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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玉 民
( 中共河北省委 讲师团, 河北 石家庄

摘

050051)

要: 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是 “
必然王国”里颠倒了的“
人学”, 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

一种需要。只有清醒地认识宗教的上述特点, 才能正确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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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叶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可以说
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景观。随着世界范围内改革开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掌握世界的
思维方式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样的、
多层次和多维

放浪潮的掀起, 海外的各种思想观点必然通过各

度的。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 提出了

种途径流入我国。其中, 海外宗教对我国的影响已

人类掌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一般有理论的、艺术的、

不可避免。值得研究的是, 科学的昌明, 社会的进
步, 不仅没有使宗教衰落, 反而出现了全球性的宗

宗教的、
实践—精神的四种基本类型。
总结人类思
维发展的历史, 可以清楚地看出, 宗教的思维方式

教复兴。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
统计, 自 1900 年

与其他思维方式一样, 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途径

以来的近百年内, 世界上传统的几大宗教的信徒
人数, 一直处于增长之中, 基本上与世界人口的增

去把握世界; 从世界文明进化的角度来说, 宗教观
念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意识形态之一。可以说,

长率持平。到 1997 年, 在世界 58 亿人口中, 宗教

宗教观念的出现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 的一次革

信仰者占 81%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历史上

命。

看, 我国长期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 除十几个几
乎全体信奉某种宗教的少数民族外, 宗教在群众

人类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之初, 是缺乏自我意
识的。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 自身与周围自然界是混

中, 特别是在汉族群众中的影响并不大。
但改革开

沌一片的。
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里, 在与自然界

放以来, 一些地方宗教发展的势头也很猛。目前,

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矛盾运动中, 逐渐将自

全国信教人数估计在 1 亿以上。不容忽视的是, 原
始性的民间宗教和鬼神观念这种潜在的宗教意识

己与周围世界区分开来, 意识到自身中存在着一
种与物质自身和自然界根本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

的广泛存在, 也是传统宗教的庞大后备力量。
上述

能够 对客 观事物 进行观 察、理 解和再 现的能 力

情况说明, 在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未来, 宗教仍是
世界上相当多的人的一种精神追求。面对这样活

——精神。
特别是结合对自身生理活动的体验, 诸
如做梦、昏厥、
幻觉、
睡眠、
死亡等, 这种自觉渐渐

生生的现实, 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认真研究

明朗起来, 于是便形成了灵魂观念。
原始人的灵魂

和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对于进一步推动我们的改

观念的产生是人类精神自我认识的一 个重大进

革、
发展和稳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步。
这种认识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自然界, 就产生了
“
万物有灵”的观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活

一、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思维
方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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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范围的拓展, 面对着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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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万物有灵”
的观念逐渐失效了。
为什么天有风
雨阴晴之变, 人有富贵贫贱之分? 是谁在支配、安

世界, 而是主体自身, 主体的内心世界。这种离开
现实的虚幻想象, 虽然表现了人们从思想上绝对

排? 经过无数年的思索, 原因终于找到了, 这就是

无限地把握周围世界的意愿, 但当那种强烈的宗

万能的主宰世界的唯一的“神”
。有了神, 人类一下
子似乎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世界有了一个统一完

教体验一旦消失之后, 往往使人陷入新的混沌。
象征是用一种具体事物暗示另一种事物的特

整的说明。正是神灵观念使原始人的思维挣脱了

殊意义,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宗教较

肉体和自然的束缚, 犹如长了翅膀, 神游于无限的

多地利用象征, 惯以象征的方式来表征神的观念。

时空, 从而孕育了人类各种思辨和想象能力。
这之
后, 诸如理论的、
实践—精神的等人类掌握世界的

宗教的基本关系之一是人神关系。按照一般的认
识过程, 人类是靠感觉来获得知觉的, 但神灵并不

思维方式才得以产生。有的学者把神灵观念的出

是感性的存在。这就需要有一种感性的事物作依

现, 称之为“
划破原始蒙昧人黑暗精神世界的一道
曙光”
, 实不为过誉。

据, 宗教实践中的节庆、
礼仪以及宗教艺术等就发
挥了这种作用。像基督教的唱诗、祈祷、献祭、雕

作为人类掌握世界最早的一种思维方式, 宗

刻、
绘画, 佛教的法轮、脚印、
佛塔、
宝座, 伊斯兰教

教运用虚幻形象去把握现实, 并创造了一个超验

的朝觐、建筑、
服饰等, 都以不同的形式暗示神灵

的存在领域。在这里, 超自然、
超人间的“
神”
统摄
万物, 主宰自然和社会进程, 决定人世的命运。黑

生动而具体的存在。信仰者在那种特有的氛围中
产生一种共同的心理体验, 并进一步升华为对客

格尔曾从认识功能的角度对宗教和哲学的区别作

观世界的把握。这种把握只不过把虚幻的东西变

过分析和概括。在他看来, 宗教和哲学都是“
绝对

成了形象化的实体, 并不能把人们拉近现实, 而是

精神”
发展的最后阶段或最高形态。
宗教以其精神
全体的“
现象形态”把握着“绝对精神”
; 哲学则以

相反。
象征不仅表现在宗教礼仪和宗教艺术中, 也
木”
反映在宗教教义里。
诸如佛教的“
涅般
, 基督教的

其精神全体的“
理论形态”
把握着“
绝对精神”
。黑

“
三位一体”, 伊斯兰教的“
清真言”
等, 所采用的认

格尔这一观点, 对我们认识宗教思维是有一定帮
助的。

识与表达方式都是象征性的。
在近代, 当世俗理论
的科学性得到确证以后, 宗教思想家就想方设法

宗教这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是通过反映自

把它纳入宗教思想体系之中, 以证明科学结论与

然 界和社会历史的神秘力量的“幻象”来掌握世

自己的信仰体系存在一致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

界, 并以对超自然、超现实的神的信仰为前提的。
因此, 它与理论的、
艺术的和实践—精神的思维方

也是一种象征。现在, 宗教知识是象征的, 已成为
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式有所不同, 有着自己的途径和特点。概括起来

直觉是对认识对象敏锐地、直接地臆测其本

说, 神秘的幻想、
象征、直觉是宗教沟通现实世界
与彼岸世界的主要桥梁。

质的认识能力, 它具有直接性、无意识性、
创造性
等特征。但直觉这一特殊思维能力要以从前所获

神秘的幻想与一般意义上的想象不同。想象

得的大量实际经验为依托。正是过去的经验提供

是人脑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

了似乎“
突然”
正确地理解问题的可能性。然而宗

的心理过程。而幻想是创造性想象的特殊形式。通
过幻想, 人不仅能够创造出现实中尚未存在、
但可

教却把直觉说成是天赋的本能, 是一种离开实践
的内心体验。
宗教把直觉与理性对立起来, 强调直

能存在的事物, 而且能创造出事实上不可能存在

觉就是创造, 直觉的境界就是与神灵融合的境界,

的事物。宗教就是运用幻想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可
能存在的、
与现实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
在这个幻

运用直觉就能掌握宇宙的精神实质。伊斯兰教哲
学家安萨里就曾说过, 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是不能

想的世界中, 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实践宗教

探索出最高的、
最完备的真理的, 必须摈弃感性经

伦理、
参与宗教节庆、
举行宗教礼仪以及修炼等不

验, 把自己全部精神集中于对真主的直接静观上,

同方式与神交流, 从而受到神的启示, 使现实中不
可能实现的希望和目标, 在超感觉的宗教体验中

只有神秘的直觉, 只有受到真主启发的灵魂才能
进入完善的认识。很明显, 直觉在宗教那里成了认

得到满足。
在这里, 认知的客体实际上已不是外部

识神灵、
领悟教义的一种神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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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虽
然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 是非科学的, 属于唯

方式去求索未知的自然。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
“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 宗教没有科 学就像瞎

心主义范畴, 但决不能否认它也是人类思维发展

[ 2]
子。
”
他这里针对的虽然主要是西方, 是过去的

史上的成果, 其中并不乏合理因素。
只要我们把那
些倒立着的正过来, 置于唯物论的基础上, 就能成

年代, 但对我们今天全面认识宗教仍不无启示。在
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由于人们

为思维进一步发展的新的起点和思想资料。就说

对宇宙奥秘认识的明显不足和探索未知领域的种

宗教神秘主义吧, 它追求的并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

种局限, 许多现象令人陷于严重不解和巨大困惑

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它教会人们突破简单机械
的思维, 穿透生硬的事实, 直接切入意义的核心之

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就不可能与宗教的认识
方式分手, 宗教便会与科学共存。

中。20 世纪后期, 欧美一些国家神秘主义复活, 恐
怕不是一般的沉渣泛起, 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宗教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贯通的
关系。

二、宗教是“必然王国”里颠倒了的“人
学”
高尔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提出文学是人学

首先, 科学与宗教都是在探索宇宙的奥秘。宗

的观点, 正确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 推动了文学的

教通过对超自然、超人间精神的信仰和崇拜, 为人
们提供了整个宇宙和谐有序的虚幻图景, 使之在

认识、
教育和审美功能的充分发挥。
作为原始宗教
最初形态的神话, 也是文学的萌芽, 二者可以说是

心灵上得到满足。科学坚信客观世界的有规律的

同源。
文学着眼于人在此岸世界的命运, 宗教则着

运动, 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通过

眼于彼岸世界主宰人类命运的超自然、
超人间的
神秘力量。所以, 人们常把宗教视为神学, 并非没

实践和实验为人们描绘了宇宙发展的真实过程,
使之在理性上得到满足。科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一
般始于假说。科学的假说经过检验证实才能成为
相对成熟的理论。而宗教认识方式其实就是一种
“
假说”, 它在某些方面与科学的假说也是相通的。

有道理。
然而, 这种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
量—— 神, 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正如
费尔巴哈指出的: “
上帝乃是纯粹的、绝对的、
摆脱
了一切自然界限的人格性: 他原本就是属人的个

西方有些著名的科学家又往往是虔诚 的宗教信

体所仅仅应当是的、
将要是的。所以, 对上帝的信

徒。
对于这一矛盾现象我们有时难以理解, 但对于

仰, 就是人对他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及真理性的
信仰。属神的本质就是属人的本质, 并且, 是处于

他们来说, 正是科学工作使他们更接近上帝, 宗教
信念已转化成深刻的内在动机, 驱使他们孜孜不
倦地从事科学探索。
其次, 宗教和科学同属人的精
神生活过程。因此, 它们之间在形成、
传播和发展
时必然有共同的活动规律。比如, 宗教经验和宗教
心理的形成需要有梦幻般的直觉和联想能力。这
一点同样是科学认识方式所具有的。科学观念的
形成也要依靠直觉、
联想, 甚至通过把不相关的事
物联系在一起, 以获得新的发现。
前苏联科学家福
克就明确指出: “
伟大的, 以及不仅是伟大的发现,
都不是逻辑法则发现的, 而都是由猜测得来。
换句
[ 1]
话说, 大都是凭创造性的直觉得来的。
” 这话说

其绝对的自由与无限性之中的主观的 属人的本
[ 3]

质。
” 费氏虽然没有注意到他所说的“人”实际上
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 但他对基督教上帝的分析,
却适用于所有宗教的神。
事实上, 宗教的多种不同
形态、
趋向和功能, 都曲折地映现了作为社会主体
的人在不同时空、不同境况下的意愿和追求, 都不
过是人类自我的“影子”
。神和天国是信仰者心中
的希望、
救星和乐园。他们盼望摆脱苦难, 追求幸
福, 这种意愿是美好的。但并不是在现实中, 而是
幻想在与神交融的彼岸世界实现。
所以我们说, 宗

得可能绝对了点, 但至少说明直觉对科学发现的

教是“
颠倒了的人学”
。
这种颠倒首先是表现在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

重要意义。总之, 在一定意义上, 科学和宗教之间

界的认识上。一切宗教思想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

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宗教运用最广义的科
学知识来建构自己的目标和体系, 科学从宗教那

感性世界的否定上, 建立在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
界、
具体世界与理念世界、
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

里获得对真善美追求的信念, 同时借鉴宗教思维

划分上。按照宗教观点, 前者是现象的, 后者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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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 前者是短暂的, 后者是永恒的; 前者是有缺
陷的, 后者是完美的; 前者是第二性的, 后者是第

了方向。这种企图通过对现实的超脱来摆脱苦难
的愿望, 就像一个人想通过跑步来摆脱自己的影

一性的。这样, 超验的东西被当作真实的东西, 甚

子一样, 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至取代了客观存在, 而被当作具有最真实意义的
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自然界的神秘面纱逐
渐被揭开, 这对于宗教所宣扬的上帝( 神灵) 创世、

其次, 表现在对有限性的超越上。
人的有限性

物种不变等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
同时, 宗教的一

包括生命的有限性和人性的局限性。人生自古谁

个重要特点是重来生、轻现世, 重精神、
轻物质。而

无死?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一个人只能在有限中
追求最大限度的延长与完美, 而不可能在超越有

任何一个人生活在世上, 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问
题。这个要求只有在现实世界才能得到满足。这

限中达到永恒与圆满。向往生命的无限性, 则自然

就决定了宗教信仰中的上帝或神明不 论多么崇

要追求灵魂的不朽。这样, 人的肉体虽然可以消
失, 但灵魂能够离开肉体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人

高, 多么威严, 多么神圣不可侵犯, 实质上都是世
俗人类理想和希望的一种寄托, 都寓含着强烈的

性的局限是指人性的弱点。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就

功利主义目的。
这种世俗化的倾向, 主要表现在宗

是“
原罪”
。超越人性的有限性就是希望通过向主

教仪式的艺术性、表演性和世俗性的增强, 宗教感

宰人类命运的“
神圣者”赎罪、忏悔、献祭等方式,
洗涤自身的污垢, 以求得心灵的圣洁与安宁。
对有

情的淡化, 宗教活动领域的缩小, 部分宗教社会功
能被取代等等方面。
其实, 宗教世俗化倾向并非自

限性局限的自我意识和对无限性的追求, 必然走

近代始。历史上各种宗教从产生之日起, 就有神

向对超自然、超人间神秘力量的崇拜, 对超凡入圣

圣、
世俗两个层面, 就开始了在神圣化与世俗化的

者完美人格的向往。蒂利希说: “
人是由他对无限
[ 4]
性的觉 知而被推向信 仰的。
” 可以说是一 语中

辩证关系中曲折发展的历程。
不过作为一种潮流,
一种鲜明的趋向, 宗教世俗化则是在近代才发生

的, 揭示了宗教这一“颠倒了的人学”认识上的一

的。
这是与社会现代化相伴生的一种现象, 反映了

个根源。
再次, 表现在对神圣价值尺度的追求上。
在宗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人类主体意识
的增强。
特别是二战前后, 宗教世俗化的倾向进一

教信仰者的心目中, 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尺度是有

步发展, 这与当时的战争惨祸, 经济萧条, 社会混

局限的。一是残缺性。尺度应该是能够度量人世

乱的现实有直接关系。比如, 这个时期在基督教领

间的一切事物, 而不被它们所度量的。
而人们制定
的各种尺度, 只能度量人以外的东西, 不能度量人

域出现的存在 主义神学、新正统派神学、希望神
学、
激进神学等, 都表现了宗教对人类生存竞争的

自身。二是片面性。一些价值尺度本身就不公正,

思考及其拯救社会思想危机的努力。以激进神学

而只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以这样的
标准来评价事物难免是非混淆。三是不确定性。由

为例, 它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评价现代生活的世俗
方式和现代思想的世俗精神, 认为这种世俗性标

于人性的弱点, 即使是公正的价值尺度, 一到现实

志着人类已摈弃幼稚的神话世界观。它还提出上

生活中去, 往往失当。面对这种状况, 宗教不是到

帝已经“隐匿”
或死亡的说法, 反映出信仰者对抽

现实中探索解决途径, 而是远离现实去追寻一种
无私的裁判者和神圣的价值尺度, 这就是神和神

象形而上学上帝观的失望。到 20 世纪 60 年代出
现的解放神学、
黑人神学等, 更体现了宗教世俗化

的旨意。在信仰者看来, 神是至公、
至善、
全知、全

的深入。
解放神学公开主张, 要从精神和物质上解

能的。
他对每个人的行为及其性质都了如指掌。因
此, 能够准确及时地评判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并根

放穷人, 使被压迫者从不平等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
制度下获得解放; 强调基督是穷人的救主, 教会应

据其善恶程度毫厘不差地予以奖惩。这种奖惩不

“
优先捡选穷人”
, 首先向穷人传播福音。
黑人神学

会因为当事人死亡而取消, 就是到了彼岸世界也

更提出, 黑人可以采用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手段,

仍然有效。
这种对神圣尺度和公正裁判者的追求,
[ 5]
植根于“
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
, 反映了他们对

从白人压迫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70 年代以后,
在拉美解放神学的影响下, 多数黑人宗教信徒反

理想的人间胜境和太平盛世的渴望, 只不过颠倒

对使用暴力, 开始用社会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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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提倡联合一切受压迫群体和白人同情者。
很明
显, 这些神学流派的主张与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

需要而产生的天真幼稚的想法。
人生在世, 第一步必须取得物质生活条件, 以

是一致的, 体现了宗教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求生存。与此同时, 人还有追寻生存意义的要求,

与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权、
争取平等社会地
位的斗争的有机联系。佛教一向被认为是出世的,

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但人们追寻的生存意
义并不相同。有的人锦衣玉食, 却百无聊赖, 形同

远离红尘的。但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 佛教也开始

走肉; 有的人粗茶淡饭, 甚至食不果腹, 却终生奋

从超自然、
超人间的彼岸世界向此岸世界靠近。许
多国家的佛教界提出“人间佛教”
的思想。
所谓“人

斗不息, 感到无限幸福和荣光。
这都是人们的思想

间佛教”, 就是要发扬“
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的大
乘佛教精神, 在现世实现人间净土的理想。有的学
者把上述现象称为“
宗教哲学人学化的倾向”
,应
该说是有见地的。

信仰所使然。
早在三百年前, 弥尔顿就发现了思想
的这一特点: 思想运用以及思想本身, 能将地狱变
成天堂, 抑或将天堂变成地狱。
这就是人对生命意
义的自觉意识。
人首先是在求生存的活动中, 寻求生命的意

当然, 宗教世俗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宗教已经
衰微, 只不过说明,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想为

义。为活着而奔忙, 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但人奔

社会所容纳, 必须不同程度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

后去进一步追寻人生的意义, 诸如审美、
爱、
友谊、
信仰等。
这样一类意识活动, 其基本功能不在于求

求。
在某种意义上说, 世俗化是宗教求得继续生存
和发展的策略和手段。在 60 年代召开的梵蒂冈第

忙决不是仅仅为了活着。
因此, 还要在求得生存之

生存, 而在于为人生提供意义。由于世事纷纭复

二次大公会上, 罗马教皇就提出, 要同 全人类对

杂, 并不是人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现实中满足自

话, 甚至表示要同无神论者对话; 为表示对科学的

己的追求。所以, 一些人在追寻生命意义时, 除了
向世内的事物求取外, 就是向想象中的世外事物

和好, 宣布为伽利略平反, 等等。正是这种世俗化
的倾向, 使宗教在不少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新的发
展。
很显然, 宗教世俗化只不过改变了宗教的某些
外部形式、
发展趋势和社会功能, 而宗教作为“颠
倒了的人学”的基本状况并未改变。

三、正确认识“宗教的需要”是引导它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提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任何社会观念的产
生, 都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原因、有过程的, 都是产
生于人的需要。
观念本身都蕴藏着一种关系, 即观

求取, 这就是宗教信仰。很清楚, 宗教信仰不仅在
一定历史时期还有现实的基础, 而且有人性的根
据。
它所满足的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 集中表现为
对人生的“
终结关怀”
, 即对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
宗教信仰这种“
终结关怀”, 在某种意义上也
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状态和方式。张岱年先生
把“
终结关怀”
归结为三种类型: 皈依上帝的终结
关怀, 返归本原的终结关怀, 发扬人生之道的终结
[ 7]

关怀。 皈依上帝的终结关怀, 就是宗教信仰所追
求的最高人生目标。基督教以上帝为宇宙最高主

念与它所反映的特定存在之间的关系。宗教观念
也不例外。它所反映的是人的现实力量与理想生

宰, 以皈依上帝为最终的精神寄托。
佛教把佛置于

存境遇之间的反差。恩格斯曾经指出: “
创立宗教

兜率( 天堂) 之乐”, 宣扬皈依佛门就可摆脱轮回之
苦, 进入崇高境界。
伊斯兰教以安拉为宇宙的唯一

的人, 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 并且懂得群众对
[ 6]
宗教的需要。
”
宗教作为人的一种需要, 自产生
以来,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其内容和形式不断变
化。宗教发展到今天, 已经不是中世纪的形象了。
简单地把宗教视为愚昧、
落后的东西, 以为它一驳

天帝之上, 对信仰者“惧以阿鼻( 地狱) 之苦, 欣以

主宰, 认为只要顺从安拉的旨意, 就会被安拉赐予
和平与安宁, 获得对现实的超越。这表明, 宗教所
追求的人生意义实际上是皈依虚幻的彼岸世界,
完全依赖于信仰。失去了对神秘力量的信仰, 宗教

就倒, 或认为, 宗教只有消极作用, 不利于人的身

作为一种终结关怀就无从谈起了。

心健康, 或认为, 只要通过无神论的宣传, 就可以
使教徒放弃信仰, 都是由于不了解当代宗教的状

宗教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虽然是虚幻的,
却是理想的。
人们笃信它并非出于理性的思考, 而

况, 不了解宗教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

是出于情感的向往。这既满足了人的内心深处对

白玉民

关于宗教问题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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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追求的卓越倾向, 又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
扬弃, 对庸俗化自我的不满, 从而对人的精神起着

现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有些教徒并不是真
正信仰宗教, 而是出于某种动机利用宗教。
这当中

一种警示和提升的作用。宗教所给予人的这种情

具体情况不同, 其性质也不一样。例如, 在农村实

感需要上的满足, 是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 宗教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看作是

行家庭承包制以来, 少数地方的基层组织职能弱
化, 一些农民失去依靠对象。
这样, 那些身心疲惫、

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保守力量。只要看一看那些危

孤独无靠需要寻求依托的人们, 在“
宁肯信其有,

害国家的各种刑事和经济犯罪分子以及其他社会

不可信其无”
的思想支配下, 就会走进寺观教堂,

蛀虫( 他们一般都是无神论者, 什么都不信, 或者
只信个人主义) 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就可认识到虔

投入普渡众生的上苍的神翼之下。这一部分人主
要是为了寻找依托而走向宗教的, 对教义并无多

诚的宗教信徒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分量了。

少了解, 所以最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不逞之徒蒙蔽

当然, 我们更要看到宗教所追求的终结关怀
本身的负面影响。比如, 基督教引导人们安于现

和裹胁, 做出危害社会安定的事情来。
对这一部分
人不仅要进行党的宗教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状, 不要抗争, 宣扬只有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才有

的宣传, 还应建议宗教组织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

希望进入天国。
佛教认为, 人们一味孜孜以求物质

义、
教规的教育。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些政治上

享受, 以致造成无尽痛苦。因此, 主张通过修炼消
弭人的世俗欲望。伊斯兰教主张万事前定, 宣扬顺

的反社会分子窃取了宗教团体各种不同的领导职
务, 他们假宗教之名, 行阴谋活动之实, 甚至与国

从守贫, 禁欲苦行。
宗教把人的正当的功利欲望视

外敌对势力相勾结。他们的行径与真正的宗教行

为万恶之源, 劝导人们压抑个人欲望以换取灵魂

为已没有多少关系, 理应依法予以惩处。

的宁静与社会的和谐。这样, 宗教作为一种麻醉剂
( 鸦片) , 必然使人们正常的生命冲动受到严重抑

利用宗教这种情况在西方也并不罕见。我们
知道美国人是相信上帝的。美国以基督教为立国

制, 使社会所要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格很难实现。如

之本, 并将此写进宪法。它的每一张钞票上, 都印

何把上述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这就是江泽民
同志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有“
我们信赖上帝”
的字样。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
手按《
圣经》, 以示对上帝的虔诚。然而, 当美国的

的关键所在。

轰炸机和导弹在南斯拉夫上空屠杀手无寸铁的平

诚如恩格斯所言, 宗教信仰是人在一定条件

民, 并丧心病狂地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 美国的当

下的一种需要。然而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 三要发
展, 更是人的需要。
当人的现实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权者是否还记得基督的教诲: “要爱人如己”
, “你
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 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
? 他

与宗教需要相冲突时, 一方面宗教本身会主动相

们是否还想在死后进入天国?那只有上帝知道了。

应地改变自己, 以缓和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前面已
经谈过, 这其实也是宗教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另一

此外, 有极少数心术不正的人, 意识到传统宗
教不可能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 于是便篡改、

方面, 国家要根据社会进步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

扭曲某些传统宗教的教义, 自立门户, 自封教主,

利益, 制 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使宗教活 动有所遵

以邪教的形式出现。以李洪志为首的“
法轮功”就

循。
今天,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为实现人们几千年来
梦寐以求的文明、民主、富裕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是一例。邪教既非宗教组织, 又非宗教派别, 而是
披着宗教外衣, 炮制歪理邪说, 迷惑群众, 祸国殃

也为宗教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社会环

民的非法组织。对这类组织, 必须坚决依法取缔,

境。这就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奠定
了基础。
我们所说的“
引导”, 决不是要求信仰者放

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害。
宗教是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说:

弃有神论, 而是要求他们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和

“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 是它的包罗万象的

共产党的领导,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

纲领, 它的通俗逻辑, 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 它

策, 自觉投身四化建设。同时, 宗教信徒应充分发
扬 宗教 伦理中 的积极 因素, 身体力 行, “积善 积

的热情, 它的道德上的核准, 它的庄严补充, 它借
[ 8]
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
”
这里的“它”是指国

德”
, 为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贡献力量。

家和社会。
很明显, 马克思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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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广泛的社会现象。当然, 马克思主要是针对西
方国家讲的。我国的社会条件、
文化背景与历史机

负面的影响不容低估。但我们相信, 只要坚定不移
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执行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正

遇和西方不同, 宗教意识和宗教组织从来没有在

确的宗教政策和方针, 尊重和引导群众的宗教需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生活中占据 过主导地
位。但由于宗教所具有的特点和群众中潜在的宗

要, 宗教就一定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并在现
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教需要的广泛存在, 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正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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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s on religiou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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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igion is a w ay of t hinking in Human' s co nt rol over the w or ld, t he “
hum an st udy ”
w hich has been put up side dow n in t he “realm of necessit y”
, and t he need of human being in a g iv en
hist orical background. A bet t er idea of t he abov e ment ioned f eat ures o f t he religion can help guide t he
religion t o mat ch socialist so 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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