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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正教復活節聖火「奇蹟」之事

徐鳳林

北京大學哲學象一宗教學萬美教授

對基督宗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基督宗教有個傳統

節日叫復活節;進一步了解基督宗教不同派系的人也知

道，復活節是東正教最大的節日。與西方基督教更注重聖

誕節和基督受難不同，東正教傳統更注重基督戰勝死亡的

復活。但很少有人知道，東正教復活節前夕有一個整個東

正教世界性的重要儀式一一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復活節聖

火降臨儀式。每年的這一時刻，上帝的「恩典之火J 1都會

在耶路撒冷牧首和亞美尼亞主教的祈禱中「從天而降J ' 
神奇地點燃牧首手中的蠟燭，象徵著基督復活恩典的降

臨。這就是東正教復活節的聖火「奇蹟」。

一、聖!k儀式

復活節聖火降臨儀式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東正

教世界有廣泛影響，也因其「奇蹟性J 而更加引人注目。

如今，在每年的東正教復活節前夕，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數萬名朝聖者和遊客參加和觀看聖火儀式。近些年來，在

許多有東正教會的國家都進行聖火降臨儀式的電視直播，

包括格魯吉亞、希臘、烏克蘭、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

利亞、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埃及。同時，聖火還傳往世界

l 復活節聖火，英語為 HolyFire (聖火) ，俄語則為 bJI缸。耳aT回首 oroHb (恩典之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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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一些國家在當天派專機把火種運送回國，得到本國

教會領袖或國家領導人隆重迎接。參加迎接聖火的國家有

俄羅斯、希臘、烏克蘭、塞爾維亞、格魯吉亞、摩爾達維

亞、白俄羅斯和保加利亞。

在當今的耶路撒冷老城，有一個屬於基督宗教各派系

的建築群，叫做基督復活教堂，也叫聖墓教堂，因為這里

是當年耶穌基督受難、安葬和復活的地方。每年的復活節

聖火儀式就在這里舉行。聖火儀式具有悠久的歷史。公元

五至七世紀，在耶路撒冷教會就有在復活節前夕大周六晚

禱中點燃聖火的儀式。關於聖火奇蹟的最早證據開始於九

世紀，一個法國朝聖者伯納德 (EepHap，[()大約在公元八七

0年記載了關於復活節前的大周六有聖火降臨基督墓穴的

事件。即聖火不是人點燃的，而是自動燃起的，而且伴隨

著閃電一樣的光。

聖墓教堂中有多個小教堂、修道室和聖地，分別屬於

希臘正教會、亞美尼亞教會、科普特教會、敘利亞教會2和

天主教的聖方濟各會。聖墓教堂中央的穹頂下方有一座小

教堂，叫做「庫弗克里亞J (KYBYK立間，希臘語意為「皇

帝寢宮J) ，屬於希臘正教會，其內部有兩個小房間:里

間為基督基室，大小為 2.07 x 1.93 米，當年耶穌基督就安
葬在這裹，也在這襄復活。「恩典之火J 也正是在這神奇

降臨的。外問稍大，叫做天使副聖堂，大小 3.4 x3.9 米，

房間中央放著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塊聖石，象徵當年被天

使移闊的石頭。

聖火儀式在復活節前的大周六，當地時間中午十一點

到下午三點舉行。在聖火降臨之前，先舉行一系列準備儀

2 東方基督教會又分為希臘正教會和另外幾個在教義上遵循古代傳統的東方教會，包括亞

美尼亞使徒教會、科普特教會、敘利亞教會等。俄羅斯東正教會屬於希臘正教會，後來

成為自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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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以東正教耶路撒冷教會牧首為首的各派代表(亞

美尼亞教會、科普特教會、敘利亞教會、修士代表等)進

入聖墓教堂大門 3 圍繞庫弗克里亞小教堂的十字架遊行，

然後停在小教堂門前;阿拉伯青年東正教信徒在場內高呼

信仰口號;熄滅小教堂內部的全部燈火，並由各方代表對

小教堂內部進行檢查，以確保其中沒有點火器具;用蠟封

住小教堂大門，並加蓋印章，直到耶路撒冷牧首和亞美尼

亞教會主教進入時再打開。耶路撒冷牧首在進入基室之前

脫掉外衣(有時被搜身) ，然後與亞美尼亞主教一起進入

庫弗克里亞小教堂，小教堂門關閉。此時，整個聖墓教堂

內的全部燈火都已熄滅，擁擠的人群每人都拿著一姻未點

燃的蠟燭，靜靜地等待著上帝恩典之火的降臨。一些信徒

相信，如果聖火不降臨，就將是世界末日。特別是二0一

三年的東正教復活節，聖火是否降臨更多了一些懸念。

過了數分鐘或數十分鐘，耶路撒冷牧首和亞美尼亞主

教手持點燃的蠟燭從小教堂內出來，把聖火傳給眾人。此

時，教堂鐘聲和人們的歡呼聲響成一片，相機閃光燈和無

數蠟燭的火光交相輝映。據說聖火在剛點燃的幾分鐘內不

會灼傷人，所以，在人群中能看到有人用于中的燭火「洗

手」和「洗臉J

俄羅斯東正教會是在一五八九年才從君士坦丁堡希臘

正教會中分離和獨立的，因此在耶路撒冷聖墓教堂沒有自

己的領地。但早在十二世紀初，就有俄羅斯修道院長丹尼

爾(耳amum) 關於聖火降臨的記載。此後，一直有來自俄

羅斯的朝聖者參加聖火儀式。從二00三年開始，俄羅斯

每年都派代表團乘專機前來參加復活節聖火儀式，並在聖

火降臨之後馬上用兩盞燈籠把火種用飛機運回莫斯科。當

天夜里，俄羅斯東正教會牧首到莫斯科弗奴科訣機場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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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把聖火安放在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然後再分送

到俄羅斯各主要教區教堂。來自聖地的聖火在這些教堂中

燃燒四十天，直到基督升天節。從二00七年開始，俄羅

斯獨立電視台每年都對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聖火降臨儀式

進行一小時的現場直播。

聖火降臨儀式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歷史上，這一

「奇蹟」有許多見證者的描述。但也有許多懷疑和否定。

特別是在現代，更是被許多人質疑。

二、聖火奇蹟

在對奇蹟的多種質疑中，許多人更關心的是科學的質

疑。或許是出於對教會傳統和信徒宗教情感的尊重，還沒

有哪家機構或個人對聖火奇蹟進行全面的科學檢測。不過

在二00七年，俄羅斯物理學家訣爾科夫 (AH月peü BOJIKOB) 

暗中把一件小的科學儀器帶入聖墓教堂，對聖火降臨進行

了監測，並在二00八年復活節前在俄羅斯東正教會主辦

的讀書會上公佈了測量結果和數據。結果是怎樣的?

法爾科夫說: í在聖火被帶出庫弗克里亞之前幾分鐘，

十五點零四分到零六分之間，在用於記錄電磁波譜的儀器

上記錄下了一種奇怪的長波脈衝，這種脈衝後來再沒有出

現過。我既不想推翻任何東西，也不想證明任何東西，但

這是科學實驗的結果j 。這個結果意昧著甚麼?專家對這

一實驗結果的解釋是: í發生了放電一一或者是由於出現

閃電，或者是由於現場的某種電視設備關閉，或者是瞬間

打開了類似壓力打火機之類的東西。 J 3 

決爾科夫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無意得罪信仰者，只

是在進行科學實驗，純粹出於好奇心，與揭露聖火起源無

3 P的o6JI扭扭曲 6JIaro耳目宜。ro orHlI (h旬://afaqn缸。d ru/ l h加誼， accessed 15Au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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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他還說，僅從這一吹測量結果中是不能夠得出科學結

論的，只有多次重複測量的數據才有科學意義。

聖火現象有四點引起科學家的興趣。四個傳說中的「奇

蹟」有待科學解釋:

第一，近千年中有許多見證者說，在聖火降臨前，在

聖墓大教堂內牆壁上發出像閃電一樣的亮光，但與閃電不

同的是不伴隨雷聲。只是現在由於幾千部照相機的閃光燈

使這些閃光看不見了。這些罕見的放電現象本身並不奇

怪，但它為甚麼出現在這宴，而且每年有固定時刻?

第二，聖火在基督墓穴中的自燃。從物理學來看，自

燃都是放電的結果，那麼放電又是由甚麼引起的，是否由

於前面說的閃電?

第三，許多人說，這聖火在點燃後最初幾分鐘之內不

會灼傷人。所以有人用聖火「洗手」或「洗臉」。這樣的

屬性是低溫等離于體所固有的。這又是一個電學現象。如

何解釋?

第四，傳說在一五七九年，新任耶路撒冷市長是土耳

其人，他把取聖火的權利交給亞美尼亞教會的代表，不容

許希臘正教牧首進入墓室。結果亞美尼亞教會代表在基室

中的祈禱毫無效果，聖火沒有降臨。此時站在教堂門外的

希臘正教牧首也進行祈禱。忽然一個雷電擊中了教堂大門

左側的立柱，點燃了牧首手中的蠟燭。從此取聖火的權利

又交回到希臘教會牧首。參觀者可以看到，至今在教堂大

門左側的立柱上還有一個裂痕。經科學鐘定，這個裂痕確

實不是機械破壞所致。這也表明聖火出現之前發生了放

電，科學家企圖用儀器「捕捉」到這一放電現象。

這些疑問也和許多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奇蹟一樣，到目

前為止尚未得到充分的科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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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儀式J 與「奇蹟J 之事

近年來，隨著俄羅斯教會和媒體對復活節聖火的大量

宣傳，在教會內部和世俗社會也產生了對聖火奇蹟的廣泛

質疑。特別是二00人年四月復活節前幾周，現任耶路撒

冷牧首費奧菲爾 (φeoφßJI) 在接受俄羅斯記者團探訪中，

在回答記者關於聖火奇蹟的時帳，只是把聖火儀式叫做普

通慶典，說這襄沒有奇蹟。俄羅斯神學家庫拉耶夫對費奧

菲爾的話評論說:牧首就差坦白地承認他口袋襄裝著打火

機了。這些談話和評論發表後，在互聯網上引發了關於聖

火本質問題的一場沸沸揚攝的爭論。大部分爭論參與者是

東正教信徒，他們的觀點有很大差異，乃至針鋒相對。許

多人尖銳地提出這樣的問題:聖火是「神話還是現實J ? 

甚至直截了當地質問:聖火是「奇蹟還是欺騙J ?與此同

時，多家新聞媒體也來「火J 上澆油，發表了各類活動家

給總統或牧首的公開信，要求禁止「聖火宣傳」 。教會牧

首和俄羅斯總統對這些問題沒有正式回應。派代表團乘專

機運送聖火和迎接聖火的活動繼續進行。當年的復活節之

後，爭論趨於平靜，但並未完全結束。近幾年間，每當復

活節臨近，在俄羅斯東正教會內外仍會不時發出對聖火的

揭露與辯護的不同聲音。

主張聖火只是儀式的著名代表是彼得堡神學院教授烏

斯賓斯基 (HßKOJIa益 YcrreHCKI晶) ，他寫了關於聖火現象的

專門著作《論耶路撒冷大周六聖火儀式的歷史》。他在研

究了大量耶路撒冷傳統的禮拜手冊和祈禱手冊的基礎上，

在一九四九年講話中指出，實際上沒有任何奇蹟，只不過

在大周六禮拜前夕在聖墓教堂要清洗油燈，然後通過特別

的祈禱，在這些油燈中點燃新的復活節之火。

當今耶路撒冷杖首費奧菲爾應該是最有發盲權的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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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見證者，但他也強調聖火降臨是儀式，而非「奇蹟」

在二00人年接受採訪時對俄羅斯記者說，大周六儀式是

一個儀式，是一種和聖周中的其他儀式一樣的「再現」

(representation) 方式。就像當年復活的音信從聖墓傳到全

世界一樣，如今我們通過這一儀式來再吹把基督從聖墓中

復活的消息傳播到全世界，這襄並沒有甚麼奇蹟。

儘管烏斯賓斯基和菲奧菲爾都強調聖火儀式只是一種

儀式，不承認其中的「奇蹟J '但否定聖火神奇不等於否定

上帝恩典的實在性。烏斯賓斯基在一九四九年的報告中說:

「從基督聖墓中隱藏的燈點燃的火仍然是來自聖地的聖

火。對我們來說，這火現在是，曾經是，並且將來也是神聖

的，之所以如此還因為其中保存著古代基督教的和大公的傳

統。這一傳統是和對作為照亮世上每一個人的真光的基督的

信仰相聯繫的。基督徒在這樣的傳統中度過每一天J 0 4 

無論是烏斯賓斯基、費奧菲爾還是庫拉耶夫，都既沒

有否定聖火是恩典，也沒有否定這一恩典來自上帝，這是

東正教一般信條，他們只是否定聖火總是以可見的方式自

我燃燒(從天而降)這一外部象徵，也就是否定把恩典變

成物質的火。因為當聖火代替了恩典的時候，聖火就會失

去恩典的屬性。聖火的恩典也和任何教會聖事(聖奧秘)

的恩典一樣，有理由叫做「奇蹟 J '作為上帝在禮儀外部

形式中的臨在的事實 p 本身就是奇蹟。恩典的源泉是來白

天上之父的聖靈，因此完全有理由說這恩典是從天而降

的，說這恩、典之火是來白天上的。

對聖火現象的這種解釋，是以東正教會對「奇蹟J 的

觀點為根據的。無論怎樣定義奇蹟，對真正的東正教信仰

者來說，不是信仰來自奇蹟，而是奇蹟來自信仰。先有信

4 http://hera1dcomua!forum/6-18-1 (accessed 15Au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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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在信仰中才有奇蹟，而不是先有奇蹟，由奇蹟來決定

信仰。「奇蹟」在東正教的教會經典中有兩種形式:一種

是有外部表現和見證的奇蹟，另一種是看不見的，沒有任

何見證者的，沒有任何外部徵兆的。上帝之吉借童女而成

為肉身，這在任何教會文本中都叫做奇蹟，但這奇蹟沒有

任何見證者，沒有任何外部徵兆。

在東正教的聖母領報節和聖誕節禮拜中也使用「奇蹟」

一詞，這些奇蹟也是指不伴有任何外部效果和外部特徵的

奇蹟。當代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家伊拉旦昂主教<lliIapHOH

A呻eeB) 說: I為奇蹟而追逐奇蹟，這從來不是真正基督

徒所固有的。教會的最大奇蹟是聖餐，在聖餐中餅和酒變

成教主的體和血。同樣的奇蹟是信徒因參加這一教會聖禮

而發生的精神改變J 0 5基督徒的生活經驗確認，愛是真正

的奇蹟。在愛中，某些對人來說不可能的東西變成可能的。

在愛中，人克服了自己的自然局限性，開闢了另一個更高

的自然律。從更大的背景來看，基督教會在幾千年的社會

發展和巨變中仍然能夠存在，在當今的科學時代仍然有人

持有基督教世界觀，這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蹟。

東正教神學家認為，教會有自己關於甚麼是「現實J

的觀念，與世俗社會中的「現實」觀念不同。信仰者之所

以去受洗，做禮拜，領聖餐，就是為了得到上帝恩典，因

而相信恩典是現實存在的。因而恩典之火也是現實的，沒

有甚麼可懷疑。只有在教會信仰之外的人才本能地期待教

會還有另外的證據來證明恩典之火的「現實性」。在教會

信仰內部，恩典是上帝在人身上的真實臨在。因此，來自

基督墓地的聖火也就是恩典的一種形式。聖火從外部看是

5 XpHC四個CKoe OTHome阻eK 可Yi1eCaM (http://wwwholy-frre ru/modules/pages/Hristianskoe_ 

。組oshenie_ k _ chudesam h'阻止 acc目sed 15 Au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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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可見的物理現象，但其中包含著上帝恩典，這是不可

見的「現實J '就像聖餐儀式上的基督臨在是不可見的「現

實J 一樣。 6

四、批評聖1<.崇拜

這場有關聖火的討論主要在信仰者範間內展開。在當

今俄羅斯之所以能產生這一爭論，一方面是因為對聖火奇

蹟的相信在大眾信仰意識中還佔有重要地位，另一芳面也

說明在俄羅斯東正教內部存在著正統教會信仰與篤信的大

眾信仰之間的差異。對聖火奇蹟的懷艇和否定有可能觸動

大眾的樸素信仰觀念。

為了具體說明，我們可以舉與俄羅斯情說類似的白俄

羅斯青年信徒狀況為例。二0一0年，在白俄羅斯青年東

正教徒網站 Dubus.by 上進行了一吹網上問卷調查，問「你

是否相信聖火是奇蹟? J 回答有四個選項:1)我相信，聖

火是超自然現象; 2) 我不信，聖火是人點燃的; 3) 我懷

疑。因為贊成和反對都有根據; 4) 對此無任何意見。調查

結果有 763 人參與。選擇答案1)的有 549 人，佔參與人數

的 71.95%;選擇答案 2) 的有 97 人，佔參與人數的 12.71% ; 

選擇答案 3) 的有 69 人，佔參與人數的 9.04% ;選擇答案

4) 的有 48 人，佔參與人數的 6.29% 。當然，我們很難確

定這樣的網絡調查具有多大的普遍意義，但它也能夠體現

出相當一部分人的信仰傾向。

但與此同時，也有許多教會人士對聖火崇拜提出批評

和警告。著名東正教神父亞庫寧 (rrre6 .5IK)'l血H) 在二00

人年四月二十三日致總統的公開信中指出，千百萬信徒在

6 IlImOB帶OB Ali JiJI缸'OlIaTHh齒。m由:岫坤， p個且HO倪志 wm TfYIIO? (http﹒//holy-fi甜甜j

血叫叫閏月pa耳聞IBlagoda組討_og'個Lmi仁r間lnost_chudo-抖nth阻止血旭essed 15Au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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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宣傳的推動下，脫離了節目慶典的宗教本質，熱衷於

參與多神教的拜火儀式。信余請求總統關注俄羅斯文化部

長索科洛夫(ArreKc缸呻 COKOJIOB) 破壞信仰自由的行為，

因為他公開宣傳偽東正教迷信，多年前往耶路撒冷參加聖

火儀式，並發表吉論支持對聖火的迷信態度。二00九年

四月，輔祭穆欣(ArreKCaJ個pMYCHH) 與他人聯名上書牧首

基里爾，要求對「耶路撒冷的大周六聖火和近年來對它的

特殊崇拜J 給出「神學的、禮拜學的和歷史學的評價J 0 7 

布寧 (II抽eJI EYH1fH)指出，對「恩典之火」的信仰不是我

們得教所必不可少的。宣傳恩典之火的奇蹟有兩個危險，

第一，對恩典之火的信仰有可能不知不覺地變成多神教的

崇拜。聖火崇拜，賦予其各種神秘屬性;第二，產生兩類

人的紛爭，相信聖火降臨的人和否定聖火降臨的人。因此

對此最好不要指責，也不要育目接受。聖火降臨一一這非

常好，聖火不降臨一一也毫不可怕。 8宗教學研究者希特尼

科夫 (MHXaJ個 CIITHHKOB) 在分析當代俄羅斯的聖火崇拜

時，把這一現象與多神教的傳統遺跡聯緊起來。他說，對

魔法的嚮往，對超自然現象的嚮往，是與基督的敢示格格

不入的。基督的信仰者不需要任何神奇效果就能夠意識到

上帝在世界上的恆常臨在。 9東正教舊禮儀派學者葉澤羅夫

(AH，耳peH E3epOB) 說: r對於信仰來說，如果基督復活本

身邊不夠，還必須有聖火奇蹟，那麼這還叫甚麼信仰? ! 

我們相信的不是聖火，不是聖物，不是基督聖墓，而是直

接相信被釘死和復活的基督自己 J 0 10 

7 http://www kripωistoriaωmlforurn/旭d血 php?pp=b853880rek9θyz4402o&f=I &vt=

甘ee溢的書=叫l&m=15998 (acces甜d 15 Aug 2016) 

8 http://切raev ru/smfï姐dexphp?個，pic=I445 I3 0 (部cessed 15 Aug 2016) 
9 同上。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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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東正教的認識

通過這場聖火之事，使我們對東正教的教會神學有兩

點進一步認識和理解。

首先是東正教會對恩典理解。教會把聖火的本質理解

為上帝恩典，而把恩典理解為對人的內在改造。按照希臘

教父和現代東正教神學家的觀點，人被造不是作為自主的

或自足的存在，因此人自身並沒有自己的不變本性;人的

本性是應當在上帝恩典之中得到改造和完善的。這種人性

可變性或動態性觀點，也是東正教神學的內在邏輯要求。

因為如果人性不可改變，或原初受造人性已經是完善的和

不需要改變的，那麼，上帝恩典和拯數就將成為不需要的。

東正教神學家洛斯基指出，東方教會的宇宙論和人諭具有

動態的特點，它排除了自然概念與恩典概念的任何對立

性:這兩個概念是彼此滲透的，一個存在於另一個之中。

人的本性內在地要求上帝恩典，負有與上帝合一的使命。

這樣，與西方基督教主要把恩典理解為超自然之物不向，

東正教信仰觀把信仰主要看作是上帝恩典對人的內在作用

和改造過程。對東正教信仰者來說，上帝的存在不是外在

「客體 J '上帝恩典也不是客體，而是個人與上帝的內在

聯繫。因此，上帝及其恩典在個人經驗之外是無法被認識

的，這一經驗能夠改變人的心靈本身。在這個意義上，聖

火的青蹟是奧秘，是信仰者得拯敦和被改造的經驗，雖然

這一拯敦和改造是從外部看不見的。在這一拯救的和改造

的經驗之外，在信仰者得敦和被改造的事實之外談論聖火

的事實，是不可能的和無意義的。

其故是東正教會對神秘主義的觀點。聖火奇蹟的討論

與東正教的神秘主義特點有關。與西方基督教不同，東正

教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敢蒙運動，因此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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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早期基督教神租、主義成分。但東正教會也並非完

全肯定神秘主義。東正教神學家認為，基督教的神聖境界

與神秘體驗有關，但也有其明確規範。在精神生活中把神

秘體驗和神聖相混淆是危險的。如果神秘體驗僅僅是既無

善也無惡、無光明也無黑暗、無運動也無靜止的無底深淵，

就會使耶穌基督受難和拯教世界的福音失去了價值，取消

了宗教中的真理，因為在神秘體驗中沒有真理標準。這樣，

人就變成了自己的夢想的工具，常常不知不覺地受魔鬼力

量的操縱。 11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宗教不同於科學的清楚明白，具

有神秘性，但正統宗教信仰也並不就是陷入神秘境界、意

識的完全無定型狀態。不僅科學批判迷信，正統教會也批

判迷信，也批判某些新興宗教的通靈術。具有悠久歷史的

世界性大宗教都有正統的教會、教義、教規，因而具有明

確的信仰真理，自覺的教會意識，確定的規範和界限。這

些規範和界限大部分是與人類的精神價值和道德規範相符

合的，並且在現代社會生活中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這也是

宗教的積極意義之所在。當然，宗教一旦進入社會生活，

就具有了複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屬性，因此也會帶來不同

宗派和民族之間的對抗和戰爭。

六、一般宗教學問題

東正教聖火是東正教世界內部的現象，但這一現象也

提出了一些具有一般宗教學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於漢

語基督宗教研究和漢語基督宗教神學也同樣具有敢發性。

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

11 OCHTIOBA H II)'Tb P昭:)'Ma B rrOHCK阻班CTHHhlr耳aBaIV咒3日qeCTBO 3 MHCTHl(H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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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信仰與奇蹟的關係問題。宗教信仰在古代都與

神秘或奇蹟密切相關，那麼，在當今科學發達和知識豐富

的時代，奇蹟或神秘為甚麼在許多信眾中還有很大影響?

奇蹟(法病兔災等)還是否宗教信仰的必要條件、是否影

響大眾皈依和保持信仰的必要因素?如果是，那麼，這樣

的信仰是不是愚昧和荒誕?或者如何對這些奇蹟進行合理

的科學解釋?如果不是，即宗教信仰無需奇蹟和神秘，那

麼，宗教信仰是否等同一般的道德教化、會否喪失一定的

功能?

從俄羅斯學者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聖火是否奇

蹟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大多數研究者不承認聖火的降臨是

自然奇蹟意義上的奇蹟，而強調這一儀式的宗教意義，並

且對「奇蹟」概念作了廣義的解釋。但男一方面，更多信

眾對這一奇蹟的信仰和熱情並未因此而減退。這一現象提

示我們，在漢語基督宗教研究中，對待基督宗教中的奇蹟

現象，也應當區分兩個層面:一是宗教學研究層面，應當

對基督宗教歷史和現實中的奇蹟現象有理性的、清醒的認

識和努力加以科學解釋，揭露利用迷信謀取私利的不良行

為;第二個層面是廣大倍眾的信仰心理領域。應當努力以

寬容的態度對待這些奇蹟信仰。應當理解，在宗教歷史傳

統氛圍中，奇蹟觀念在某些倍眾(特別是文化水平較低的

信眾)心理領域有著與眾不同的形態，某些在通常看來是

奇蹟的東西，在他們的觀念中是一種「自然」現象，他們

對此的信仰也是自然而然的，不足為奇。

第二，宗教與儀式的關係問題。儀式是東正教特別重

視的教會傳統，而教會傳統的主要內容都是通過禮拜儀式

體現出來的，可以說，如果離開各種禮拜儀式就沒有東正

教，這方面與基督新教有很大差別。為甚麼如此?如果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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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降臨只是儀式，那麼為甚麼年復一年地得到數萬人朝

聖?如果認為聖火儀式是以非奇蹟的方式傳達上帝恩典的

真實臨在，那麼如何理解儀式的本質?

當然，基督新教對教會傳統儀式的簡化也有適應現代

社會生活的必要性，特別是對於基督宗教在非基督宗教民

族文化中的傳播其有積極作用。但東正教對儀式的重視仍

然告訴我們，漢語基督宗教神學不應僅僅是思想概念的研

究和理論的構建，也應有宗教儀式方面的考量。

關鍵詞:東正教復活節聖火奇蹟

作者電郵地址 xufengli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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