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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和漢語神學對中國社會文化建設

的可能功能l

孫、尚揚

北京大學哲學三位、索教學象教授

一、漢語神學的大乘化趨勢

漢語基督神學是由劉小楓於一九九五年在〈現代語境

中的漢語基督神學〉一文中揭棄的大旗。 2自那以後，對於

漢語神學的名與實、進路、方法、主體、論域、語盲資源

與思想、資源及其訴求，是否構成有影響的思想運動等諸多

問題，在華人學者中可以說引發了熱烈爭議。對於這些問

題，這里不擬一一予以綜述性回顧和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廣義與狹義的漢語神學之事所引發

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涉及漢語神學的主體與內容乃至終極

歸趣。這裹，不妨首先關注一下漢語神學的創發人劉小楓的

最初界定。在劉小楓那裹，漢語基督神學乃是「對作為上帝

之吉的基督事件的信仰性的理性反省與吉述」 戶從這一界

定來看，漢語神學的主體必須是有信仰的基督徒， r漢語神

l 本文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三戰以後美國宗教社會學理論的關鍵論題研究 J (批

准號 15AZJOOI)資助，二。一五年六至九月初稿撰寫於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

究所。
2 見《道風.漢語神學學fiD2 (1995) ，以下凡引用該文皆出自李秋零、楊熙摘編， <:現

代性、傳統變遷與漢語神學}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0) ，上編，特此說明。

3 劉小楓， <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 '載季秋零、楊熙楠編， <:現代性、傳統變遷

與漢語神學} ，上編，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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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屬於無數中國基督徒學人，屬於當今和未來的每一位中國

基督徒學人。 J 4其內容則是對作為上帝之育的基督事件的

理性反省與吉述。通過從現代化、現代性與現代主義的視角

對漢語神學的當代處境的考察與分析，劉小楓堅信，漢語神

學必鎮秉持跨教會，性(或教派中立，但不是信仰中立)、人

文性、學術性與在體性。而所謂在體性指的是，以個體原初

的生存經驗直接與基督事件相遇，並對這種相遇的經驗以人

文性、學術性的方式進行反省與吉述，此之謂在體性或生存

性 (ontic) 釋義。 5至於漢語神學的文化社會學功能，則「在

於通過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建制為基督教思想一學術生產知

識人界層，維持或擴展基督教思想一學術的傳承能力。人文

性的漢語神學既置身於學術域之中，就有參與整個現代學術

思想對話的訴求，種種與現代學術思想相關的人文性神學主

張會不斷出現。 J 6 

如果借用佛教術語，劉小楓界定的漢語神學或許可以

被稱作漢語神學中的小乘版，因為從信仰旨趣來說，他追

求的是個體的拯赦。自稱文化基督徒時期的劉小楓曾明確

聲稱沒有甚麼能救得了中國一一倡導國父論之後的劉小楓

另當別論一一他關注的只是個體的拯救，似乎缺乏普濟眾

生的訴求。而從其倡導漢語神學的功能歸趣來說，不過是

通過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建制為基督教思想一學術生產知識

人階層，維持或擴展基督教思想一學術的傳承能力。

此後，沿著這一漢語神學的進路，有基督徒學人對漢

語神學作了我稱之為「基要化」的闡發，這種闡發不僅堅

執「基督事件J 是漢語神學的唯一合法的規範性根基，而

4 劉小楓， {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0) ，頁 4 。

5 劉小楓， <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 '頁尬。

6 同上，頁 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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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排斥將漢語神學作文化理論化或歷史哲學化的延展的路

徑。 7在筆者看來，這是最狹義的漢語神學。 8

但是， r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J (張載《正蒙﹒太

和篇~ )。關於漢語神學的主體輿論域及其歸趣，學界不斷

出現廣義化乃至大乘化的高論。例如，王曉朝認為， r廣義

的漢語神學是依循學術的進路，從各個學科進入到基督教研

究(從以往看，主要是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政治學、

社會學、文化學、《聖經》研究) ，從而產生出來的以基督

教的方方面面為研究對象的、反映漢學神學上述特質的作

品。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徵是基督教神學思維的運用。神學有

三種活動空間:大學、教會、社會。漢語神學的活動空間主

要是大學，其影響也會兼及教會和社會。以基督教神學思維

特徵劃界可以有效地避免以信仰、立場劃界帶來的弊端，比

較切合當前中國學術界和宗教界的狀況...... J 9在這種廣義

的漢語神學定義中，對漢語神學主體的非信仰中立這一要求

淡化了，那個唯一的合法的規範性根基一一基督事件更是隱

而不見了，但意義得以生產的結構性實在基礎得到了更明確

的界定:此即建制性的大學。

至於廣義的漢語神學之論域，初期漢語神學獨重個體

性與精神性的信仰歸趣得到了大乘化的擴展，這方面典型

的代表是香港學者賴品超。他先是從文化神學的視角反思

漢語神學，立論以為神學是文化的一部分，亦是文化活動

的一種形式，受具體的社會實踐之形塑，但亦可積極參與

文化轉型，在對教會文化、社會文化與學術文化的批判中

7 '1華毅， <漢語神學與「基督事件J)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29 (2008) ，頁

183-197 。

8 其他一些狹義的漢語神學論說，可見王曉朝的列述，見氏著， <關於漢語神學內容的若

干構想) ，載《遺風} 29 (2008) ，頁 174-175 。

9 同上，頁 177司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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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其具有實踐品格的文化使命。 10此後，他更以基督徒學

人的身份，將漢語神學引入封生態問題、可持續發展與建

構和諧社會等公共話題的論域，並在這種積極的介入中，

一方面擺棄「虔敬擬的逃避主義J '另一方面警偈漢語神

學的「政治化 J '尤其戒慎恐懼於漢語神學墮入意識形態

化的復和之泥沼，大力倡導「普遍和永恆的和諧或復和有

待於最後的審判與正義得彰J 。這種堅執信仰立場的漢語

神學因其題域的廣泛與所蘊含的救世精神的無限延展，而

被他自己稱作大乘基督教神學。 11

漢語神學的二十年來的長足發展，使得上述對其含義

之廣義化及其終極旨趣的大乘化的勾畫不免顯得掛一漏

萬，有的地方也有可能失之精准，難以為文本的作者自身

所欣然接受。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全球化與去世俗化尤其是宗

教的去私人化"浪潮的奔湧，宗教及諸宗教的神學越來越傾

向於邁向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對現代性與現代社會

履行補偏救弊或積極引導彤塑的功能。一些西方神學家甚至

直接對中國喊話，如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斯塔克豪斯 (M缸L. Stac恤ouse)

10 賴晶超， <從文化神學再忠漢語神學) ，載《道風> 29 (2008) ，頁 77-100 0 

11 賴晶超， <對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的公共論述 1一個漢語基督教神學的回應) ，載《道

風> 40 (2014) ，頁 107-125 。本文的大乘化是借用佛教術語，概稱以廣義之拯救為訴

求的漢語神學。參賴晶超， <:大乘基督教神學一一一個漢語神學的思想實驗> (香港

道風書社， 2011) ，頁 13 。

12 宗教社會學家卡薩諾瓦 (Jose Casanova) 是這樣界定去私人化的 í全世界的宗教傳統

都拒絕接受現代性理論和世俗化理論為它們保留的邊緣化和私人化的地位。出現了一些

社會運動，它們要慶在本質上就是宗教運動，要麼以宗教的名義挑戰主要的世俗領域(國

家和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和自主性。類似地，宗教機構和組織拒絕將其自身局限於對個

體心靈的牧養，並繼續就私人道德與公共道德之間的相互關係提出質疑，挑戰亞系統尤

其是國家和市場提出的不考慮外來規範的要求，這一正在進行中的論戰的結果之一乃

是，私人宗教的和道德領域的重新政治化和公共的經濟與政治領域的重新組範化這樣一

個雙重的、相互關聯的過程。由於缺乏更好的術語，我將這一進程稱作宗教的去私人

化J 0 見 Jose Casanova, Public Rel(回'on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田先 1994)， pp 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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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希望他建構的公共神學能成為中國語境中一個有用的概

念， 13而漢語神學界對公共神學的引介與回應亦可謂相當及

時。 14

筆者此前對漢語神學更多地持小乘觀，即希望漢語神

學在超驗的意義生產中奉獻出更多堪與佛教等中國本土傳

統宗教媲美的精神產品，換吉之，筆者更關注的是漢語神

學在個體屬靈的與道德的領域中彰顯其功能。現在，鑑於

漢語神學的大乘化已然蔚為壯觀，似乎難以抗拒之。在保

留自己的原有看法的同時，筆者將關注這一大乘化的勢

頭，並在某些有限的話題上，略獻獨嘉之見。以下，筆者

將從功能論的角度引入公民宗教這個話題，在比照中，考

察一下漢語神學對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文化之建設可能提供

甚麼樣的功能資源。

二、公民宗教的功能

公民宗教論題的蠣起與大行其道，要歸功於美國著名

宗教社會學家貝拉 {Robert Bellah} 一九六七年發表在學刊

《代建羅斯:> {Daedalus} 上的〈美國的公民宗教> {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 一文，該文發表後，在美國引發近二

十年的爭議。爭論主要圍續著以下問題展開:美國究竟有

沒有公民宗教?如何界定公民宗教?它是可欲的還是不可

欲的?它是真正的宗教嗎?公民宗教履行其、徐爾幹 {Emile

D叮'kheim} 式的宗教功能的社會實在基礎是甚麼?它與具

體宗教如基督宗教、猶太教等是甚麼關保?等等。限於篇

13 斯塔克豪斯薯，晶宮志誠譚， <甚踐是公共神學:一種美國基督教的觀點> '載《基督教

文化學刊> 14 (2ω5) ，頁 297 。

14 謝志斌， <宗教與社會關僚的現代形式:公民宗教、政治神學與公共神學的差異> '載

《哲學門> 101 (2∞9) ，頁 255-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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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本文無法一一綜述之。的這里僅能將精力集中於貝拉本

人的論述之上，且僅涉及他對公民宗教的界定及其對公民

宗教的功能之分析。

在〈美國的公民宗教〉中，貝拉指出: r在美國存在

著一種與各種基督教教會並肩相隨而又明顯不同的、精心

炮製的且充分建制化了的公民宗教。本文要論證的是，美

國不僅有這麼個東西，而且這種宗教一一也許說這種宗教

向度 (dimension) 更好一一一具有其自身的嚴肅性和整全性，

在理解方面，它需要像任何其它宗教一樣得到認真的關

注。 J 16貝拉的這一陳述似乎是對經驗事實的描述，但隱含

著含混之處，因為他一會見說美國的公民宗教是充分建制

化了的，一會見又說它是一種宗教向度。這正是他的公民

宗教說引起眾多爭議的要害之一。

那麼，甚麼是公民宗教?貝拉認為，在美國，由於政教

分離原則的確立， r儘管個人的宗教信仰、崇拜與結社被認

為是嚴格意義上的私人性的事務，但與此同時，宗教取向中

的某些共同因素是大多數美國人所共享的。這些共同因素在

美國的制度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並且仍

然為美國人的生活包括政治領域這一整全的織體提供一種

宗教向度。這些公共的宗教向度被表達在一套信仰、象徵和

儀式之中，我稱之為公民宗教。 J 17在同一篇論文中，貝拉

還明確指出:美國的公民宗教「是根據終極性的和普世性的

實在對美國人的經驗的理解J ' r公民宗教在其最好的情況

下乃是對普世性的和超驗的宗教實在的一種真誠的敬畏〔

的徐以聽在〈美國的國民宗教及其國民宗教辯論〉一文中較全面系統地梳理了這一學術哥華

論的來龍去脈與興衰過程，可資參考，載《宗教與美國社會(第一輯)} (北京 時事

出版社， 2004) ，頁 50-79 。

16 Russell E Richey & Donald G Jones (eds ), American Ciνil Religion (New Y ork: Harper & 

Row, 1974), p 21 
17 同上，頁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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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hension '亦有理解之意 引者注) ，而這種敬畏可見

於美國人民的經歷，或者人們幾乎可以說，是通過美國人民

的經歷而彰顯無遣的。 J 18在筆者看來，貝拉本人對公民宗

教的這兩種界說，前者強調的是公民宗教的政治維度，後者

注重的則是公民宗教的社會維度。忽視其中任何一個維度都

會導致對貝拉的理解上的偏煩。

關於公民宗教的功能，美國學者米德 (Sidney E. Mead) 

斷盲美國的公民宗教本質上是先知性的，國內也有學者宣

稱貝拉所說的公民宗教只具備先知功能，絕不是為了合法

化既有的政權。 19仔細研讀貝拉的相關文獻後，可以認定後

一說法有失偏頗。事實上，貝拉所說的美國的公民宗教既

有先知功能，也有教士功能。這里的先知功能取上述的米

德之意，即傅建某種超驗的信息， r審判民眾的習俗，矯

正偶像崇拜的傾向 J 等等;而教士功能則初取韋伯 (Max

Weber) 之意，即保守傳統，給予公民以法律、技能等方面

的訓練。 2。當然，這里的教士功能還會在韋伯原意的基礎上

有所拓展。

我們不妨先看看貝拉對美國公民宗教的教士功能之論

述。在貝拉那裹，公民宗教的教士功能至少表現在以下三

個方面。第一，為美國的最高政治權威提供神聖的合法性。

貝拉曾明確指出: r在這種宗教〔即公民宗教一一引者注〕

中，總統的就職典禮是一項重要的儀式性事件。它重申最

高政治權威的宗教合法性J 0 21貝拉還從文獻出發，論證傑

斐遜 (Thomas J efferson) 曾將新國家的根本的合法性錯定

在「更高的法律J 這一概念之中，而「更高的法律J 本身

的向上，頁 40 和頁鈞。

19 派詩， <諭公民宗教) ，載《社會學研究> 2011 年第 l 期，頁 125 、 130 。

20 參韋伯著，閻克文諱， {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 (北京人民， 2010) ，頁 333.334 。

21 Richey & Jones (eds ),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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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以古典的自然法與聖經宗教為基礎的。22為國家政權提

供合法性乃是公民宗教的政治維度。第二，在論及美圓的

公民宗教與基督宗教之間的融洽關係(這與法國的情形完

全相反)時，貝拉明確指出， r美國的公民宗教從未反對

教士階層，也從來不是強硬地世俗化的。相反，它從宗教

傳統中有選擇性地借用了不少東西，以致普通美國人看不

到兩者間的衝突。這樣，公民宗教便能夠在不與教會發生

痛苦的門事的情況下，建構起強有力的關於國家團結的象

徵，也能夠為達到國家的目標而動員個人深層的動機。 J 23 

換言之，公民宗教乃是美國社會團結與國家動員能力的源

泉。不僅如此，它還是美國政治昌明的支撐。貝拉引用華

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的話對此進行了論證: r在所

有導向政治昌明的氣質與習俗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

的支撐。如果有人極力顛覆人類幸福的這些偉大支柱，以

及人民與公民的責任這些最堅定的支柱，卻想得到愛國主

義的美名，那將是徒勞無益的，純粹的政治家與虔敬之士

均應同樣尊重和珍視它們。 J 24而艾森豪威爾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的以下說法同樣被貝拉用作文獻論據: r我們

的政府除非是建立在感同身受的宗教信仰的基礎之上的，

否則它便是毫無意義的 而我並不在乎這種宗教是甚

麼。 J 25第三，公民宗教的另一重要教士功能是培育公民的

共和美德，這是公民宗教的社會維度。這個問題牽涉美圓

政體中的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之事。貝拉注意到，美國從

來就既不是純粹的自由立憲政體，也不是純粹共和制的政

體，而是兩者的妥協。在自由主義理念看來，並不需要、

22 向上，頁 27 。

23 同上，頁 34-35 。

24 同上，頁 26-27 。

25 同上，頁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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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不應該有公民宗教。國家是一台沒有目標和價值的

純粹中性的法律機器，它的唯一功能是保護個人的權利，

也就是保護自由。這種政治思想在美國憲法中得到了充分

的體現，或者說，美國憲法乃是一部維護自由主義政拾理

念的憲法，憲法中從未提到過“God" 。但是，貝拉又告誡

人們，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幾乎都是具有古典共和主義情懷

的政治家，他們的吉行深刻地影響了美國公民宗教的樣式

與質素。多吹訴諸上帝的權威的《獨立宣吉} (The 

Declaration of lndξpendence) 集中體現了共和主義的理念。

在共和主義者看來，公民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共和國

作為由踴躍參與的公民組成的積極的政治共同體，必須有

一個目標和一套價值理念。一個共和國必須努力在積極的

意義上合乎道德，並且誘導出其公民的道德承諾。由於這

一原因，它不可避免地要邁向一種生存的終極秩序的象徵

化，在這種象徵化中，共和的價值觀和德性才有意義。從

華盛頓到艾森豪威爾，許多美國總統都在其演講或政論文

章中表達了他們的這種共和理念。26通過對眾多的出自美國

政治精英之手的歷史文獻的考察，貝拉試圖說明，與自由

主義之間存在著一定張力的共和主義傳統是美國公民宗教

的理念基礎。貝拉指出，公民宗教意欲培育的共和德性(或

美德)的對立面就是腐敗，腐敗指的是奢侈、依賴、政治

無知這三種相互關聯的品性。與此相反，共和美德指的是

自制、獨立、有公心，即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和合共生活，

並從中得到愉傲。 27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曾指

出，正是宗教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節制因素將美國人的商業

取向中所追求的那種赤裸裸的自我利益轉化為一種「得到

26 以上是對貝拉〈宗教與美利堅共和國的正當性) ，載《道風> 7 (1997) 一文中的相關

論述的綜述。

27 同上，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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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J '也就是一種有公心的而且能夠

做出自我犧牲的自我利益。貝拉認為，托克維爾的上述考

察揭示了宗教如何減緩了美國自由主義的那種不折不扣的

含義，從而使得共和制度得以存活下來， 28也使得以共和主

義為理念基礎的公民宗教得以履行其培育共和美德的教士

功能。

公民宗教的先知功能則首先表現為傳喚國家接受審

判。貝拉指出: r如果意識不到我們的國家也要接受更高

級的審判，公民宗教的傳統將委實是危險的。幸運的是，

先知的聲音從來就不缺乏。我們目前的形勢令人想到林肯

以及許多其他人昕反對的美國 墨西哥戰爭。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曾寫道: r如果法律具有要求你成為一個

對他人行不義的代理人的性質，那麼，我會說，去違反法

律吧。』此說清晰地勾畫出了在當今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

運動中仍有活力的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之輪廓。」需要指出

的是，貝拉撰寫上述文字，正值越戰正酌之際，他堅決反

對越戰。他對美國公民宗教在國際事務中被扭曲運用，以

鼓勵所謂犧牲精神的政治操作，表達了深刻的憂慮與憎惡

之情。為此，他引用梭羅的話呼籲道: r我願提醒我的同

胞們，他們首先是人，其吹在方便的時刻才是美國人。 J

並認為梭羅的話為美國在第三次考驗(前兩吹考驗指的是

獨立革命和美國內戰，第三吹考驗則指的是越戰)中採取

適當的思想與行動提供了根本性的標準。「作為美國人，

我們在世界上一直倍受青睞，但正是作為人，我們將接受

審判。 J 29這是貝拉對公民宗教中可能會出現的國家崇拜，

以及作為整體的美國人的那種得意洋洋的優越感的當頭棒

28 同上，頁詣。

29 以上參Richey&Jon閱(“s ), American Civi/ Religi帥， pp 3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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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在此基礎之上，貝拉甚至提出了建構世界公民宗教的

理想。

公民宗教的第二項先知功能是為美國的政拾過程提供

超驗的目標。貝拉醉心於引用美國歷代政治精英之演說或

著述，以論證美國確實存在著公民宗教。在分析肯尼迪的

就職演說時，貝拉指出，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所認

識到的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向度不僅為人的權力提供了基

礎一一這種權力使得任何形式的政治專制主義成為非法

的一一它還為改治過程提供了超驗的目標。這暗含在肯尼

迪的就職演說的最後那句話中: í上帝在這地上的事工的

確就是我們自己的工作。」具體而盲，這些工作就是戰勝

人類的共同敵人:暴政、貧困、疾病和戰爭本身。 30

在貝拉那裹，我們還可以見到公民宗教的第三項先知

功能，此即將終極主權歸於上帝，不僅審判國家，而且審

判民意。貝拉指出，在美國的政治理論中，主權當然在民，

但是，終極主權卻隱晦地並且經常是公開地被歸於上帝。

這就是「我們信靠上帝J 這一座右銘的意義，也是對國旗

宣誓的誓吉中「在上帝之下 J 這句話的內油。那麼，主權

屬於上帝會造成何種差別?儘管表達在大多數選票中的人

民意志被精心地體制化為政治權威的運作資源，但是，它

卻被剝奪掉了終極性的意義。人民的意志本身並不是是非

的標準，還有更高的標準，依據這一標準，人民的意志能

夠得到審判;人民的意志可能是錯的。"公民宗教的這項先

知功能之目的很可能是避免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

綜上所述，貝拉所說的公民宗教實際上是美國公共生

活中主流的被神聖化了的共和主義意識形態，其主要功能

30 同上，頁鈞。

31 同上，頁 2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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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得美國的政治權威得到宗教上的合法化，同時向公民

灌輸一種對其民族共同體的自豪感，以及積極參與這個民

族共同體的公共生活等所謂共和美德。換育之，美國的公

民宗教所提供的主要是關於政治性的公共生活的意義系

統，它使得那些政治精英們對自己的角色充滿一種神聖

感，並為政治威權提供宗教性的合法化，同時也教導普通

公民以積極參與公共生活的彭式效忠於自己的國家以及支

撐這個國家的那個所謂更高級的實在。此外，它還具有傳

喚國家接受更高級的審判，以保衛社會、使國家不違背公

意的先知功能。它與那些人為的意識形態的區別就在於它

常常訴諸於這個所謂更高級的實在，而由於美國與歐洲宗

教的深厚關僚，這個更高級的實在常常就是基督宗教的上

帝。這襄便又涉及公民宗教與基督宗教之間的關係問題，

據筆者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可以認定，在貝拉那裹，儘管

公民宗教從基督宗教中吸取了很多資源，但兩者之間是並

肩相隨的關僚，公民宗教既不凌駕於基督宗教之上，也不

對基督宗教俯首稱臣，但與法圓的敢蒙運動反對和批判基

督宗教不同，美國的公民宗教與基督宗教關保很融洽。

一個健全的現代國家與社會是否一定需要一種類似公

民宗教的社會實在來履行上述教士功能和先知功能，這是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敢蒙思想家盧梭曾經斷定: I從沒

有一個國家是不以宗教為基礎便能建立起來的J , 32 I一旦

人們進入政治社會而生活時，他們就必須有一個宗教，把

自己維繫在其中。沒有一個民族曾經是，或者將會是沒有

宗教而持續下去的。假如它不曾被賦予一個宗教，它也會

為自己製造出一個宗教來，否則它很快就會滅亡。 J 33而敢

32 處竣著，何兆武諜， <:社會契約論>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7) ，頁 177 0

33 向上，頁 171 '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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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運動的先驅培爾 (Pierre Bale, 1674-1706) 曾以中國為

例，證明「由清一色的無神論者所組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

的 J ， 34即一個健全的社會不一定需要宗教的維擊，姑不論

這種以中國為例的論說是否準確或正確，可以看到的是，

敢蒙思想家們對宗教的態度是各有特色甚至迴異其趣的。

在筆者看來，對生物有機體乃至社會、民族國家來說，

動用各種資源維繫自身的穩定性與借助對各種刺激的反應

而獲得變革與進步這兩個面向，並不是互相衝突的，而是

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 35這似可論證上述公民宗教的教士

功能與先知功能對一個相對健全和穩定的社會來說，是不

可或缺的，公民宗教及其雙重功能(教士功能與先知功能)

也因此而彰顯了其可欲性。人們盡可以建構一些功能對等

項或功能替代項來履行這些功能，但這些功能本身卻是社

會所亟需的，這是宏觀的文明史所昭示的歷史事實。然而，

人為建構的功能替代項可能招練的是難以預見的災難，納

粹與中國的「文革J 中氾濫的意識形態所造成的人間慘劇

就是最顯著的事例。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美國，貝拉對公民宗教的論述

曾引發很大的爭議。貝拉本人認為，這一概念的含混性以

及解釋上的困難主要植根於美國政治經驗以及美國政治制

度本身所具有的含混性，因為開國初期的美國政治精英們

一直都希望在一個自由的立憲國家的政治結構中保持共和

國的語育和精神。 36正是由於這個議題的含混性，使得關於

公民宗教的爭辯早已僅旗息鼓。這場論辯的發起人貝拉本

3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卷二(北京:人民， 1957) ，頁 162 。

35 參 Rob目tN Bell帥， Religion in Hu間n Evolution (臼血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1 。民拉的原文是 r穩定性和變化並不互相衝突，
而是互相促進。」

36 貝拉， <宗教與美利墨共和國的正當性> '頁 10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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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二十世紀八0年代後就放棄使用公民宗教這個術語，

並且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自己從來就沒有寫過

〈美國的公民宗教〉這篇文章。在筆者看來，儘管時過境

遷，公民宗教似乎已經成為過氣的術語，但美圓的那場論

辯中所涉及的問題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滲入到公共神學、公

共宗教的論域之中了。 37換育之，儘管公民宗教這個曾一度

引發不少爭議的論題在當今的美國學界得到的關注已然不

多，但是，公共生活中的意義共契或價值共識問題卻從未

消失，也不可能消失。它或許也是任何社會、國家的公共

生活中一個遍在的、永久性的問題。

三、漢語神學對中國社會文化建設的可能功能

當今中國社會處於深刻的大轉型期。一方面，改革開

放三十多年來，綜合國力大為提升，民眾生活水平得到了

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各種矛盾積累多發，亂象橫生，以

致社會學家孫立平認為中國出現了社會潰敗，社會潰敗首

先表現為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權力，

不但外部無法約束，就連在內部也無法管控。地方性權力、

部門性權力往往缺乏約束與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

力量。權力失控導致的社會潰敗還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

領域:潛規則盛行;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

集團肆無忌蟬，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

和職業道德的喪失相當普遍;整個社會的信息系統高度失

真;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 38換吉之，各級權力

缺乏世俗的與超驗的外在約束，乃是社會潰敗的病根。

37 參 Casanova， Public Religions 的 the Modem World 
38 郭于華， <社會生態自救與重建之道) ，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2 年第 17 期，

頁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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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儘管執故黨吸取古今中外的優秀思想資

源，推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卻出現了事實上的「公

共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喪失J '以致物欲主義、消費主義、

價值相對主義、實用主義乃至虛無主義恣肆橫行。"思想界

則呈現出多元但又無序的紛爭和撕裂局面，新老左派、自

由主義、新儒家、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等各種思潮，各

自進行著所謂的思想圈地，很難在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和開

具的藥方上達成共識，而這些形影色色的思潮在社會上產

生的客觀影響一一尤其是對青年的影響一一可能是加劇了

人群的撕製，導致社會的向心力與凝眾力急劇衰退。儘管

筆者不是一葉障目的極端悲觀主義者，但中國社會目前的

種種弊端令人不得不想起托克維爾的一度著名論述: r當

政治紐帶鬆抽而道德紐帶並未加強時，社會怎麼能免於崩

潰呢? J 40 

文化決定論並非筆者的立場，但對價值協調與社會整

合的重要性卻是不能忽略的。索羅金 (Pitirim A. Soro姐n)

在《當代社會學理論>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一

書中寫道: r價值的協調是社會整合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

就是說，某一社會體系的大多數成員所希望、所同意的那

些共同的目標，是整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的基礎。 J 例

如果我們再野衡美國公民宗教的上述功能，漢語神學

如果試圖進入上面描述過的中國語境中的公共領域，它能

履行何種功能?我們將對照前述公民宗教的教士功能與先

知功能，一一列述之，看看漢語神學可能履行哪些功能。

先看看上述第一項教士功能。中國最高敢治權威的合

法性最初由意識形態話語予以證立，改革開放以來則主要

39 許紀霖， (世俗社會中中國人的清神信仰和文化生活) ，載《道風.> 29 (2008) ，頁 47 。

40 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譚， <:論美國的民主.>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 ，頁 341 。

41 轉引自戴康生、彭耀， <:宗教社會學.>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00) ，頁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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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之以民生之改善，不論如何，這種合法化論證都是世俗

的，拒斥來自任何非世俗或超驗的話語體系的資源。即使

執政者近年來倡導和弘揚傳統文化，其神聖性的維度也是

隱而不彰的。而為傳統與現代華夏民族國家一向戒慎警懼

的基督宗教及其神學，在這個功能領域可以說幾乎是沒有

用武之地的，基督宗教及其神學自身反而可能會面臨更大

更嚴格的「適應」和「中國化」等政治、文化要求與壓力。

當然，漢語神學是否樂於為其提供神聖的合法性，也是一

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儘管在天災人禍發生時，觀察者會看

到一些教會與信徒積極為受難者、為國泰民安析福禱告，

但這樣的宗教實踐提供的也許只是一種心理撫慰功能，與

合法化大異其趣。至論國家動員能力之源泉，似乎很少需

要超自然或超驗的資源，而且相當世俗化而又相當強大，

這似乎是它最感驕傲的地方。因此，在這方面，中國基督

教及漢語神學可以履行其功能的空間是相當逼窄的。

然而，儘管在目前多元失序的價值領域裹，很難有哪

種具體的話語體系能發揮令整個社會得到整合的功能， 42但

國家一社會之團結與和諧則是基督宗教與漢語神學大有可

為的功能領域，這是因為，一方面，對國家一社會來說，

團結、凝男主與和諧乃是其在目前社會撕裂、潰敗的語境中

所亟需者，也是可欲者;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及其神學具

有相當的潛力可在該功能領域大顯身手，若然，則其存在

感可以得到彰顯，也可能會因此而減緩要求其變遁的壓

力。就具體內容而吉，漢語神學中已得到初步闡發的復和

神學中「對一切萬物在基督襄復和的主張的強調，是一個

42 莫頓在批判傳統功能論的「功能一體的設定J (postu1ate of functiona1 unity of society) 
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事項是否對整個社會體系以及社會全體成員都履行功能，

這是一個經驗問題，而不應當成為一項分析的公設。參孫尚揚， {宗教社會學}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頁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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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將創造論與拯救論結合起來的嘗試J 0 43正是這

樣的義理對當今中國社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與示範效應。

需要說明的是，漢語神學中的這種已有的思想資源來自為

官方所認、可的建制教會。其神學要點主要有以下數端:一、

在上帝觀方面，認信聖愛 (agape) 為上帝之根本屬性，並

認定這種聖愛彰顯於上帝在創造、護佑、拯救及成聖中的

作為。與此相應的則是強調上帝的內在性，肯定一切善美

皆出自上帝，基督徒應當感恩地欣賞教會之外的一切美

善。二、在基督論方面，突出基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人

類可在基督襄得到拯救、更新與復和;宇宙的基督之說，

更表明上帝的拯救是普世的。同樣地，聖靈的工作也不僅

僅限於教會;全能上帝的聖靈，也是賦予萬物生命的靈，

在萬物中不斷作工，也遍在於萬物及人類歷史。三、在人

性論方面，強調人是按照上帝的影象而造的，在罪中墮落

有所破損，但不是完全敗壞。在基督徒的生活方面，以「榮

神益人J 作為基督徒生活的最高標準，在尋求個人靈性成

長時也致力於追求社會公義。四、在拯教論方面，一方面

肯定「唯獨信心」與「唯獨恩典J '但也小心提醒信徒要

避免「因信費行」的偏頗做法。 44高調推出宇宙的基督的丁

光訓鑑於其吉述時的語境，審時度勢地指出，對中國而吉，

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並非解放，而是和解 (reconciliation '亦

譯復和) 0 45不論這種漢語神學是否能吸引大陸大多數基督

徒形成共識(它事實上可能引發了是建制教會與非建制教

會之間的紛爭) ，在理論上，循著這種神學路徑是有可能

的賴晶超， (對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的公共論述) ，頁 119-120 。

44 陳澤民， (中國的基督與文化一-一一場中美的對話) ，載陳澤民編， <:金陵神學文選〉

(南京:金陵神學院， 1992) ，頁 134-135 。

的丁光訓， (對於解放神學、德日進神學和過程神學的敢發) ，載陳澤民鋪， <:金陵神學

文選:> '頁 350-374 。以上綜述參賴晶超， <.廣場上的漢語神學:> (香港:道風書社，

2014) ，頁 227-229 。

307 



孫尚揚

以聖愛與復和的思想資源為社會提供(教會與社會)團結

與凝累功能之潛力的。當然，令關注這種神學的教內人士

糾結的是，如何在落實其神學觀念的同時，維繫其自身的

信仰立場與身份認同於不墜，避免成為世俗話語的工具，

或者避免附麗於意識形態。在這方面，賴晶超提出了與世

俗文化進行商議、同時彰顯其基督信仰之立場的倡議，這

是否會在教會中得到更多的積極呼應?我們且拭目以待。

至於在中國培育自制、獨立、有公心(即積極參與公

益活動和公共生活，並從中得到愉悅)等共和美德，則是

一個似乎偏離語境的偽問題，因為真正意義上的這些共和

美德，除了自制、積極參與公益活動以外，在目前的中國

語境中，充滿政治智慧、獨立地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可能

對主導治理的勞心者來說並不具有可欲性，儘管網絡上常

有基督徒與其他網民一道對某些公共話題積極發出聲音，

並產生一定的作用，但這種虛擬空間中的參與既受到限

制，也影響有限。而最重要的問題是，基督教與漢語神學

即使試圖積極參與對共和美德的培育，除了在有限的教會

活動中勉力為之，它缺乏的可能是學校這樣更有有效的培

育機制。漢語神學主張將自己的活動鋪定在大學建制之

中，借其人文性和學術性履行其擬議的功能，這一點早已

遭到明察秋毫的馬克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們從政教分離的原

則出發所做的嚴厲抨擊。儘管漢語神學的主體或研究基督

宗教的學者大多默默堅守，但各種原因與勢力因緣和合而

湊成一場或明或暗的非基督教運動似乎已經呈現出山雨欲

來的勢頭，似應得到漢語神學運動的參與者或觀察者高度

關注。

再看看上述三項先知功能，即傳喚國家接受審判、為

國家的政治過程提供超驗的目標、將終極主權歸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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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審判國家，而且審判民意。不得不承認，基督宗教的

政治神學或公共神學中，可提供這些功能的思想資源是相

當豐厚的，這也是基督宗教在歐美各種的公共生活中最能

突顯其存在的維度。然而，換個語境，即將這些理當長存

的功能置於目前的華夏語境之中，可能會看到，一方面是

國家及其治理者的權力之邊界很難劃定，甚至難以勾畫其

輪廓，它似乎也不樂於為自己劃界，儘管它嘗試著將一部

分權力讓渡給另一個世俗領域一一即並未完全市場化的市

場，但常見的是它在市場上也經常上下其手，比如最近發

生國家隊敦市一一拯教股災，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一位管

有國際先例證明這是必要的。此外，權力與資本的結合所

導致的尋租、貪腐，更是招致普遍的憎惡。國家還審判著

一切，這是目前的現實。中國基督教及其漢語神學如若試

圖傳喚國家接受審判，它迎頭碰上的將是歷史悠久的傳統

的政教關係框架一一政主教從一一這道鐵牆，如果不能接受

這種傳統，敢越雷池一步，它可能遭到的是真正世俗的法

庭的傳訊與審判。因此，中國基督教及其漢語神學對所謂

國家的審判，即便能發生，大概也不太可能在公共諭域中

進行，最多只能在國家權力所不及的使用漢語的那些地

方，或者在精神領域里進行。當然，在筆者的田野調查中，

觀察到不少基督徒依據《聖經} ，闡發服從地上權柄的神

學觀念，或只關心個體靈魂得救，這些或許是國家所樂於

接受的漢語神學。

至於為國家的政治過程提供超驗的目標(達到以上帝

的事工為執政者自己的工作，戰勝人類的共同敵人:暴政、

貧困、疾病和戰爭本身) ，則可能是基督宗教短期內在中

國語境中不太可能履行的功能，這是因為，目前的國家即

便確立了這些世俗的目標，也會堅決拒絕將這些目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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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外在超越的人格神的基礎之上，這是由其合法性來

源的堅定的世俗性所決定的。而基督教在中國語境中，在

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使宗教市場充分自由，它也可能只會

是少數人的信仰(港台等華人社會中的宗教市場相當自

由，基督教所佔市場份額卻很小，這一事實可資為據)

很難成為堪與儒釋道及民間信仰媲美的主流宗教，亦即很

難成為所謂超驗的政治目標的強勢擁蓮，遑論成為提供者。

最後，衡諸公民宗教的第三項先知功能，即將終極主

權歸於上帝，審判民意，避兔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不

難看到，這是基督教與漢語神學在中國語境中同樣難以履

行的功能。這是因為，國家憲法雖未明吉主權在民，但規

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自然意昧著國家主權亦屬於人

民。在執政黨的一些政論文章裹，常有人民就是上帝的說

辭，這便意昧著，意識形態中的神聖化象徵是集合性的概

念一一人民，而且這個概念與公民含義不同，前者是以政

治標準劃定的，與法律意義上的公民差別甚大。但不論如

何，國家是拒絕承認還有更高級的所謂終極主權的。至於

人民民主專政，則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它無疑就是多數

人對少數人的專政，這種專政有時很暴烈嚴酷，如「文革J

時期，有時相對溫和。這種專政或許會有糾錯機制，但它

無疑是拒絕受到審判的。對「四人幫」的公審看起來像是

對曾經代表多數人的暴政的審判，但很難說這樣的審判曾

訴諸更高的神法，如果說它是上帝的審判的話，這個上帝

一定會被說成中國人民。中國基督教的代吉人或者漢語神

學或許可以借鑑甚至創造出一套相闋的神學理念，比如對

惡與苦難進行神學反思，闡發中國語境中的神義論，筆者

毫不懷疑這種會思的價值，但其客觀的功能則是筆者難以

樂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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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筆者根據對漢語神學運動的粗淺了解，與

對其在中國的處境的觀察，以及從公民宗教論題所得之敢

發，初步認為，公民宗教的功能對一個健全的社會來說是

可欲的，也是很難拒斥的，但這些功能在中國語境中或許

會有替代性的社會實在試圖履行之。而漢語神學如果試圖

進入公共領域，它最有可能大顯身手的功能領域是以超驗

的神學維度，促進社會的團結與凝聚，輔助性地維繫已然

潰敗的社會於不墜，這是一種教士功能，而它最難以履行

的則是其念茲在茲的先知功能。這個論斷不涉及應然，只

是基於對實然的描述與理解，所作出的一個初步的預測。

關鍵詞:漢語神學公民宗教教士功能先知功能

作者電郵地址 sunsy19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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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several decades, China has been seeing a great 

transformation. A v缸iety of groups, trends of thought and 

religions . have 仕ied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al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aims at shedding light on 

也e possible con仕ibu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o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s of civil religion. Based on 

analyzing Robert Bellah's related writings, the au也or sorts out 

three kinds of priestly function and three kinds of prophetic 

function of civil religion. Drawing on existing sources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some observations on its context in 

Mainland China and inspirations 企om Bell曲's reflection on 

civil religion, the au也or 缸gues 曲的 the functions of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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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are desirable in China, but might be perfo口ned by 

alternative social reality. I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ries to 

play a role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function which it can make 

itself distinguished might be to enhance the social solidarity 

and harmony based on proclaiming the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conciliation and agape. This is certainly a kind of priestly 

function. Any attempt to perform its prophetic function might 

encounter irresistible rebound 企om the Leviathan. This is the 

author's predicament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ality, 

without concern with “what it ought to be". 

Keyword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Civil Religion; 

Priestly Function; Propheti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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