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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基督教實證研究的三個形象

如何理解中國社會中的基督教?暫且不論由唐代即已

嘗試入華的景教，這個問題似乎從明末天主教傳教士正式

進入中國便已然存在。這個問題的提出背景，既可以看做

兩種文化模式之間的碰撞，在蒙元帝國之後歐洲世界與古

老的東方帝國再次接觸;也可以看傲地方性的，思想體系與

全球性的宗教發生關聯的過程。在這其中，除了唯一的超

越性的神板，對於漢語的創新應用與再發明，新的社會組

織形態的引入以及倫理觀念的重新塑造都是理解並回應這

個問題所必要涉及的維度。也正是基於這一點，實證性

(阻lpiricall 的基督教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回顧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基督教的實證研究，可以清

晰地看到基督教這一研究對象研隱含的不同預設。其一是

將基督教作為一種「問題J '而實證研究是為了調查情況

1 本研究轉到華東師範大學 2017 年度λ主社會科學海外曹文眉目實助{批准揖

201祖凹U-HWFW041) ;以且是團軍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基督教中國化背暈下的農村

基督盤問題研究J (17血且31)的閑置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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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最終解決這一問題。而這個「問題」或者「隱憂J ' 
又包含著兩個芳面的意養:既可能是抽象的意識形態上的

問題， RP宗教本身是一種謬誤;也可能是一種具體的操作

性的問題，即基督宗教由於其近代歷史包袱而被帶入的政

治忠誠疑慮，以及進深一步對於國家文化安全的威脅的顧

慮。在這兩種問題上，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見更替的趨向，

即後者逐漸取代前者成為這類實證研究首要的研究前設。

其三是將基督教作為一種研究領域。在三000年之

後，社會科學的宗教研究得到顯著的發展，規範不斷成熟，

這樣一種倡導價值中立的、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對象化處

理方式，成為大部分社會科學基督教研究的基礎。事實上，

宜到今天，這依然是宗教社會科學界的基本共識。這樣一

種規範化的處理方式無疑極大地拓寬了理解當下中國社會

中的基督教的可能路徑，也使得國外宗教社會科學理論與

中國的經驗材料化學反應出了極其豐富的研究成果。而中

國社會中的基督教的複雜性、豐富性以及涉及的諸多維度

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當然這樣一種遵循社會科學既有規

範的處理方式，也繼承了所有社會科學面臨的批判:它提

供的是中國社會中的基督教的輪廓，或者說形貌，而不是

對其本身的理解。

似乎從社會科學從哲學之中掙脫出來開始，對於實體

(en:世ty) 的討論便逐漸消失在了社會科學研究的語境之

中。價值中立的原則也似乎暗示著關於真實 (the 甜甜的

討論必然走向某種判斷，也將最終動搖整個研究的可信程

度。在宗教研究之中更是如此。雖然不信的傳統 (unbelief

tradition) 一直以來都存在，但是就研究而言，基督教，乃

至宗教本身，都是一個不恰當的 (illegi世抽出)研究對象。

因此，社會科學的宗教研究致力描述宗教的組織形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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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員的年齡、階層、性別和族群。宗教所處的政治、經

濟、文化、族群身份等等語境成為合理的研究對象，而非

宗教本身。甚至，這樣的研究容易落入一個更深的陷阱，

即以一種隱蔽的還原論方式將宗教議題轉化為政輸、經

濟、文化甚或個體心理的問題。

而這種長久以來的傳統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把

宗教當做宗教J (take religion as religion) ，而不是簡單地

把宗教進行還原，便是這種新嘗試。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

如何勾勒出人與超越性的互動，或者宗教之中的人如何行

動、認知以及理解?這或許會帶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領域

的一次更新和突破。

在此前的討論當中，筆者提到過基督教研究的三個指

向，即被宣講的 (preached) 基督教、被理解的 (perceived)

基督教以及被實踐的 (pr部世ced) 基督教。 2被實踐的基督

教似乎是社會科學的出發點，也是既能夠到達的終點。然

而，當越來越多的研究逐漸將被理解的基督教納入討諭之

後，這三個維皮之間似乎也少了很多割裂感。宗教中的人

作為主體，使得被理解的基督教和被實踐的基督教成為彼

此關聯的整體，同時也成為被宣講的基督教的一種反射與

回應。當下漢語神學的討論正是屬於這一被宣講的基督教

的維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關注於被理解和被實攪維

度的基督教實證研究與漢語神學的討論，可以形成互動與

彼此回應。而梳理中國處境之下的基督教實證研究，則可

以為這些互動與討論提供更加具體的出發點。

二、基督教作為問題:調查與對策

從二十世紀五0年代開始宜至九0年代，中國的實證

1 首創被， (地古怪﹒歷史場暈典信仰車撞) (北車中國戲劇出版社， 2008) ，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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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宗教研究並沒有出現很明確的「政策研究」與「學術研

究」的分腎。從事宗教研究的學者，很多本身也是國家宗

教相關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實證J 這一前置性的定語

在當時也包含著更加豐富的內容。就基督教研究而言，二

十世紀五0年代的實證的基督教研究，木僅意昧著走訪具

體的教堂或者信教群眾，甚至更多時候意昧著接觸和了解

基督教本身。這在當時意昧著拋開「帝國主義」一詞的諸

多禁鋼，也意昧著對於「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以及列寧關

於宗教的相關論述的一次突破。此時的「實證J '既是指

了解基督教究竟是甚麼(說了甚麼) ，也指了解信基督教

的中國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群人以及他們做了甚麼或在做

甚磨。如呆說前者是某種學術意義上的求其去偽，至少是

類似的嘗試，那麼後者便是貫穿整個中國大陸關於基督教

的實證研究的一條重要線索。

羅竹風作為中國最早一批討論國內基督教的學者之

一，便是這樣一種「實證」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作為一名

漢語言文字的學者，五0年代起進入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工

作。他的實證研究一方面表現為通讀聖經以及積極接觸宗

教界人士，另一方面也表現於他在一九七九年之後不斷強

調離開教條主義的「宗教是人民的濁片」的批判式研究，

以及不應該將研究局限於神學、哲學的思辨性討論，而是

應該將其與整個社會生活聯繫起來考察。 3而這種關注「實

際狀況」而非「意識形態紛爭」的直接指向，便是消解五

0年代至文章結束造成的分裂局面，將信仰區別與階級對

立區別開來，重新將宗教信仰者劃歸到「群眾」的範圍之

中。二十世紀七0年代末人0年代初由上海社科院主持進

3. 輛車悟， (理論與實酷結脅之樹曹骨一一學曹羅竹團准宗教研究1;面的治學精神) ，載

〈當代宗曲研究> ，.血年車 1 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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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對於宗教信徒的五百多個例研究， 4正是這樣一種在理

論體明5之外的另一條實證證明路徑。

蕭志恬無疑是將羅竹風的實證結論往前推進了一步。

對於蕭志恬而言，對於宗教信徒的調查，除了得出「在社

會主義階段的中國，宗教確實存在並且將長期存在」這一

結論以外，這種實禮的路徑也為宗教的去政治化提供了可

能。這些實地的調查與訪談，支持了「信仰宗教對參與經

濟生產沒有消極影響」這一觀點， 6這就使得信仰宗教不再

意昧著某種政治風險。如果說羅竹風的實證研究還在致力

論證宗教並非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或者錯誤，那麼蕭志恬的

研究則進一步將宗教與政治分開。宗教不再是一個政治問

題，事實上，它甚至不是政治的一部分，而是私人生活的

一部分。 7

可以看到，無論是羅竹風還是蕭志恬，都是在「基督

教是一個問題」的基礎之上開展自己的研究和討論。雖然

兩者其實都得出了否定的答案，但是可以看到這種否認本

身恰好說明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的存在。實證研究為兩

人得出的結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甚至可以說，正是實證

研究為挑戰原先的觀點創造了可能。羅竹風得出了在社會

主義階段的中國，群眾信仰宗教，特別是基督教，並不意

昧著意識形態上的街突或者與不信教群眾之間的敵我矛

盾。而蕭志恬進一步將宗教與政治撇清關係，從而試圖為

「信仰宗教，特別是西方帶來的基督教是否一個問題」的

爭論畫上一個句號。然而隨著意識形態本身在社會生活中

4 同上，頁 7'

5 即將馬克且斟且列寧對直是宗教的論述重斬盧境ft ﹒

6 蕭車悟， (改革、開盟與宗教問題 溫州且間的且考) ，輯〈社會科學雜諒) 1988 

年第4期，頁 38 • 
7. 爾直悟， (闖世社會主著祖級階置宗書畫典故治關蟬的錢個問題) ，戰〈上海社會科學院

學前季刊) 1989 蜻 2 期，買 132.

135 



黃劍波胡夢菌

的逐漸淡出， I問題」的含義本身也發生了變化。涉及宗

教，特別是基督教本質的「真理或謬誤」意羲上的政治紛

爭已經結束，然而基督教在中國社會中的發展卻成了另一

個重大的「問題J '而其自身也再一次被政消化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改革開放帶來的高速經濟發展已經

持續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中國大陸的社會形態也發生了

巨大的變化。經濟社會的轉型，進一步演化為文化的轉型。

此時，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在一九八三年十九號文件的基礎

上也經歷了相當規模的復興。其中基督新教的發展格外引

人注目。從文革剛剛結束時的三百多萬， 8到二00三年的

一千五百多萬， .只用了二十多年。而學界相應的討論也從

「基督教是否一個問題」轉向了「基督教信徒人數的快速

增長是否一個問題」。體量不斷擴張的組織性的基督教群

體重新有了政治性的含義，十九號文件確立的保障個體信

仰自由與管理不斷擴大的基督教群體被細化開來。可以

說，此時被視為「問題」的基督教是一種治理的問題，基

督教的政治性是其作為一種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或者事件

發生關聯的可能性。因此，此時的實證研究也轉向了探討

基督教信徒在中國快速增長的原因，以及梳理宗教，特別

是基督教可能勾遠的其他社會生活的方面。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基督教實證研究，對於基督徒群體

投入了相當大程度的關注。這種關注致力尋找他們選擇歸

信基督教的動因，而不僅僅是對他們進行靜態的描述。在

此前開於三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基督教經驗性研究的評

8. 此數雄主要植摸一九J 、三年中共中央頒佈題晶《闢時貧困吐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

觀點和基本虛驚〉的十九號文件，稱當時有大齣三百萬基督徒和三百萬五主教聾，同時

爾吉恬在調查齣輛車示，溫州的有三十萬基督徒，佔全國的十至于之一，見蘭車悟， <改

革、開敢與韋拉問題) ，耳 3' • 
9 置琦， <當代中國基督教祖祖且即面臨的問題) ，戰〈世界宗故研究}>曲3年串 3 期，

買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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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章中，筆者討論了對於中國社會中的基督教的幾個基

本類型的分類:農村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少數民族基督

教以及學生(校園)教會。 1。從這四種類型之中，我們也可

以看出在「問題」的預設之下，基督教與其他社會生活方

面的問題相關聯的解釋路徑。農村基督教的討論基本被放

置在了一種貧窮 富有的對立關保之下。因窮歸信、因病

歸信是此類研究中常見的解釋邏輯。同時在這種三元框架

之下還引入了不同宗教之間的對比，即有類似「富有地區

信佛教，貧窮地區信基督教」的歸納。然而當這一描述框

架受到現實情況的挑戰之時，比如溫州在改革開放的三十

年間經濟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先因窮病歸信的溫州

基督徒，又被賦予了「老闖基督徒」這類新的身份標簽。

如何解釋富有之後基督教的規模更加擴大而非縮小，又成

了基於這種經濟解釋框架下的新研究指向。可以看到，這

類的研究試圖將基督教的擴張問題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問

題，這就創造了一種極不穩定的因果解釋框架，將宗教歸

信作為經濟發展/經濟停滯的後果，或者相反。

而城市基督教則與三十年來另一個經濟生活領域的重

要話題一一城市化聯緊起來。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伴隨發

生，對於三十年閩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區域經濟發展以

及社會關僚的變化有看根本性的影響。可以說城市化的進

程就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同養詞。在這一過程中，城市教會

的大量興起被認為是社會轉型的連帶結果，"無論是民工潮

這種世界最大規模的國內人口定期流動帶來的城市中的民

工教會，且還是由於一線大城市的形成出現的城市新移民群

10 貴劍坡、胡夢菌， (三十年來申國基督教經驗研究述評) ，載高師寧繭， (田里哥萬車一一

當代中國基督教曹躍報告> (香港基督數中國宗教研究社， 2018) ，頁 7'8 押o.

11 商師寧， (城市化典中圖基督矗) ，曹《宗教學研究) 2011 年揮 2 期，頁 118-120 • 
12 黃創撞車，(都市辜的蟬村教會一一中國城布化與民主基督教> (香港道圖書社，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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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組成的白領教會等等，都是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各種「問題」

的連鎖反應。這類基督教會的增長問題與更深遠的城市發展

與治理問題緊密相闕，因而也成為最難進行消理的類型。

少數民族基督教則進入與漢人社會完全不一樣的語境

當中。民族地區的自治政策使得少數民族基督教的宗教性

被轉化成了文化性或族群/民族性。對於傑傑、景顧這樣

主體都歸信基督教的民族，基督教會的發展只是被限定在

某一民族內部。宗教問題只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J!，時涉及

的也主要是民族邊界的問題。 13教會擴張帶來的最可能的結

果，就是引起與其他非基督教民族之間的街突。而民族內

部的基督教也已經倫理化， '4通常被視為鄉約民俗的一種表

述而受到地方政府的認可及支持。換育之，少數民族基督

教被轉化為了民族政策的問題，因而同一個更加整體的基

督教的議題割裂開來。民族邊界和地理位置成為了這類教

會的邊界，只有當越界的情況之下， I基督教」才成為需

要處理和解決的問題。

校園(學生)教會是一類彼特殊的劃分類型。但是卻

也是「問題ftJ 最嚴重的一種類型。從討論中國知被分子

的信教傾向， 15到討論大學生歸信心理機制， 16迅速增長的

高校學生基督徒群體是基督教增長的種種情況之中最令人

擔心的一種。基督信仰是對於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馬克思主

著信仰以及中國文化傳統的危機或潛在威脅，這也成為二

十世紀八0年代以後出現的為數不多的涉及意識形態領域

13 商直英， (宗教揖岡輿區壩、民草鞋幫同一一封輸血世紀藏鼻走庫西部過能基督教的聲

盟與認同變遷) ，單〈中甫國旗大學學報(人士社會科學版) )2010 年第 2 期，頁 30-34 0

14. 任新民， (試論基督教在怒江地區保傑jj['社會變遷中的薑告胡飽) ，曹t思想戰揖) 1999 

年第 5期，買 86-91 0 

15 季平嘩， (當代中國個議卦于認同基督教心曲筒析) ，載《金陵神學諒) 1994 年第 2

期，耳甜甜。

16 在厲、何撞， (大學生信載的原因、串暫且對單) ，曹《且想教育研究〉民間年第 1

期 z 買自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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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的「問題J '因而也是最政治化的一類研究和討論。

除了將基督教與社會生活其他方面的問題進行關聯，

基督教的快速擴張也被放置於與其他宗教進行對比的解釋

框架之下。宗教生態論便是這樣一種試圖通過生態學理論

理解某一社會之中的木同宗教發展的相互影響的思路。換

句話說，宗教生態論的研究試圖在宗教界內部尋找基督教

快速擴展的原因。同生態系統一樣，宗教生態論模型的基

點在於「生態平衡J '而模型研提供的也是對於宗教生態

「失衡」的動因分析以及可能的解決對策。因而，基督教

「一家獨大」式的快速增長在這個模型之中被等同「生態

失衡J '因而抑制基督教的發展是幫助恢復「生態平衡」

的必要措施。 17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理論模型的出發點，依然

是把基督教的增長視為政府治理下的一種問題，並且放任

不管將帶來不欲的後果。

這樣一種問題指向，雖然是進入三十一世紀以來實證

研究發展的起始推力，但是同樣它也將基督教與中國社會

當下的語境緊密聯緊起來，打開了基督教研究的諸多面

向。因而，當這樣一種實證研究的努力與中國社會科學學

科的快速發展並軌之後，基督教實證研究的數量出現了井

噴式的發展。而這種發展最終也帶來了研究預設的轉變，

「基督教」不再被視為是一種隱含著政治意味的問題，而

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領域。

三、基督教作為研究領域和思想資源:社會科學的規範與

研究關懷

二00四年，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主要平台設立的宗教

17. Ilt琦. (宗草生艦長衛與中國基督教的聲厲) .鞍馬由成霸. (當代中國民挨宗教研究〉

第四暈(甘肅甘肅民接出版社 .2凹.) .頁 137-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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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年會與暑期培訓班開班，每年一次延續至今，這

也是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大陸宗教社會學及相關學科快

速發展的一個標誌和縮影。同時，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宗教研究研牽頭進行的一系列宗教調查以及相關學術刊物

的編集也使得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等分支學科迅速待

以確立和逐步規範。其外，一些科研中心及研究協會或專

門委員會的成立也反映了這一變化，並進一步推動了相開

發展。例如，李向平先後在上海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設立

「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J ;芳文、虛雲峰在北京大學設立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 J ;二0一四年中國人類學民

族學研究會成立「宗教人類學專業委員會J ;三0一七年

中國社會學會成立「宗教社會學專業委員會J ;二0一八

年中國宗教學會成立「宗教人類學專業委員會」等。

總體來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對於中國社會中的基

督教的實證研究基本被納入進宗教社會學和宗教人類學的

學科範睛之下，同時更多的西方社會學理論被引入進學

科。此時，基督教實證研究逐漸不再使用「問題」作為自

身的預設，而致力通過與理論對話來理解中國社會中的基

督教。從高師寧關於北京的基督教會的調查開始， 18對於基

督教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調查以及社會學描述成為眾多實

證研究的起點。同時中國的宗教社會學家們也開始借由更

加西方式的理論視角審視中國社會本身。

在本世紀初城市化進程是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特徵之

一，而宗教社會學的相關討論也不出意外地將城鄉三元結

構以及當下的轉變作為關注的焦點。高師寧對北京基督教

會的調查也指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城市邊界向鄉村的

18. 肯師.' (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興基督桂一一眾歡社會學個案研究) (香港道風害社，

2曲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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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擴張，但是並沒有完成這些新的「城市地區」的結構

轉化，反而形成了大量的城鄉結合郁。而原先的村民也在

適應城市居民的身份，以及人際關係隨之而來的變化。在

這樣一種情況下，城市基督教的快速發展與鄉村地區基督

教的萎縮是同時相應發生的過程。同時作為一種組織的基

督教會，也為其中的人提供了社會支持。 19這個視角也意昧

著基督教會這樣一種社會組織成為討論的對象，並且從這

一點出發對其的狀態、結構、組成成分、社會功能等等方

面進行實證性的研究。

社會組織這一研究預設使得基督教的研究碳入國家一

組織個人(公民)的社會學研究框架之中，宗教的方面

被進一步淡化，而作為組織的社會功能、運行機制等方面

傳到進一步強化。在李向平、 20李峰21等對於基督教會的組

織、制度以及功能的研究當中，教會首先是一個社會關係

的協調樞紐。基督教會首先構建起了現實的人際關係網

絡，同時也強化成員對於宗教組織以及彼此之間的認同。

而這樣的認同最終又會影響到其中基督徒的行動邏輯，從

而整合與調遍實際的社會關條。與其他昕有的中間社會團

體一樣，基督教會也是國家與市場之外的公共領域中的社

會團體。換句話說，相比於之前所認為的信仰的私人性和

個體性，作為社會組織的基督教會其實具有的更多是公共

性與社會性，且這也使得社會科學對於基督教的實證研究有

了更加合理與可信的基礎。

順著這一說角，作為社會組織的基督教與宏觀的國家

19 商師寧， (城市化過程與中國基督教) ，買 120-121 0 

20 季崗平， (信仰、革命與權力較序> (上搏上禪λ民出版社， 2006) 

21 李峰，(蟬村基督教的組織特徵及其社會結構性位曉> (上轉復且大學出版社， 2曲5) • 
22 拿自平， (當代中國基督載的堂動模式一一旁載的社會性與企共性視角) ，韓《上海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8 年車 5 期，頁 1個-1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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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微觀的成員之間的關傑也就值得更進一步的討論。場

鳳尚在斯塔克 (Ro也eyS回k) 的宗教市場理論之上對於中

國的宗教現狀提出的三色市場理論，就試圖梳理三者之間

的關係。斯塔克的研究本意在於將非物質性的信仰與物質

性的經濟物晶放置在同一套交換邏輯之下去理解宗教在社

會中的出現、發展乃至衰弱的規律。同時宗教本身被視作

供給方，且而普通信徒則被視為需求方。在這個市場之中，

不變的是對宗教產品的需求，然而供給方和宗教產晶的類

別卻會發生變化。楊鳳崗對於斯塔克理論的批評在於，且這

樣一套基於自由市場模型的宗教市場理論，對於其中「非

自由」的部分過於忽視。這既沒有意識到宗教，特別是基

督宗教在一定的時期對其成員具有相當強大的約束力，而

另一方面斯塔克也沒有討論宗教市場之外的強力控制因

素。在島鳳崗的三色市場理論便是針對後者(即國家這種強

力因素) ，討論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市場。在楊鳳崗的理論

之中，我們已經很難看出需求一供給的交換邏輯，而更多

的是一種宗教組織對於國家政府管控的反應方式，而這三

種類型的「宗教市場」又為宗教信徒奧宗教組織發生互動

的方式奠定了不同的基調。總體來說，楊鳳崗的討論依然

以宗教組織作為最基本的落腳點。而對於信徒與宗教之間

互動，則隨著一系列宗教人類學研究的深入逐漸清晰起來。

宗教人類學的討論並沒有專注將基督教視為社會組

織，相反，它們更注重基督教研附著的文化意義。因此，

人類學的基督教研究便又回到了關於文化及其相關的地方

社會的研究路徑之中。吳飛對於華北鄉村天主教的研究試

國理解，從a村的天主教群體中生產出新的倫理和現代性

23 斯塔克的卦析基本集中在基督教世昇，因而造個供借貴壘一個個實體的教會也驢車言而

輸了-

24 揖風崗， (中國宗教的三色布揖) ，曹〈中國λ巨大學學報)2師年第 6期，買 41-47 Q 

142 



從實證研究看漢語神學的未來

的努力為何失敗。 2'吳飛比較的藍本是韋伯 (Max Weber)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目 Kapitalismus)之中探討的基督新教對於日

常倫理生活帶來的改變。吳飛也試圖通過重新在段莊探討

這一問題，來回應「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技術」在

吳飛的研究中是一個被反復提及的詞，也是他選擇去剖析

段莊的教友與天主教會之間的關係的進路，也是他去理解

段莊的天主教的存在的進路。對吳飛來說，天主教是浮於

殷莊的日常生活之上的，它並沒有真正觸及數莊教友的倫

理生活，也使得這群人並沒有成為現代化的促進或是阻礙

力量。吳飛在處理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問題時，實際上隱

含著的焦慮恰恰是關於中國文化本身的。中國傳統的文

化，傳統的鄉村社會，恰恰可能如同投莊的天主教一樣，

缺乏轉變倫理生活的技術，也使得現代化本身變得困難重

重。天主教成為吳飛凝視和梳理中國一個端口，也因此吳

飛一宜在與段莊的非教友的對比之下，描述和試圖理解段

莊的天主教友。從這個意義上說，吳飛認為天主教會與中

國傳統的鄉村是可以放在某種意義上進行對比的。而在其

反觀中國文化的肌理的時候，天主教以及韋伯筆下的基督

教代表著另一種文化，也代表著理解和反思現代性的窗口。

如果說吳飛尋找到的華北農村的天主教會不足以成為

討論基督教與現代性的典型案例的話，曹南來對於溫州基

督教的研究則點明了這一主題。站離開了中國內陸鄉村社會

的背景，在沿岸經濟貿易發達的溫州，曹南來找到了與韋

伯筆下相似的社會梧境。城市商業精英擔任了宗教復興中

的領導角色，這使得基督教與資本主義、物質現代性等等

2' 且飛.(麥芒上的聖宮一一一咽蟬村天主教群體的信仰和生活> (香搭避風，社，訕。1).

26 曹南來. (建盟中國的耶路撒冷一一基督誼與城市現代性變遷)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 2013) Q 該書英文版曹表請二。一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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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話題在中國社會這一大的語境之下結合起來了。曹南

來對老間基督徒群體的描繪，展現了一群實接身份政治的

不同於以往的基督徒形象，特別對於英語學術世界了解中

國當代基督教的發展意義重大。曹南來對於他們的理解

中，最突出的便在於這群老闖基督徒如何將現代性追求、

物質經濟以及對神學和教會事務的熱衷在自身之上實現統

一。道德語語被大量地運用在建構自身身份之上，並且不

同於老一輩基督徒的實踐模式，這群老闖基督徒試圖在物

質性的經濟實踐奧宗教實踐之間找到共同的行為邏輯。也

正是因為這樣的嘗試，溫州的政教關係呈現出與傳統的中

國基督教的討論非常不一樣的形態。

可以看到，無論是吳飛還是曹南來的討論之中，基督

教都萎縮成一種與現代性相闋的符號，它意昧著某種針對

於現代性的嘗試，而其結果的成敗正是研究的關注點。似

乎人類學的基督教研究所致力揭示的，便是基督徒群體建

構自身身份，以及通過重塑道德話語或者倫理生活來達到

某種現代性的。那麼，基督教人類學，或者更廣意義上的

人類學實證研究，昕能夠討論的是否僅限於此?如果基督

教不僅僅是一類社會組織，也不僅僅是一個文化體系，或

者是一種現代性的隱喻，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還能提供哪

些進路和理解，人類學研究強調的「理解當地人的理解」

在基督教的研究便是理解基督徒群體理解的基督教。大量

的研究討論基督徒群體的身份建構問題以及相關的實踐，

然而卻較少討論在此身份之下的信仰實踐。筆者在對於西

北吳莊的研究之中，就試圖展現吳莊基督徒們的 H常生活

與信仰實錢，展現他們眼中的實踐。 27如今回看，這只是一

27. 黃劍跤， (蟬村社區的信仰﹒敢抬與生梧蠱莊基督教的λ類學研究) (香當中文大

學宗誼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12) .其胡稿置博士論文最割完成Iít.二00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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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粗淺的嘗試。事實上，當下社會科學對於基督教，乃至

宗教的研究所遵循的實證主羲 (posi世咽。路徑本身，就使

得這樣一種嘗試難以實現。這也意味者，新的突破性研究

不僅僅帶來的是積累相關學科經驗的新研究個案，更是再

吹轉變研究的預設。基督教不僅僅是研究領域或者語境，

而應該被當作宗教本身進行討論。

三、基督教作為基督教

「把基督教作為基督教J '這並不意昧著返回到宗教

言說的內部而背離了實證研究的初衷。這種預設的轉變，

恰恰是因為在社會科學學科在觀察、描述以及分析中國社

會中的基督教的時候，偏向了一種選原論的深淵。實證主

義本身所秉持的「實在」與「確定」新遭遇到的危機，正

是在這種選原論之下被掩蓋了。這種選原論的傾向某種程

度上來源於社會科學進行宗教研究時的「不信的傳統」

是一種規避宗教研涉及的含混不清、難以解釋的部分的策

略。然而，當這種規避變成了理研當然的操作規則時，規

避掉的部分便被人為她從宗教之中剔除了，將宗教錯誤地

片面理解為與其相關的外在因素的吹生現象。扭因而，一種

非還原論的假設，應當考慮到宗教的內在動力源，也就是

斯塔克在其理論當中作為「常數」宗教需求。同時，在基

督教實證研究中，把基督教當做基督教也意昧著對於宗教

經驗的強調。中國社會中基督教的復興進程中，經濟、社

會結構、宗教政策等等構成了復興發生的語境，而並非根

本的推動力。 29基督徒的宗教情緒、感受、認知、想象以及

實踐等等組成的宗教經驗構成了復興的內在動力源。在這

28 揖穗害，賣劍說. (幢佇何面，何叫幢行 F一-1區有λ類學研究個讀) .載陳建國主輛，

〈宗教λ類學(單七輯) > (北京社會科學主胎出版社. 2017) .頁 13'

29 同上，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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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視角之下，我們可以藉以研究的並非事實 (fi目t) ，而是

經驗 (experience) 。從這個意羲上來說，基督教的實證研

究，其實應該表述為基督教的經驗研究 (stndy of Christi祖

experienc目) 0 30 

修行人類學的研究轉向正是在這樣一種以經驗為核心

的研究預設之下展闊的一系列對於宗教的內在理解的討

論。「修行」並不單純地意昧著實蹟 (practice) 被放置在

研究的核心地位，而是描述了一種目的與芳法相互連接的

情貌。超越性的目的與特定的記述/方法是界定修行的充

要條件。這無疑是從社會科學出發對於宗教的超越性內核

的一次嘗試。同樣，身體和感受的關注也試圖不再將宗教

行為簡單地等同行為的目的與意義。人類學討論人如何習

得文化，如何認知所處環境，以及如何通過經驗重新建構

社會事實。那麼宗教研究，也應當將這些問題作為理論的

最終指向。順著這一研究路徑，筆者對於基督徒的祈禱典

主體性的建構進行了初步的討論， 31試圖梳理在祈禱這一修

行實踐之中，基督徒的主體性如何被持續塑造，而將「過

去之我」與「未來之我」分離則是這種主體塑造的關鍵。

「自我」的概念被不斷地剝離解析，這並不單純是基督徒

對於教義性教導的簡單復述，而是一個認知與重新建構彼

此交車在並且持續發生的過程。基督徒並木對當下的自我給

出肯定的描述，相反，他們給出的是這中認知與重新建構

並行的過程的指向，即「人的形成J (b自om且g of a person) 。

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反思基督教實證研究的種

30 斯坦福大學λ類學聶直冒壘 (T阻ya Lur恤血且)廚推動的一聶列研究嘗試非常值橋開

誼，試圖探討心靈(血nd) 與軍矗 (spirit) 的互動聞暉固

31 貴劍浪、胡書菌， (析構與基督聾的主體單成一一臥三瞳構調轟例的嘗試住探討) ，載

陳遣回主緝， <宗教λ類學(第七輯) >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 ，頁

332-343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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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預設，我們依然會發現，即使使用「經驗研究」代替「實

證研究J '我們依然無法掩飾面對「存在J (也，e eX1臨nce)

時的退卻。「我們可以知道甚麼」的認識論問題即使被轉

化成了「我們可以體驗甚麼 J '也依然是迴避了「存在是

甚麼」的討論。捏造類形而上的哲學問題雖然只應該是社會

科學的根基而非表現，但是，它們依然很大程度上決定了

我們會間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本身也決定了我們的觀察與

理解。中國基督教實證研究所經歷的三種研究預設，各自

產生出了對於中國社會中的基督教的不同理解，也各自衍

生出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在這個意羲上，我們有理由期

待社會科學的哲學根基所可能發生的範式更送將帶來新理

論的產生以及對於基督教的新理解。

四、結論與討論

一直以來，中國社會的基督教是漢語神學的立足點，

漢語言吾境與基督教神學共同構成了漢語神學的主要內容。

對於中國基督教的實證研究，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了理論

討論的現實基礎，豐富了關於中國基督教的現狀與變遷的

資料。同時，對於基督教神學而育，關注信仰實踐的研究

也可能成為反思的基礎。本文梳理了大陸基督教實證研究

的預設變化，以及不同的預設之下，中國基督教所呈現出

的不同形象。而期間經歷的兩次變化，則揭示了更深層次

的範式轉換。「基督教」的去「問題」化，是中國政治社

會的大格局變化的一個結果，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科學逐

步發展和規範化的結果。而外部視角向內部視角的轉換則

是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證主義根基的反思。基督教在中

32 遣一點在社會學車史密斯(且d甜血 smi甜的軒著畫有詳細的討論，壘閉目ri.國n Smith, 
Religion: what 11 la, H(σwlt Wo戒"'. and W呢J' It Mat個官扭曲聞ton 扭扭間旬n University 
E官蝠， 20[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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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等等方面都得到詳細的

描繪與分析。而另一方面，基督教徒的認知、感受、經驗

與實踐也成為越來越多的研究所關注的焦點。這無疑是對

漢語神學研秉持的「漢語語境」更加細緻和豐滿的呈現。

而在信仰實踐逐漸成為信仰教義之外的另一個研究和關注

中心時，基督教神學無疑會面臨更多的可能性，這也預示

著漢語神學的新發展。

至此，中國社會科學基督教實證研究囊括了三個指

向，其一是中國研究，即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審讀，

其二是社會科學研究，即致力社會科學的學科關懷以及新

的突破，其三是基督教/神學研究，即對於傳統神學思考

路徑的反思。而漢語神學作為與中國社會科學基督教實證

研究開聯的第三個方面，也可以為後者提供更加豐富的思

想資源。換育之，帶有漢語神學思考性質的中國基督教實

證研究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僅有助加深對於中國基督教

的理解以及中國社會的認識，進一步有可能對於「何為基

督徒」、「何為基督教」這樣一些普遍意義上的神學問題，

以及對於社會科學宗教研究的範式轉換及其學科哲學根墓

的反思問題都有可能產生出一些有益的推動。

關鍵詢:實證研究漢語語境基督教信仰實戲

作者電郵地址 :jbh咽ng@soci.e個u.edu.cn (黃劍波)

zephyra0520@163 ∞m(胡夢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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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扭曲e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旭 Ch旭目e society. After 

r肝iewing 曲e empirica1 studies of C:趾istianity in China since 

1949，也ree presuppositio阻 about Christianity as a research 

t句話 show paradigm shi做出TOUghOut the deve10p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1ines and of Christi血ity i個e1f.τ'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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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The second pre閻海叫u叩IppO閻si“i扯tiωon i旭s 血a副temp廿t扭ca叫1 studies 

follow the scientific value-n間.tral principle and 由us 缸e se扭

曲 standard research sa血ples， wbile Christiani旬， as well as all 

the other religions，缸e 也ert reduced to cultural，自onomic or 

。由前甜pec個 of society ouly. Howev缸， the 也ird

presupposition, but also 也e most innovative approach, is to 

see G趾is世祖ity as “C趾istianitylReligion". As simple 

reductionis血， empirical studies of 也is approach try to 

d目nons恤扭曲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血an subjects and 也e

transcertd阻ce. This approach 甜ernp.扭扭扭V間.1 how hurnan 

subjec個 c。但ize， understand a且d 血t詛 their religio田 practices.

τ'bis article reviews these 由ree presuppositions, or appro缸hes，

。f empirical st1叫ies in mainland C凶na， a且d provides 

S姐o-Christian 也eology an empirical st祖ce to further 

unde扭扭扭dC趾istianity 旭 current Cbi且.ese society. Also, how 

Sino-G趾istian 也eology，扭曲 ideological reso田間， can 

∞n甘ibute to 也e paradigm sbifts 姐也e social scierttific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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