛起後，俄國向東部擴張領土有
關。15世紀初，俄國人對西伯利亞還沒有清晰的
概念。1581年，他們才越過烏拉爾山脈，並迅速
向東挺進。1649年，俄國人哈巴羅夫就到達了黑
龍江。1665年，一夥哥薩克武裝人員強行佔領黑
龍江中游北岸小鎮雅克薩，俄國人稱之為阿爾
巴津，當時是中國領土，這是中俄雙方公認的事
實。1685-1687年，中國人兩次攻打俄國人佔領
的雅克薩，最終收復失地。在雅克薩戰役中，清
軍俘虜一些俄國哥薩克，其中一部分人（大約 
有45人）被帶到北京。清朝政府對待這批戰俘非
常友善，把他們編入滿人的軍隊——鑲黃旗，因
此他們與滿人享有幾乎同樣的待遇，其中大部分
男子與中國婦女結婚建立家庭。在這些戰俘當中
就有一名叫馬克沁的東正教神父，他在北京繼續
為俄國人提供宗教服務。因此可以說，東正教隨
著這批戰俘正式傳入北京。
　　1711年，馬克沁神父在北京去世。為了繼續
自己的宗教生活，北京的阿爾巴津人向俄國沙皇
彼得一世寫信求助。在征得康熙皇帝的允許後，
彼得大帝下令組建傳教團到中國。第一屆俄國東
正教傳教團於1715年到達北京，從此開始了其長
達240多年的歷史，前後共20屆。表面上，傳教
團的使命是為阿爾巴津人提供宗教服務。然而，
北京的阿爾巴津人宗教信仰逐漸淡化，傳教團在
這方面幾乎無事可做。向中國派遣傳教團本來
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事情，但是，俄國政府從一
開始就插手傳教團選派，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

把傳教團當作駐紮在中國的外交機構。傳教團非
常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使命。1861年，俄國政府外
交機構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時傳教團才開始關注
在中國人中間傳教的問題，其職能發生了變化，
但它並沒有立即放棄外交職能。直到1900年義和
團運動，在近300年的時間裏，俄國的傳教團所
發展的中國人信徒非常少，總共不到一千人。這
一點也能證明俄國傳教團的真正使命並不在於向
中國人傳播東正教。傳教團職能轉變的另外一個
結果是漢學研究的發展。傳教團是俄國漢學的搖
籃，為俄國培養了一批又批的漢學家。俄國漢學
在世界漢學史上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傳教團在
其中的貢獻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義和團運動給本來就不強大的中國東正教會
造成沉重打擊，有222名中國籍東正教徒（絕大
部分為阿爾巴津人後裔）被打死，北京等地的一
些東正教堂遭到破壞。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
府於1901年被迫簽署《辛丑合約》，俄國獲得大
量賠款，其中的一部分賠款被用於恢復中國的東
正教事業。借助強大的經濟支援，北京東正教傳
教團不但恢復了遭到破壞的東正教堂，而且還大
量購置地產，建造新的教堂，開設麵粉廠、牛奶
場、養蜂場、織布廠、工藝廠、印字房、訂書
房、果園等等，這也是吸引中國人加入東正教的
一種手段。當時不少中國人為了謀生，或者為了
子女能夠進入教會學校學習而皈依東正教。與此
同時，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進一步加強在北京以
外其他地區的傳教工作，除北京郊區縣以外，東
正教的傳教工作已經波及到天津、上海、漢口、
廣東、浙江、東北地區，並在一些地方建造了東
正教教堂。到1916年，由北京的東正教傳教團發
展的中國信徒有5587人，其中在北京有1000人。
中國東正教信徒數量的實質性增加發生在義和團
運動之後，並且與東正教駐北京的傳教團沒有直
接關係。1896年《中俄密約》簽訂後，俄國人
獲得修建中東鐵路的權利，大批俄國人（築路
員工，武裝護衛隊等）湧入中國東北地區，其中
絕大多數人都是東正教信徒。1898-1908年間，
俄國人在哈爾濱建造了七座東正教堂。1901-
1908年間，俄國人在中東鐵路沿線上建造了14座
東正教堂。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不願意接受新
政權的所謂白俄大批湧入中國，東正教徒數量再
次發生急劇增長。僅在東北地區東正教信徒就曾
達到30萬人，教堂由幾十座增加到上百座，神
職人員由100多人增加到幾百人。北京東正教的
傳教團積極為逃難到中國來的白俄提供服務，
成為他們的避難所。1931年“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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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佔領我國東北三省，部分流亡的白俄紛
紛南下，一度曾使天津、上海等地東正教會十分
活躍。由於中國發生的戰爭，以及後來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大批白俄或返回蘇聯，或去了西
方，中國的東正教信徒數量急劇減少，在中國曾
經盛極一時的東正教走向衰落。
　　東正教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有三百多年，但始
終沒有引起中國本土人的興趣。中國的東正教徒
的主體是阿爾巴津人後裔以及到中國經商和修建
鐵路的俄國人，特別是流亡到中國的俄國人。在
漢人和滿人等本地中國人中間，信奉東正教的
人非常少，其中有些
人並不是出於宗教自
身的原因而皈依東正
教。中國的東正教會
主要是由俄國人來管
理的。第一位中國籍
神父在東正教傳入北
京後兩百年才出現，
即米特拉凡（俗名祁
春，音譯），他在義
和團運動中喪生。此
後，中國籍神職人員
開始出現，但數量仍
然不多，在東正教禮
拜活動和管理方面，
他們只起輔助作用。
此外，從第一屆到第
十七屆傳教團的團長
（領班）一直是修士
大司祭。根據東正教教義，這個職位無法發展教
階體系。直到1902年，團長才由主教擔任，這
就是第十八屆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團長英諾肯提
乙·費古洛夫斯基，傳教團成員人數也由原來的
10多人增加到30多人。1950年，迫於當時的形
勢，俄國東正教會才祝聖了第一個中國籍主教，
即天津主教西蒙·杜。1954年，俄國東正教會決
定取締其在中國的傳教團。1956年，最後一任（
第20屆）傳教團團長維克多大主教離開中國。東
正教在中國的活動並沒有隨之而立即停止，並且
還從俄國東正教會那裏獲得了自治權。1957年，
中國自治東正教會成立，由中國籍主教姚福安領
導。他是第二位中國主教，1957年在莫斯科獲得
正式祝聖，他也是俄國東正教會祝聖的最後一位
中國籍主教。這時在中國的東正教徒只剩下一萬
人左右。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係緊張，
蘇聯撤回專家，兩國幾乎中斷了來往。1962年，

姚福安主教去世，1965年，西蒙主教去世，再沒
有中國籍的東正教主教了。但中國籍的司祭還有
一些，其中有一部分司祭去了美國或澳大利亞等
西方國家，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司祭只夠維持個別
地方的東正教禮拜活動而已，但無論如何無法延
續東正教教階體制，即使中國政府允許。隨後開
始了“文化大革命”，中國東正教徒的宗教活動
終止。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東正教也逐漸恢
復。1982年，由政府出資修建了在文革期間曾經
遭到破壞的，位於哈爾濱市的東正教聖母守護教

堂。1984年10月，
這座教堂舉行了開
放儀式。1986年，
東正教徒可以正式
地 在 這 裏 參 加 禮
拜。儘管當地的東
正教徒人數不多，
但這畢竟標誌著中
國的東正教徒已開
始恢復自己的宗教
活動。當年曾經有
過東正教信徒的地
區 ， 如 北 京 、 上
海，新疆和海拉爾
以及中俄邊境的其
他地區，與東正教
有歷史聯繫的個人
和家庭開始恢復自
己的信仰，甚至接

受洗禮，成為東正教徒。中國的東正教徒數量與
日俱增。據俄國東正教會負責人稱，中國現在有
一萬多東正教信徒。
　　目前，中國東正教徒的宗教生活所遇到的最
大問題是沒有神職人員。僅有的兩位中國籍主教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去世。文革前被祝聖的那
些司祭現在都年事已高，其中有些已經移居國
外。文革後唯一開放的哈爾濱東正教聖母守護教
堂主持司祭朱世朴於2000年9月去世。此後，信
徒只能在他生前主持的禮拜儀式的錄音伴奏下過
宗教生活。2003年12月，北京最後一位東正教司
祭，八十歲高齡的杜立福去世。據筆者掌握的情
況，中國大陸目前只剩下一位東正教司祭（八十
多歲）。儘管東正教在中國的命運與很多因素有
關，但神職人員問題的解決將直接影響到東正教
在中國的進一步存在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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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于
2007年12月赴中國，進行本年度的第三次中國學
術之行。在這次學術之行中，兩位美國學者先後
參加了學術交流活動，他們是美國沃克國際文化
交流中心董事長、美國東北大學資深教授卡霍麗
博士，和美國漢森學院教授Kenneth Arndt 博
士。在這次學術行程中，王忠欣博士一行訪問了
重慶西南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華南師範
大學、廣東商學院、廣東華商學院、首都師範大
學、和北京師範大學。
　　在西南大學，王忠欣博士和卡霍麗教授應邀
參加了該校宗教研究所與重慶市民族宗教事務委
員會主辦的“宗教與法治－宗教組織的管理”學
術研討會。王忠欣博士在會上做了“宗教的管理
與對宗教的管理”的學術報告，他以美國華人
基督教為例，介紹了華人基督教團體的內部管
理，以及美國政府對宗教的管理。他特別指出，
美國的基督教團體都會制定一個稱為By-Law的

內部章程，作為內部管理的法律依據，這樣團
體內部出現任何問題，都按照By-Law的規定來
處理。在政教關係方面，美國實行政教分離，
政府不去干涉宗教團體的內部事務。由於是一
個法治的國家，一切問題交由法律處理，所以
美國沒有必要設立專門的宗教管理部門，對宗
教進行管理。卡霍麗教授在會上的發言是“宗
教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她以即將到來的美
國2008年總統大選為例，分析了種族、性別、
和宗教在這次大選中將產生的作用，認為宗教
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每個人都需要嚴肅面對。在廈門大學，王博士
一行同哲學系和人類學系的學者進行了學術交
流。卡霍麗教授還為學校師生做了“宗教在美
國政治中的影響”的學術報告。在深圳大學，

王博士同該校人文學科的部分師生舉行了座談，
他介紹了學會的學術活動及與國內高校學術交流
的狀況，並回答了學者們提出的有關宗教研究的
問題。

2007年冬中國學術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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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廣州，王博士參加了華南師範大學與學會
共同舉辦的“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
會，並在開幕式上發言。他指出，一個大學有沒
有宗教學研究是一個大學國際化程度的標誌。他
的這種看法得到了與會學者的認同。王博士還在
會上宣讀了“傳教、貿易和政治因素”的學術論
文。美國漢森學院教授Kenneth Arndt 博士也參
加了這次會議，並在會上做了題為“中國文化和
西方基督教的相遇”的學術發言。在廣州期間，
王博士還應邀在廣東商學院做了“宗教與世俗

化”的學術講座，在廣東華商學院
做了“美國的教育文化”的學術講
座。
　　在北京，王博士與Arndt教授在
首都師範大學聯合做了“基督教與
藝術”的學術講座，向師生們介紹
了教堂彩色玻璃中所表現出的藝術
和神學；在北京師範大學，Arndt教
授做了“法律與宗教”的學術講
座，指出西方的秩序與道德有賴於
法律與宗教的配合，宗教信仰有助
於人們自覺地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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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簡訊
　　2007年10月，王忠欣博士應邀
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達拉斯分部
教授“世界基督教會史”一課，來
自達拉斯地區的華人學生約40人參
加了課程的學習。該課程跨越從基
督教的起源到20世紀末的基督教全
球大復興兩千年的時間，是神學院
的必修課。

王忠欣教授演講

Arntd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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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2月17日至19日，由華南師範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與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聯合主辦
的“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在廣
州華南師範大學召開。
大會收到具有較高學術
水準的論文三十餘篇，
三十多位來自美國以及
中國香港、臺灣和大陸
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
者應邀出席本次會議。 
　　兩天的會議期間，
與會學者通過主題發
言、專人評議和集體討
論，展開了一系列跨
學科或多學科的廣泛
學術交流。他們就“基
督 教 與 中 國 傳 統 文
化”、“基督教與近
代中國”、“由基督
教入華所引起的文化
衝突與交流”、“中
世 紀 基 督 教 與 近
代傳教士”、“宗教傳播、文化比較及教會教
育”、“傳教策略與宗教現狀”等主題進行了熱
烈的討論。

一、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安希孟教授（山西大學哲學系）在題為《基
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的發言中指出，
基督教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首先是批判的革
命的關係，其次才是同變革的中國傳統文化相結
合的關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不應
是指基督教被儒學及中國習俗同化，而應是基督
教文化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構成要素，卻仍不
失其信仰特質。
　　來自美國Hesser學院的Kenneth Arndt教授則
在《中國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相遇》的論文中指

出：儘管中西兩種文化在相互理解和相互評價方
面困難重重，但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卻為二者提
供了相互適應和借鑒的契機。中西方文化應保持

各自獨特的文化身份，
這樣才能夠使雙方避免
彼此間的誤解和矛盾衝
突。
　　溫偉耀教授（香港
中文大學）在提交的論
文《再論“中和”── 
未發與已發工夫的基督
教體驗》中，特別從靈
修學的角度探討了基督
教倫理與儒學的修養體
驗，他認為在對於人的
道德及宗教經驗是根源
於人的內在主體性研究
方面，基督教比中國儒
學更為深入和全面。
　　梅謙立教授（中山
大學哲學系）在論文《
最初西文翻譯的儒家經

典》中指出，正是耶穌會傳教士對宋明理學並未
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在完成翻譯工作時大量選
取了新儒家詮釋學的觀念和方法，才構成了新儒
家和西方哲學的第一次融通。
　　楊慶球教授（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則通過
論文《洛克與黃宗羲的人觀比較》，對分處基督
教和儒家文化背景的兩大思想家的人觀進行了對
比研究。
　　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的查常平教授提交了
題為《現世性與超越性：初期道教與基督教的差
異》的論文，從初期道教與基督教誕生時的時代
精神特質、創立者的信仰與政治態度兩個方面，
審視它們所表現出的現世性與超越性的差異。
　　張憲教授（中山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的論
文題為《對近代基督宗教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的反思》，他在文中比較了構成中國近現代文化

“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
學術研討會綜述

梁思慧

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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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兩大要素——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在經
典翻譯、組織建制、政治旨趣等方面的異同，反
思了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

二、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歷史
 
　　吳義雄教授（中山大學歷史系）在其論文《
信基督的國民：民族主義與1920年代中國基督徒
的身份問題》中，截取了1920年這一歷史片斷，
回顧了中國基督徒如何在民族主義對中國基督教
造成衝擊的大背景下，通過參與民族主義運動來
解決困擾他們已久的身份問題。
　　陳建明教授（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
所）的論文《〈田家半月報〉與民國時期鄉村教
育》，通過探討一份基督教雜誌的辦刊宗旨、雜
誌內容以及讀者的回饋意見，從而認識到基督教
在民國時期農村現代化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胡衛清教授（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論
文《危機與處境：以中華基督教會汕頭區會為個
案（1945-1949）》，以中華基督教會嶺東大會汕
頭區會為典型個案，分析了四十年代後期堂會財
政經濟危機對教會處境的影響。
　　董建林教授（陝西師範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
所）則從宗教心理學的視角，在其發言《從庚子
教難看中西方衝突的宗教心理根源——兼對現代
恐怖主義的精神分析》中，深入剖析了1900年
庚子教難背後隱藏的被扭曲了的民族“集體人
格”，這種對歷史教訓的反思，對啟發我們如何
避免在當今新的世界格局中陷入恐怖主義的泥
潭、完成民族集體人格的重建，有著積極意義。
　　龍秀清教授（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在《20世紀初在華傳教士的
本色話語》的發言中指出，
教會本色化是一場基督教適
應與吸納中國傳統文化習俗
的運動，傳教士內部對本色
化的爭論，不但反映了兩種
傳統的傳教策略——“根除
主義”與“適應主義”的分
歧，甚至影響到了中國教會
的本色化程度。
　　李浩教授（江西師範大
學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
在題為《‘美國進士’、滿
清五品、戊戍變法的重要推
動者——美國來華傳教士林樂知》的報告中，通
過考察林樂知編譯書籍、興辦學堂、著書立說等
傳教活動，闡明了他作為“西方近代文化科學知
識的傳播者以及西方列強在華政治經濟利益維護
者”的雙重身份特點。

　　王美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
究所）則在論文《傳教士的中國宗教觀—丁韙良
宗教思想研究》中，對丁韙良中英文著作中有關
中國宗教的論述及其與基督教的對照進行了分析
和比較。
　　韓軍學教授（雲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從各
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形態、政治統治、社會組織
和宗教信仰等幾個層面，探討了基督教作為一種
外來文化，在其中所受到的制約和影響。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徐君的論文《
想像與真實：清末基督教在藏地的傳播——以一
個女基督徒日記為例》，對一位女基督徒進藏傳
教的途中日記進行個案研究，展示了基督徒在藏
地的真實狀況。
　　新疆師範大學法經學院的李建生教授提交
的論文《基督教在新疆傳播的途徑、類型及特
點》，在全面論述新疆地區基督教傳播概況的基
礎上，對傳播特點中的複合型特徵進行了著重分
析，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新疆基督教現狀的複雜
性。
　　復旦大學宗教學系的劉平教授對馬禮遜主筆
翻譯的《聖經》中文全譯本的版本進行了詳實而
嚴謹的考證，他提交的論文為《馬禮遜譯本版本
考：兼從版本對比的角度分析譯名上的影響》。
　　王薇佳（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講師在論文《教會大學與中國近代早期英語教
育》中，回顧了教會大學與中國英語教學的淵源
關係，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基督教在促進中國社會
近代化的過程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三、基督教在華現狀及其發展前景

　　近些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的
發展處於一種怎樣的狀況？它未
來的發展態勢又會如何？在此次
會議上，就有數位學者為這一問
題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梁洪生教
授（江西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基
督教文化研究中心）通過其論文
《一對在尋烏的牧師夫婦及其
身後故事——近二十年來中國地
方社會對基督教史的描述及其變
化》，關注到近二十年來，大陸
學術界對基督教史的認識和評價
所發生的變化。從這種轉變可以

看出大陸學界對基督教史的研究已逐漸褪去了以
往的意識形態色彩，轉而把重心放在基於對客觀
事實的分析和評價上。
　　在題為《“主”、“祖”之間——青岩基督
教與漢族民俗宗教互動的人類學研究》的論文

學者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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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東省宗教（民族）研究所陳曉毅提出了中
國目前宗教生態系統的“三層樓”結構：民俗宗
教處於底層；處於第二層的是儒釋道等制度化宗
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有明顯異域色
彩的的制度化宗教則處於
第三層。隨著社會的發
展，基督教將會從與民俗
宗教強對立狀態的第三層
逐漸進入與民俗宗教關係
密切的第二層，最終達到
兩者之間的和諧。
　　臺灣國立東華大學歷
史學系的林美玫教授，長
期從事對聖公會臺灣教區
的研究，她的論文《臺灣
聖公會本色化的摸索：
以龐德明主教主政時期
(1971-1979)為例》，描述
了臺灣聖公會在本色化教
會發展上的路徑和圖像，為探討基督教與現代中
國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打開了一扇視窗。
　　東北師範大學世界中古史研究所的張曉華教
授，在其論文《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若干問題研
究》中，對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的現狀和未來走
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談到基督教對中國當代文化界的影響時，
襄樊學院神學美學研究所的劉光耀教授指出，基
督教正悄然改變著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詩歌的
整體景觀。這種改變將會讓文學在未來發展的道
路上走得更遠。（《基督教在中國當代詩歌中的
現實位置及未來之可能》）
　　清華大學哲學系的田薇教授在她的論文《解
析現代宗教的變化和現代倫理生活的意義困境》
裏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建制宗教在現代社會被邊
緣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宗教
性意義淡出了現代人的生活世界；現代宗教的個
體性取向意味著宗教落實在生命存在的維度上。
宗教的現代功能主要是在無形的、超越的、生命
存在的形而上學的維度上存在和發生的。
　　趙林教授（武漢大學哲學系）則對基督教在
中國的發展前景作了瞻望。他認為，雖然近些年
來基督教信仰在民間的發展迅速，但受到信教群
眾、地區分佈不均、基督教和中國傳統宗教關係
複雜等因素的制約，基督教還難以成為中國人的
主流信仰形式，當代中國的信仰真空狀態還很難
得到克服和超越。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在其發
言《傳教、貿易和政治因素》中表示，基督教的
傳播應從佛教的傳播中得到啟示，軟實力–和平
的引入和相互交流，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人們

的懷疑和敵視，使兩種文化的交流達到雙贏。

四、歐洲古代中世紀的基督教
   

 　“歐洲古代中世紀的基督
教”也是本次會議的議題之
一。林中澤教授（華南師範
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作了題
為《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聖
徒崇拜的崛起及其特質》的
發言，他認為在晚期羅馬帝
國期間，基督教聖徒崇拜這
一信仰形式的崛起，有效地
推動了羅馬社會向中世紀的
過渡。 
　　陳文海教授（華南師
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
其論文《天主教“特蘭特
體系”本原探微——〈特

蘭特聖公會議教規教令集〉譯研芻記》中，通過
對“特蘭特聖公會議教規教令集”這一原始文本
的翻譯和研讀，追本溯源，對學術界存在的有關
這次會議的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並在此基礎上
對“特蘭特體系” 作出重新審視。
　　王亞平教授（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則在“淺析中世紀歷史上世界宗教間的衝突與對
話”的發言中，把目光對準西歐中世紀歷史上猶
太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探討了不同宗教之間
因經濟利益導致宗教衝突、又在衝突中進行宗教
對話的歷史原因。
　　劉新利教授（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
院）的論文《德國宗教改革運動中的神學爭辯與
社會動亂》，充分肯定了宗教改革中路德一派所
堅持的思考意識和革命精神，可以說正是這種意
識和精神，不僅挽救了或說振興了基督教信仰，
而且在歐洲歷史上開闢了一個被稱為近代的新時
代。
　　賀璋瑢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則
從性別主義的角度入手，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
對保羅對女性的看法和觀點作了新的解讀。（《
〈新約〉中保羅書信的女性觀探略》）
　　本次學術研討會在歡樂熱烈的氛圍中圓滿閉
幕。正如林中澤教授在閉幕式上所言，研討會在
真正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探討中收穫了豐碩成
果。相信這次會議對中國基督教研究的深入發展
應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會議期間，與會學者還參觀了廣州天主教的
石室大教堂，和佛教的六榕寺，親身感受了宗教
對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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