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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陈根发

　　内容提要:宽容思想发源于宗教 , 《圣经》 、《古兰经》 、儒教和佛教的学说都包含有内在深刻的宽容思

想。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主要开始于 17世纪洛克和培尔等学者的倡导 ,最终在美国的宪法及其

修正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是 ,这一进程在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却长期未能得以顺利实现 ,宽容的实

践仍然主要停留在宗教的层面 。这是导致我国 、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在政治 、法律等领域出现本质差异的

根本原因之一 ,也是宗教宽容在我国和伊斯兰国家仍然需要世俗化的主要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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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指一个人或机构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 ,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却不进行阻止 、妨碍

或干涉的审慎选择。所谓不赞成 ,既可以是道义上的 ,也可以是与道义无关的。当某一行为或习惯在道

义上不被赞成时 ,对它的宽容则常常被认为是特别成问题的 ,甚或是自相矛盾的:宽容似乎要求承认错

误的东西是对的 ,它常常是一个事关程度的问题 ,它要求做出正确的 、给不同意见留有余地的判断 。〔 1 〕

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学说。在古代 ,除了个别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极力提倡相关领域

的宽容以外 ,几乎是宗教组织垄断了它的学说和实践 。从 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 ,宽容的实践逐

渐扩展到了非宗教的政治 、道德 、法律 、文化等领域 。

胡适在 20 世纪 30年代发表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中 ,曾对西方的宽容学说做过一番认真的研究。

胡适把 tolerance 一词译为“容忍” ,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宗教自由史上 ,在思想自由史上 ,在

政治自由史上 ,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难得 、最稀有的态度。”〔 2 〕胡适认为 ,容忍是近代西方民主

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容忍是自由的根源 ,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精神。他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无

论是东风压了西风 ,还是西风压了东风 ,都是不容忍 ,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

信仰 ,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 ,反过来说 ,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 3 〕但是 ,这

一思想并未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而以不宽容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却反而

得以横行数十年 。

在中国历史上 ,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并没有自觉地形成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今天所说的“宽

容”仍然是一个舶来品。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在社会的政治 、法律 、文化 、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宽容意

识正在不断地扩大 ,这一宽容思潮和社会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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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谐的图景。在法律领域 ,随着“一国两制” 、“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性

原则的确立 ,宽容的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立法 、执法和国民的法律意识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建设起到了直接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 4 〕 本文是对宗教宽容政治化和法律化的一个考察 ,旨在从东方和

西方宗教宽容思想发展的比较研究中 ,揭示我国宗教宽容思想政治化和法律化的局限性 ,提出我国宗教

宽容仍需世俗化的内在理由。

一　基督教的宽容与不宽容

宽容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圣经》 ,甚至更早的人类思想 。有学者认为:“宗教宽容可以被政府和

政治家因为它的政治效用而创始和采用……欧洲的宽容遗产可以通过有关居鲁士二世政策的两个资料

得到证实:《旧约》和古希腊作家 、特别是色诺芬的记述 。”〔 5〕在《旧约全书 ·利未记》中 ,耶和华曾说:“和

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也作过寄居的。”〔 6〕在《新

约全书 ·马可福音》中 ,耶稣说:“第一要紧的 ,就是说 , `以色列阿 ,你要听 ,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7 〕

这一“爱人如己”的思想是宗教宽容的内在品德———仁慈的基础 。

耶稣基督在少年时期就对犹太教官僚的劣迹满怀厌恶 ,并认为摩西的律法是不完善的 ,因此他

生前努力想做的 ,是消除父辈犹太教会中可怕的罪恶 ,成为“犹太教心脏里的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 8 〕

耶稣蔑视一切不注重心灵圣洁的宗教 ,反对空洞的装腔作势的宗教仪式 。他不注重禁食 ,关注宽恕

甚于献祭 ,爱上帝 、仁慈和宽容是他的全部律法。事实上 ,耶稣死后很多年 ,追随他思想的人们(后来

被称为基督徒)都只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派别 ,其影响也仅限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 。后来 ,犹太裔

使徒 、罗马公民盖乌斯 ·朱里乌斯 ·保罗意识到这个新的教义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于是

开始在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所有人当中宣传救赎的观念 。基督教早期的宽容 、民主 、实用的思

想和方式 ,在与专断残酷的其他宗教的竞争中 ,具有明显的优势 。实际上 ,基督教最初表达的是对政

府形态的一种抗议 ———在这个统治制度中教士自封为神与人之间的仲裁者 ,要求所有的普通人都必

须无条件地服从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 ,这个最初的革命组织 ,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新的超级神权

国家 。〔 9〕

但是 ,基督教从来就没有根除掉作为其母体的古老犹太教的某些令人不快之处 ———不宽容的要素。

它一直缺乏足够的容忍精神 ,尽管这并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犹太教的特点 ,正是犹太

教首次确立了宗教的绝对理论 ,按照摩西的律法对一切改变既定宗教崇拜的人都应该宣判死刑 。这一

宗教是残忍的 ,不宽容的 ,因此为改造它而献出己身的先知耶稣基督也不得不最先忍受它的处罚 。按照

一种说法 ,耶稣被活活地钉上十字架后 ,说了如下的话 ,若非发自嘴唇 ,便是默念于心间:“父阿 ,饶恕他

们吧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10〕

成问题的是 ,耶稣的追随者和信徒们似乎并没有马上理解这位导师的哲学和宽容的伟大实践 。

基督教诞生后 ,罗马帝国的图拉真皇帝曾以法令形式规定信仰基督教者为死罪 ,但是实际上这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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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未严格施行 ,罗马诸帝都希望铲除基督教而不致流血 。图拉真自己也曾规定对于基督教徒不加

搜捕 ,对于匿名的控告不予受理 ,控告不实者则以诬告罪论处 。基督教徒自己也认为这种法令实质

上是保护他们的 。但是 ,最初两个世纪中的基督教却仍然与犹太教一样 ,并没有摆脱犹太教的偏执

态度和仇视罗马社会的思想 ,而且其改化他教的活动比犹太教的改化他教来得更厉害。英国的伯利

指出:“凡读过这时代基督教文学的人无不看得出凡基督教得势的区域 ,对于其他的各教毫不宽

容。”〔11〕

自 1184 年教皇卢修斯三世发布通谕在各教区成立宗教裁判所之后 ,欧洲文明进入了中世纪的

黑暗时期 。数百年里 ,牺牲在宗教裁判所判决之下的所谓“异端”者竟达数百万之众 ,这一数字在今

天看来就相当不可思议 ,如果将它放在中世纪欧洲人口不超过八千万的背景下 ,则更是一个可怕的

数字 。〔12〕 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没有对宗教信仰的容忍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

没有注意容忍所牵涉的某些问题。在某种方式上 ,他们的著作与宗教战争时期席卷欧洲的有关宗教

宽容的争论没有太大的区别 ,并且也与欧洲对新世界的海外扩张有关 。〔13〕 宽容的思想 ,作为一个明

确的公共美德 ,诞生于 17世纪英国的审判 。17世纪 40 年代 ,由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圣人军团”

推翻了天主教背景的国王查理一世的统治 ,并于 1649年将查理一世判处死刑 , “护国公”克伦威尔建

立了以清教徒严峻精神为标记的专政 。克伦威尔死后 ,英国人想恢复斯图亚特王朝 ,便拥戴被斩首

的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登基 。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 1679年 ,议会通过了重要的《出庭法》 ,保证个人

自由 ,禁止随意逮捕。〔14〕

二　宽容学说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在希伯来人和基督徒的历史和文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宽容占有一定地位 ,这一情况在其他许多文化

中也一样。但是 ,这一实践总是隶属于某些更高的目的 ,几乎没有像今天那样把它作为道德哲学中单独

的项目加以研究 。在现代的初期 ,荷兰学者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 A lthusius , 1557-1638)曾把它作

为“温和”来谈论 。但是其发展的学说 ,与早期的实践经常保持着一种极其脆弱的关系 ,因此它不是一种

简单的温和。它是时代需要的一种表现:比分裂的教会所能提供的更大权力的需要 ,在显露出发现 、征

服和突然发生的遍及现代欧洲的危机时利用世俗机会的需要 。由于宽容的思想变得如此的显著 ,使得

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巨大的民族国家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当世界出现生存危机和人类依靠的政治权力碰

到危机时 ,人们就会强调宽容的重要性 。宽容的学说 ,正是通过真诚的说教和非国家目的的中立化 ,来

打破人们的容量 ,并以不同于中央政府的目的 ,引导群体走向合作。〔15〕

宽容 ,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的学说 ,应归功于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 , 1632—1704)、法国的培尔

(Pierre Bay le ,1647-1706)等学者在 17世纪的推崇和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自由和理

性主义学说。在这些学说的启蒙下 ,欧洲国家中曾产生了零星的宗教宽容的法规。1689年 5月 ,英格

兰国会通过了给予不从国教者以信仰自由的《宽容法》(Toleration Act),这一法律虽然不适用于天主教

徒和上帝一位论派信徒 ,但允许非圣公会信徒有自己的礼拜堂和教士 ,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 1688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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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16〕 1781年 10月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敕令》(Tolera-

tion , Edict of),给予不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徒一定的信仰自由 ,并撤销了在奥地利人统治时期不准他

们做官的规定。1782年 1月 ,约瑟夫二世又颁布了一个有关宽容的法令 ,取消了对犹太人的许多差别

待遇 。〔17〕 这些有关宽容的法令虽然在缓和基督教的内外矛盾 、促进政治宽容上起到了一定的试验作

用 ,但却没有全面贯彻宗教自由和宽容的思想 。

宗教宽容政治化和法律化的尝试开始于美国的独立运动和制宪过程。的确 ,如房龙所指出的那样:

“在美国宪法中 ,以及英国和它的前殖民地爆发战争之前的很多文件中 ,都大力提倡宽容。乍看起来 ,似

乎很难把这两个可敬的教士跟这些极为宽容的倾向扯在一起 。但实情确实如此 。17世纪的压制太可

怕了 ,必定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反映 ,使人们反而更赞成比较自由的观点 。”〔18〕在 1785-1786年间 ,当弗

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考虑更新教会的税收法案时 ,杰弗逊和麦迪逊领导了反对这一立法的斗争 。麦迪

逊撰写了请愿书和抗议书反对这一法案 。他雄辩地提出 ,一个真正的宗教是不需要法律支持的;任何

人 ,无论是信教者还是非信教者 ,都不应该纳税去支持任何种类的宗教机构;一个社会的最好趣味总是

有赖于人们思想的完全自由 ,而残酷迫害则是国家建立宗教不可避免的结果。麦迪逊的抗议书得到了

弗吉尼亚州的广泛支持 ,结果不仅上述被提出的税收法案没有得到通过 ,而且州众议院还通过了由杰弗

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Virginia B i ll for Religious Liberty)。〔19〕 在这一背景下 ,1787年

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出现了政教分离的最初条款 ,即第 6 条中规定:“宗教信仰永远不得作为担任合众国

的任何官职或公职的一个必要条件 。”后来 ,在 1789年 3月的第一届国会上 ,麦迪逊又提出了一个宪法

修正条款 ,即“任何州均不得侵犯良心的平等权利” 。麦迪逊提出的这一条款虽然没有被国会直接采纳 ,

但是国会制定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接受了他的部分思想 ,该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

或禁止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人民和

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法律 。”国会于 1789年 9月 25日将该条修正案提交各州立法机关 ,至 1791年 12

月 15日 ,该条修正案与其他 9条修正案一起得到了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这一宽容的法律精神 ,使得

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与法国人权宣言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它决定了“美国生活的非革命本

质” 。〔20〕 不仅如此 ,在宽容的实践领域 ,美国的政治家也经常把“宽容”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

一。如林肯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曾呼吁:“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 ,对一切人抱宽容态度;坚持正义 ,

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凡是可以在我们中间 、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的

和平的一切事情 ,我们都要去做。”〔21〕

但是 ,正如马克思于 1843年所指出的 ,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 ,因

为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 。〔22〕 实际上 ,即使在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于 1857

年仍然通过对“德雷德·斯科特案”(Dred Sco t t Case)的审判 ,宣布国会于 1820年通过的“以北纬 36度

30分以北的地区禁止拥有奴隶”的《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 Act)违宪 ,以支持黑奴制

度。〔23〕 20世纪上半叶 ,在意大利 、德国 、日本和其他一些欧洲 、拉丁美洲国家中 ,由于政治上的一党独裁

和专制主义以及宗教信仰上的不宽容和迫害 ,宽容的发展遭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挫折。不久 ,地球上又

发生了旨在推广或遏制共产主义的所谓东方和西方的冷战 ,社会制度 、政治信仰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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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藤仓皓一郎 、木下毅等主编:《英美判例百选》 ,段匡 、杨永庄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08页。



容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20世纪末叶 ,随着冷战的消除 ,信仰的宽容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

全球影响的普遍价值 ,被看成是人类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一 。

三　伊斯兰教的宽容与不宽容

伊斯兰 ,原本是“和平” 、“谦恭”的意思 ,它同“战争” 、“仇恨”是相对的 ,后来专指穆罕默德的宗教。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主要动机是要克服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偶像崇拜 ,用一种包容和宽

容的学说提倡唯一的神———“真主”的教导。他曾对信徒说:“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 ,在他之前 ,有许多

使者 ,确已逝去了。”(《古兰经》3:144)《古兰经》把宽容看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美德 ,提倡“应坚忍容让 ,

此为坚决之事”(《古兰经》42:43)。伊斯教的信徒被称为“穆斯林” ,穆斯林是“服从真主和历代先知”的

意思 ,《古兰经》一再教导穆斯林要帮助穷苦和不幸者 ,而这并不是什么美德 ,只是一种严格的不可推卸

的社会责任 。也许穆罕默德是先知中唯一一位为善恶活动划定明确界限的立法者。他教导说:“正义是

信真主 ,信末日 ,信天神 ,信天经 ,信先知 ,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 、孤儿 、贫民 、旅客 、乞丐和赎取奴隶 ,

并谨守拜功 ,完纳天课 ,履行约言 ,忍受穷困 、患难和战争。这等人 ,确是忠贞的;这等人 ,确是敬畏的。”

(《古兰经》2:177)

穆罕默德统一麦地那后 ,为了保卫新生的穆斯林政权 ,开始号召圣战。他曾说:“每个穆斯林都必须

为保卫伊斯兰教而参加圣战。”又说:“被进攻者 ,已获得反抗的许可 ,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 。真主对于援

助他们确是全能的。”(《古兰经》22:39)但是 ,穆罕默德对于和平的不信教的人们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政

策 ,并不强迫人信教 。他曾教导信徒说:“对于宗教 ,绝无强迫 ,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 。”(《古兰经》2:256)

“你应当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 ,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 ,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叛离他

的正道的 ,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古兰经》16:125)印度国家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辛格在《伊

斯兰教 ———一个和平的宗教》一书中指出:“伊斯兰教宽容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在其他宗教的婚姻尚

未开放时 ,就允许不同宗教之间通婚。伊斯兰教的传统是允许穆斯林的男子可以与非穆斯林的女子结

婚 ,但是穆斯林的女子不允许与非穆斯林的男子结婚……尽管如此 ,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 ,穆斯林表现

出了比基督徒或犹太人更大的宽容 。所有不抱偏见的历史学家 ,包括非穆斯林学者在内 ,都承认基督徒

的十字军参加者在他们一时征服的阿拉伯地区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所犯下的恶劣行径 。十字架的守卫者

们曾经发动了一场恐怖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兽性统治 ,其矛头不仅指向巴勒斯坦的非基督徒 ,而且也指

向当地幸福地生活在伊斯兰教规则下的基督徒同胞。”〔24〕罗马乌尔班纳大学的朱里奥教授在《从不宽容

到宽容》一文中也指出:“《古兰经》允许上帝启示的多重性(5:65-66;42:14),并且预见到上帝对忠实的

犹太人 、基督徒和赛伯伊人的奖赏(2:62)。另外 ,它表明`宗教绝无强制' (2:256;50:45)。可以说 , 《古

兰经》对矛盾的解释远比《新约》来得留有余地 ,并且《古兰经》把非正义的和短暂的不宽容之结果提交给

了仁慈和富有同情心的上帝。因此 ,阅读《古兰经》的精华 ,其本身就会引导我们接近宽容 。”〔25〕

伊斯兰教虽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特征 ,但《古兰经》和《圣训经》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在

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容忍的要素。〔26〕 这是因为 ,虽然早期的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兄弟中贯彻了一种

仁慈 、友爱和宽容的精神 ,提倡奉行社会公德 、照顾弱者和限制复仇的狂热 ,但是对于偶像崇拜的一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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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S ingh , I slam:A Rel igion o f Peace ,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 Delhi , 2002 , p.76.

Giulio Cipollone , O.SS.T ., From Intolerance to T olerance:The Humanitarian Way , 1187-1216 , in M ichael Gervers an d

James M.Pow ell , eds., Tolerance and Into lerance:Socia l Con f l ict in the A ge o f the Crusades , S yracuse Universi ty Press ,

New York , 2001 , p.29.

Yohanan Friedmann , Tolerance and Coercion in Islam :Inter fai th R elations in the Mus lim Trad i tion , Camb ridge Universi ty

Press , 2003 , p.4.



征和攻击伊斯兰教的人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 。穆罕默德就曾说:“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真实地敬畏真

主……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 ,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 ,当时 ,你们原是

仇敌 ,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 ,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 ,是真主使你

们脱离那个火坑 。”(《古兰经》3:102-103)他在批判不信道者时说:“在世时没有信道 ,临死时仍不信道

的人 ,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 ,也不被接受 ,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古兰

经》3:91)他在鼓励教徒反击不信道者的进攻时又说:“当时 ,你的主启示众天神 :̀我是与你们同在的 ,故

你们当使信道者坚定 。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的心中 。' ……故你们当斩他们的首级 ,断他们的指

头。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古兰经》8:12-14)穆罕默德的某些不宽容言论和有关“圣战”

的号召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在新生 、统一的阿拉伯帝国面临重新分裂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当时 ,对于

散漫的“不信道者”的打击和保卫伊斯兰政权的“圣战”曾经是非常进步的革命措施。后来的某些伊斯兰

极端主义者 ,出于个人或集团的目的 ,把穆罕默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言论和“圣战”号召绝对化和

持续化 ,则是有失偏颇甚至是非常有害的 ,并且与伊斯兰教的宽容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就穆罕默德本人

的思想和性格而言 ,他与耶稣一样 ,至死都教导人们应该为人宽容。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在 1840年

的一个题为“先知英雄穆罕默德”的讲演中指出:“他既有骑士气概 ,勇猛剽悍 ,而又有宽厚 、真诚 、富于感

情 ,活像基督教的骑士。后来他在巴格达的清真寺遭遇暗杀身亡 。他的死在于过分的宽宏大量 ,对别人

的花言巧语没有警惕 。直到被害时 ,他还说 ,如果伤势不会致命 ,他们应该宽恕刺客 ,否则 ,就应该将他

处死 。”〔27〕

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宽容 ,打破了古代阿拉伯世界的狭隘部落思想与宗族观念 ,它提出了人类平等 、

宗教平等 、道德教化的政策性原则 ,并让穆斯林们根据具体情况去设想一种符合现实的宗教和政府组

织。因此 ,穆斯林社会经常把协商和民主对话作为共同体活动的基础 ,伊斯兰国家间的重大政治和宗教

问题也往往在世界性的“朝圣”期间得到解决 ,这可以说是伊斯兰教宽容思想的特殊表现。但是 ,与基督

教不同的是 ,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主张管理社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 ,不承认宗教与世俗的二元划分。伊

斯兰世界中的土耳其等国家 ,虽然从 19世纪中期就从欧洲和美国引进现代法律制度 ,但是西方的政治

法律制度并没有打破穆斯林社会的传统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伊斯兰世界的法律改革发生了引人

注目的逆转 ,利比亚 、巴基斯坦 、伊朗和苏丹等国家断然宣布废除原来取自西方的法律 ,重新恢复适用传

统的伊斯兰法 ,开展了所谓的“伊斯兰法复兴”运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 ,虽然为濒临文化危机和精神崩溃

的现代世界所必要的法的哲学的形成给予了重要的启发 , 〔28〕但是长期以来 ,伊斯兰教既没有提出一种

新的普适的政体模式 ,也没有提出一种切实有效的政府体制 ,这是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不得不在伊斯兰教

传统和西方社会制度之间徘徊的主要原因 ,它甚至仍然是当今许多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和社

会困境之一。

四　古代中国的宽容思想与学说

在古代中国的伦理思想中 ,包含有丰富的类似于现代宽容思想的成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

鸣”不仅是古代中国宽容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 ,而且在各家学派的讨论和争鸣中形成的政治 、道德和法

律理论也包含有丰富的宽容思想。如儒家以“仁爱”为本 ,墨家以“兼爱”为行动指针 ,道家提倡“慈爱” ,

尽管三家在各自理念的实践和实施方法上存在不同的见解 ,但三家的学说却都包含有共同的“爱” ,都包

含有“宽容”的成分。“宽容”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的记载:“常宽容于物 ,不削于人 ,可谓至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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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老聘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29〕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则对“宽容”有精辟的解释。荀子说:“遇君

则修臣下之义 ,遇乡则修子弟之义 ,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 ,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 ,

无不敬也 ,无与人争也 ,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 。”〔30〕另外 ,《宋书·郑鲜之传》道:“我本无术学 ,言义尤浅 ,

比时言论 ,诸贤多见宽容 。”〔31〕

根据孔子的说法 ,“仁”的观念 ,古已有之 。“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复礼 ,仁也。信善哉!”(《春秋左

传·昭公十二年》)孔子只不过是把“仁”提高到了人间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在仁与宽容的关系问题上 ,

孔子说:“夫温良者 ,仁之本也;慎敬者 ,仁之地也;宽裕者 ,仁之作也。”即孔子认为 ,温和善良是仁的根

本 ,谨慎恭敬是仁的基础 ,宽容是仁的具体做法 。〔32〕 因此 , “仁”实际上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

其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他人与自己一样也是人 。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曾说:“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论

语·阳货》)所以应该“能近取譬” ,即推己及人 ,承认别人 。孔子还说:“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

也。”(《论语·子罕》)意思是应该承认别人也有独立的意志 ,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 ,对人要宽容 ,这

就是“仁”的核心 。

墨子宣扬兼爱 ,兼爱是不别亲疏 、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如墨子说:“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

家 ,若视其家;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 。”(《墨子·兼爱中》)那么怎样来贯彻这一“兼爱”或宽容呢 ? 墨子建

议说:“凡言凡动 ,利于天 、鬼 、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 ,害于天 、鬼 、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 ,合于三代圣王

尧 、舜 、禹 、汤 、文 、武者为之;凡言凡动 ,合于三代暴王桀 、纣 、幽 、厉者舍之。”(《墨子·贵义》)以此来努力

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 。

老子虽然批评儒墨的仁爱学说 ,认为“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 ,特别提倡“慈” 。其实 ,这一“慈” ,

包括慈悲 ,它是宽容最主要的内在品德 。老子说:“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一曰慈 ,一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德经·六十七章》)老子把“宽容”看成了自己人生的三大法宝之首。〔33〕 又说:“慈 ,故能勇……

今舍慈且勇 ,舍俭而广 ,舍后且先 ,死矣 。”(《德经·六十七章》)他认为 ,讲宽容就会变得勇敢 ,不讲宽容

和一味逞勇 、奢侈和争先 ,就会导致灭亡 。老子还说:“知常容 ,容乃公 ,公乃王 ,王乃天。”(《道经·十六

章》)

与儒 、墨 、道三家主张宽容的态度不同 ,古代法家则主张在治理国家和学说上不讲宽容 ,以至于

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其他学派和人民的强烈反对 。韩非认为治国之道在于严刑峻法 ,仁爱是无效的 ,

更不能对异己分子讲什么宽容 。他曾说:“夫施与贫困者 , 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 ,

此世之惠爱也 。夫有施与贫困 ,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 ,则暴乱者不止 ……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

不足用 ,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韩非子 ·奸劫弑臣第十四》)韩非的学说虽然被秦始皇利用

于加强专制和吞并六国的政策 ,但他自己却成了秦国不宽容政策的牺牲品 。公元前 234 年 ,秦国攻

打韩国 ,韩王“谴非使秦” ,但因同学李斯等人的陷害 ,韩非于公元前 233 年被逼自杀 。秦二世时期 ,

李斯又遭赵高诬陷 ,于公元前 208 年被具“五刑”处死 。〔34〕 为了加强专制统治 ,秦王朝不仅横征暴

敛 ,而且还制造了“焚书坑儒”的巨案 。这种极端的不宽容政策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 。

其后 ,儒 、墨 、道家的宽容思想和学说又占据了包括汉初统治阶级在内的国民意识的中间位

置。 　

汉初的统治者虽然继承秦制 ,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但其指导思想却是采用了先秦的黄老学说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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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包容了儒家的仁义学说 ,提出了“无为”的治国理论。先秦儒家的德刑礼法学说与无为而治的黄老

学说相结合 ,影响了从高帝 、惠帝直到景帝的几代统治者 ,成为指导统治集团行动的基本准则 。这一

时期是继春秋和战国前期后 ,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宽容的时期 ,它实际上为即将到来的儒学辉煌奠定

了学术基础。从春秋开始的儒 、道 、墨 、法等学派的辩论和交流 ,至西汉经过董仲舒的改造 ,完成了合

流 ,这是学术宽容的历史产物。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虽然是一个不宽容的思想体系 ,

但是在古代中国长期的思想宽容主旋律下 ,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他的原初目标 ,而是走向了儒道释

“三教一理”的境界 。特别是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 ,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学说 ,它既不排斥

法律的存在 ,也不否认法律的价值 ,而只是强调以礼为先导 ,以道德和自然法制约法律实证主义的偏

差。类似这样的理论 ,在西方 ,事实上直到 17 、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通过自然法的革命才得

以确立和取得发展 。与西方不同的是 ,在我国的历史上 ,缺少了类似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期那样的

高度发达的法律实证主义 ,而是一直停留在了远古的迷雾之中 ,简言之 ,就是缺少了使传统的治国理

论不断现代化的契机和成果 。

五　我国宗教宽容的特点

佛陀释迦牟尼曾晓谕会众:“容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它是通往满足的路 ,他安慰寂寞 ,它受

到智慧者的尊敬 ,它巩固友谊 ,它博得赞誉 ,它引导自由 、权力和尊贵 ,它照亮世界 ,它带来技能 ,它抑

制忧郁和仇恨 ,它增加优美 ,它平和种族关系 ,它带来非凡的报偿 ,它为美德 、长寿和尊严而工作 。容

忍不伤害任何人 ,它就是佛性。”〔35〕佛教徒的宽容是温和而坚韧的 ,它是一种独特的仁慈 ,是一种把理

智看成是所有善的纯正的宽容 。佛曰:“我得无争三味 ,最为人中第一。”又曰:“六度万行 ,忍为第

一。”

佛教在两汉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 ,它秉承的是一种绝对平等的观念 ,认为男女 、父子 、夫妻 、主仆

等都是平等的关系 。在东晋时期 ,慧远大师把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相结合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

佛教思想 。唐朝的慧能打破了佛教出家僧侣一衣一钵的“头陀行”生活的固有本色 ,使佛教与中国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 ,他提出的“顿悟成佛”(即“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禅宗思想 ,与儒家关

于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有相似之处 。在慧能之后 ,禅宗提出“离经叛道” 、“大胆怀疑”和“独立思

考” ,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的神学理论和宗教仪礼 ,积极向儒家靠拢 ,竭力与儒家以孝悌为本的

封建伦理学说相调和。〔36〕 佛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免除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痛苦 ,普渡众生 ,因此其本

质必然是宽容的 ,并且应该是世界上最讲宽容与忍让的宗教 。佛教基于众生平等的教义而倡导的对

一切生命的慈悲和仁爱 ,对于我国儒教的“爱有差等”的传统思想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因而较易

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

当佛教 、儒教和道教的差异 、主张实在难以沟通时 ,佛教则往往采取汉末高僧牟子在《理惑论》中

表明的“苟有大德 、不拘于小”的宽容态度 。〔37〕 佛教的宽容可以从无数大肚弥勒佛的形象中看出 。据

说大肚弥勒佛的形象是按照我国五代时期的高僧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布袋和尚在世时是一个

宽容 、仁慈和助人为乐的和尚 ,他去世后 ,人们为其塑像并供奉在庙内 ,有智者为他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后来 ,弥勒佛逐渐成为了佛教“大度包容”或

宽容精神的象征 。〔38〕 由于佛教与儒教都具有宽容的品德 ,因此从两晋南北朝的佛法确立以来 ,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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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一直采取了宽容和互相借鉴的态度 ,造就了我国佛学和儒学的共同繁荣 。我国的道教虽然在北

魏太武帝时期利用皇权 ,以“荡除胡神 、击破胡经”为诏令对佛教实施了迫害和弹压 ,但这是我国历史

上唯一一次“以宗教兴大狱者” ,并且时间极短 ,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没有造成多少损害 。〔39〕 儒 、佛 、

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争论 ,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是源远流长 。在宋明时期 ,著名学者程

颐 、程颢 、朱熹 、陆九渊和王守仁等都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三教合一”和“三教一理”的学术事业 ,

即以儒教为主导 、佛教和道教为辅冀的理学 。以至于宋明以来 ,我国的宗教造像艺术中也出现了“三

教合一”的社会思潮。

可以说 ,在宗教领域 ,相互包容和信仰自由的精神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各大宗教所

主张的宽容和宗教之间的宽容在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美国的郝大维教授等曾指出:“在传统中国 ,

如同在其他亚洲社会一样 ,存在着一种活力 ,它促使儒教 、道教和佛教和谐相融 ,形成一种丰富的传

统 ,而这种传统最后都不破坏其任何的构建部分。这种`价值观的综合' 为容忍与服从的发展模式提

供了基础 ,因为这一模式不要求政治与精神文化作彻底的分离。”〔40〕可惜的是 ,中国的宗教组织或宗

教联盟从来就不曾发展到能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程度 ,而一直甘受于御用或受制于残暴的政治统

治。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龙希教授在《容忍 、融通和东西方对话》一文中曾指出:“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

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中华民族或文化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国家和人民表现得更加宽容和仁慈 。如果

中国的皇帝不加干涉地允许道教徒 、佛教徒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 ,不是因为这些

皇帝特别的仁慈和宽容 ,而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宗教曾经能够对皇权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 。中国没有

出现过一个类似西方基督教会那样的与国家的世俗权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具有独立权力的相似之

物……在某种意义 ,我们可以说 ,当与政治相比较时 ,在中国宗教之所以是被容忍的 ,这仅仅是因为

它不是被非常认真地对待 。在中国的历史上 ,宗教从来就没有变成过一个能够独立发展和强有力的

社会公共机构 。另一方面 ,每当掌握权力的世俗统治者意识到将受到任何势力或运动的挑战和威胁

时 ,打击和压制就会很快地和无情地到来 ,并且经常表现出专制 、残暴和不宽容的最恶劣的性质 。”〔41〕

久而久之 ,佛教 、道教等的宽容思想逐渐变成了逃避现实 、脱离尘世和隐居山林的空想宽容主义 。进

入近代以来 ,西方宗教的宽容带来了思想 、政治 、法律和文化的宽容 ,而中国的宗教宽容却仍然停留

在各大宗教之间和宗教内部交流的境地 ,并没有给思想 、政治 、法律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是导

致东方和西方在思想 、政治 、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出现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是宗教宽容在我国

仍然需要世俗化的主要理由 。

六　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所谓的宽容 ,首先是源自各大宗教思想的宗教宽容 ,其最初的表现形式主

要是对异教 、异端学说和科学的宽容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 ,

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

造成的世界宗教 , 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

彩。”〔42〕诗人徐志摩曾感慨:“从古来 ,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 。”〔43〕宽容思想的政治化和法律

化也不例外 ,这一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类学的基本原则 ,即“在某种意义上 ,一切都是宗教;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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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上 ,一切又都是法律 ———恰如一切皆为时间和一切都是空间一样” 。〔44〕 但是 ,宗教宽容的世俗

化进程 ,在西方国家 、伊斯兰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其中近代以来

美国的宗教宽容世俗化进程是比较迅速和彻底的模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美国政治民主化和法

治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尽管我国古代有学者曾把宽容看成是治理国家的方策之一 ,如《左传 ·昭公

元年》中有“鲁以相忍为国也” ,并且我国的传统宗教文化中充满了宽容的睿智 ,但是近代以来 ,我国

古代宽容思想的现代化和宗教宽容的世俗化进程 ,相对比较缓慢 ,而且至今尚未系统地渗透到国家

的政治和法律生活层面 ,这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建设几经周折和难以确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

此 ,我国的上层建筑领域 ,仍然面临着宗教宽容如何世俗化的重大问题 ,特别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 ,

确立宽容的价值观和推广宽容的实践 ,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重大

现实问题 。

[ Abstract] 　The idea of tolerance has it s source in religion.The Bible , Koran , and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ll contain inherent and pro found idea of tolerance.The po li ticalizat ion

and legalization of religious tolerance mainly started in the 17th century through the advocating by

Locke , Bay le and o ther scho lars , and w as final ly embodied in the U.S.Consti tution and its amend-

ments.However , this is no t the case in Islamic countries and China , whe re the practice o f tolerance

basically remains at the religious level only.This is one of the basic reasons fo r the essential dif fe r-

ences in po li tical , legal and othe r fields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countr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este rn countries on the othe r.It' s also the main reason that religious tolerance is sti ll in need of sec-

ularization in China and Islamic countries.

(责任编辑:冉井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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