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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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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和谐的社会秩序 ,必须要有和谐的社会伦理制度作为基础和保障。 作为一种文化 ,宗教最重要

的是为人类存在赋予意义和目的。宗教给予生命个体精神寄托的同时 ,在范导人们行为 , 凝聚社会情感 ,

培养社会认同方面 ,起了积极作用。以宽容 、平等 、博爱为基本原则的宗教信念 , 正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断追

寻的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准则。宗教宽容 , 为人的自我完善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提供

了一种具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价值追求目标 ,最终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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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 ,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 ,也是社会发

展追求的最终目标 。我们所需要构建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不是遮盖矛盾 ,而是指构成社会主

义社会的各个要素 、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能够彼此

配合 、互相协调 、化解矛盾 、减少冲突 ,形成共同

推动社会整体健康运行的良好状态 。构建和谐

的社会秩序 ,必须要有和谐的社会伦理制度作为

基础和保障。因此 ,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

谐文化 ,是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 ,传承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 ,吸收接纳外来先进文化 ,既表现多姿多

彩的各民族文化个性 ,又具有共融一致的文化特

性 ,在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同时 ,更具包容

性;第二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 、道德观念能够被大

多数社会成员认同 ,社会主导文化具有较强的凝

聚力和整合力 ,关注和服务大众利益 ,营造健康 、

向上的文化氛围;第三 ,社会不同文化主体彼此

能够相互兼容 、相互协作 ,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

门类之间统筹兼顾 、协调推进;第四 ,坚持和维护

文化公平 ,努力避免和主动解决由于文化问题引

起的人民内部矛盾 ,尽可能保证全体人民平等地

享有文化成果 ,以切实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权

益 。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既是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保证和推进社

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和谐文化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文化支撑 ,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文化

的引导 ,都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秩序来维

系 。构建和谐社会 ,更是需要和谐的文化精神来

浸润 。宗教人文 ,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文化资

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自己特有的

优势。

一

宗教是“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 ,通过这一

体系 ,某群人对其感受到的神圣之物 、通常还包

括超自然的东西 ,进行阐释并作出反应 。”[ 1] 虽

然 ,宗教的定义很多 ,但有一点是公认的 ,即宗教

是一种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体系。宗教文化的主体是宗教信徒及其构成的

社会组织 ,他们主要以其特殊的精神追求和组织

活动规范着自身 ,影响着社会。对人们心理需要

给予一定满足从而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这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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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存在和发展的现实价值 。具体而言 ,它要求信

徒作为个体在接受现有社会角色 ,遵守戒规戒律

的同时 ,以爱的胸怀与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凝聚成

统一的整体 ,从而减少社会摩擦;另一方面 ,它为

人们描绘现实希望 ,提供终极关怀 ,在心灵获得

爱的抚慰的瞬间 ,消除逆境中的不平衡感。宗教

具有群众性 ,因而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 ,它受

制于社会整体 ,又反作用于社会 ,处理得好 ,可以

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处理不好 ,

会产生消极 ,甚至破坏作用。历史也证明 ,人类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宗教一般作为劳动人民摆脱

受压迫的悲惨境遇 ,向往幸福生活的精神寄托 ,

这往往成为执政者利用宗教控制人民思想 ,巩固

王权的统治工具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常看到下

层民众高举宗教旗帜 ,号召人民团结起来 ,反抗

压迫的例子。所以说 ,宗教既可以成为统治阶级

压迫人民的精神手段 ,也可以成为广大民众反抗

压迫 、维护利益的精神旗帜。

宗教从产生 、发展到今天 ,已经成为一种世

界性的思潮和现象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 、国家

和地区没有宗教问题。宗教思想 、宗教组织 、宗

教设施 、宗教人员 、宗教信众这些因素结合在一

起 ,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精神

力量 。对任何社会来讲 ,宗教问题乃是一个不容

回避的重要问题 。今天 ,我们倡导和谐社会 ,就

是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减

少其负面影响 ,充分发挥宗教服务社会 、有益民

众的积极作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宗教要存在和发

展 ,都必须解决一个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

中国历史不仅如此 ,就是在西方 ,中世纪神学专

制统治下 ,同样伴随一系列的宗教改革 ,不断促

进宗教与国家政治相适应 。在 20世纪的大多数

时间 ,宗教在中国社会和学术话语中的理解基本

是负面的 ,宗教甚至等同于反动政治。这种以

“鸦片论”作为认识宗教的圭臬 ,一度使得国家的

宗教政策产生严重偏差。所幸的是 ,八十年代以

后 ,我们开始检讨并纠正自己的错误 ,对宗教现

象进行理智的反思 ,制定新的宗教政策 ,并把宗

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待。对宗教认识从“鸦

片”论争到“文化”思潮的转变 ,对执政者来说 ,意

味着处理宗教问题时 ,再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

种异己的意识形态 ,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

的 、有意义的东西 ,可以挖掘并善加引导 ,使其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

用;对社会来说 ,把宗教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 ,既

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 ,同时 ,也是对文化的

尊重。

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二者的世界观虽

然不同 ,但从宗教的世界观 ,特别是宗教的伦理

观当中 ,仍然可以引出一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的积极因素 ,如“慈悲为怀” 、“诸恶莫做 ,诸善

奉行”的宽厚 、仁爱 、和睦 、友善等等 ,都可以引导

和促进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成为构建社

会主义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 。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方面引导宗教团体和宗

教界人士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

教教条 ,利用宗教教义 、宗教教规中的积极因素

为社会主义服务;另一方面 ,又要求国家政府为

这种适应提供积极的政策和支持 。只有政府和

宗教团体及教徒信众积极主动地协调相互间的

关系 ,才能使这种“适应”变为现实。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内容 ,体现在思想信

仰上 ,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政策 ,坚持政

治上团结合作 ,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在宗教

活动上 ,引导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在宪法 、法律

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在道德方面 ,引导宗

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发扬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

素 ,为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发挥积极作用。

二

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一 ,是一种

在世界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

文化现象 ,至今依然影响着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

人口。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分析 ,世界诸民

族的宗教都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 、图腾崇拜 、祖

先崇拜 、至上神崇拜等多种形式 。宗教文化的形

成有其自然根源 ,也有人为的活动所创造 ,对现

代人来说 ,它早已成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宗教

史 。纵观世界历史 ,无论古代巴比伦 、罗马 ,还是

希腊 、埃及 ,一个个朝代的更替 ,一个个文明的衰

落 ,都没能使宗教灭亡 ,即便宗教版图被侵袭 ,教

徒遭迫害 ,宗教依然为统治者所倚重 。宗教推进

着历史 ,历史不断衍生着宗教文化及新的文明形

式 。中国历史上 ,虽然在魏晋南北朝 、宋朝 、明朝

时期 ,受外来民族的打击 ,汉民族三次南迁 ,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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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化的原始破坏力 ,最终在朝代更替和文明冲

突与交融之后归于儒释道三家 ,封建君王依然以

至高无上的权威 ,借宗教宽容和善的理念统领着

他的人民 。

毫无疑问 ,宗教是历史人文的沿袭 ,是社会

人文的构成部分 。如同家庭一样 ,宗教是最普遍

存在的人类设置之一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 ,最重

要的是为人类的存在赋予了意义和目的 ,这也是

它长期存在一个原因 。随着人类个体的独立 ,自

我意识的增强 ,由针对人类群体而言的对宇宙本

原的探求 ,转向对个体生命存在 ,即:“我为何在

此处” ?的追问。宗教在超自然的生物体系中 ,

用神圣的宗教话语来解释人类的角色 ,帮助人类

回答这个问题 。宗教在给予个体精神寄托的同

时 ,还通过其社会功能不断对社会文化产生影

响:

第一 ,宗教都有促进社会和谐的理念和传

统。佛教提倡“和合众缘”的思想 ,用“六和敬”的

规约约束教徒自身行为 ,主张众生平等 ,以宽容 、

慈悲情怀对待他人和社会;道教讲求“齐同慈爱 、

和光同尘” ,倡导天人合一 ,敬重生命 ,关爱自然;

伊斯兰教信奉和平安宁 ,当行则行 ,行止有度的

“中道”思想 ,要求信徒互称兄弟 ,对人友善宽容;

基督教广泛传扬博爱思想 ,具有爱上帝 ,同时要

“爱人如己”的基本精神 。这些以平等 、宽容 、博

爱为基本原则的宗教信念 ,正是人类千百年来不

断追寻的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

准则 。宗教教义和宗教行为表现出的爱和善 ,不

仅有助于宗教自身的稳定 ,而且有助于宗教与社

会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

第二 ,宗教范导人们的行为。一个民族的精

神产生于文化 ,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 ,道德的

支撑在于信仰。在探求生命意义 ,亦即宗教在自

身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 ,也包括了对绝对的道德

内涵和标准的追求 。宗教同时也充当了评判人

类行为 、目标 、理想 、观念 ,甚至社会本身的准绳。

如果抽去道德说教 ,宗教不啻为一具空壳。从形

式上看 ,宗教信仰主要是通过对教义 、教规和戒

律的宣讲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但实质上 ,

也即最重要的是它在告诫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的同时 ,还将一套评价体系灌输给每一位信

徒 ,这往往成为他们检视自身行为以及衡量社会

行为时遵循的原则和评判的标准 。任何宗教的

信徒 ,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 ,正是凭借这些坚信

不疑的原则和标准 ,信徒以适当的行为———这些

行为已被原则和标准评判认可 ———扮演作为社

会成员的相应的社会角色 。例如 ,宗教价值伦理

观中宣扬和平平等 、弃恶从善思想 ,信徒会把这

种思想贯彻到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 ,这样他作

为社会成员的行为往往就会满足社会对个体的

规范性要求和期待 ,其结果是 ,一方面对个体来

说 ,无论作为信徒还是社会成员都达到了成功者

的标准 ,另一方面 ,就社会来讲 ,维持了社会秩序

和稳定 。所以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不能简单排斥宗教 ,

要承认和尊重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应当更具包容性 ,兼容代表其他思想文

化的合理成分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化支持 。

第三 ,宗教凝聚社会情感 ,加强社会认同。

信徒对虚构的神灵 、上帝进行祈祷 ,借助宗教仪

式 ,用善心 、善行表达自己的信仰 ,通过实现主观

上的宁静 、救赎 、涅磐 ,来达到形而上的不朽与净

化 。可见 ,宗教仪式是对精神信仰追求的一种现

实的表现方式 ,通过共同的仪式 ,提高了个人对

群体目标的热诚 ,从而加强了对族群 、社群和国

家的认同。宗教对于人的言行都有一定的具体

规范 ,由于这些规范较之世俗的规章 、条例更具

有神圣性 ,因而它能更有效地培养成员的角色意

识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每一个个体不是孤立

的 ,他总是追随某个群体 ,但这种追随不是任意

的 、毫无目标的 ,社会成员总是根据自己的身份 、

地位把自己置放于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的群体中 ,即表现出对这个群体的认同 ,而这个

认同感的大小 ,又会直接影响该群体的稳定与平

衡程度 。宗教就是通过对超自然神力的共同信

仰和由这种共同的信仰所带来的趋同情感 ,将其

信徒在精神上凝聚在一起 。一个和谐的社会 ,一

定是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 ,社会成员对支

撑整个社会和谐运转的一套价值体系 、行为规

范 、道德理念表现出绝对的认同 。在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过程中 ,宗教文化在凝聚社会力量 ,

培养社会认同感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四 ,宗教慰藉心灵 ,关注生命。世界上没

有任何别的设置能像宗教一样 ,有效地帮助人们

应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 ,也没有哪一种设置

像宗教那样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忠诚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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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感 。即使卡里斯玛型崇拜 ,从本质上讲 ,也

已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规则的必要性

和有效性与虚幻世界连接并普及至家庭与个人 ,

即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社会所强调的目标 ,

由于竞争激烈 ,成本太高 ,很少人能达到 ,而宗教

提出的形而上的目标 ,不管今生如何的逊色都终

将达到。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使人们生

活在对现实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恐惧中 ,宗教借助

于超人间的力量 ,为人们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宗

教信仰超自然的范围 ,对社会成员如何面对不公

正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心理补偿作用 。和谐社会

追求稳定与平衡 ,也需要心理基础 。一个群体的

成员如果彼此之间充满怨恨 ,或者对社会抱持一

种不信任乃至仇恨的态度 ,将危及社会稳定。就

个体而言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高效率以及社会

分工 、分化造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 ,成为影

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宗教在克服这些困难 、

缓解压力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 ,宗教强

调生命平等而倡导尊重生命 ,遵从社会规范 ,主

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人和平相处 ,培养人

们的爱心 ,并将这种爱扩大到家庭 、邻里关系 、工

作组织乃至对国家的感情 ,尤其是基督教以神对

人的无条件的爱为参照 ,要求信徒在处理与他人

的关系时 ,以爱为第一原则 ,这种教义本身就有

一定的感化力。这也是和谐社会的要素之一 。

三

诸种文化实际上都是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

方式的结合。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 ,政教关系的

主流是普遍王权下的对宗教的控制 ,世俗王权通

过垄断祭天仪式 、拥握对天象的解释权以及对寺

观庵院和僧道的行政管理权 ,表现出王权对神灵

的掌控。然而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核心的儒家思

想 ,是否算宗教 ? 一些学者认为:“儒教是宗

教” , ①只不过儒教“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宗教 ,而

是一种弥散性的宗教 , ”它“不是一种像基督教或

佛教 、道教那样拥有自身独立的神学 、神职人员

和组织结构的宗教建制 ,而是作为世俗制度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发挥其宗教功能的。”[ 2] “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种政治文

化传统使一切宗教都必须依附于王权 ,为王权服

务 。中国历史上的儒教 、佛教和道教 ,都受制于

王权 ,这与欧洲中世纪以天主教为核心的强大教

会势力以及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不同。

质言之 ,道教 、佛教思想 ,特别是儒教伦理构

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 ,而追求“和谐”是中国

古代文化的核心理念 ,道家主张“人法地 ,地法

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在政治上提倡“无为而

治” ,“道常无为 ,而无不为” , “天之道 ,不争而善

胜” ,顺其自然 ,没有争斗 ,安居乐俗的小国寡民

是道家的理想社会境界。儒家作为古代中国政

治思想文化的主流 ,宣扬“天人合一” ,注重人的

行为与自然相协调 ,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相一

致 。在处理社会问题时 ,采“中庸之道” ,与此相

适应 ,政治上提倡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 ,道德上

把遵循等级尊卑的“礼”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行

为规范 。尽管儒教主旨是为普遍王权和宗法性

社会结构体系提供超自然的合法性依据和各种

整合性功能 ,但是 ,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提供的

普遍约束力 ,至少对士大夫的道德生活产生过约

束 ,并通过他们在道德生活中的示范性而在普通

民众的教化过程中产生影响。我们不否认 ,建立

在宗法性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儒教 ,存在很大缺

陷 ,但是它的合理成分 ,例如 ,由以孝亲 、敬长为

中心的家庭和睦 ,延伸至邻里及人与人之间重诚

信 、讲仁爱 ,进而推广至国与国之间求友善 、修和

睦的“以和为贵”思想 ,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

伦理道德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仍然具

有积极意义 。

以宽容 、慈悲和爱的思想为核心的宗教文

化 ,为人类社会和谐进步提供了具有普适意义的

价值伦理和道德观念体系 ,也正是由此 ,宗教在

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保证社会诸要素的

协调发展 ,这不仅需要各种社会物质条件的配

套 ,更需要文化精神资源的供应 , 其中作为文化

精神核心的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也就成为构建

和谐社会的主要支撑点。因为 ,和谐社会所蕴涵

的道德性特征本身就具有一种道德伦理的需要。

①自 1978年 , 任继愈先生公开提出“儒家是宗教”的说法 , 从此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 ,

一些学者持此观点 ,参见谢谦:《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 ;李申:《儒教 、儒学和儒者》 、《儒教是宗教》载

《儒教问题争论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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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提供的道德伦理资源 ,是可资利用的积

极力量。

以史为镜 ,善加疏导的宗教文化从来不是社

会的异己力量 ,也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消极因

素 ,相反 ,宗教教义宣讲的对爱心 、善行 、诚信的

赞扬 ,对自身“罪”行的反省和惩戒 ,以及尊重生

命 、倡导平等 ,为人的自我完善和各种社会关系

的和谐提供了一种具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价值追

求目标。“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 ,这种宗教信

仰的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价值理念 ,已经

渗透到我们整个人文历史的发展基因之中 ,并且

在当今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 ,对于凝聚民

心 、提升社会文化精神 ,从而最终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精神资源 。

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 , “和谐社会”体现了

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 ,相对于 GDP 和 GNP 的经

济增长速度和实力 ,和谐社会体现了国家的“软

实力” ,从一定意义上讲 ,也是体现国际竞争力的

一项软指标。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在继续优秀文

化传承和宗教延续的基础上 ,肯定并合理疏导宗

教文化 ,吸收其中包含的积极成分 ,以辩证的眼

光利用和发展这一道德文化资源 ,为建设社会主

义的伦理道德服务。长期以来 ,我们坚持将马克

思主义宗教观同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实际相结合 ,提供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

教问题的理论 ,制定了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

盾的方针政策 ,协调宗教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

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宗教界在维护民族团结 、国

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和谐文化为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作为

和谐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

的建立 ,不仅依靠个人之间基于道德感的宽容 、

平等 、尊重 ,更要仰仗内蕴了这些精神价值的制

度支持 。现实表明 ,我们将宽容和人道精神不断

做制度化推进的努力正日渐增多 。一个和谐的

社会 ,应当具备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完善的自净调

节功能 ,而宗教文化和人文传统大多已经为和谐

社会所需要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提供了诸种可能。

一个和谐的社会还应该是理解宗教 ,尊重宗教信

仰 ,并对其善加疏导。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

应 ,利用宗教文化的道德资源 ,建立社会主义和

谐文化 ,从而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我们的

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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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us Tolerant:Mental Resourc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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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armonious social order depends on social moral system as its basis.As a kind of culture , the vital im-

portance of religion is to give human beings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existence.When religion gives mental

hopes to individual life , it standardizes human' s behavior , embodies social emotion and develop social approval

actively.Religious faith ,which is based on tolerant , equality and love , i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for human be-

ings to seek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themselves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ligious tolerant provides a

certain social standard and value for human beings to perfect themselves and social relations , it provides a final

menta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a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tey.

Key words:religious tolerant;religious culture;value ethics;harmonious society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