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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曉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索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研究員

廣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以基督教所強調的神為

人本 、社會平等、財產共有、互助合作等理念貫穿於信仰

及社會生活實踐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的倡導者普遍將人

道與神道加以結合，試圖以基督教倫理莫定弱勢群體權利

的基石。基於這種 理解，早在基督教產生之前的《舊約》

先知時代「社會主義」思想便現端倪，研究者們在追溯基

督教社會主義的緣起時，往往將其劃分為早期先知、耶穌

在世、使徒時代、教父時期、經院哲學期、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至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 

的空想社會主義，直至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 

和莫旦斯(Frederick Maurice， 1805-1872)等人明確提出「基

督教社會主義」等若干歷史階殷。

狹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指利用基督教思想及價值

觀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關係及社會現實，試圖以

此建立「 人間天國J的思想體系。它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

二0至三0年代的法國，是由聖西門的一批門徒們開展

的 ，其中包括畢舍(Philipe Bichet， 1796-1865)和拉梅內

(Félicité de Lamennais. 1782-1854) 等人。畢舍在一八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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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創立了新天主教「社會主義者」學派，明確主張未來的

理想社會是以基督教的平等、博愛、仁慈的完全實現為最

終目標;拉梅內則認為新社會的基礎是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基督教原則是推動人類進步的精神動力。一八三四年

拉梅內撰寫了《信徒的話> (The Words 01 a Believer) ，成

為該思潮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一人四0年畢舍創辦《工場》

(The Workshop)雜誌，開創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文字陣

地。法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傳入英國後，一八四八年

天主教神父兼詩人金斯利與神學家兼文學家莫里斯等人正

式提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J這一概念。他們將基督教信

仰中對於末世審判、彼岸天國的堅守轉化為塵世理想社會

的抱負，並將這種期許付諸於信仰及現實實踐，一人五0

年兩人再改合作編鑫「基督教社會主義叢書J (Tracts on 

Christian Socialism) 

概而言之，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地對「基督教社會主

義」的理解，均在民國時期傳入中國，影響到本土基督徒

們的理論思考與現實實踐。從廣義上說，二十世紀上半葉

中國基督徒們在社會主義思潮的薰染下，開始有意識地探

討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不得不面對的相遇與互動關係，並

進行融會貫通的嘗試可以算作是一種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

思考，這其中以吳雷川、謝扶雅、吳耀宗等人最為典型。

如果單純從狹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傳入說起，

沈闢莊和張仕章則是該運動的揮撞者，他們在持續譯介國

外該思潮著述的同時，還大力倡導一種基於基督教信仰、

並力圖適合中國社會現實及文化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本

文的討論首先從狹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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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及其當代敢示

一、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 í搭便車」到「局中人」

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傳入中國有被二十世紀

初社會主義洪流裹挾進入的被動成分，也有中國基督徒們

面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的瞌睡尋求折中之路而主動引薦

的因蒙。它的傳入進程與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發展

變遷彼此互動，也與這種變遷中基督教所處的時代定位、

所經受的跌岩命運息息相關。

1. í播便車J :基督教社會主義祖傳

甲午戰敗後，大批青年知恥後勇，紛紛到日本學習近

代化成功經驗，以致日本成為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策源

地。當時的日本也是亞洲接觸歐風美雨的前、沿國家， í社

會主義」一詞便經由日本由革命派和改革派帶入中國，基

督教社會主義正是搭著這一思想「便車J被國人所知。據

不完全統計，僅一九00年至一九0六年間，中國留日學

生譯自日文的有關社會主義著作便達到二十餘種，其中多

有提到基督教社會主義這一思潮，由羅大維翻譯的日本社

會主義研究會會長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一書，1辟專章

探討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關僚問題;同期周于高翻譯了西

川光吹郎的著作《社會黨(二卷) > '趙必振翻譯了福井

準造的作品《近世社會主義> ，2這些著作均介紹了歐美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在這設時間，創辦於日本的改良派和革

命派中文報刊多有關於社會主義的吉論，吳仲遙、廖仲愷、

劉師培等人均明確發表過有關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譯述。

如果說這些改革派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介紹純屬無

意的話，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各類社會主義思潮蜂

1. 該書於一九0三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

2. 這兩部譯作同樣於一九0三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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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而至，基督教社會主義再次得到人們的關注則多了些「有

意為之J '熱衷於各類新思潮的新青年們很快將目光從二

道販子手裹的艙來品轉移到歐美基督教社會主義這些正宗

行貨上。在北京大學任教的翻譯家李季用三個月時間翻譯

了英國社會主義者柯卡普(Thomas Kirkup， 1844-1912)的

《社會主義史) (A History of Socialism) ，該書在一九二

0年十月由上海新青年雜誌社出版，書中詳盡介紹了英國

基督教社會主義代表人物金斯利、莫且斯、拉德格(John

Ludlow， 1821-1911)等人的思想，這也是毛澤東較早接觸

到的社會主義著作之一。同時，美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早期

領導伊利(Rich缸d Theodore Ely， 1854-1943)的作品《社會

主義與社會改良) (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也得以翻

譯出版。3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早期領袖李大釗、揮代英等人

對於基督教社會主義亦多有提及。

教會內人士也注意到這一思潮，起初他們與教外知識

分子一樣，只是對此思潮加以客觀介紹，在情感上似敬而

遠之。中國基督教界較早介紹基督教社會主義當屬基督教

青年會文字幹事胡胎谷，他於一九一二年早在李季之前便

以《泰西民法誌》為題由日文翻譯了柯卡普的《社會主義

史》。很顯然，最初在介紹社會主義思潮的民國知識分子

乃至 基督徒眼裹，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出現至多只是為了其

引介學說的完整性而加以點綴而已，對其進行的評價亦往

往多以空洞、極端、落後之辭藻加以形容，基督徒知識分

子們雖不做此類評價，但亦缺乏明顯的理論認同，此時，

非基督教運動爆發了，基督教社會主義在部分基督教思想

家們手襄成為調和基督教與新興社會主義間的有力工具。

3. 伊利著，何飛椎諱， (社會主義與社會改良) (上海.商務印書信，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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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及其當代敢示

2. í調和劑J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大量引介

基督教社會主義被引入中國之初，它的命運並沒有像

其母體社會主義思潮那樣風起雲湧，波及中國社會各個階

層，原因很簡單，基督教在當時的中國雖得到某種程度的

政消認同，但其社會文化融入程度遠遠不夠，尚不足以構

成社會革新的利器。它隨後之所以受到基督徒們的器重，

原因同樣不複雜，雖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

團參與了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運動的發朝，但在之後的收

回教育權運動中它卻成為重要的領導者。面對社會主義思

潮在民國初期的廣泛傳播以及非基督教運動發生後基督教

與科學社會主義間日益突顯的矛盾，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

們一方面要堅守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卻要迎合新思潮，

基督教社會主義成為其中重要的「調和劑」 。這些力圖折

中的基督徒們認為基督教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來

源，他們甚至認為早在《舊約》時代先知們就已經倡導一

種共產生活，耶穌提倡的正是一種社會主義。如前所述，

日本思想界是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的楷模，對於基督教界亦

如此。面對科學主義者對基督教的非議及救亡圖存的要

務，日本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石川三四郎(1876-1956) 、賀

川豐彥(1888-1960)的相關著作以拿來主義的方式被引介

進來，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一九二九年由

李博翻譯出版、4 <社會運動史》也於一九三0年在華出版

發行;5賀川豐彥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論》也在一九二人年

被翻譯介紹進來。6在此過程中，中國的基督徒自身亦開始

有意識地研究基督教社會主義，試圖將其嫁接到中國具體

的社會文化處境中，英國留學歸來的寶廣林於一九二七年

4. 上海華遇害局於一九二九年出版。

5. 北平青春書店於一九三0年版。

6. 賀川豐彥薯，阮有秋諱， <基督教社會主義論> (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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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一文以戰爭和勞資問題作為

切入點，指出社會主義與基督教一樣，目的都是為了社會

的改造，只不過于殷有所不同而已。7福建協和大學的邱道

根認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不但不衝突，反而在平等、自由、

博愛的基礎上可構成發端於精神革命但可導引人間天國的

耶穌社會主義。8

此時，中國基督教界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最為系統

的介紹與解讀是由沈闢莊開始的。沈闢莊是漸江嘉興人，

一九一六年畢業於金陵神學院，一九二0年入美國西北大

學(Nor由westem U世versity)獲神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先

後任教於金陵神學院 、東吳大學宗教科、華西協和大學，

一九二五年開始掌管中華基督教文字士。沈闢莊於一九二七

年九月在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上海團契中發表題為〈基督

教與共產主義關保〉的講話，介紹了從聖西門所開創的初

期帶有基督教色彩的社會主義理想國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

主義的誕生，同時還介紹了十九世紀歐洲基督教社會主義

者的代表人物金斯利、莫旦斯等人的理論學說以及生產合

作 、土地改革等社會實踐活動。他看力對比了早期基督教

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與中國社會的現實處境，甚至一度將

中國的共產派比擬於猶太社會的艾塞尼派，用初傳入華的

馬克思主義分析耶穌及使徒時代的社會環境，斷定那時基

督教所致力於構建的恰恰是共產派所追求的共產生活。沈

晶司莊的上述主旨思想也貫徹到他在一九三四年為《社會主

義新史} 9撰寫的「聖經中的社會主義」一章中，在那裹，

7. 實廣林，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 ，載〈真光》第二十六卷第6期(1927年6月) ，頁

1-9。

8. 邱追根， (社會主義的耶穌) ，載〈身聲:新文社月刊〉第一卷第 6、7、8期(1929
年6月) ，頁94-111。

9. 沈桐莊編薯， <社會主義新史)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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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入及其當代敢示

他將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的一體性前推到了先知時代，認

為由以賽亞為代表的先知們都是主張消除階級對立與不

公、主張社會正 義的代表，而羅馬統治下產生的艾塞尼派

正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派別，耶穌對於當時社會的精

神變革正是對於有產階級的一種革命與反抗。很明顯，沈

闢莊從基督教產生、發展的歷史線索及其教義主張中試圖

推導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在理論及現實實踐中的同源性。

他在該書序吉中提到， 一八四人年這 一年在社會主義歷史

中有兩件重要的事:一方面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掘

起，另一方面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成立，前者與基督

教脫離了關僚，有時甚至於與基督教處於敵對地位， I歷

史雖然沒有告訴我們後者因為要直接應付前者而起，而其
適足以使前者 知道社會主義與基督教本不是兩件不 同的

事，這是無可疑義的。所以研究社會主義的人，非同時研

究基督教不可;這和研究基督教的人，非同時研究社會主

義不可一樣。批評基督教為反社會， 反革命的人，讀了本

書，或者可以知所反矣，這是我所希望的。J 10 

總體來說 ，沈闢莊的著述表達了中國基督徒對於基督

教社會主義的理解，評述了歷史上種類繁多的社會主義運

動，基於基督教的立場撰寫了社會主義簡史。11他的基督教

社會主義觀是基於其歷史敘事方式的。如果說他在理論上

的梳理及對比側重於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張力的被動應

答，那麼，張仕章則在主動建構中國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道路上向前推進了一步，他進行了一些有意的嘗試。

10. 同上，頁2-3。

11. 同上，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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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í局內人J :中國化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構建

沈桐莊曾談到， ["對於 那些像我一樣醉心於基督教社

會主義的人，更有一吉，非聲明不可。我之所謂基督教社

會主義，斷斷不是歷史中陳列著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比如

使徒時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等

等，它們統統失敗了。二十世紀與科學社會主義昌明之後

的我們，又何必蹈它們的覆轍呢?它們所主張的原則可與

天地同其不朽，它們的方案與手設卻有修正之必要，至於

如何修正，那是我和讀者應當努力的一點。J 12如何基於中

國的社會文化處境修正以往的「方案與手設J '迎合科學

社會主義的興起?沈闢莊的文社同僚張仕章做了更為具體

的工作。張仕章是漸江海寧人，一九二一年在福江大學宗

教科獲得碩士學位後，開始在廣學會擔任編譯員，一九二

七年沈闢莊聘張仕章為文社編輯幹事，一九三四年，張仕

章進入青年會全國協會出任文字幹事。張仕章編譯了麥墨

累(John MacMurray)等撰寫的《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Creative Society: A Study 01 the Relation 01 Christian的

Communism) 、13獎都生(Henry P. Van Ðusen)等的《基

督 教 與馬克思主 義 } ( Challenge 01 Christiani妙 的

Marxism) 、14貝德士(M. S. Bates)等撰寫的《基督教與

共產主義} ( 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 、15英國留伊斯

(John Lewis)等編寫的《基督教與社會革命} (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16等多部著作，在翻譯介紹基督

12.同上，頁3。
13.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三六年出版。需要說明的是，此書最初於一九三六年出版，

書名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一九四八年出版第五版，改為與原英文書名相間，即《創
造的社會> (Cr，甜甜ve Society) ，由上海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14.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三五年出版。
15.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三九年出版。
16.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四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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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社會主義方面做出了卓越成績，同時他不滿足於此，撰

寫了《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17 <一個耶穌主義者的宗

教觀》、18 <革命的木匠》、19 <耶穌主義講話} 20等多部

反映其思想的代表作。

在上述一系列著作中，張仕章對於馬克思主義、尤其是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列寧主義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將自身所認、

信的基督教信仰和兩者 做了某種結合，形成了他所標榜的

「耶穌主義」。耶穌主義強調應該基於耶穌自身的固有主

張，而不是後世產生的教義神學來框定基督教信仰的本質精

神。在耶穌那裹，其道德情懷、宗教思想均強調以革命的方

式改變貧苦階層人民的命運，其目的是實現一種人間的天

國，耶穌本身的相關主張也是隨著當時社會境遇的變遷而變

化的。耶穌生活在一個救亡圖存的時代，而中國的基督教的

使命正與耶穌的使命一致。對此，張仕章宜吉: I所謂『赤

裸裸的耶穌主義』即是以耶穌吉行為立場為主義，於社會方

面表現為進化主義、革命主義、社會主義;於政治方面，為

反武力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在宗教方面，則為

救人主義、赦國主義與救世主義。J 21 

張仕章最早提及「耶穌主義」的目的也是為了調和基

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的 ，只不過這種思想更多地發

韌於其內在的宗教理解 ，而且這種理解是持續其思想始終

的。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基督教與社會運動》一書中，

他回顧道: I這本小冊子乃是要從理論上與歷史上研討基

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常關僚，以消除兩者中間無謂的

17.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三九年出版。

18.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三五年出版。

19. 真理與生命社於一九三九年出版。

20.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於一九四一年出版。

21. 張仕章， <赤裸裸的「耶穌主義J) ，載〈野聲〉創刊號(1928年9月) ，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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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促進雙方結成聯合的陣線。但其中所提供的主張都

是根據著者十七年來一貫的思想，並非高唱動亂時代中投

機的論調。至於這樣的見解，也只是出於一個耶穌主義者

昕抱的信仰，絕不是代表任何基督教宗派，教會，或機關

所取的態度。......講到著者所提倡的 『耶穌主義』也就是

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Jl 0 J 2 2在一九三三左右，張仕章完

成了一部名為《革命的木匠》的小冊子，內容實為文學體

裁的耶穌傳，分「立志赦國j 、 「工讀生活j 、 「受洗獻

身」 、「曠野奮門」、「結合同志」、「到民間去」 、「革

命高潮」、「國外游息」 、 「天國運動」 、「舌戰群儒J

「捨生取義」 、 「最後勝利」這十二章，他將耶穌描述為

十足的革命者形象，該著作實為「耶穌主義」最佳的文學

表達。但對於這部著作，當時的教界並不完全接受，完成

六年仍舊被各個教內出版機構束之高閣，原因用張仕章的

話說，不在於「文筆流入惡劣的作風，卻是因為我的觀點

不合正統的傳說J ，23一語道破「耶穌主義」這種中國化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在教會內面臨的尷尬境地。

二、民國時期基督教挂會主義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評估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我

們應立足於以下兩點:一是它固然通過沈闢莊、張仕章等

人本土化的努力，已經成為當時 中國基督教界的一種思

潮，且通過後期的《文社月刊》以及新文社的《野聾》擴

展了一定範圍內的影響，但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潮，基督教

社會主義受到教會保守派和溫和派的反對，這注定了其在

民國時期基督教界只能處於一種邊緣化地位，更遑論它在

22. 張仕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非常時叢書第三類第六種;上海青年協會書局，

1939) ，頁1 0 

23. 張仕章， <革命的木匠> (上海.真理與生命社， 1939)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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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界產生多大的影響;二是有關基督教 與社會主義

兩者關保中的若干議題在該思潮中均進行了關注與討論，

對日後基督教界討論該問題起到導引作用，甚至間接影響

到新中國基督教的社會革新運動。

據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馨的《中華歸主一一

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 > 24中的統計，一九一

0年中國人口總數是三億六千萬到三億八千萬之間，一九

一九年全國總人口數是四億三千九百四十萬(不會中國的

新疆和西藏) ，與此對照，一九0七年到一九二0年左右，

中國基督徒的人數雖從十人萬增加到三十六萬六千人，但

其人數佔人口比例仍舊很低，加之當時中國城市基督徒多

求教育高階，基層信徒多求醫病平安，基督教社會主義作

為一種激進的思潮在中國教會中的邊緣化地位亦更明確。

這可以從沈闢莊、王治心、張仕章負責的《文社月刊》及

《野聾》兩個雜誌的命運加以推論。《文社月刊》創刊三

年多，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便告結束，表面原因在於經濟困

頓，實則因該刊後期同情國民革命，反帝傾向明顯，遭到

雜誌贊助者美國宗教社會研究社的強烈反對，斥其「吉論

激烈，工作不力J 025三人離職後，於一九二人年九月創刊

的《野聲》雜誌一開始便闡明宗旨， I預備最大的犧牲，

燒起我們對於人類社會的愛火......把赤裸裸的拿撒拉耶穌

從所謂基督教帝國主義高壓之中導引出來......是平民在求

真理求生命的途徑上奔跑時候所發洩出的一些吶喊J 026顯

然，在革命與反帝的立場上， {野聾》較之前的《文社月

刊》有過之無不及。因此， {野聾》不但受到教會上層的

24. 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 <中華歸主一一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頁鈞、"。

25. (文社幹事都辭職宣言) ，載〈文社月刊〉卷三第8期(1928年6月) ，頁的。

26. 沈桐莊， (發刊詞) ，載〈野聲〉創刊號(1928年9月) ，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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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也很難得到基層信眾的同情，於是在創刊兩年後亦

宣告停刊。

如上所述，沈刷莊、張仕章等人辦刊的志向與期間的

曲折與張仕章《革命的木匠》的遭遇一樣代表著基督教社

會主義在當時中國基督教界所處的兩難境地，社會主義所

要反抗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傾向，其實在當時的基督教

界內部表現得相當突出，某種程度上，近代中國的基督教

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社會現實緊密結合，基督教

社會主義反對的恰恰是中國基督教自身的被束縛狀態，自

身不能獲得解放，何談救國教世。以「耶穌主義J為代表

的中國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注定只能是一種空洞的理論

口號，是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一種極端表達方式，對此張

仕章本人也曾在《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一書中，反省

道耶穌主義在中國雖有十多年歷史，然僅僅是在文字上鼓

吹徹底的社會革命，或在口頭上宣傳宗教的社會主義，並

無組織政黨的企圖，也從未參加故治的活動。27基督教社會

主義在當時的社會境遇中未彤成，也不可能形成有組織的

教會團體，進而擴展為相應的社會團體，其在邊緣化的基

督教中也處於邊緣化的地位，實為必然。

儘管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明確的思想口號在中國

的基督教思想界影響甚徽，但其研關注的若干議題卻是中

國基督教界熱衷討論的，這其中涉及基督徒的革命意識、

基督教與下層民眾、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基督教與階級

門事、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調和等諸多焦點，為當時

的中國教會討論上述問題提供了諸多理論素材及思想範

式。從廣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來看，民國時期中國基

督教思想家們對基於基督教信仰的「人格救國J的強調，

27. 張仕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 (序言)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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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屬於此思潮範圍，他們強調基督所要拯敦的不僅僅是個

體的靈魂，還有個體生活的社會，基督教要實現的不僅僅

是來世的天國，還有現世的上帝之國，其中還有很多基督

教思想家也強調基督教信仰應該和被壓迫的弱勢群體結合

起來，他們尤其對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的關保問題發表了

頗多見解。這其中以吳雷川、謝扶雅、吳耀宗最具代表性，

他們在調和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基督教與激進的社會改造

之間的關係方面做了大量理論表述。

具體而吉，吳雷川認為天國並不是在這個世界之外的

另一個世界，更不是像教會所常講的死後升天堂，乃是將

這世界上所有不合仁愛和公義的事全都除去，叫這世界上

充滿了上帝的仁愛和公義，天國的建設就是改造舊社會，

成為新社會。28他贊成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應該在一定程

度上採取激進的社會革命的手鹿。比起吳雷川，謝扶雅的

思想要溫和一些，他認為基督教信仰與社會主義思潮的最

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兩者都同樣關注「人」。歐洲十人世紀

末的「人權宣言J '就是基於自由、平等、博愛 這三個原

則，而這些理想又自然是從基督教得來的。不過十人世紀

的革命雖把「人」從封建專制的種精下解放出來，卻又被

政黨、資本制度、國家主義一類新囚牢、新枷鎖捕了去。

他認為馬克思說得有理，在未達到共產社會以前的人類歷

史都是「先人的J '要到共產社會實現之日起，才真正有

「人」的第一頁。謝扶雅還談到了「基督教社會主義」這

一運動。在追溯「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的

同時，他認為: I基督教社會主義有 一點是很特殊的。便

是:它必以『人的價值』為基本條件。它『要用基督教的

原則應用於社會......個人主義忘了法律，而制度主義卻也

28. 吳雷川，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6)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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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人情。以為單單把制度改革了，社會便可改良。真正

的社會主義應根據人情以完成其社會法。』這種基督教社

會革命，也許太理想，也許陳義太高而不切實用，但儘管

它不易見效，儘管它失敗，而振導有人，畫展而不捨，前撲

復繼，愚公不死，這也可以算得對於波爾雪維克社會主義

的一種挑戰了。J 29 

吳耀宗雖不贊同吳雷川主張暴力革命的觀點，但在基

督教的目的在於社會改造這點上卻與吳雷川、謝扶雅等人

頗為一致。他強調基督徒不但要關注社會問題，更要投身

社會改造，要讓唯愛的原則在社會中廣為道行，首先要解

決的應該是民生問題，即人們的物質生活問題， I經濟生

活，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體，然而其他的生活都建築在經濟

生活之上。......就是常被人誤認為完全唯心的基督教，無

論在新約或舊約裹，這一類的思想都數見不鮮。J 3。從這一

點體認出發，吳耀宗贊成社會主義的主張。以上這些對於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關僚的討論不但是對當時社

會思潮的反思與回應，同時也間接影響到新中國成立初期

基督教界革新運動的開展，只不過當時基督徒們強調兩者

統一性的同時，多了些向共產主義學習的故治話語。31

三、民國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當代敗示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的對話與適應因為當代中國的政

治語境而有了延展的實踐意義，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影

響不僅及於解放初期，對於當代中國政治話語體系中的宗

29. 謝扶雅， <基督教與現代思想、) (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1) ，頁73。

30. 吳耀宗， (青年的出路> '頁狗，轉引自吳利明，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變遷> (香

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1) ，頁呵。

31. 參考〈社論:向共產主義學習以實際行動去實踐理論> ' <天風〉卷八第6期(續178

號， 1949年9月3日)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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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商、知以及宗教理解語境中的政治認同均具有一定的現實

意義和敢示。這些敢示主要表現在以基督教社會主義為代

表的基督教思想的處境化、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可行性及基

督教與社會主義之間可能的共存模式等。

1局限於更宏大的歷史敘事

人們通常將基督教社會主義分為革命的、改良的、僧

侶的三類，事實上， 這三類基督教社會主義理論及實踐在

中國都有其局限性。首先，閔采爾(Thomas Münzer， 1489-

1525)式的革命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過的。用

基督教作為革命理論對 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進

行顛覆，這在當時的中國不具備條件，封建主義苟延殘喘、

資本主義剛剛萌發，基督教本身的地位亦炭皮可危，中國

基督教在那時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窮人的宗教，基督教及基

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產生恰好發端於資本主義帝國，它怎

能成就自身的掘墓人?其坎，資本主義改良式的基督教社

會主義在中國同樣行不通，歐洲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起初便

以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反叛為開始，如前所述，法國的

拉梅內、畢舍，英國的金斯利、莫旦斯等人所明確倡導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更多的是以基督教的博愛、平等精神來抨

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社會貧困與不公，以期用基督

教改良的芳式挽救工業革命帶來的不良社會後果和問題。

他們寄望於政府的救濟、撥款來實現工人之間的合作互

助，同時滅少勞資矛盾;而在中國，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

雖存在但並未完備，與西歐大量農民失去土地進入城市成

為手工業者，進一步淪為無產階級的社會現實有所不同，

中國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貧困、不平等的內部問題，

而是救亡圖存的外部現實。再吹，僧侶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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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更是無稽之談了，完整意義上 的神職僧侶階層在邊

緣化的中國基督教界並沒有彤成，本土的神職人員們往往

兼有多重社會角色，專職的牧師也多持有保守的信仰觀，

不支持基督教過多地參與到社會改造的事務中 。

因此，總體來說民國時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潮的傳

播與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軌跡雖有契合，比如它們都受

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階級觀點、平等觀念、共產主

義的影響，但也明顯具有獨特的本土特徵，比如其救亡圖

存的現實使命，這決定了中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更加強調

基督教的革命意識，但同時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現實、

基督教自身的發展等因素決定了這種思想不可能深入到公

會、社團、政黨乃至平信徒中，其理論雖有實踐指向，但

這種實踐性因為缺乏實施主體，表現並不突出。可以說，

基督教社會主義在中國有著良好的赦國意願，但卻受制於

殘酷的社會及自身發展的現實。

2. 目的一致，但出發點和路徑大相徑庭

張仕章雖然認為社會主義與基督教間存在唯物與唯

心、無神與有神的辯駁，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有連帶關

僚，發生相互影響 。因此，在他們中間必然要起『同化』

作用，就是『基督教的社會化與社會主義的基督化JI J 032 

他進一步解釋道: I我相信基督教若不經過社會化，而採

用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與經濟政策;那麼『地上天國』是

永遠不能實現的。反之，社會主義若不經過基督化，而容

納基督教的道德標準與精神修養;那麼『世界革命』也是

永遠不能成功的。J 33事實上，這種「同化作用J無論在歐

32. 張仕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頁鉤。

33. 同上，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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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歷史還是在張仕章昕處的民國，並沒有如顧發生，作為

成熟形態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對唯心主義與有神論的一種

批判。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馬克思明確主張「不是

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J ，34造神的結局是人們把自

己視作一種從屬存在物，靠別人的恩典為生。恩格斯則如

此描述宗教的發生機制: r宗教按它的本質來說就是抽掉

人和大自然的整個內容，把它轉給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後

彼岸之神大發慈悲，又反過來使人和大自然從它的豐富寶

庫中得到一點東西。只要對彼岸幻影的信仰還很強烈，還

起作用，人用這種迂迴的辦法至少可以取得一些內容。J 35 

而馬克思主義及其衍生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重要使命就

是去除造成人類異化的社會現實。「皮之不存J '宗教這

種表像也就不復存在了。反之，無論人們如何強調基督教

與社會主義同源，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載體也不會是強調唯

物的馬克思主義。基督教怎能容忍自己是無神的存在，就

像聖西門和他的學生們所搞的烏托邦實驗一樣。將基督教

與社會主義進行融合的努力在聖西門那襄便已經有意識地

開展了， <新基督教> (Nouveau Christianisme)是他的代

表作，在這部作品中，他一方面否定神的客觀存在，同時

肯定宗教與神在道德層面不可或缺的價值，在基督教中這

尤其表現在耶穌關心貧苦下層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希望人

人平等。在他看來，新基督教的未來不在於教義教理、基

本禮儀，而在於耶穌基督所代表的普遍道德原則取得勝

利，推翻損害人類公益，滿足一己私利的政府。無疑，聖

西門的觀點在革命性和社會主義的物質原則上都毫不遜

34. 馬克思，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1843年夏一1844年秋)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二版卷三))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頁的。

35. 恩格斯， (英國狀況一一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 > (1843年10月 1844 

年1月中) ，載〈馬克思風格斯全集(中文第三版卷三) ) ，頁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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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將基督教只是定義為道德體系，將耶穌基督定義為

道德楷模無疑動搖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

綜上所述，這種兩不像的新運動，既不是基督教，也

遭到了馬克思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曾直言: I要給

基督教禁慾主義塗上 一層社會主義色彩，是再容易不過

了 。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

家的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絕慾、修道和

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

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J36列寧甚至把基督

教社會主義說成是一種最壞的「社會主義 J和一種對社會

主 義最 壞 的歪曲 ， 他反駁高爾基(Alexei Maximovich 

Peshkov)說，神的觀念是幫助他們37奴役人民的， I您美

化了神的觀念，也就是美化了他們用來束縛落後的工人和

農民的鎖鏈。J 38他認為，基督教與無產階級從本質層面上

注定是無法共融的。

3. 共存於其共同的社會改造功能

張仕章曾經將歐洲各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失敗歸因於

沒有和社會黨人以及社會上的勞苦大眾打成一片，不能抵

抗外來的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壓力，他認為在世界範

圍內基督教與社會黨人間攜手合作是時代的要求，是除同

化作用之外的第二大趨勢。勿在這點上，他指出了一條基督

教與社會主義間攜手前行的可能路徑，但卻錯誤的將基礎

建立於兩者不可能發生的「同化」 。雖然真正的社會主義

36. 馬克，恩、恩格斯， <共產黨宣盲} (1847年12月一1848年1月) ， 載 〈馬克思恩格斯

文集(中文第二版卷二)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頁55-56。

37. 教權派、普利什凱維奇分子、尼古拉三世和司徒盧威先生之流。

38. 列寧， (致阿﹒馬﹒高爾基) (1913年11月 14日以後) ， 載 《列寧全集(中文第二

版卷四十六>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 ，頁366-367.

39. 張仕章， <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運動> '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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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可能等同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理想國，但這不代表

兩者不可共存與合作，如果從強調共產共濟、創除不公、

反對剝削等角度而吉，兩者是天生的同盟軍，對此，謝扶

雅將基督教與社會主義間共融的基點安置在人類的福祉

上，他認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是相互促進的，原因只有一

個，因為「基督教是人的宗教，所以也必須是社會主義的

宗教。它絕不能容忍機器把生命吞沒了去，金錢把性靈侵

蝕了去，資本制度把勞工神聖的血都晚吸了去J 04。而蘇聯

領導人列寧亦曾結合俄國革命的情況描述道: I歷史的嘲

弄懲罰了專制制度，連對它友好的社會力量如教權派，也

要打破或擺脫警察官僚制度的框框而組織起來，在某種程

度上反對專制制度了。神職人員中也表現出不滿情緒，他

們渴望新的生活方式，教權派分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

基督教民主主義者應運而生，......所有這一切，對革命來

說是再有利不過了，並且為宣傳教會同國家分離打下了良

好的基礎。自願和不自願、自覺和不自覺的革命同盟者不

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他們在不斷壯大成長。人民

戰勝專制制度的可能性愈來愈大了。J 41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初期有關宗教

故策的最系統闡述是一九人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中央書記

處發出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

基本政策> (1十九號文件J ) 。該文件也是基於基督教

與社會主義之間在建設現代化的強國這一共同目標來闡述

問題的，文件明確指出「在現階展，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

眾在思想信仰上的這種差異，是比較吹要的差異，如果片

面強調這種差異，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視和打擊信

40. 謝扶雅， <基督教與現代思想> '頁71-73、210-211。
41 . 列寧 ， (第三次代表大會> (1905年5月14日) ， 載 《列寧全集 (中文第二版卷十)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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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群眾，而忽視和抹殺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在改治上、

經濟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黨的基本任務是團結全體

人民(包括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為建設現代化的社

會主義強國而共同奮鬥，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眾和不信教

群眾之間的隔閔，並且刺激和加劇宗教狂熱，給社會主義

事業帶來嚴重的惡果」。但也正是基於這一點，在當代中國

社會，有神的基督教與無神的社會主義在建設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征程上透過同行。

直至民國後期，基督新教在華近一個半世紀的發展史

並沒有實現傳教士們「中華歸主」的偉大抱負，甚至沒有

實現「主歸中華」的本色目標，基督教社會主義作為一種

明確的理論構設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自然失去其基本的信

仰載體 ，加之它本身固有的理論及歷史局限性，其在中國

基督教思想史上影響甚徵實屬必然，但這並不足以否認其

倡導者們基於信仰把握時代脈絡、勇於探索教亡圖存路徑

的勇氣，及因此彰顯的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美好

願景。

關鍵詞:基督教社會主義 沈闢莊 張仕章

作者電部地址: tangxf@cass.org.cn 

42.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 ，載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

規司編， <宗教政策法規文件還編>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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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China into three stages，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s of its representatives: SHEN Sizhuang (J. Wesley 

Shen) and ZHANG Shizhang (Ho位血ger S. C. Chang). Later， 

也e article eva1uat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hris世an Socialism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s well as i的

corresponding socio-cu1tural significance. Final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what can be inspired by Christian socialism nowadays， 

especially concerning Christian thought， the feasibility of 

Christian socia1ism in China， and the possible coexistence of 

Chri甜a垣ty and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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