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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法律对宗教保护与限制的历史检视*

刘春萍

内容提要:从俄国历史上看，宗教尤其是东正教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居间协调、解决宗教与政权之间的紧张，也记录着宗教与
政权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基辅罗斯时期法律与宗教之间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封建割据
时期则体现出法律利用宗教的特性，中央集权时期呈现的是法律把宗教世俗化的倾向，帝国
时期法律使宗教边缘化，苏联时期法律对宗教的保护或者限制则表现出不连贯性和不稳定
性，在不同时期变换展现法律保护个人信奉宗教的自由、法律与宗教分离、法律与宗教冲突、
法律限制宗教、法律禁止宗教等特点。而当代俄罗斯在处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时，彰显出法
律包容接纳宗教、法律对宗教保持中立、法律与宗教对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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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其政权形成、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往往伴
随着宗教的影响。其中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特定阶段，法律
与宗教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律与东正教的关系。本文将按照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
络，尝试梳理和描述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一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法律对宗教的保护与限制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历史，主要有基辅罗斯、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中央集权时期的
俄国、俄罗斯帝国这几个大的分期。法律与宗教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往往被
作为国家治理的两种并行手段，只不过其运用的主次关系在不同的背景下彼此消涨。俄国
学者 С． Н．布尔加科夫就曾指出:“教会在自己存在的不同时代，与国家有不同的关系。”〔1〕

这其中也蕴含了教会与法律之间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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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俄罗斯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宪政进程”( 项目编号: 11522Z01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俄］С． Н．布尔加科夫:《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徐凤林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95 页。



( 一) 基辅罗斯时期:法律与宗教的双向互动
公元 8 至 9 世纪，东斯拉夫人的许多部落联盟逐渐发展成国家，史称公国，其中较大的

公国是位于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公国和位于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公国。传说诺夫哥罗德的王
公奥列格于公元 882 年南下征服了基辅公国，并在此建都，建立了基辅罗斯国家。在公元
11 世纪以前，基辅罗斯社会中主要盛行多神教。

这一时期，一方面宗教对于法律，从思想到制度体系方面都起到渊源作用，“东正教的
思想体系成为古罗斯法律的渊源，宗教理论和观念是基辅罗斯法律形成的重要和基础因素，
……在宗教作用下罗斯时期法律思维和立法活动得到发展;”〔2〕另一方面也直接呈现出法
律对于宗教的利用这一特征。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宗教思想对古罗斯法律发展具有三方面
影响或功能:一是选择性功能，即能够帮助人们根据其自身特点在大量国外法律形式中选择
和取舍最符合自己的形式，基辅罗斯大公就在东正教的影响下选择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和法
律观念。二是结构性功能，即在宗教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孕育出新的法律原则、规范和标
准，虽然在形式上它们是抽象的建议、假说、模型和解释等，但在实质上可以对立法者发挥作
用。基辅罗斯时期，宗教神学理论解释者的经验和宗教权威者的印证，都被奉为法律解释的
典范。三是思想形成功能，即通过东正教的教化功能实现对法律的影响作用，东正教信仰已
深深地注入基辅大公们的法律意识之中，并逐渐融入新法律之中。〔3〕

公元 988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施行“罗斯洗礼”，将基督教 ( 东正教)〔4〕确立为国
教。“改革的目的是克服多神教纷乱无序的状态，通过规范化、一体化使其成为统一的国
教，以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5〕到公元 11 世纪中期，基辅罗斯开始解体。至 11 世纪末期，
东正教已经传播到罗斯国家全境。但是，东正教取代多神教并非一蹴而就，多神教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仍有其存在的生命力，“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新的宗教仅在表面上赢得了民
众，在真正的信仰和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异教信仰，把许多古老的迷信并入了
基督教。”〔6〕这一时期，随着东正教地位的逐渐稳固，教会开始为美化和神化王权做出贡献，
主要体现为支持基辅大公的统治地位。作为回馈，王公们会赏赐给教会“许多财产、领地、
庄园、权力、自由、贡赋和什一税”。〔7〕

这一时期出现了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的《罗斯法典》，〔8〕这是一部法令条例
的汇编。而当时对政教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各王公制定和颁布的教会条例和法令之中。
这些条例和法令的内容主要是说明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确立僧侣的地位，明确教会法庭
的管辖权。当时，“擅自解除婚姻关系、诱拐妇女、盗窃教会财产以及其他违反教规等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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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第 87 页。
一般认为《罗斯法典》形成于 11 世纪初至 13 世纪初，有简明版、详细版和缩版。简明版《罗斯法典》主要包括《雅罗
斯拉夫真理》和《雅罗斯拉维奇真理》两部分。详细版《罗斯法典》由“雅罗斯拉夫王公条例”和“单骑英雄弗拉基米
尔条例”组成。缩版与详细版很相似，基本上是详细版的摘录。参见张寿民: 《俄罗斯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均属教会法院管辖。”〔9〕在前述条例中，构成《罗斯法典》主体部分且影响较大的有两个，一
是《圣弗拉基米尔法典》; 二是《智者雅罗斯拉夫法典》。《圣弗拉基米尔法典》由三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规定了王公对教会的物质支持; 第二部分规定了教会法庭的职权范围，特别是
主教负责审理的犯罪类型; 第三部分是教会管理机构的职权范围。〔10〕 而《智者雅罗斯拉夫
法典》则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犯罪，一种是违反教会法规的犯罪; 一种是世俗犯罪。

这成为该法典的重要特色，也体现出当时运用政权与教会这两种途径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基
本思路。

基辅罗斯时期法律与宗教之间呈现双向和谐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和教会都处
在形成阶段，彼此之间的关系谨慎而和谐:就国家而言注重保护教会的生存和发展，就教会
而言有意识地协助国家教化公民。追求秩序和稳定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但这种状态
为蒙古鞑靼人的统治所中断。1223 年蒙古军队占领基辅，征服了罗斯国家的大部分领土，
进而展开了近两个半世纪的统治。

( 二) 封建割据和中央集权时期:法律利用宗教和法律对宗教的世俗化
在蒙古鞑靼人占领罗斯后，东正教会的地位和作用以 14 世纪初期莫斯科公国的兴起壮

大为界，经历了前后两种不同的境遇。
第一，在 14 世纪初期莫斯科公国兴起前的阶段，蒙古鞑靼人对东正教会的政策是一个

曲线变化的过程，由肉体毁灭、财产掠夺，发展到保护东正教会的特殊地位，再到取消赋予东
正教会的特权。蒙古鞑靼人占领罗斯之初，东正教会遭受了灭顶之灾，“男女修道士被用剑
杀死，用箭射死和用火烧死”，〔11〕“大主教彼得被蒙古人赶出罗斯”。〔12〕 到 13 世纪 50 年代
后，蒙古政权开始认识到东正教对稳固其统治的积极作用，颁布了一系列有助于恢复发展教
会的法令，1259 年蒙古政权免除了“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长、神甫、修道士、唱诗僧和所有其
他神职人员”的赋税; 1267 年蒙古可汗向教会颁布特许状，“僧侣免纳贡赋，教会的各种不动
产———‘土地、水域、园囿、葡萄园、磨房、避寒和避暑的胜地———宣布一律不得侵犯’。此前
已有侵犯者，应立即返还。”〔13〕蒙古政权宽容的宗教政策，使“罗斯教会获得了大量财产，当
罗斯国家陷入危难时，这笔财产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4〕同时，这一时期教会还新建了 180
座修道院，绝大多数修道院都获得了贸易免税的特权。至 14 世纪初期，蒙古乌兹别克汗统
治时期，开始改变对待东正教的态度，逐渐免除了曾给予东正教会的特权。这一宗教政策的
改变，也直接导致东正教会与蒙古政权的分离，并为此后东正教会与莫斯科公国的结盟奠定
了基础。

第二，在 14 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兴起及其后的阶段，大诺夫哥罗德公国、莫斯科公国、普
斯科夫公国等积蓄力量壮大发展。莫斯科公国的王公们开始利用东正教会反抗蒙古政权统

·73·

俄国法律对宗教保护与限制的历史检视

〔9〕

〔10〕

〔11〕

〔12〕

〔13〕

〔14〕

张寿民:《俄罗斯法律发达史》，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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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最终在 15 世纪末期，由莫斯科大公国在蒙古统治的衰落期通过几次重大战役，击败鞑靼
军队，占领了今天俄罗斯领域内的大片土地。在此期间，东正教会与莫斯科诸公国结盟并相
互利用，东正教会自身也同时获得重大发展。在政治上，教会必须拥护王公、支持王权，与他
们结合在一起，治理各小公国，统治人民;在经济上，王公、贵族、领主、富商都给予教会以物
质利益，把本公国最肥沃的土地赐给教会，甚至给主教以权力直接盘剥劳动人民;在思想上，

王公们需要教会歌颂、赞美自己，借以巩固自己的王权地位。〔15〕 这一时期法律与宗教的关
系，可以称为是“政教集中制”，即“国家承认教会法是自己的内在指南，教会也认为自己有
义务服从国家。”〔16〕由于俄国封建割据时期，“立法的基础是习惯法，因而具有传统和保守的
性质。这一时期立法的宗旨仅为编撰已有的法规或惯例和维护已存的秩序，而不是为新的
社会关系的形成创造条件。”〔17〕所以本文在梳理其宗教法律规范时，成文依据并不充足。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无论是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对待宗教的态度，还是其统治后期莫
斯科公国兴起之时，政权对宗教的利用态度非常鲜明。蒙古鞑靼人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的
目的在于稳固政权和使其统治合法化;莫斯科公国时期东正教会努力与政权结盟，形成互惠
利用关系，以求得东正教的复兴，并形成对蒙古政权的对抗力量。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 1533 － 1584) ，于 1547 年开始采用“沙皇”称号，进入中央集权时
期，并加强了皇权对教会权力的控制。1550 年伊凡四世组织召开了缙绅会议，〔18〕参加会议
的人员为全国各级城市的代表。在会上，他“呼吁教会的最高人士和以他为代表的全部领
土帮助他建立国家的秩序和法制”，〔19〕他命令把全国各地的不同法律统一起来编纂成《1550

年律书》。这部法律又称“沙皇律书”，因总共有 100 个条文，又被称为“百条律书”:一是规
定了中央法院的组织和管辖权; 二是明确了地方法院的管辖权;三是规定了有关司法和诉讼
方面的内容;四是补充条款，规定了侵犯波雅尔杜马( 也称大贵族杜马) 和普通贵族的财产、

生命和名誉的行为应受严厉的处罚。次年，伊凡四世为了建立宗教管理机构和整顿人民群
众的宗教道德生活，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百条宗教令会议”，这次会议的决议形成了 1551

年的《百条宗教令》。这是一部教会律书，它仿照“百条律书”也由 100 条组成。主要规定了
东正教教会制度、教会纪律、教会司法、宗教生活和宗教风俗等，也对与教会有关的国家法
律，如民法、刑法、婚姻家庭和诉讼法做了规定。〔20〕《百条宗教令》作为一部宗教法典，确实
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它反映了俄国东正教会相对于君士坦丁堡基督教会的独立意识，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沙皇对东正教会事务的干涉，沙皇政权凌驾于教会之上。因此，俄国东正教
会认为这次宗教会议具有反动性质，是有一定道理的。〔21〕 在 1580 年召开的宗教会议上，鉴
于各地修道院经年累积了丰厚的财产，已经变成了经济组织这一现实，伊凡四世再次做出决
定，禁止向修道院捐赠世袭领地来追荐亡灵，并规定用捐赠钱款来代替，而且还完全禁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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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个人和机构购买土地和接受土地抵押。但是，由于此后国内的政局混乱，这项法令并未得
到实际实施。

前述“禁止教会购买土地”的限制性内容，在后来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阿列克谢·米哈
伊洛维奇统治时的立法中得以恢复，并通过法典的形式确认。《1649 年会典》第 42 条规定:
“牧首、都主教、大主教和主教以及修道院均不得购买任何人的祖遗、封赏和购买的领地，也
不得收作抵押，不得私人占有，也不得将任何一份地产收作永久的礼物。”〔22〕对教会财产权
的限制，成为从根基上削弱教会地位的一项重要措施。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项内容就是，在该
法典中关于刑事犯罪的种类增加了“侵犯教会罪”。“侵犯教会罪”主要包括四种行为: 第
一，渎神行为，一般处以焚刑; 第二，用暴力或欺骗手段使他人信奉伊斯兰教，处以焚刑; 第
三，故意停止礼拜，处以死刑; 第四，在礼拜时发表猥亵的言论，处以鞭笞刑。〔23〕 实际上，该
法典无论是对教会财产的限制还是对教会尊严的保护，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维护沙皇君主
的统治，“国家禁止个人依附于私人也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权和公民权，而是为了保障自己
有士兵和纳税人。”〔24〕

故而，中央集权时期俄国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法律把宗教世俗化的倾向。
“不光国家依靠东正教会，东正教会也反过来依赖国家”。〔25〕 这种模式容易发生的情况是，
宗教中如有某些内容质疑及挑战统治者的权威，世俗统治者就会利用法律赋予他的强大世
俗权力去管辖那些应由宗教管辖的事项，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前述《百条宗教令》和
《1649 年会典》的制定背景和内容，无疑吻合了这一适应条件，也显现出这一时期法律与宗
教关系的特殊性。

( 三) 俄罗斯帝国时期:法律对宗教的边缘化
彼得大帝时期对俄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也包括教会改革。1718 年彼得

委托菲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制定了一部宗教法。1720 年，这部法典经彼得大帝自己亲自修
改后，以“宗教章程”( духовный регламент) 之名实施。该法典决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命
运至少两百年。彼得大帝对教会进行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26〕第一，取消牧首制，建立了由
12 名主教组成的宗教部，后来改名为“圣主教公会”。有关教会事务的管理都归属于宗教
部，该部门的最高职位是总监，由沙皇任命，总监的实际身份是国家官员，并非宗教领袖。这
就使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统治之下。第二，教会以前享受的各种免税优惠政策全部被取消，
教会和修道院的领地和其他世俗领地一样，要交纳国家规定的各种赋税。这就使国库有了
丰厚的收入。第三，强制神职人员承担世俗义务，充当政府的耳目。1722 年彼得大帝发布
命令，要求神甫将忏悔时交代的刑事犯罪问题向政府报告，神职人员有义务监督分裂派信
徒、流浪的修道士和教士，监督迷信的流行，监督居民的通信。这样，国家政权彻底地控制了
人民的思想，破坏了神职人员和教民之间一直存在的相互信任和谐的关系。

彼得大帝的教会改革引起了一系列后果。对此，尼科林评价说:“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但
给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发展指定了原则上新的方向，而且努力赋予教会在俄罗斯民族生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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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尼·米·尼克利斯基:《俄国教会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28 页。
张寿民:《俄罗斯法律发达史》，第 44 页。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 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30，146 页。
［美］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 1855 － 1996) 》，张冰译，海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4 页。
参见乐峰:《俄国宗教史》( 上卷) ，第 459 － 461 页。



中的新的功能。按照这种改革，教会应该成为国家的一个机构，它应该以这个身份去面对人
民，不但要从道德信念出发对人民进行训导，而且还要发布具有法律义务的公文，国家法律
将协助强行惩罚不执行这些义务的人。……改革的结果是，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人民
的教育者的能力，不能自由地回应人民生活中的各种需求。”〔27〕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在国家与教会关系领域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对教会财产的
国有化。1762 年 11 月 29 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命令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评估教会领地的
实际收入，并将这些收入与世俗地主的收入进行对比”。1764 年 2 月 26 日发布敕令，取消
教会机构以前拥有的地产。〔28〕 此外，叶卡捷琳娜二世还第一次放松了对旧礼教派的教徒、
新教教徒等宗教的约束，宣布宗教信仰自由。〔29〕 因此，立法上对宗教的严厉限制，导致“修
道院数量由 1762 年的 1072 座减少到 1764 年的 452 座，相应地，出家修道的人数由 12444 人
减少到 5105 人。”〔30〕

尼古拉一世时期，从 1826 年起任用斯佩兰斯基进行国家的立法和改革工作。首先，斯
佩兰斯基将 1649 年以来俄国最高权力机关出台的法律条文搜集起来，大约有 3． 1 万件，按
照时间顺序，编辑成 45 卷，取名《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于 1832 年出版。斯佩兰斯基在这
些法律条文中选出有实际意义的条款，最终形成 15 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于 1833 年
出版。其次，将有关宗教方面的法律编入第 1、3、4、8、14、15 卷里，这些法律涉及神职人员的
薪水、奖励、教会财产、白神品和黑神品( 修道士) 的权利、宗教犯罪问题等。同时，“国家以
东正教保卫者的身份立法，赋予东正教徒以特权和优惠政策。同时对其他不同信徒的权利
有一定的限制，比如，他们不能销售圣像、十字架等基督教崇拜物品。”〔31〕

可见，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教会是国家机构，信奉某种宗教是俄罗斯帝国每个臣民的义
务，传播唯物主义观点和进行反宗教的宣传是被禁止的。“国家从立法上干预宗教团体的
内部事务。神父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官员。有国家开办的特别学校( 神学院) 培训东正教
的神职人员。”〔32〕学校当局督促学生去教堂做礼拜，履行宗教仪式。高等院校也强制教授宗
教。帝国的法律还禁止不同宗教信仰之间通婚，从而引起了人民之间的民族与宗教纠纷。

综观俄罗斯帝国时期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法律把宗教边沿化”。这种关系
的主要特点是:宗教权威继续被削弱，强调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法律能够获得民众越来越
多的支持，原为宗教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将会被法律所替代，法律不需要依赖任何宗教资源以
获得权威和民众的认受地位。〔33〕 而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由此前注重法
律对宗教的保护转为对宗教的限制，彼得大帝通过颁布取消牧首制、取消给予教会免税优惠
等法令，逐渐把教会边沿化，法律不再需要依靠教会来获得权威和合法地位。“教会完全被
其统治，像政府手下的一部，管理人民良心的巡警似的。”〔34〕俄国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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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维奇·米罗诺夫则针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法律的特点做了这样的分
析，“在彼得堡帝国时期，立法摆脱了习惯法的束缚而具有改革的性质，或以国外的法律为
依据( 如彼得一世或亚历山大一世时期) ，或以理性观念为基础( 如叶卡捷琳娜二世或亚历
山大一世时期) 。因此，18 世纪乃至以后立法的内容便同原有法律大相径庭。专制政权借
助新的法规竭力想在民众中树立新的法权观念，大肆宣扬法律不代表民众的传统习惯，它只
代表立法者的意志，而彼得堡帝国时期则为完善社会关系。当然，两个不同时期的立法都具
有同一的目的，即维护社会秩序。”〔35〕这就明确指出了帝俄时期法律相对于宗教的优势地位
以及宗教被边沿化的结果。

二 苏联时期法律对宗教立场的变迁

苏联时期法律对宗教的态度体现出规范形式与实施内容的背离。但为了文中表述方便
顺畅，将把这一时期有关宗教的法律、法令统称为“宗教法”。

( 一) 三部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苏维埃政权宪法史上，本来存在过 4 部宪法，即 1918 年苏俄宪法、1924 年苏联宪法、

1936 年苏联宪法和 1977 年苏联宪法。但 1924 年苏联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1918 年苏俄宪法第 13 条规定:“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实行教会与国家
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并承认全体公民均有进行宗教宣传与反宗教宣传的自由”。1936 年
苏联宪法第 124 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在苏联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
会分离。所有公民都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或者进行反宗教宣传”。1977 年苏联宪法第 52
条规定:“保障苏联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举行宗教仪式
或者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权利。禁止利用宗教信仰挑动敌对情绪和仇恨。”“在苏联，教会同
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如果仅从三部宪法相关条款的文本意义看，虽有区别，但并非本质上的。细节的差别在
于: 第一，后两部宪法统一使用了“公民”一词，取代了 1918 年苏俄宪法中的“劳动者”一词，
体现出立法中的政治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向法律思维的转向; 第二，后两部宪法删除了 1918
年苏俄宪法中“全体公民均有进行宗教宣传自由”的内容，这一表述演化为 1936 年苏联宪
法中的“所有公民都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和 1977 年苏联宪法中的“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权
利”，同时在 1977 年苏联宪法还增加了禁止性条款:“禁止利用宗教信仰挑动敌对情绪和仇
恨。”这一变化实际上表达了国家对宗教的中立态度甚至隐含的否定立场。

纵观苏联或苏维埃政权存续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或者说法律对宗教保护和限制
的状况，不难发现法律对宗教保护的文本表述和法律对宗教限制的现实实践之间的悖离。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通过 1918 年 1 月 23 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教
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表明了法律应对宗教予以限制的态度。该法令
第 4 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其他公开的社会权力机关在进行活动时，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
式”; 第 5 条:“保障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但以不破坏社会秩序和不侵犯苏维埃共和国公民
的权利为限。”第 6 条:“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宗教观点为借口，逃避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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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在实施过程中更深刻地阐释了其立法的宗旨。首先，根据《土地法令》的规定，实
行土地国有化，将教会和修道院拥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取消了教会的种种特权。接着，“布
尔什维克立即解散了东正教会，因为该教会与帝俄政权紧密相连。”〔36〕其次，在 1923 年召开
了苏联历史上一次极为特殊且意义重大的宗教会议，东正教会被迫表明对待新生政权的态
度以获取生存的地位。当时东正教会承诺了苏维埃政权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放弃君主制
的管理体制，接受共和管理形式; 二是断绝与反革命政府政治势力的接触，并且免去那些政
治上受到指控的高级教士之职务。“宗教会议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向政府保证教会持一致的同情和忠诚态度，宣称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断言社会革命是正
义的。”“承认国家同教会分离的法令、教会财产国有化的法令，甚至因参与反革命政府活动
而强加给教士和教会的公民权利限制之惩罚。”〔37〕

在此后苏联宗教的发展史上，教会则基本上处于被压制的境遇，可谓命运多舛。斯大林
基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东正教教会所表达的抵触态度和发挥的消极作用，而始终对教会
充满敌意。这种态度直接导致苏联时期一系列宗教政策的导向和具体行为的实施。“共青
团员关闭了许多乡村教堂，常常烧毁圣像或参与其他亵渎神灵的活动”; “许多东正教神甫
被捕”，至 1926 年，“全国只有 2 /5 的神甫和其他宗教神职人员存活下来”。〔38〕 在斯大林时
代，宗教信仰自由依然受到限制。教会也仍然控制在政府手里，成为政府的一个工具。尽管
在二战期间斯大林鉴于当时的东正教教会通过发表声明对苏联人民进行精神鼓动的积极态
度，而对教会进行示好和妥协，使教会获得了合法的身份，政府也答应不再干涉教会的内部
事务。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会的命运。而赫鲁晓夫执政后，由于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有
一种狂热成分，他认为共产主义应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甚至在 20 年内实现。在共产主义
社会里没有宗教的位置，因此必须抓紧时间消灭一切宗教，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解决宗
教问题”，这直接导致一大批教会机构在短时间内被关闭，到 1958 年全苏联有 2． 2 万个教
区、69 座修道院和 8 所神学院，而到 1964 年则只剩下 1． 2 万个教区、69 座修道院和 3 所神
学院。可见，苏联对待宗教的实践表明，“法律保障的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宗教组织的利
益，它只为国家干涉教会内部事务提供法律依据，甚至为国家打击教会提供法律依据。”〔39〕

( 二) 苏联“宗教法”的立法变化
在苏维埃政权存续历史上，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专门立法，目前可查的有: 第一，

1918 年 1 月 23 日由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国家分离》法
令。第二，1929 年 4 月 8 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宗教组
织法令》( 该法经 1932 年 1 月 1 日、1975 年 6 月 23 日修改) 。第三，1990 年 10 月 1 日由戈
尔巴乔夫签署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 国家与宗教的分
离;一切宗教和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苏联的宗教组织，如果拥有国外的领导中心，只要
不违反苏联法律，就可以遵循其章程( 或条例) 进行活动; 公民和宗教组织有权在群体或个
人之基础上建立与保持国际联系以及直接的个人交往，包括出国朝圣、参加会议与其他宗教

·24·

《环球法律评论》 2012 年第 4 期

〔36〕

〔37〕

〔38〕

〔39〕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 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 》( 下卷) ，第 569 页。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5 页。
沃尔特·G·莫斯:《俄国史( 1855 － 1996) 》，第 335 页。
乐峰:《俄国宗教史》( 上卷) ，第 473 页。



活动。宗教组织可以派遣公民到国外的宗教院校学习，并为此目的接受外国公民。〔40〕 这部
法律与苏联早期宗教法的最主要的区别是:赋予宗教组织和团体以法人的地位，宗教组织可
以占有财产; 几乎取消了对宗教团体的任何限制，取消了对建立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的禁
止，对宗教组织登记的条件也大大放宽。〔41〕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公民的宗教信仰、宗教组
织和宗教活动出现了复苏和繁荣的局面。1993 年莫斯科成立了东正教大学，教会还开办了
教会中学、神学院等;至 1995 年，仅莫斯科就修复和新建教堂 326 所。〔42〕 然而，这部法律实
施的时间不长，随着苏联的解体，这部法律的实际效能也大大减弱。

三 当代俄罗斯法律对宗教的保护与限制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上
相较于苏联均发生了重大转型和变化。体现在宗教政策方面的变化，可以从两个进路来分
析:一是宪法中关于宗教保护条款的变化; 二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单行法律内容的变化。
本文在就这两项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也结合 1997 年联邦法律《关于良心自由和宗
教团体自由法》〔43〕( 以下简称为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 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合宪性质疑并
进而引发的宪法案件，剖析当代俄罗斯对待宗教重在保护适当限制的态度，认为二者之间表
现出和谐与包容的态势。

( 一) 1993 年俄联邦宪法关于宗教的规定
1993 年俄联邦宪法第 28 条规定: “保障每个人都有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其中，包括

保障每个人有单独地或与他人共同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由地选择、拥有和
传播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的权利，以及遵循上述信仰开展活动的权利”。将该条款与 1977
年苏联宪法第 52 条“保障苏联公民有信仰自由，〔44〕即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
举行宗教仪式或者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权利。禁止利用宗教信仰挑动敌对情绪和仇恨。”“在
苏联，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将前述条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存在着四点
变化:

第一，1993 年俄联邦宪法单独增加了“宗教自由”一项，在条文表述上与“良心自由”之
间用“逗号”相分隔。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著名宪法学家 С． А．阿瓦基扬教授认为，“这两个概
念在法条中被逗号分隔开，但又处于同一条文中并说明同一个问题。基本法的立法者想要
表明，原则上说，这两个概念是相近的，但又是独立的概念。良心自由———是指人的道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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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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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乐峰:《俄国宗教史》( 上卷) ，第 332 － 341 页。
乐峰:《俄国宗教史》( 上卷) ，第 482 页。
段丽君:《当代俄罗斯人与宗教》，《今日东欧中亚》1998 年第 5 期。
该法在 2008 年 12 月 25 日通过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进行修订，主要涉及宗教组织申请国家登记的主管部门发生变
化。原有的联邦登记局被更名为国家登记、造册和测绘联邦局，其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并且这一新的机构被编入俄
联邦经济发展部。宗教组织( 像政党和其它社会团体一样) 的登记问题被直接列入到俄联邦司法部和其地方性分
支机构。
苏联 1936 年宪法、1977 年宪法和当代俄罗斯的 1993 年宪法在该处对于信仰自由使用的俄文词汇都是“свобода
совести”，但由于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在译介和使用 1936 年和 1977 年苏联宪法中的该条款时，均译作“信仰自
由”，而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在译介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国家宪法时基本采用了“良心自由”的表述，加之出于当代俄
罗斯扩大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范围，笔者对 1993 年俄联邦宪法第 28 条中的“свобода совести”一词译作“良
心自由”。因此，尽管从字面意义上看，两部宪法中该条款的中文语词使用不同，但实际上是相同的。



理观的自由( 即对于善与恶、美或丑、好与坏、诚实或者不诚实的行为等的认识) 。宗教信仰
自由———则是指可能信奉存在某种不同寻常的( 宗教性的) 东西，它是最真诚的、最公正的、
最人道的、我们每个人对道德纯洁性所思考的、帮助我们选择真理之路、遏制恶的行为、乐于
帮助周围的人。”〔45〕

第二，1993 年俄联邦宪法通过强调保障公民“单独地”或者“与他人共同地”信教或者
不信教的权利，重在指明宗教自由既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

第三，通过确认公民“自由地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信仰和其他信仰”的权利，扩充了宗
教自由的内容。

第四，取消了 1977 年苏联宪法第 52 条中的禁止条款和“分离”条款，其中某些禁止条款
的内容移至宪法第 29 条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中:“……2、禁止从事有可能挑起社
会的、种族的、民族的或宗教的仇恨和敌视的宣传与鼓动。禁止宣传某种社会的优越论，禁
止宣传某个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优越论或语言的优越论。3、任何人均不得被强制表达自
己的主张和信仰，或者被强制放弃自己的主张和信仰。……”这种立法技术上的调整，使
1993 年宪法突出强调对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宗旨更加鲜明，仅从条款本身来看，宪法对
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保护几乎不再受限制。

( 二)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
1997 年 9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联邦会议上签署了《关于良心自由和宗教团体

自由法》，前述 1990 年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随即被废止。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在该法的前言部分阐明了立法宗旨和目的。即该法的制定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

良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确认每个人无论其对待宗教和信念的态度如何，均在法律面前平
等;肯定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在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确立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
作用，表明尊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其它宗教的态度，因为这些宗教构成了俄罗斯民族
历史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认为在良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促进达成相互理解、
容忍和尊重非常重要。〔46〕

第二，规定宗教团体的两种类型:宗教组织和宗教小组。宗教组织是指俄联邦公民和其
他有合法理由长期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人，以共同信奉和传播信仰为目的创建的自愿组织，
该组织依照法定的程序被作为法人登记。地方宗教组织由不少于 10 名的、年满 18 岁的、永
久居住在同一地区或者同一城市或者乡村居民点的人员组成。不少于 3 个地方宗教组织可
以组成中心型宗教组织。宗教小组是指以共同信奉和传播信仰为目的结成的、在未经国家
登记和取得法人权利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公民自愿组成的团体。组成宗教小组的公
民，希望将来能使该组织获得国家登记成为宗教组织的话，需要由该地区的地方自治机构为
该宗教小组提供其存在不少于 15 年的证明。宗教小组有权开展神职活动，举行宗教仪式以
及开展宗教学习和对自己的信徒进行宗教教育。这种分类方式值得注意，实际上是扩大了
对宗教团体的保障范围。对于形成规模的宗教组织实行国家登记，对于人员较少尚未形成
规模的宗教小组也允许其存在，彰显出国家对宗教组织的保护和宽容的立场。

·44·

《环球法律评论》 2012 年第 4 期

〔45〕

〔46〕

С． А． Авакьян．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НОРМА ИНФРА －М． МОСКВА． 2010． С714．
С． А． Авакьян．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НОРМА ИНФРА －М． МОСКВА． 2010． С716．



第三，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并且在法律面前平等。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活
动不能以公开的宗教仪式和典礼的形式进行。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的职能不能委托给
宗教团体。外国宗教组织可以有隶属于俄罗斯中央宗教组织的自己的代办处，但是，这些代
办处尽管已经由俄联邦司法部予以登记注册，但也没有法人的权利，也不能举行祭祀
活动。〔47〕

第四，规定撤销宗教组织的条件、理由和程序。撤销宗教组织的条件是:根据宗教组织
创建人的决定或者由宗教团体章程授权的机关的决定而被撤销;根据法院的决定，在多次或
者严重违反俄罗斯联邦宪法，1997 年法律和其他联邦法律的情况下，或者在宗教组织开展
的活动与其创建的目的相违背情况下被撤销;根据法院的决定，如果在该组织不提供同法人
登记有关的信息的情况下被撤销。撤销宗教组织或者宗教小组的理由是: ( 1) 违反社会安
全和社会秩序; ( 2) 其行为与从事极端主义行动有关; ( 3) 强迫拆散家庭; ( 4) 侵犯公民的人
身、权利和自由; ( 5) 根据法律规定，对道德、公民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其中包括因宗教活动
而使用毒品和精神性和催眠物质，实施淫乱或者其它违法活动; ( 6) 有导致自杀或者对那些
生命和健康处于危险状态的人因出于宗教的动机而拒绝提供医疗帮助; ( 7) 妨碍接受必要
的教育; ( 8) 强迫宗教团体的成员或者信徒和其他人放弃属于自己的财产供宗教团体使用;
( 9) 对于公民推出宗教组织的行为，以对生命、健康、财产造成威胁、或者以其他暴力行为相
阻止，如果存在实现或者使用暴力的现实危险性的话; ( 10) 唆使公民拒绝履行法定的民事
义务和实施其他违法行为。撤销宗教组织的程序是: 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以及
其它地方自治机关有权向法院递交注销宗教组织或者禁止这一组织或者宗教团体活动的
申请。

第五，法院保护宗教自由。1998 年在莫斯科曾提起了一个有关挑起宗教仇视的案件
( 被告人在展厅内公开毁坏圣像和亵渎圣像) 。2001 年底，在叶卡捷琳堡，法院审理了这个
指控其利用宗教挑起民族仇视的案件。司法机关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对于国家权力
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的决定和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控告。被告人有权
要求法院在有陪审员出席的情况下审理案件，保障其有权获得专业的法律救助。从被羁押
时起，每个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法律规定了无过错推定，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保证否定自
己、配偶、近亲属。每个人在因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害时，有权获得国家赔偿。〔48〕

( 三) 俄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宗教团体自由案的裁决
在俄联邦宪法法院所裁决的涉及宗教团体自由的合宪性案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

有两个，都是由宗教团体提起的要求俄联邦宪法法院审查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3 项中第 3、第 4 自然段的合宪性问题: 一是雅罗斯拉夫市耶和华见证派宗教团体申诉案;
二是基督教正教会申诉案。〔49〕

案例一:雅罗斯拉夫市耶和华见证派宗教团体申诉案

基本案情:雅罗斯拉夫市耶和华见证派宗教团体于 1992 年 2 月通过登记，成为全俄宗
教团体“俄罗斯耶和华见证派管理中心”设立在雅罗斯拉夫市的分支机构。作为地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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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Е． Чиркин．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ЮРИСТЬ． 2003． С149．
В． Е． Чиркин．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ЮРИСТЬ． 2003． С150．
关于这两个案件的裁决，参见 Б． С． Эбзеев．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м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Ф． ( ТОМ2 ) ．
МОСКВА． ЮРИСТЬ． 2001． С187 － 196。



组织，它在 1999 年 6 月 1 日雅罗斯拉夫州的司法部的分支机构通过了国家重新注册。俄罗
斯耶和华见证派管理中心作为中央宗教组织，在 1999 年 4 月 29 日俄联邦司法部通过了国
家登记。但是，1998 年 11 月 20 日，雅罗斯拉夫市徳杰尔任斯基区检察院寄给“雅罗斯拉夫
市耶和华见证派”一份建议书，要求该宗教团体必须遵守宗教团体法的规定。检察长认为，
该宗教团体出售宗教书籍和宗教内容的小册子，传播在国外出版的宗教杂志，是违反法律
的;此外，在雅罗斯拉夫州的雅罗斯拉夫市和其他城市，还出现由宗教团体邀请的外国公民
参加宗教活动，这也是违法行为。因为，检察机关认为，“雅罗斯拉夫市耶和华见证派”宗教
组织在其活动未满 15 年期限之前，应每年进行重新登记。而在其活动未满 15 年期限之前，
宗教组织的权利将受到很大限制，即在此期限内无权实施前述的活动。

案例二:基督教正教会申诉案

宗教团体“基督教正教会”在 1992 年 4 月由哈卡斯共和国司法部予以登记，1997 年 1
月 27 日被重新注册，从重新注册开始，该宗教团体就成为法人，并列入全俄罗斯基督教联盟
之中。根据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4 项的规定，1999 年 3 月 19 日该宗教团体通过
了国家重新登记，并成为中心性宗教团体的分支机构。1998 年 2 月 24 日哈卡斯共和国阿
巴坎市检察院向设立在该地的“基督教正教会”寄送了一份关于停止侵犯 1997 年俄罗斯宗
教法第 27 条第 3 项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中指出，该宗教团体不具有确认其在相应地域内
存在不少于 15 年的证明文件，却在哈卡斯共和国老兵休养所俱乐部内多次举行宗教集会，
传播宗教书籍，在附设于宗教团体的教会学校内举行讲座，邀请外国公民参加祈祷仪式，在
未成年人养育院举行宗教集会，以及举行有外国人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由此确认上述行
为均是违法行为。

申诉理由:前述两个宗教组织认为，他们已经通过合法的注册登记，作为法人组织开展
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存在违法行为。而检察机关以他们未达到连续活动满 15 年的期限，就
不符合取得合法登记获取法人资格的条件作为理由，认定他们据此举行宗教集会、传播宗教
书籍等活动是非法行为，认定依据是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3 款的规定。因此，他
们请求联邦宪法法院审查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3 款第 3、第 4 自然段的合宪性。

涉案条款:雅罗斯拉夫市耶和华见证派宗教团体和基督教正教会均是在 1992 年就成立
并开展活动的宗教组织。但在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生效实施后，即面临着其存在的合法性
问题。该法第 27 条的规定包括 5 项内容，与本案有关的是第 3 项和第 4 项。其中第 3 项包
括了 4 个自然段的内容:在现行联邦法律生效前建立的宗教团体，其章程和其他制定的文
件，应依照本法进行修改。在依法修改前的宗教团体章程和制定的文件中，只有不与本联邦
法律相抵触的部分有效( 第一段) ; 对于根据本法第 14 条第 2 项规定的理由所取缔或禁止
活动的宗教团体，不能进行重新登记。当按上述理由拒绝重新登记时，登记机关须将材料转
交给法院( 第二段) ;没有证明其在相应地区存在不少于 15 年证明文件的宗教团体，在 15 年
期限到达前如果每年都重新登记，也拥有法人权利( 第三段) ; 在该期限内上述宗教团体不
具有本法第 3 条第 4 项、第 5 条第 3 项和第 4 项、第 13 条第 5 项、第 16 条第 3 项、第 17 条第
1 项和第 2 项、第 18 条第 2 项、第 19 条和第 20 条第 2 项所规定的权利( 第四段) 。第 4 项规
定，在本联邦法律生效前建立的宗教团体，应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国家重新登记，超
过期限而未登记的，则按照国家登记机关的请求，并依照司法程序予以撤销。

而依照前述两个宗教组织的理解，要重新进行登记，就要根据该法第 11 条第 4 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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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连续活动满 15 年的证明。进而，他们认为，这一规定违反了俄联邦宪法关于宗教组
织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条款 ( 第 2 部分第 14 条)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 第 1 部分第 19
条) 、宗教信仰自由( 第 28 条) 、保障言论自由( 第 1 部分第 29 条) 、结社权( 第 1 部分第 30
条) 、受教育权( 第 1 部分第 43 条) 、不许颁布取消或者减少人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 第
2 部分第 55 条) 、根据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承认和捍卫俄联邦人和公民的权利与
自由( 第 1 部分第 17 条) 等规定。从而向俄联邦宪法法院提起请求审查 1997 年俄罗斯宗教
法第 27 条第 3 项中第 3、第 4 自然段的合宪性。

宪法法院裁决:宪法法院在受理了案件后，对于 1997 年的俄罗斯宗教法中与本案有关
的第 9 条第 1 项、第 11 条第 5 项和第 27 条第 3 项做出了与检察机关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解
释。宪法法院认为:

第一，确认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3 项第 3、第 4 自然段的规定与俄联邦宪法
不抵触。因为根据该法第 9 条第 1 项和第 11 条第 5 项的规定，要成立地方性的宗教组织，
需要提供连续活动满 15 年的证明，或者提供属于中心型宗教组织在地方的分支机构的证
明。如果所要组建的宗教组织的总部在俄联邦境外，那么就要补充提供本条第 4 项所列明
的材料，并依照法定的程序提交国外宗教组织的章程或者其他基础性文件。而本案中所涉
及的两个宗教组织，已经在 1992 年就成立并通过了国家登记，此后又相继在 1999 年 3 月和
6 月进行重新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因此，这两个宗教组织不属于新成立的组织，就无需再
提供确认其在相应的区域内存在至少 15 年的证明材料，也无需再经过每年的重新登记，不
受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3 项和第 4 项的限制。而且，在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中
也并没有要求重新登记需要提供连续活动满 15 年的证明文件。据此认定 1997 年俄罗斯宗
教法第 27 条第 3 项的规定不违宪。

第二，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第 27 条第 3 项和第 4 项内容中的宪法内涵，由俄联邦宪法
法院在本裁决中予以阐明，这是必须遵守的，并且排除了在司法实践中的任何其他解释。

透过俄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两个案件的裁决，可以发现，从形式上看，似乎仅涉及对 1997
年俄罗斯宗教法中相关条款的理解，进而出现检察机关按照自身对法律条款的认识，确定上
述宗教组织的行为违法。这其中固然存在着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但也隐含着地方检察机关
与宪法法院对待宗教组织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宪法法院对该案件的裁决结果，回
应了该联邦法律的立法原则，即“在有关良心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宗教团体自由的立法中，
任何人都不能做出减少或者限制由俄联邦宪法规定的或者由俄罗斯国际公约所产生的人和
公民的良心自由、宗教自由。”而宪法法院也“在说明作出判决的理由的同时，发展和表达了
宪法原理。”〔50〕“宪法审判越来越在保护法治国家、保护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原则
方面，在审查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方面，在解决国家机关的职权纠纷方面，在保
障宪法的直接效力等方面积累了力量和权威。”〔51〕

纵观当代俄罗斯的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为: 法律包容接纳宗教、法律对宗教保持中
立、法律与宗教对话。法律包容接纳宗教体现为，俄罗斯即允许具备法定条件的宗教组织通
过国家登记的方式，纳入较为严格的事前监督机制之中，又允许人数较少规模较小的宗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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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法存在，国家对其采取较为宽松的事后监督机制，即宗教小组只需将其每次的活动通知
给地方自治管理机关，体现出当代俄罗斯对待宗教团体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的变化，也体现
出浓厚的宗教宽容精神。法律对宗教保持中立则集中体现在 1997 年宗教法第 3 条和第 4
条的规定之中，即不允许基于对待宗教的态度而有特权规定、限制规定或者其他歧视性规
范。俄联邦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均不得被确定为国家宗教或者强制性宗教。宗教团体与
国家分离并且在法律面前平等。根据宪法宗教团体与国家相分离的原则，国家不得干预公
民确定自己对宗教的态度和宗教属性的态度，不得干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基于其自己的信
仰以及根据孩子的良心和信仰自由对孩子进行教育;不得委托宗教团体履行国家权力机关、
其他国家机关、国家机构和地方自治机关的职能;不得干预宗教团体的活动，除非其活动与
现行联邦法律相冲突;在国家和市政教育机构中保障教育的世俗性。而法律与宗教的对话
关系，则体现为俄联邦公民在民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在
法律面前平等，不取决于其对宗教的态度和宗教属性。如果俄联邦公民承担服兵役的义务
与其信仰或者宗教相冲突，则有权用可选择性的民事义务来代替。这种沟通对话的方式，既
保证了公民相对于国家承担的义务责任，又维护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种突破传统意义
上的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对立并要求公民权利服从国家权力的治理模式，彰显出当代
俄罗斯在实现制度转型后的人本情怀。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religion，especially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maintain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power，and law，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administration of country，mediates between them，and records thei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interaction during Kiev Russ
and by the fact that religion was secularized and utilized by law during the feudal domination while
in the period of the Empire，religion was marginalized by law． In the Era of the Soviet Union，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n by law was characterized by incoherence and instabil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 indicate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freedom in religious beliefs by law，the separation of law from religion，the conflicts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the limitation imposed by law on religion，the law prohibiting the religion，etc． In
Contemporary Russi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 reflects the attitude of law tolera-
ting and accepting religion，law remaining neutral to religion，and the dialogic relatio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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