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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7日，是中国赴美国旅游“首发团”出发的吉祥之日，来自中
国中南大学的欧阳友权教授、丁果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荆学民教授、天
津师范大学的王亚平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张晓华教授、南京大学的萧

玲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的
王薇佳教授一行7人，从中国
北京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出现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机场的出
口，没想到，我们立刻被闪光
灯的“光辉照耀”，继而又被
美国本土的华彩乐队“夹道
欢迎”，我们暗自思忖：人家
美国就是不一样，人家北美
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
博士就是能干，组织这么隆
重的欢迎仪式，后来立刻意
识到我们是被误当为“中国
赴美旅游首发团”的成员。虽
是个插曲，说来也快乐，谁
证明这不是北美华人基督教
学会和美国人民对我们的欢
迎呢？ 
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

办的“2008年美国宗教文化
暑期高级研讨班”就这样拉开序幕，在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的精心组
织和周密安排下，研讨班成员经美国东海岸的华盛顿、费城、波士顿、纽
约、到西岸的洛杉矶，最后圆满结束于旧金山，历时30天整。学者们横跨
北美大陆，纵览东西海岸，辗转六大城市，其间先后举行了多次不同形式
的学术讨论会，参观访问了20多家不同类型、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教会和
神学院，与多家基督教机构进行了座谈交流，观摩体察了多次的宗教崇
拜活动。神秘庄严、神奇惊叹、冥想沉思、担杞忧愁、兴奋快乐、神圣召
感的信仰之旅，使研讨班的学者们心存感念，思考万千，定然会将考察
研讨的成果用于各自的教学科研，用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如下区区
“感受与思考”实乃管孔之论，篇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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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与思考之一：
外在參與與內心信仰
生活在中國的學者們，由於中國的特殊的社會

生活和精神氛圍，無論老幼多少年來並無宗教

信仰方面的生活體驗，所以，首先從感性層面會

對美國的宗教有一種本能的神秘感，這種神秘

感也並不能一開始就從美國人那裏得到解惑，

而自然從在美國的華人生活中得到解密。從我們

一開始踏入華盛頓的時刻起，我們首先被在華盛

頓地區的華人基督教會熱情的接待和親密的薰

染，縱然沒有想到，這種熱情的接待和親密的薰

染一路伴隨著我們直到離開美國登上回國飛機

的那一刻。一路走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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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參觀訪問了紐

約的宣道會基道堂、波士頓的華人聖經教會、華

盛頓的豐收基督教會、洛杉磯的第一聯合國語衛

理公會、聖荷西的南灣愛修基督教會，還應邀深

入到同胞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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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交流，

使學者們瞭解到美國華人基督教會經歷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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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感动的学者们的每每发言，

总是从“感激”开始，以“感激”结束。

善于感性之后的理性思考是这个暑期研

讨班的共性特征，因此，当感性的热情与激

动退却后，带给学者们的理性问题是：第一，

对于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熏陶和浸润的华人，

尤其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曾经受过无神论

教育的华人来说，何以迅速接受基督教？第

二，美国华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的程度有

无层次之分？第三，与此相连的，由“外在的

动机”开始的对基督教的信仰能否经过一定

的熏染而转化成内在的信仰？

对于第一个问题，历来的暑期研讨班的认识是

有结论的，比如，第六届研讨班的结论就认为：

对所有的华人来说，无论是来自大陆，还是香港

和台湾，也无论是缺乏知识与技能的普通移民，

还是知识精英，刚刚踏上美国国土时，都无不经

历过各种艰难困苦，只是程度与形式不同而已，

其中既有工作生活无着的困苦，更有举目无亲、

精神孤独无助的苦闷。在这种双重困苦一齐袭

来的时候，总是基督教会和信徒来到自己身边，

辅导提高英语水准，帮助解决生活和求职等一

系列难题，通过亲切交流，排解精神上的孤独与

苦闷……就这样，随着事业和生活的不断改善，

他们的心灵自然而然地皈依到基督教博爱的怀

抱之中。反过来，他们也以同样的宽广胸怀和爱

心帮助新来的面临同样苦难的同胞，如此不断传

递延续，使得信徒人数不断增加。对他们自身来

说，帮助别人不只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精神的

快乐，从中体验到极大的幸福。这种信仰非但不

与儒家文化的亲情伦理道德追求相矛盾，反而有

助于更好地促进后者的贯彻和落实。学者们对

此深感理解的同时，也从心里由衷地表示景仰。

这些同胞以其深厚的知识素养和杰出能力，经过

十几乃至三四十年的奋斗，都已取得了骄人的成

就和很高的生活品质，堪称华人的骄傲。但是让

学者们景仰的并不是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甚

至不是他们事业上的成功，而是他们善良坦荡的

人格力量、博爱的胸怀、从内心里洋溢出来的喜

悦和自尊从容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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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生活的苦难和精神的寂寞”是美

国华人迅速“加入”基督教的“原初动机”。应该

说，出于这种动机的占百分之五十之上。但是，出

于这种动机的外在行为的加入不等于必然的内

心深处的信仰，因此，他们并不能视为真正的基

督教徒，这便引出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华人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

的程度有无层次之

分？现在看来答案是

肯定的。我们的信仰

之旅看到了，一大批

的基督徒讲述了他们

真正信仰的见证，得

出的结论是，正是他

们的不凡的经历使他

们皈依了基督教，他

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

自觉的、理性的、内

在的。这部分人成为

了教会的中坚，执着

的引领和熏染着那些

刚刚踏入基督教但似乎还没有完成真正信仰的

人。这正是基督教在发展和传播方面的独特之

处。有了信仰的领路人，进而引出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由“外在的动机”开始的对基

督教的信仰能否经过一定的熏染而转化成内在

的信仰？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我们所长久信

仰的“唯物主义”也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浓厚的宗教的社会氛围，长久的思想意识的

影响，亲密的信仰领路人的引领，切身的见证人

的熏染，深入的逐字逐句的学习，定期的教友之

间的交通，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使一个一开始

出于“外在的动机”而信仰基督教的人成为一个

虔诚的内在信仰的基督教徒呢？

三个问题的思考及答案已然成为学者们的思

想资源，怎能不对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产生

积极的作用呢。

此外，学者们在紧张的学术研讨和参观考察

活动之余，在当地同胞的热情帮助下还游览所到

城市宜人风光和历史名胜；在世界之都纽约，一

睹了阴霾中显得肃穆而凝重的自由女神的风采；

感受闻名遐迩的华尔街、时代广场的繁华；在历

史文化名城、“光荣与梦想”的诞生之地费城和

波士顿，参观了福吉谷、独立宫、宪法纪念馆、自

由钟、“五月花”号海船及莱克星屯美国革命纪

念馆等美国历史名胜；在查理斯河畔的草地上为

其国庆焰火的绚丽而喝彩；在洛杉矶和三藩市，

欣赏了好莱坞、渔人

码头、金门大桥的风

姿神韵；领略哈佛大

学、麻省理工大学、波

士顿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

州伯克利大学等世界

一流大學的特有氛圍

與魅力……，這一切

的一切，在這期2008

年美國宗教文化暑期

高級研討班的學者們

看來，就不僅僅具有

感性的“遊覽觀光異國風情”的表面意義，而成

為深入理解美國文化、宗教、與社會的必要外在

形式。這對於“體驗信仰，沐浴春風”的學者們

何其重要。

感受与思考之二：
鄉間田野與高山廟堂
體驗信仰之旅，自然首先是以對美國的教堂與

教會的實際考察與親身參與為最有效的直接形

式。正因如此，如前幾屆研討班一樣，學者們參

觀考察了所到城市的宗教設施和機構，與教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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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生

活的深遠影響。

第一，美國教堂遍佈鄉間田野。無論繁華的都

市，還是郊區芳草綠蔭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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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統計有五十萬之多，平均五、六百人就有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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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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美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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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輝

煌的歷史。在這些教堂的文獻記載上，不時浮現

出美國開國領袖和美國精神奠基者的身影，留

下諸多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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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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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也各具有特色。

第二，古典宗教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在紐約，

著名的三一大教堂與作為世俗生活的典型標誌

和世界經濟風向標的華爾街的相伴而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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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

水晶大教堂，最新的建築理念、材料和技術，全

新的現代樣式，其在陽光照耀下如水晶般閃閃

生輝的雄姿，映射出基督教銳意革新、走向現代

的精神風貌。

第三，最世俗的形式表達最神聖的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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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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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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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信徒如同

歡度節日一樣，都放下其他一切的事情，舉家出

動，興高采烈的湧入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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巔峰體驗之中。佈道的

牧師則以其風趣而深刻的語言，嬉笑怒駡的演

講將聽眾的靈魂一步步、迂回盤旋地帶向

天路。決然是精神的狂歡，靈魂的洗禮，身

心的釋放，是懷著期望而來，帶著喜悅而

歸。

 教堂遍佈鄉間田野、形式上古典宗教與

現代科技的結合、最世俗的形式表達最神

聖的信仰，這表現在美國的宗教文化社會

現象，會給我們的學者們以怎樣的體會和

思考？這使我們不由自主的想到我們中國

的傳統文化，想到我們中國的社會信仰，在

“鄉間田野與高山廟堂”之間，蘊含著信仰

傳播的革命性不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

這種反思的結論是：西方宗教文化的

“神聖”品質並沒有在“世俗化”的浪潮中

消失，與此相應，以基督教為樣板的宗教

及其信仰似乎以更為親和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

精神生活，“上帝無處不在”、“上帝無時不有”真

實的反映著神聖的信仰深深的根植於社會民眾

之心，真可謂：一部《聖經》治人心。相比于西方

宗教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把信仰置放于倫理的崇

高之中。當承載著信仰的終極關懷由“士大夫”

承擔逐步消解在脫離民眾生活的倫理性崇高之

後，民眾的信仰便只有一條出路：歷經千難萬

險，到深山老林的廟堂頂禮膜拜，求得內心的修

煉與安寧；信仰真正地成為了“難於人說”的神

秘之舉，世俗的芸芸大眾沒有真正的信仰，真可

謂：半部《論語》知天下，怎奈《論語》無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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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与思考之三：

精神有神與科學無神
信仰之旅，是感性感受美國宗教文化之旅，

也是瞭解美國歷史文化之旅，當然，更是同包

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從事宗教、哲學、歷史、

科學的學者專家們交流研討之旅。在踏入美國

的國土之後，學者們已經逐一領略了美國學者

大師們的風采，比如，西敏寺神學院院長李白

軻（Peter Lillback）博士對美國歷史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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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與物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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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重要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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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學者們對美

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增進了對基督教的理解，

以至於他的厚重的《華盛頓傳》成為教授們最

為心愛的禮物；再如，著名思想家、波士頓大學

宗教社會學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盡
顯大師風采，語言行雲流水，對現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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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白詩

朗（John Berthrong）的對美國宗教多元化的面

貌及所面臨的問題的真知灼見等等。

作為深受長久科學無神論教育的學者們，在

“神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美國國土，如感

受、進而理解“神”的存在與作用，依然是縈繞

在學者們心目中和理性思維中古老而常新的問

題，因此，“精神有神與科學無神之辯”在此時

此地便有重要的非凡的意義。事實上成為學者

們“信仰之旅”思考最深的根本性問題。

旧金山市是教授們美國信仰之旅的最後一

站，也是學者們一路收穫而來的“勒口”之站。

學者們實現了世俗與神聖的“合二為一”：伴隨

著世俗的體重增加、世俗的提包的鼓起、世俗

的臉面的“黑厚”，是學者們的心開始收穫信仰。

“禱告”似乎不再是外在的“禮貌”而轉化為內

在的虔誠，“保佑”不再是心靈的期盼而轉化成

事實上的見證。

最為重要的是，“精神有神與科學無神之辯”

的答案開始顯現：一個年老的基督徒用體會與

故事的方式娓娓道出：人的結構有三個層面，其

一是人的肉體，其二是人的意識，其三是人的靈

魂。人的肉體是無法與神建立關係的，因而人根

本無法用自己的肉體去感覺神的存在；人的意識

也無法與神建立關係，因為人的意識是各種各

樣的，而神是“一”；人只有用自己的靈魂去與神

建立關係，才能知道神的存在，感覺神的偉大。

學者們至今仍然回味思索：這就是神學思維

與人學思維的區別，這就是科學無神與精神有

神的區別，正是這種區別 才使對“神”的信仰只

能體驗、體悟而不能觸摸，擬或這正是信仰的特

質和奧妙？！

一個月的美國之旅，收穫的確很大，對美國及

其美國人宗教信仰的認識或擴大，或加深，或修

正，雖然一些觀點在當時表現出零散的感性認

識，但相信它會不斷走向深入。同時，由於這些

認識基於實地，是所謂的“一手材料”，無疑將

成為我們教學和科研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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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基督教与中国” 国际学术年会 报道
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主办的2008年“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暨第四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

研讨会，于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美国麻州波士顿的沃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基督教与文化交流”。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的近40位学者参加了这

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了26篇学术论文。通过这些论文，学者们交流和讨论了基督教与文化交流、世
俗学术和基督教神学、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在华史等方面的问题。在真诚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
学者们促进了文化交流，扩大了知识领域，提高了学术水平，并建立了理解、信任和友谊。

当代中美社会中的基督教
來自中國溫州教會的朱尋道牧師在會上做了題為

《中國城市新興教會初探》的發言，他所提供的關

於當代中國教會的第一手資料引起了與會學者們的

興趣。在論文中朱牧師指出，在過去十年中，中國教

會群體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以前信徒主要集中在農

村和落後地區，教會中普遍存在“三多”（農民多、

教育程度低者多、老人多）的現象，而現在，以“年

輕的、知識層次較高的信徒”居多的高素質城市教

會在中國迅速發展。

東北師範大學張曉華教授的論文《中國天主教

“非建制教會”若干問題解析》，旨在分析中國大陸

境內天主教的兩大陣營之一：未在政府登記的“非

建制教會”，即地下教會。張教授認為，天主教的地

下教會和基督新教中的家庭教會都是不為政府所承

認的教會團體，但卻代表了今天中國宗教復興的主

力，我們應該予以關注。

華南師範大學的萬曉宏教授在會上宣讀的論文

《美國華人基督教會現狀調查：以麻州大波士頓地

區為例》，論述了在過去60多年中基督教在這個地

區華人移民中的發展歷史。從1946年第一家教會開

始，發展至今，已經有30家華人教會，信徒約4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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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基督教与中国” 国际学术年会 报道
单传航

華人教會的特點是“組織獨立，神學保守”，其功能

是解決“華人信仰問題，有助於華人社會的團結，起

著服務華人的作用；並承擔著一定程度的道德教育

功能”。他特別強調，信徒通過教會的民主化管理，

能加深對民主的理解。

中國傳媒大學的荊學民教授對《我們這個時代的

神聖問題》進行了探討。他首先指出，在近代“世俗

化”的反宗教的過程中，“神聖”被完全消解，致使

我們的時代精神中“神聖缺失”。他提出人類需要神

聖，因為“擁有神聖，使人產生崇敬仰慕之情、強烈

的責任感、崇高的使命感，使人的精神風貌昂揚向

上”。至於什麼是神聖，他認為，神聖是人或人的精

神性的崇高意義以及把這種意義賦予物件的一種

表達，故神聖之源是人而不是神。他最後有意地作

為“無神論”的“代表”對“有神論”提出了質疑：是

人創造了神，而不是神創造了人。“有神論”並不能

從任何方面證明神的存在。 

美國漢森學院的Kenneth Arndt教授從基督教的

學術角度，在《基督教與中美間的文化交流》的發

言中，對荊教授的疑問作出回應：雖然不能按“有

神論”者的方式證明“神”的存在，但同樣不能證明

“神”的不存在，在神的

面前，我們只能是渺小的

無知論者；科學和經濟

的發展越來越證明人類

的有神論精神信仰的不

可或缺性。他還強調基

督教信仰對中美社會和

文化的巨大貢獻，基督

教信仰所帶來的近代西

方文明是有目共睹的。 

中南大學文學院的歐

陽友權教授向會議提交

的論文是《邪教的心靈

救贖與人文關懷》。他說，“全世界邪教組織已達

3000多個，信徒數千萬人”，“邪教已經成為現代社

會的一個特殊精神現象”。他指出，邪教的盛行“反

映了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和心靈危機”，解決之道是

重建信仰和理性，弘揚人文精神。

基督教在华史及其文化影响
北京大學歷史系王立新教授向會議提交的論文

《從文化帝國主義到文化國際主義》，主要論述了西

方宣教士在中國宣教所經歷的轉變過程，即從西方

的文化優越感為中心的“文化帝國主義”，到第一次

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欣賞非西方文化的“文化國際主

義”。論文還探討了在全球化運動的時代，基督教

宣教對“和平與和諧”以及國際文化交流的貢獻。 

美國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博士候選人單傳航，在題

為《蒙古包裏上帝的國度：13至14世紀蒙古人當中的

基督教》的論文中，追溯了“基督教的兩支——景教

和天主教，在蒙古帝國所扮演的重要宗教、社會和

政治角色”。蒙古帝國王室中有很多人信奉景教，這

導致了景教在帝國範圍內的復興。由於歐洲面臨蒙

古的軍事威脅，羅馬教皇和法國國王先後派出天主

教宣教士到中國。天主教在北京、廣州和泉州出現了

復興的局面，主要是在非漢族人當中。

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亞平宣讀的

論文《中世紀天主

教傳教士眼裏的中

國》，通過分析曾經

在中國居住過的兩

位義大利和一位德

國傳教士的信件和

遊記，探討了蒙古

帝國時期，來自西

方的宣教士對中國

的看法，以及當時

中西之間的科技、文

化和商業交流。

學者們通過探討

具體的宣教士人物，更加深入地展示了基督教對華

宣教的歷史影響和貢獻。臺灣國立東華大學的林美

玫教授在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從美國聖公會在華的

差傳探討教會本色化的可能意涵》。該文“試圖以



8.

本色化的研究進路，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到二十世

紀初中華聖公會（1912）的建立為止，美國聖公會在

華的差傳事業如何從他立、他傳、他養而邁向自立、

自傳、自養的歷程”，來探討教會在與中國文化相互

衝擊中的本色化的過程。

在《貝茨與他未完成的“新教的在華努力：1890-

1950”》一文中，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

王薇佳教授，深入探討了美國宣教士兼教育家的貝

茨在南京大學工作三十年所做出的貢獻，以及他在

南京大屠殺中營救難民的事蹟。該文還詳

細探討了貝茨的未竟之歷史傑作及其中的

觀點之一，即“中國文化對有形教會和宣教

事業的抵擋和衝擊”。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王浩向會議

提交的論文是《穆德與青年會在中國》，

該文詳細探討了美國宣教士穆德所領導的

基督教青年會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非政府組

織，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社會激蕩

轉型時期的快速發展。 穆德一生之中九

次來華，發表了眾多演說，對中國的社會精

英和知識份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他們

開始以國際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對外關係，

從而推動了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進程。

美國洛杉磯趙天恩研究中心的趙享恩博

士，在會上報告了該中心對已故華人神學家趙天恩

博士的研究近況。趙天恩博士是中國福音會的創始

人，20世紀的華人教會領袖、神學家和教會歷史學

者，1970年代後對中國家庭教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其著作甚豐，歷史巨著《1949-1979年中國教會歷

史》填補了當年中國教會史的空白。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澳门大学的郑庆云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同情

心——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基础》的论文，他从后

现代主义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

的特点，提倡通过发掘不同宗教中的共识点，来实

现冲突的和解。郑教授认为，同情心是所有宗教的

共同基础，是实现宗教和解的钥匙。

美国学者William Stillman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是

《中国古代文化与圣经的相识之处》。文章对比研

究了圣经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相似点，例如，上帝

的概念、歃血为盟、受命于天等等，指出古代近东文

化习俗中也有类似的思想。中国商朝考古证明了那

个时期的一些宗教仪式，与亚伯拉罕时期的宗教仪

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改革宗神学院硕士毕业生丘江，也进行了类

似的文化比较研究。在其论文《〈创世记〉论文化的

源起：与战国早期思想的比较分析》中，她探讨了文

化到底是谁创造的？“文化的使命是继承传统？还

是改革创新？”等问题，试图在比较的语境下，通过

剖析《创世记》所表述的文化观来思考“文化的源

起”的主题。

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郭武教授在会上发表的

论文是《关于中国道教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初步设

想》。该文旨在对道教与基督教进行比较性研究，试

图填补这项宗教比较研究的空白。其研究的时间跨

度是从明朝末年到1949年，主要是以晚清和民国时

期为主，涵盖基督教与中国道教之间的各种关系和

交往。

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博士候选人徐志秋的论文

《中庸的自然主义阐释》，运用杜威的自然主义经验

论、南乐山的价值理论和皮尔士符号学理论，从自然

主义的立场，阐述了“中”与“和”的概念，强调内在

之中和外在之和的延展连续和相通相融。“中”被定

义为心之主体的价值结构，是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和

归宿点。“和”作为一个价值概念，是实存于自然及

万物之中的客观存在。

美国高登康威尔神学院硕士生李民举，在《“格

物”的本意》一文中探讨了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大

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格物”。他通过援

引近东地区古代文法知识，找到了《大学》中关于

‘格物’的真正含义，即“以某种标准衡量和判断事

务”。他进而分析了‘格物’的局限，指出只有归向耶

稣基督，人类才能够从谬误中解脱出来，获得真理

的自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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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文化交流
美國西敏寺神學院博士候選人

Yannick Imbert在會上宣讀了他的論

文《文化、歷史和美德的交流》。在該

文中他探討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些重要

因素，如美德。他通過分析蘇聯諾貝爾

文學獎的獲得者索爾仁尼琴1978年在

哈佛大學的一篇演講，說明所有的文

化交流都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因此

美德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

分。

山東大學宗教學系博士候選人逄媛

甯提交給會議的論文是《懷斯論猶太教與基督教

觀念差異》，該文介紹了懷斯對基督教和猶太教進

行的比較研究。懷斯作為美國猶太教改革派的奠基

人，一生著書立說為猶太教辯護，並對基督教進行

了深入的研究，回應基督教對猶太教的攻擊，消除

了基督教對猶太教的許多誤解和偏見。

美國麻州艾德華茲教會的主任牧師戴碧•克拉克

女士從美國社區的角度，向與會者介紹了《美國地

方教會和文化交流》。她從三個方面講述了她的教

會所進行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

交流，居住在同一城鎮不同文化背景者之間的交

流，以及國際文化交流。

美國麻州“正義和平促進會”主席鮑福來博士在

會上的發言是《通過文化交流理解不同的宗教》，她

通過大量的真實圖片向與會者介紹了她過去七年中

參與和推動中美文化交流的經驗和體會，認為親身

參與文化交流是促進不同宗教間對話和理解的重

要手段。

科学与宗教
東北財經大學社會學系的朱成全教授在其論文

《論宗教所蘊含的合理性因素》中，探討了科學與

人文之間的區別和作用，說明了兩者的角色不可互

代，兩者是平等和相互聯繫的。因此，宗教作為人文

範疇，其合理性因素是存在的。該文的論點與美國

社會學家彼得•伯格所提出的宗教作為社會的“合理

性結構”的理論相呼應。

旧金山大學的生物學家錢琨教授向與會學者介紹

了《上帝與天文學》，通過天文學和生物學的歷史進

步和最新發現，向與會者論述了基督徒對現代科學

的巨大貢獻，以及創造的證據和智慧設計的可能。

美國麻州惠頓學院的巴巴拉•達林斯密斯教授在

題為《生態學與世界宗教》的論文中，比較研究了世

界幾大宗教對生態的看法，以及在實踐中對環保的

貢獻。她認為，各大世界宗教的生態觀對於解決目

前全球性的環保危機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圣经研究
來自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史風華教授向會議提

交的論文是《以利戶與神義論的尷尬》。以利戶是基

督教聖經舊約《約伯記》中的一位人物。當約伯遭

受撒旦所導致的苦難時，他的三位朋友前來安慰，

並從信仰和神學的立場分析約伯的處境。這位“以

利戶從第32章突然出現，又在說完獨白之後，從38

章起完全消失”，而他的講話完全是神義論的立場。

但是，為什麼約伯未發一言，而上帝也沒有對此做出

評價？該文試圖解開這個謎。

美國高登康威爾神學院的碩士生匡書儀，在題為

《撒旦如何做工》的論文中，深刻細緻地探討了景

教碑文中的一個句子：“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

於彼非之內”。該文認為，這節內容與前一節“淚乎

娑殫施妄，鉀飾純精”的內容相呼應，意思是撒旦

“混淆真理的次序，為錯誤遮遮掩掩”，以這樣的

方式來引誘始祖墮落。通過對比聖經中相應的記

載，該文試圖論證兩者的記述是一致的。

在會議期間，與會學者還參觀了新英格蘭地區具

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愛德華茲教會，從中瞭解教會在

美國歷史、文化、和社會中的作用。為歡迎中國學者

的到來，教會特別以豐盛的感恩節火雞大餐招待來

自遠方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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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

長王忠欣博士應普世豐盛

神學院的邀請，於2008年

10月11日至28日在法國巴黎

為該神學院巴黎分院的學

生授課。

王博士這次教授的課程

為：《福音派的歷史與神

學》，和《中國基督教史》。

共有40多位學生前來上

課，他們均為巴黎當地華

人教會的同工和平信徒。在教學期間，王博士還參觀了著名的巴黎聖母院和聖心大教堂，對法國

基督教的歷史和現狀有了親身的感受。

法国神学教育之行

由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與上海復旦大學宗教學系合作翻譯、劉衡先和王忠欣主編的“當代西方聖經

研究譯叢”，已於2008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系列共有四本書：《摩西五經導論》、

《聖經正典》、《新約正典的起源、發展和意義》、和《新約文獻與歷史導論》。這些書都是當今世界上

研究聖經神學的經典權威著作，對於學習、研究聖經很有幫助。

翻译出版消息
 

由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资助翻译的《圣经的历史》一书，已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3月在北京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主要讲
述了圣经的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现在国内的各书店都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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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
北美华人基督教
学 会 会 长 王 忠
欣博士在中国开
展 学 术 交 流 活
动。这次学术之
旅 的 行 程 主 要
包括：在武汉大
学参加“21世纪
基 督 宗 教 在 全
球 的 发 展 态 势
及其与中国文化的会通”学术会议，在
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语言大
学讲学，在西南大学磋商筹备基督教与
佛教对话学术研讨会。

王忠欣博士在中国的第一项学术活动是参

加“21世纪基督宗教在全球的发展态势及其

与中国文化的会通”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

所与哲学学院联合举办的，来自中国各主要

2008年秋中国学术之行
高校从事基督教思

想研究的学者、以及

香港、美国的神学学

者约30人参加了这次

会议。在这次学术

会议上，学者们集中

讨论了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的互动关系，以

及建立一种中国特

色学术神学的可行

性。王忠欣博士在会

上的发言为“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一部分的基

督教”，他从历史、法律、信众数量、和思想

文化影响力四个方面，分析论证了基督教已

经在中国扎下了根，成为了中国社会、文化的

一部分。

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是在中国

著名的西方哲学学者赵林教授的推动下于

2008年成立的，该所秉承赵林教授的研究

方向，致力于西方宗教与文化的研究，特别

是宗教与近代启蒙的关系，以及信仰与理性

的关系。北美华人基督

教学会同武汉大学哲

学学院有着长期的学

术交流联系，该院的赵

林教授、孙思教授、丁

四新教授、和曾小平

教授都先后参加过学

会在美国举办的学术

会议和暑期研讨班。

在四川大学，王忠欣

博士在历史文化学院

和宗教研究所的安排

下，做了一场题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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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明互动  中科学与精神的建设性交锋与交融

一、反思科学与信仰的对话前提
圍繞著科學與信仰的關係，學者們就歷史上科

學與信仰、大科學時代科學與信仰的互動，及當

今時代科學與宗教對話的意義、實現的方式等問

題展開了討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卓新平教授強調了科

學與信仰的對話的意義。他指出，在歷史上二者

是有內在關聯的，既有分離，也有對抗，它們在今

天正在走向交融，而對話是其中有效的途徑之一。

山西大學安希孟教授闡發了科學與宗教衝突的兩

種極端形式——科學主義與經學主義，以及科學

與宗教對話的兩種基本形式──極限問題與方法

論的平行。他特別論述了科學與宗教從對立到對

話的轉折契機與條件，並就對話的必要性與可能

性做出肯定評價，就對話的前景和局限做出了展

望。陝西師範大學尤西林教授探討了信仰缺失對

於中國科學的遏制。他指出，現代科學在其近代

奠基時表現出如下特質：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理性

主義思維框架與以培根為代表的實驗-經驗，以及

二者的結合。這二者都與以基督教為代表的信仰

文化有深層關係。中國古代文化以現世倫理實體

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
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未来哲学与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联合
举办的“第四届科学与信仰学术年会”，于
2008年12月18至2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反思当今时代的科学与
信仰”，共分10个研讨时段。来自美国、加拿
大、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近70位学者参加了
会议。会议从反思的视角推动全球文明互
动中科学与精神的建设性交锋与交融，形
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学术特色。

督教与西方艺术”的学术讲座，与师生们一

起欣赏了西方基督教精美的彩色玻璃艺术。

王忠欣博士还看望了“爱心传递助学金”四

川大学的受助大学生，并请同学们餐叙，了

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需要，鼓励他们努力学

习，早日成才。

在北京期间，王忠欣博士应邀在中国传媒

大学政法学院做了“宗教与世俗化”的演讲，

他回顾了基督教在欧洲国教化和非国教化

的过程，并参照宗教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态

势，分析了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以

及在社会上和人心中的作用，介绍了目前全

球宗教复兴的情况。应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

教研究中心的邀请，王忠欣博士还光临该校

的中外文化名家讲坛，为北语学子做了一场

题为“宗教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之妙”的学术

讲座。王博士在讲座中指出，彩色玻璃作为

西方基督教独有的艺术形式，是基督教会为

了更好地传播教义以及讲述圣经故事，将教

义和圣经故事以画的方式制作在玻璃上而形

成的。王博士还向大家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色彩纷呈的彩色玻璃照片，并对图片以及

图片背后的宗教内涵进行了简明扼要、深入

浅出的讲解，让在座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在这次行程中，王忠欣博士还在重庆拜访

了西南大学和重庆佛学院的专家学者，计划

于2009年春在重庆联合举办基督教与佛教

对话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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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华

全球文明互动  中科学与精神的建设性交锋与交融
為中軸收攝信仰，從而同時在兩方面對上述近現

代科學發生遏制：倫理實體反對空無玄思與一切

超越性思維；倫理實體等級性地輕視面向自然實

踐的技術經驗。近現代中國社會在民族國家競爭

背景下強化了實用技術的利用傾向，同時將基礎

理論研究與科學教育納入這一方針來理解，因此

並未根本改變由於信仰精神缺失所帶來的科學精

神缺乏的歷史狀況。當代中國科學的發展需要獨

立的科學精神前提條件，由此進入了培育當代中

國信仰精神這一大的格局。

季國清教授作了《科學與信仰原則》的報告，他

認為，信仰是絕對包容又絕對支配的對他者的永

恆信念。因此，信仰对象只能存在彼岸世界，而不

能存在此岸世界，一旦信仰对象在此岸世界就一

定作惡。當科學變成信仰的載體就會支配人，當

擁有理性的人成為絕對的他者時一定帶來個人崇

拜和迷信。

徐州師範大學

梅良勇、孟祥坤

教授探討了信仰

對科學的雙重

作用，指出：由

於信仰與科學

所面對的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式

以及滿足人需要

的層次等都不相

同，雙方有著不

可互換、不可相

互取代的意義和

價值。信仰特別

是科學信仰對於科學發展進步的積極作用是明顯

的。但當信仰的信條與科學發展所必需的原則不

一致時，信仰也會成為科學進步的障礙。 

陳正洪博士則研討了傳統科舉對科學信仰的複

雜影響，主張當代中國只有科學信念而無科學信

仰，主要原因是古代科舉制度造成的。考察科舉

制度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出科舉考試使民眾形成

對人的信仰而失去對物的信仰。科學信仰追求對

未知知識的探究上，追求對物和自然界本源的信

仰。要想在民眾中樹立科學信仰，必須對科舉信

仰進行重構。

二、探寻科学与信仰的超越性根基
關於信仰的屬性和歸屬，一些與會學者主張，

信仰不專屬於宗教，不僅有宗教信仰還有科學信

仰，但無論哪種信仰都根植于人們的超越追求。

武漢大學哲学学院孫思教授《科學與宗教，科

學信仰與宗教信仰》的報告，讨论了如何理解科学

与宗教的关系，并分别界定了科學信仰和宗教信

仰。認為，科學信仰是人對物理世界的信仰，科學

信仰的核心是相信客觀性和普遍性。宗教信仰是

人對精神世界的信仰，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人對超

自然的力量或被當

成是造物主和宇宙

主宰力量的相信。

這是每個人都需要

的一種最至關重要

的、最根本的、一

旦接受了就要委身

於它的終極關懷。

這兩種信仰是相異

而不相悖的信仰體

系。

清華大學盧風

教授在《評造神的

“科學宗教”》的

報告中指出，科學

主義者的極端——宇宙主義者的科學宗教信仰

的根源，在於西方人對外在超越的追求。外在超

越可分為兩類：有神論的和無神論的。基督教追

求的是典型有神論的外在超越。現代科學主義的

超越是典型的無神論的外在超越，其根本信條是

“為科學而科學”。悖謬的是，科學主義的無神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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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而走向反面——有神論，科學技術可造出神

來，並且在科學所造出的神——不死的智能人面

前，人被貶為零。

北京師範大學劉益宇博士著眼于“兩種信仰系

統的和而不同”，認為，近代以來科學和宗教一直

是影響人類的兩種“普遍”力量，它們都是對人類

經驗的不同方面的表達和闡釋，滿足人類不同方

面和層面的需要，未必互相排斥，可以互相補充

整合。兩者的關係問題始終是人們關注的重要話

題。 

三、“两种宇宙观”背后的“两种真理观”
北京師範大學董春雨教授試圖從複雜系統理

論看智慧設計論，他在闡明智慧設計論的來龍去

脈和特點的基礎上，探討了與智慧設計相關的兩

個主要問題，即偶然性和不可還原性，進而指出，

儘管進化論等在細節上還有很多不足，但智慧設

計論也並不因此成為目前科學條件下唯一合理的

理論選項。

符征博士則從“熊貓審判”及其影響質疑智慧

設計論能否成為進化論的替代理論。他認為，“熊

貓審判”案及其裁決已

經將當代基要主義與科

學自然主義兩種意識形

態之間的衝突和爭論提

升到新的水準。

與上述觀點不同，香

港浸會大學關啟文教授

則通過對支持有神論的

宇宙微調、智慧設計與

無神論的多重宇宙论的

讨论，為有神論的宇宙

論和本體論辯護。其理由是：與無神論相比，有神

論較能解釋自然的美麗、自然定律的巧妙、更貼近

經驗、較能解決終極的存在問題、能說明自然秩

序本身、能給出大自然的可理解性、能闡釋大爆炸

以及生物學和天文學設計的證據等。

美國旧金山大學的錢锟教授通過打開了的達爾

文黑匣子的生物學描述，襄樊學院的劉光耀教授

提出科學充分發展給信仰到來提供可能性等，共

同揭示了科學的局限，並為宗教信仰留下地盤。

美國愛荷華大學王天佑研究員從宇宙大爆炸模

型探究科學與信仰的關係。他認為，中國一般的

教育認為有神論是反科學的，唯物論是科學的。

科學是在與宗教的鬥爭中，在擺脫宗教的束縛中

不斷發展的。近代科學雖然發源於基督教信仰的

背景，而且由一批虔誠的科學家如牛頓、開普勒

奠定基礎，但近代科學的成功確實助長了十九世

紀理性主義、唯物主義思潮的蓬勃發展。以至於

到二十世紀，頂尖的科學家如愛因斯坦、霍爾、霍

金等不再是虔誠的信仰者。然而，具有諷刺意義

的是，這批傾向于無神論的科學家所發展出來的

宇宙起源理論——宇宙大爆炸理論卻在很大程

度上粉碎了唯物論的基礎、也就是物質世界的絕

對性和無限性。

武漢大學桑靖宇教授在《上帝與自然之間》的

文章中指出，萊布尼茨與克拉克的著名論戰常因

時間、空間、重力等重大的自然科學問題而受到

人們的關注，但實際上自然神學才是雙方爭論的

焦點所在，他們的論戰充分反映了早期近代自然

哲學的神學理性主義和神學意志主義在世界觀上

的深刻分歧。

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張之滄教授在《信仰與真

理》的報告中指出：信仰和真理有著複雜的關係。

在其原初階段，信仰和

真理有統一性，信仰即

真理，真理即信仰。隨

著人類認識和實踐的深

化，信仰和真理日漸發

生分離，而且真理較信

仰日漸顯示優勢，並出

現信仰真理和科學真

理的延異。但是信仰並

沒有退出歷史舞臺，今

天，真理從表面上看超

越了信仰，實際上它的根基依然是信仰，只是由於

真理大廈的聳立，壓塌和顛覆了它原有的根基，

使得信仰變得渺小。其實，如果真理真正顛覆了信

仰，它也就顛覆了自己。

四、个案研究视域中的科学、宗教和信仰
通過個案研究來考察科學、宗教與信仰以及它

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本次會議的特點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劉大椿教授通過“一個從互斥到

互補的案例”，探討羅馬天主教與科學的關係。他

首先介紹羅馬天主教百年來對科學態度的變化，



会讯
2008/7-12 15.

然後詳細分析自梵二會

議62年來發表的16個文

件所反映出的羅馬天主

教對科學和信仰的基本

信念，如與經驗聯繫起

來的神學模式、寬容精

神、提倡對話、宗教解

釋與科學解釋的並列與

互補等。最後揭示了羅

馬天主教啟示論對科學

的整合。在明確梵蒂岡科

學院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學院這一事實後，指出科

學與信仰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或缺。

山東大學謝文郁教授專門考察了伽利略和他的

科學研究活動，指出支撐伽利略堅持不懈地從事

科學活動的根本動因，並非來自我們通常認為的

科學無畏精神，而是源於伽利略對數學的崇拜、

對實驗的重視以及他的先知使命。

北京師範大學劉夏蓓教授認為，宗教的科學研

究範式就是使用實證的方法(包括量化的和質化

的研究)，收集實證的資料和材料,並且進行客觀

的分析和歸納,從而得出可以從科學的理論來理

解宗教現象，以及宗教與社會其他方面存在互動

關係的結論。 

北京師範大學色音教授就當代薩滿治病儀式的

醫學人類學解析，指出科學並非萬能。它所解決的

主要是技術性的問題，而人生的喜、怒、哀、樂、七

情六欲等“軟體”問題和瑣碎的生活細節是科學

所不能夠完全解決的。科學的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正是孕育宗教信仰的溫床。 

北京師範大學田松教授討論了納西族的署自然

觀及其現代意義。署自然觀是納西族的獨特傳

統。在東巴神話中，署是自然精靈的總名，在人類

世界之外，山川河流，署無處不在。從起源上，署

是人的同父異母兄弟。傳統納西族的環境倫理實

際上是一種特殊的人際倫理。人是用對待兄弟的

方式對待自然，處處尊重自然本身的權利。傳統納

西族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保持著協調的關係。 

 中共中央黨校靳鳳林教授梳理了耶穌政治倫

理思想的核心理念，認為其中包括二元對立型政

治構想、良心自由的精神追求、個人得救的宗教主

張、上帝選民的人格平等四方面的內容，這四者彼

此聯繫、相互作用，並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對西方中

世紀和近現代政治倫理模

式的衍化和發展產生了極

其重大的歷史影響。

天津的趙剛先生則從當

代科學與宗教衝突的個

案——Kitzmiller案引發的

思考，探究了科學、宗教與

法律互動性；哈爾濱理工

大學的李健從牛頓科學中

的神性活動來看科學與宗

教的關係；山東輕工學院的

陳沛志博士以哥白尼創立“日心說”為例揭示了近

代科學的經院哲學方法論基礎。

五、全球视野下中国科学与信仰研究的新
范式
如何在全球視野下探尋中國科學與信仰研究的

可能基本范式，成為本次會議的新亮點。

北京師範大學劉孝廷教授以《作為不同實踐形

態的科學與精神》為題，指出，由於西方的知識和

信仰有各自不同起源和機理，因此科學與精神的

衝突不可能在西方文明內部徹底根除。隨著世界

進入跨文化時代，科學與精神的關係也步入新境

地。原本在西方存在的二元對立，到發展中國家則

表現為現代科學文化與當地傳統文化間的矛盾。

為協調這些矛盾，一要尋求對科學的健全理解，

從單科學模式走向多科學模式；二要實現不同文

明間的相互開放；三是發展中國家自覺地保護自

己的文化；四是堅持科學與精神關係的陰陽互動

模式。 

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會長王忠欣博士在大會總

結時強調，以往科學與信仰對話的研究主要限於

西方的語境或者只是談論西方的科學與宗教信仰

的關係，而能否從中國的處境看科學與宗教的關

係卻是問題的根本。今天，中國大陸總體上看，在

科學與宗教的對話關係上還很不對等，基本處於

科學主義的強勢話語下，換句話說，就是科學立

足其自身的優勢來批判宗教。如何改善科學與宗

教的對話語境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還是一

個實踐問題。令人略感高興的是，今天人們已經開

始關注這個問題，相信不久將會有更多、更好的研

究成果問世，隨之中國科學與宗教的研究狀況也

會一個大的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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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9日至23日，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

长王忠欣博士、董事汪传生先生、许基康先生、学术

委员钱锟教授在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这次交流活动

的行程包括长沙、昆明、北京、和上海。王博士一行

先后访问了中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应邀举办

了学术讲座、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同各校师生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了学会同中国学术界

的联系与合作。

在中南大学，王忠欣博

士一行于12月12日应邀在

文学院举办学术讲座。王

忠欣博士首先作了“基督

教与西方音乐”的专题讲

座。他介绍了音乐与宗教

的关系，特别是西方音乐

的产生、发展与基督教的

密切关系，介绍了西方著

名作曲家创作的基督教音

乐，以及以耶稣生平为题

材的音乐作品。在讲解西方音乐与基督教的关系时，

王博士还穿插播放了一些著名的西方基督教名曲片

段，与师生们一同感受温柔委婉、细腻丰富的基督教

圣乐，进入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随后，钱锟教授和

汪传生先生与同学们座谈交流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特

别是专业选择与个人兴趣的关系。钱锟教授特别强

调，中国的青年学生要学会问自己“我学什么好”而不

是“学什么好”，要尊重自己的个性与兴趣，根据自己

的特点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成才之路。

12月13日，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聘任王

忠欣博士为该院宗教文化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特邀

研究员，并邀请王博士为中南学子做了一场题为“宗

教与道德”的学术报告。王博士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切入，指出法律是给人的行为设定一个最低标准，而

道德的价值在于祛除人心中的恶念。接着，王博士结

合中国众多的社会热点问题，如毒大米、黑心棉、假

2008年冬中国学术之行
药、豆腐渣工程、毒牛奶等，剖析了道德滑坡的深层

原因在于传统“私德”的失效和现代社会“公德”的

缺乏。他指出突破血缘和家族观念的基督教思想，

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公民道德观念的建设有积极意

义。在当晚与学院师生举行的座谈会上，汪传生先生

介绍了美国的慈善事业，钱锟教授从一个科学家的角

度介绍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在春城昆明，王忠欣博士一行访问了云南民族

大学，云南大学，澄江古化石博物馆，和昆明基督教

三一国际礼拜堂。云南民族大

学副校长张桥贵宴请了大家，介

绍了学校的情况，并希望加强双

方的合作交流。在昆明期间，

王忠欣博士应邀在云南民族大

学做了“基督教与西方艺术”的

学术讲座，在云南大学做了“宗

教与世俗化”的学术报告。

在北京，北美华人基督教学

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于12月19至20

日联合举办了“第四届科学与信

仰学术年会”，共同推动中国的科学与宗教学术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王忠欣博士还应邀以“宗教与世俗

化”为题在北京交通大学做了一场学术报告。

在这次学术之行的最后一站上海，王忠欣博士与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商谈了合作翻

译出版基督教经典著作，及开设圣经研究学术讲座

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