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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裕來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趣》

張杰克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碩士生

在〈麥芒上的聖吉》這部書中，我們會發現，相較於

教義、制度和儀式上都更有規矩和豆豆銳、且往往更強調聖

俗兩分的天主教徒，那些沒有牧師、沒有教堂、有自編的

歌謠傳頌、用氣功來解釋聖經並以此來治病驅邪、延年益

壽的中國農村新教徒卻更顯「自由 J '他們的聖俗關係也

更加緊張。 2那麼，這些新教徒的「自由」到底具有怎樣

的氣質 (ethos) ，來面對當前中國的現代化?這是《麥芒

上的聖育》未解答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從華裔美國歷史學

家建曦在大約十年後出版的《浴火得救:> 3這部「里程碑

式的作品 J 4中發現這個問題的可能答奈。

這本從中國中心觀來考察中國基督教史的作晶，廣告主

1 本主胡補曾函中文大學學基學暐神學院主嘴靜老師、中文大學主車車主志希博士以及

華師大黃創植矗授審間，議對他們皓于的唾故意見表示感謝﹒同時說也鹽謝匿名評審

對此文的肯定﹒

2 且飛， (麥芒上的聖言一個蟬哨天主教群體中的信仰和生活> (香當道風，社，

Z曲1)，頁 1帥、 135.

3 日AN xi • RerJe，冊，，"卸 Fïre: The Rise of Pl咚'JUlar Chr制anity in Modem China (New 
區V阻. CT: Ya1e Uni珊瑚h叫 201的回中文禪本且連同峙，何開松，曹阿車禪， (潛

1<轉載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 (香構 中文大學出版社，且11) .本書評串

考的壘中文譯本﹒

4. D阻el H. B酬， R軒iew of R暐間d旬1 Ft，阿 The Riae 01 Pl句，“lar C.有ristitmi抄 i7l Moc脅，現

由扭，1""，，祖tional Bulletm of Mi.四ionary R.師師.34 (2010)，開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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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繪了太平天國、席勝魔、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山

東大復興和靈恩會、馮玉祥的基督軍隊、王明道、宋尚節

與伯特利佈道團、倪拆聲與小群教會、日本侵華戰爭與內

戰期間的各教派、自由傳道人、佈道運動和大學生聯舍會

的發展，以及最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地下教會。新有這些原

本都可以作為單獨研究課題的對象，被本書一一歸入民間

基督教 (pop叫.ar Christianity) 5的框架，從而被串連成一

部屬於「千百萬未處於歷史舞台眾光燈下的人J 6的歷

史。之新以這麼來寫，是因為作者希望且認為能夠在民間

基督教中，而不是在西1ï差會教會與那些探求自立和本色

化的主流教會中，找到為何基督新教的信徒人數，特別在

社會主義中國的環境之下也大為增長的原因。 7並且，今

天大家新力圖「範疇化」的農村基督徒， 8或者如吳飛提

到的練神功的基督徒， .他們的特徵與發展，一定程度上

也能夠在中國民間基督教的教派歷史中找到其延續性。 1。

那麼，民間基督教的特徵有哪些 P

作者在導言說: I本土領導人的努力，結果令草根階

s. r民間基督教」追個概童在漢語中的用法，最早可見哥華書玲， (申國民間基督教) , 

載南師寧、何光灑蝠， (基督載文化與現代化>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買 244-:自8 .聶薔聾的文章將「民間」定請屆奧「士」相對的「非士J '一定程
崖上跟連同區的定義是重舍的﹒另抖，姐也更宜自地表明自民間基督教有民間宗教的印

記，其往佳表現轟某種民梧的基督教、迷信的基督教科底層中國化的基督教，她呼宙

中國基督載昇能掏出現時代的神學車，引嘩固間基督教邁向精典基督書畫﹒聶善玲的文

章體現了 代中國學者對曼教育程度值的老百姓的那種基督矗進行範疇ft

(categori且包on) 的聲力﹒

6 建曦， <滑比揖蚣，買 xv 圖

7 同土，頁阻v ﹒

8 有關討論中國宗盡量研究學昇將農村基督教雄行「功利ftJ 的學蘭語語主生成，請壘且

孔德摳， (禮揮回聲典田野的選擇性一一直團基督載否定話語的單晶及其批判) ，曹

喝風闕，高師寧﹒李向平繭， (回聲歸來(下) 中圖宗誼與社會研究 道德興社

會> (台北 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2015) .買 381 -410 0

9 且且飛 ， (麥芒上的聖盲> '頁 135.

10 相闢論述且商展囑， (連曦的「民間基督載」植虛與當代中國蟬村「車庭誼會」的歷

直延續性問題) ，曹〈台灣宗教研究> 12 (2013) ，頁 1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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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中出現了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本土基督教新教。 J 11因此，

民間基督教首先是本土的，意昧著它「主要活躍於各種宗

派差會之外，儘管其影響也在差會中傳播J 0 12其次它是草

根的。從作者的這句話來看，他所說的「草根J '指的是

那些被這種本土基督新教研吸引的千百萬的歷史無名者，

而不是本土領袖，後者跟宗派差會與西方神學的關聯要深

入得多。然而，讀者仍舊看到，他所說的「草根運動」的

搶綱者，從階層來看並不那麼「草根J '於是， I民間」

這個概念的模糊性也便成為這本書最被話病的地芳。 13

民間基督教的另外一個特徵是民族主義。對作者來

說，民間基督教的蓬勃發展始於民國早年的民族主義氣氛

興起之後，而且它還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種形式J 0 14 

但從整本書來看，民族主義雖然是不少領袖選擇脫離差會

並且批判差會的最初動機，甚至於是馮玉祥的基督軍隊的

唯一意識形態，可它並不構成作者筆下所有那些人物展開

一場本士運動的主要動機，例如魏恩波脫離差會是出於個

人恩怨， l'個別人物還批判過非基運動的民族主義並且承

認自己參與非基運動是「罪」。站在這個意著上，雖然作

者提到有些領袖最終都以某種倫理的與教義的形式，對宗

派差會與主流基督教提出猛烈批評，但總體上而言，民族

11 連曦， ('帶血得數> '頁 xxvm'

12 間上﹒

13 對建喵昕使用的民間誼個詞進行過詳細掛析的評論文章，且主車塘， (龍的「數

贖J ?哪種「民間 J ? 魯平迫噶〈潛1<轉載 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師興起>) ，輯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42 (201') ，耳 273-2間，特別且頁 287. 王志看挂盡到此

書當中例如宋尚節與伯特利怖遁圍的你過對車壘誼會學校的學生，小群誼會在精梅揖

市昕嘔哥|的λ群估量彥數的是個讀卦于、醫生‘大學種職員﹒商λ及軍官響，lU&→九

三0年代末，北平軍會盧的會單幾乎都是燕京﹒清華，北平協和醫學鷗且北京大學的

高材生自建些λ都很難算得土是連曦昕龍的草根﹒

14 連曦， ('稽此得數> ' J( x且﹒

l' 同上，頁 29 ' 
16 同上，頁 74 、 112' 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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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不過是為民間基督教的本土可能性提供了一個極大的

歷史環境，在這個環境下，反倒出現了許多針對民族主羲

的矛盾態度。

除了民族主義之外，作者認為民間基督教還有兩個主

要的特徵，即五旬節派的靈恩信仰和彌賽亞救世主義。前

者的表現方式是說方言，魂游象外，其象，大聲哭詮，口

吐唾沫，神醫治病和驅魔趕鬼，而後者則以作者所強調的

「前千禧年末世諭」為特點，其認為基督將要再來，世間

將有大災難，一個和平和幸福的千年王國將要開獻。五旬

節派靈恩信仰是民間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特點，而且它跟終

未諭態度往往結合在一起。可在作者筆下，三者有時也並

木一同出現，例如王明道便跟靈恩信仰擦肩而過，而且，

二者有時還會發生巨大街突，例如倪拆聲在早期曾將真耶

穌教會指斥為邪靈支配的異端。 17

可見，民間基督教的這幾個特色，並不一以貫之地出

現在不同的民間基督教團體當中。敏銳的讀者會發現，這

樣的不一致對作者來說似乎並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就不

同的團體之分散、往往還相互競爭這一點，作者並非沒有

意識到。 18需要強調的是，作者在概念使用上的模模糊糊

典語焉不詳，一定程度上反倒讓民間基督教的「民間」

表現出了相當「自由」的局面:各種特質可以隨意給舍，

發展出不同的信仰實踐形態。在這里，五旬節派靈恩信仰

對聖靈的強調，又更加強化了個人性的 也便意昧著自

由的一一言說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圖示，顯得條

屢復雜，有些難以捉摸。

叮同士，頁 147 0

18 間上，頁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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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綜觀全書，筆者認為，真正構成民間基督教共同特

徵的，莫過於作者昕強調的前干禧年終未諭態度。這一終

未諭態度，牽引著民間基督教歷史舞台上那些零零散散的

角色;它眼中國二十世紀上半業的持續戰亂、瘟疫、旱

災、水災等等痛苦，以及二十世紀後半葉，尤其是一九四

九年到一九人0年之間共產黨國家對教會的全面壓制新帶

來的恐懼一起，共同形成了這本書的內在線索。讀罷此

書，相信讀者都能感受到這部歷史是一部苦難史和對拯救

的盼望史。苦難是當時所有人的苦難，在那個戰商L紛飛又

有著強烈亡國氛圍的年代，個人的痛苦又跟國家的痛苦有

難以割離的關係。相較於知識分于與教會精英往往從社會

改良出發面對苦難危機，民間基督教只是用終末論態度，

來展現拯救的可能。正是在這里， <:請寄火緝毒!C>一書在西

方的中國基督教史界獲得了它最大的聲譽。這本書最被評

論家新稱遁的，恰恰是作者認為，這種因著受苦而產生對

基督救世之需要的終未論態度，雖然其神學是基督教的，

但其內在精神則源於中國的傳統。 19作者由此來解決這種

終未論態度從何而來的問題，並且給讀者一種強烈的印

象，即民間基督教不過就是中國民間宗教傳統的翻版。因

此，作者總是在強調這股草根運動背後的中國因素，那就

是所謂劫變信仰及其相闋的信仰實踐:例如靈魂出竅、神

蹟、驅邪、集體告罪以及預言大災難和隨後由一個救世主

[9 西宮中國基督教皇車鑽乎都注盡到此書的這一貢獻，且以下，書評 F間[H吋F咽~ Journal 

ofRel留切咽 Irl!Jtory 39 (:四15)，神。 448-449 ; Henr恤a Harrison, The An嗯rican 1113tori個I

R的當w 115 個1月開 1124-1125 ;區cruud 岫dsen. The JI岫_of血岫品甜甜 70

(2011)，開 2田-210 ; D咽el H. Bays, 11Iternational Btdl.甜'n 01 Missio1U叮 R的叫畸 34

(20[帥. pp. 186-187 .中文書評提到適一點帥，則見商瑜， (種本土棍角理解一一讀

〈潛火轉載現代中國國間基曹載的興趣> '單《西北國旗研究> 2013 年單 3 期，頁

162-1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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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的完美新世界。 2。然而，筆者認為，這種宗教間的同

等與連續性，倘若僅僅通過頗有些感性的詞彙(例如「聯

想到」或者「相似J )來進行諭盡量，在1r法論上並不具有

說服力，反而顯得語焉不詳。而這又在學術話語當中，消

解了那些芸芸歷史無名者對基督徒身份的認同研具有的實

際意養。在作者將民間基督教等同民間宗教的時候，那種

並非基於本體意義上的基督教本質、而僅僅基於吳飛所說

的「政治生活 J (表面上的身份區分)意義上的基督教與

基督徒宣稱， 21是否可以說就不是基督教的了，這個問

題，在作者特別通過前干禧年終未論而發展出來的「苦難

一救贖」之線索，而被簡單地忽略掉了。在作者這裹，對

兩者有連續性的斷言，通過苦難一教贖之主線，讓宗教軍車

片論的幽靈再現。在他的行文中間，民間基督教只是民間

宗教在針對苦難現實的功能替代，是宗教市場上的一個商

晶，而且是「珍貴的商晶」。且在作者看來，既然功能類

似，那麼為何偏偏選擇基督教這個問題，是相當容易解答

的.不只是民間基督教在蓬勃發展，而且連民間信仰也在

蓬勃發展。 23作者由此消解掉了那些歷史的無名者中每一

個具體的歸信選擇的複雜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共同

的特點，與其說是其救世的信仰，不如說是當時遍地充滿

絕望的人群。

依筆者之見， <:釋手火得救》最大的問題、但同時也最

有現實關懷的，正是這條化約的苦難救贖主線。這條主

線的終未論是前千禧年終未論。但事實上，作者在書中昕

四連喝1 ， (帶血得數) ，買扭曲， 31 • 47 • 48 • 51 • 52 • 60 ‘自﹒但由、 179' 199 

200 、 205-207 0 

21 且具飛， (麥芒上的聖盲) ，頁 362 • 
22 建曦， (浴血揖扭曲，頁 200.

23 間上，買 1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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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終未論似乎很難說都是嚴格意義上的前千禧年終未

論。顯然，前千禧年終未論確實認為在基督再來前夕，世

上將充滿邪惡與災難，但它更重要的乃是期待一個由基督

統活的、「在世上的」千年王國的到來。且如果說眾會處

的時代論、終未被提以及其富有組織性的純潔群體，是這

種終未論最主要的代表，那麼，筆者很難想象其他人同樣

對這樣一個千年王國有著強烈的期待。這個「千年主國」

顯然還不是「天國 J (如王明道強調的那樣) ，目前者對

現存社會秩序的邪惡化與魔鬼化要比後者強烈得多，而後

者因其「天國」的(或許有些模糊的)超世性，更強烈呼

籲的是個人的認罪與悔改，且很大程度上關注的是倫理與

教義(如王明遁的基要主義表現出的那樣) 。因此在終未

論這點上，作者文字之優美且帶者語焉不詳的特色，卻再

次表現出來。

作者對前千禧年終未論的強調，還直接跟他的瑰寶關

懷聯聽在一起。這一現實關懷便是在六0年代後發展起

來、在八0年代後跟他所強調的「官方教會」對立的「地

下教會」。作者在此書導言中就強調遍，在社會主義中國

跟三自教會對立中蓬勃發展的地下教會，堅持的是民間基

督教「反正統體制的偏好J ' 26而且作者在後文還強調，

「它基本上脫胎自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獨立教會組織J ' 27 

而「他們的教派背景，賦予他們從根本上反對現存政治及

社會秩序的末世論信仰J 0 28作者新舉的地下教會例子，

24 且Timo也lyP. WI巳'00. ."，四nill圓圓甜，血， .區 I阻 McFarla圈~ David Fergusson, K.ar田間，by
&Ja且 T祖祖聞(.曲.)， The Cambridge Dic帥'nary of chr曲曲n 扭曲I略'" (C咀加喝醉。

E晒Ibridge Univc盟'8ity Pre間， 2011)，押 406-4曲

封建曦. (潛先需數) .買到國

26 同上，頁XXVlli • 

27 同上，頁 179 0

28 同上，頁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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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囊括既有限所謂官方教會對立的地下教會，而是那

些往往被他筆下的官方教會、甚至我昕了解的基要派的家

庭教會研指斥的「異端J '是共產黨國家既定性的「邪

教J :靈靈教、呼喊派、東方閃電、三班僕人等等。這些

實際上跟作者既使用的前千禧年終末論的擔綱者(即小群

教會)有看分不闊的關係。我們大可以懷疑，作者或許是

出於其父親的小群教會背景， 29故對小群特別關注。作者

開篇所提到的杭州蕭山的眾會處針對政府的抗議活動，某

種程度上也能展現出作者的這個偏向。作者這麼傲，大概

就是為了證明地下教會所承襲的，是獨立教派那前千禧年

終未論的神學特點及其好鬥性。 3。但實際上，地下教會，

即我們一般新稱的家庭教會，其形式遠遠超出作者既提到

的這些類型。到這大概就是作者此書那頗為清晰的由前千

禧年終未論串聯起來的苦難救贖歷史，跟其書當中那些

模稜兩可、語焉不詳的集例表現之間的張力的一個最終反

映.現實中的許許多多跟官方教會對立的家庭教會，尤其

是在六0年代興起至今的家庭教會，或許並不具有作者既

提的地下教會的那種好鬥性，可是他們確實又具有作者朋

指出的民間基督教的諸多特點。因此，要證明這些家庭教

會跟一九四九年前的民間基督教的延續性，是否必須得借

助那種展現出強烈終未態度的前千禧年終未論?筆者認

為， <.浴火得救》的終未論敘事的真正問題在於，它並未

對這種信仰形式做更加組緻的區分:例如(暫且繼續使

29 且 Fn姐姐姐 J. W~曲" Review of Redeemed 旬I Fire: The 晶宮 of Popular Ch間'tiani砂 m

M飢iern Chi;間，凹的aR叫ewlntema曲.nal， 17 (2010)，開 144-146 • 
30 建曦， <串串血書曲草 ，買 179 0

31 對建曦將車庭教會的歷史連續性追棚里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獨立教躍的批判，見面，甚

醬， (建曦的「國間基督教」概虛與當代中國蟬村 I車庭教會」的壓直延續性問

題) ，頁 149-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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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終末論的實踐成分，即由語彙、符號以及行動新構成

的相對堅硬的宇宙論、歷史觀與符號意識形態，跟強烈的

終未論態度之間的區分。前者作為一種流動與傳播的語

詞、符號與實踐，完全可以將特定的終未論觀念傳遞下

來，構成信徒回常可茲使用的文化庫存資料，從而建立起

一種歷史延續性。 32而後者，則是在特定的危機狀態下，

才被激發起來的一種態度。今天，那些依然待在地下的家

庭教會(有別於作者所舉的個案) ，在國家對其管控處在

相對鬆動的情說下，他們的終未語言到底是針對怎樣的一

種苦難?到底他們會期待怎樣的一種未來?以及他們的抗

事難道真的就是某種前千禧年終未論的體現?這些問題需

要由深入的回野調查來解答。

當然，此書從苦難出發新建構出的這條線索，卻恰恰

回答了本文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評論家都沒有注意到

作者本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實並非民間基督教跟民間

宗教之間的那種連續性，而是民間基督教的「革命氣

質」。無論是眾會處的抗爭，還是作者認為的大眾基督教

的「反抗力量J '站都跟苦難 救贖的前千禧年終末論有

關。但是作者卻深刻地意幫聽到，這群民間的基督徒根本上

對政治不感興趣。 M如果說他們的終未態度及其連帶者的

(可能的)五旬節靈恩實戲是一種對未來的期盼，不如說

是一種在亢奮狀態之下的「當下的救贖j 。在極端危機狀

態之下，按照作者給出的模式，很有可能，這些大眾就會

基於善惡之別、因此也展現為特定的現世投射與帶有行動

且在撞車 z 章者對高晨揭提出的，種文章中拉車庭誼會的撞車質性同樣有保圓的軍且﹒矗

許區域晝具在這矗扭潰了很重要的角色﹒至少在溫州，幅圖書是車庭教會還是研調半三

自教會，整體上都展現出一九四九年前的曹興怖誼會的，巨響。

封建曦， (唔此揖拉) ，頁 214-215 0 

34 同上，頁 xxx'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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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的道德二元論，而藉助革命，表達出他們的終未態

度。因此，民間基督教在政治芳面的張力，無疑便來自其

「被動的」苦難激發機制。這已經決定了這個群體並沒有

前後一貫的針對世俗世界的安排策略或者公共性，相反，

他們是要離開這個苦難與惡的世界，進入基督的愛的統

治。也是在這裹，我們可以說，民間基督教的草根大眾的

終未論，可以發展出一套跟世俗政消秩序相敵對的話語及

其實踐，但同時，他們對現代國家政消本身卻缺乏一條建

設性的思路。封建是作者在本書當中給我們展現的民間基

督教的存在經驗。在這里，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沉默的受難

者，反而是不再沉默的反抗者，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穌與那

些面對苦難的寂靜者，反而是他博派 (Taborites) 與閔采

爾派 {Müns個it目)式的革命者。這樣的革命者形象所展

現出的政治影響，到底會否如特洛爾奇 (Emst Troeltsch) 

所育，像西方歷史上的千禧年小派那樣，最終將基督教的

觀念通過其世俗的形式引向昕謂的現代世界， 36至少在作

者筆下是未曾被考慮的話題。相反，作者基於民間基督教

是民間宗教的翻版之看法，以及基於民間基督教的革命的

政治生活，似乎更加自然地引出了作者在本書結尾處的那

個「希望 J r我們只希望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將疏導

民間基督教的能量及其焦慮和不滿，引入世俗的政治和民

35 有λ會實聽說，太平天國在廚佔領地區，難道不正在臨行一種敢抬貴韓蠅，太平天國

的革命壘通過道梧三元論申的那聶一貴的現世客體化去禮行，其針對的情惜壘某些圖

章告中國的東西，它的敬請貴揖木僅是通過車組自苦奮，也壘姐姐車姐圖血來達成的。這

種敢治安啡，跟共產囂的革命邏輯中的敵費矛盾和民右攝大ft.昕表現出的 I世悟形

式J 的前干槽年終未諭並盟有甚盧本質區別﹒遣樣的政精貴畔，從作者在文未對企共

性的強調來看，頓然並不是→團「好的故措J ﹒

36 有關特樁蘭奇對千禧年振興暴力革命的關揮以及更廣逅的，]'、極敬請輒宜之討論，且

Emst 扭扭岫曲• The S，目iaJ Tel叫ing ofthe 叫咱的m ChU1畸側. Vol. 2 (1個ns. Olive Wyon; 
NewY，αrk: Harper &Row P曲h曲....19601 押。 712-7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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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業。 J 37這個說法，在特別清晰的苦難一救贖的終未

論這條線蒙之下，跟他全書中那些語焉不詳的用詞與論述

形成了顯明的對比，而變得相當明確。依照此思路，作者

對如下看法應該是頗能接受的:這樣的民間基督教對中國

的現代化並無作用，反而其革命的態度，卻會給這個國家

及其文化帶來危害。 38然而，筆者在受益於作者的這番洞

見之外，同樣有新保留。今天影響者家庭教會乃至更廣泛

的鄉村教會信徒的那種跟終未論緊密相連的宗教話語(特

別是道德二元論) ，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會表現出某種革命

氣質，事實上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例如共產黨國家針

對經濟、宗教與文化的治理化(雖然隱伏著革命意識形

態)對信徒的影響，教會的宗教生活與信徒通過禱告與神

義論的宗教技術對苦難的消化與對憤怒的引導，他們的宗

教生活與日常生活的緊密扣遠等等，都會深刻影響著民間

基督徒的政、治生活。這些更加複雜的因素以及作用，需要

通過更多更深入的實證研究來揭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

也可以說，作者對民間基督教的分析，反而為我們思考在

中國現代化語境下的政治態度提供了一個值得留意的論

述，也為我們思考中國基督教的政精神學之可能性提供了

一個出發點。

關鍵詢:苦難一救贖前千禧年終未論政治氣質

作者電郵地址: hmugu2005@gmai1.com 

封建曦， ('唔此揖拉> '頁 215 0

38 壘飛有闖天主事先桂的顯似說諧，且《麥芒上的聖育> '頁 370 ，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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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he Lord Will Return Soon, and the Pains 

Will Be Over": 

A Review of Redeemed by 丹借用'e Ríse of 

Popular Chrístían.秒 ín Modem Chína 

JackZHANG 

M.Div. Sludenl 

Divinil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間ily of Hong Kong 

Abstract 

LIAN Xi's Redeemed 妙 Fire: The Rise 01 Po，戶tlar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makes an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of different c晶es of “Popul缸 Christi祖i句"也at

emerged in 也e history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from 也e

middle period of the nineteenth 自旭.tury to the past few 

decades.τbisæ討ew shows 也at four elemen徊， gr.屆sroo區，

nationalis血， Charismatic e間組副剖， and messianic salvation, by 

no means aæ shaæd by all c聞自 in the book. And 缸nong all 

features, pæmillennialism is the most common one of the so

called pop叫arC趾is姐姐ity. Pæmil1白血ialis血， toge也叮 with

various experiences of suffering occurred in history, have been 

也e key 也read of 也e story told 扭曲is book, that is，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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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ine of “suffering-redemption". ßased on 也函， the author 

develops four crucial ideas: (1) The Chinese pop叫E

C趾isti阻ity is a replica of 也e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s; (2) 

Premillenuialism is 也e eschatology of也epop叫缸 Christianity;

(3) The underground church in the commuuist era are 

∞，nnec但d 扭曲e theologically escha岫logic叫 p自叫iarity 阻d

也e militancy of 也間e earlier indep阻dent se恤，血d (4) 由is

militancy，聞 a 區ndof “ 'revolutionary e也08"， is paradoxically 

not 血扭扭sted in politics but in 扭扭nSl0n w1也 the 間al politics. 

四is review mak自由.e following critics 自spectively: (1) 西e

“自plica" 也eory is lack of a persu品ive methodology; (2) 

Premillenuialism is not con閩中tually unambiguous in every 

case; (3) pay close atten世on to these prac且.cal el間1ents of 

eschatology to j四世ty the cl剖血 of “bistorica1 continuity"; 祖d

(4) besides appreciating to 也e author's insight of politi阻l

ethos and seeing it as a s個rting point to think about the 

possible poli世cal Sino-Christian theology, we should conduct 

more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practical eschatology and its 

e血os

Keywords: Sufferings-Redemption; Prem刮目nialism;

Political Et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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