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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是法律科学探索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宗教在变化，但不会消亡。

宗教在人类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思想领域、制度领域还是现实社

会生活和国家交往中，宗教都是一个焦点。宗教如果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则必然

会成为制造问题的机会之一。世界各国的宗教信徒人数都在不断地增长，世界各地关于宗教

的运动也不断涌现。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思想碰撞，文化交流使得宗教问题和国家、

社会、民族之间的问题息息相关。传媒法作为一门新兴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不论是从我国民间宗教组织的积极发展来看，还是一些组织由于过激、失当的言论而沦为邪

教组织的事例都说明宗教需要表达，需要言论自由，但在受到传媒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

其制约，也只有更加规范和完善的传媒法律才能为宗教的表达自由创造更加放松但不放纵的

环境。同时，宗教表达自由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也

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选取传媒法视角下的宗教和法律关系为核心，着重探讨了宗教的表达自由权利，从

其概念、作用，保护，限制，意义扩展到宗教的表达自由对于国家交往之间的重要作用进行

了层层递进的分析。目的在于为将来宗教表达自由的法律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一些不尽成熟的

建议。 

第一部分，作为引出问题的切入点，对宗教的概念、起源、作用、意义四个方面对宗教

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下文的讨论提供基础。并从宗教和法律的历史关系以及他

们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入手深入分析，为下文引出宗教表达自由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做

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第二部分，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和内涵确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传媒法视角下的宗

教自由包含宗教的表达自由和宗教信息权两个部分。通过对比国内外不同法律关于宗教表达

自由权利的规定，以及对于宗教自由发展的积极案例和由于言论过激使“法轮功”沦为邪教

的经典案例的分析，提出了法律对于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和限制的方法和意义，同时分析了

运用法律保护宗教表达自由的价值所在。同时，也通过宗教表达自由的和合理要求体现了法

律的正义价值。 

第三部分，宗教的表达自由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就价值而言，宗教的表达自由是人的

思想尊严和精神尊严的体现。而且宗教表达自由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中国梦”

的实现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积极发挥宗教的表达自由权，可以弘扬宗教思想中的

积极因素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所用。与此同时，宗教自由的表达也可以作为我国推进

“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的有力手段，在我国的对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最

后，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和重要支撑，我们应该制定更加顺应时代发展，更妥

当，更正确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完善当代中国的宗教理论，为将来宗教更加自由的表达，

更加和谐的生存创造环境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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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the law-science community, one of the eternal topics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legal. Religion changes every moment, but it will never die. 

Religio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itional human society and modern society. No 

matter in ideological field, system fields，the reality of social life or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ligion is a focal point. If religion can't become one of 

the methods to solve the problem，it will inevitably become one of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problems.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vers is increasing constantly; the 

religious move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meeting of mind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make the religious 

issues closely related to and the state, society, national problems. Media law is as a 

new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law and the religion is inseparable. Whether 

from the point of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lk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or 

due to the extreme, improper remarks organizations, become a cult of examples to 

explain religious needs express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but it is protected by media 

law also subject to its constraints at the same time, only more standard and perfect 

media law can create a more relaxed but not indulgence environment for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t the same time,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lso has 

a positive meaning for us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to realize the 

great goal of "Chinese dream". 

This article selects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us and legal as the co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dia law, emphatically discussing the right to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 we have a layer analysis for the important role of 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concept, function, protection, limit, meaning extension to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Purpose is to set up the law of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for the 

future and perfectly provide some advice which is not mature enough. 

The first part,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from religious concept, origin,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ur aspects, we carried on the induction and summarizes for 

the basic content of religion,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below discussion. And we have a 

further analysis from the history relations of religion and law and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we made more fully discuss in this paper for 

introducing the necess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The second part,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freedom and 

the certain connotation in China, analyzes that religious freedom contains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nd religious information righ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law. By comparing differen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s about 

the rights of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nd the positive cases for the freedom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and because ultra-words makes "Falun gong" cult classic 

case analysis, put forward legal has the method and the significance for protection and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nd analyzed the value of the use of 

the legal protection for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t the same time, also by 

reasonable requirements of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it reflects the true 

value of the law. 

The third part,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has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in terms of value;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thought and the spirit of dignity. And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also has the positive function and meaning. By giving 

actively play to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n, can carry forward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religious ideas as we used to build new socialist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can also be used as powerful means for our country 

push "public diplomacy" "public diplomacy" "cultural diplomac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Finally, the religious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and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 should develop 

religious policy ,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is more keeping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ore appropriate, more correct. We should perfect the 

religious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o create environment and basic for the 

freedom expression of religious in the future and more harmonious existence. 

 

Keywords: Religion; Media law;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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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纵观人类五千多年的历史，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国家，从开始有文字记载，宗教和

法律之间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法律科学探索的一个永恒的话

题。一个和谐的社会，理想的社会，必然是对法律和宗教充分理解的社会。惟有处理好法律

和宗教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他们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宗教和法

律在本质的价值上是相通的，宗教提倡博爱、公平、正义、和平、自由和以人为本，法律理

性倡导平等、正义、人权、秩序、自由，它们二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维系并推动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论是纵向观察人类的历史，还是横向地看待中西方文明的发展，法

律起源的孕育和萌芽，法律发展的推动和进步，法律信仰的培养和坚定，以及法律价值的产

生和升华，都在不同的程度和方式上受到了宗教的深刻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看，宗教的产

生和发展也都伴随着法律为其保驾护航。不论是法律为宗教的更好传播和发展提供的坚实有

力的保障和良好的环境，还是法律推动者宗教资深的发展和进步，法律都扮演者不可或缺的

角色。 

当代社会，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可豁免的受到影响。国家

依法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就成为宗教和法律辩证发展的

必然。宗教的神性和法律的理性者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必然在法律的影响和作用下产生共

鸣。 

目前，就立法而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非常的简单，仅有宪法 36条对

宗教的自由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仅仅一个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具体的关于宗教自

由的各个方面的构成、保护或者约束的具体的内容，缺乏可操作性。这与宗教在社会中的重

要地位是及其不对称的。在司法实践中，宗教自由的具体适用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这要的表

现就在于立法上制度建构的不充分，致使司法实践过程中没有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

文作为支撑和依据，许多宗教自由问题只能依靠法律原则进行解决。立法的不足的原因就在

于缺乏理论研究的依据，最终将导致司法过程中面对此类案件时的无力和无奈。未来，法律

应当着手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共同支持和保障宗教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自由表达的权

利的实现。 

根据荷兰法学家马尔赛 1977年的资料统计，世界上 142个国家的宪法中，有 61个都涉

及了宗教自由1。国外法律对于宗教自由的规定相对比较详细，与这些国家对于宗教的重要

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从传媒法的角度看当前社会下宗教和法律发展，宗教的自由表达显得愈发的重要，宗教

正面的自由表达能够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追求“真、善、美”，改变

                                                        
1 [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
第 148页。 



 

 

不良社会风气。而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宗教更加自由的表达也能够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提

供一种有效的沟通的渠道，丰富我们的外交手段，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传递情感，增进友

谊。 

本文希望对宗教表达自由的立法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对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和限制以及

对于和谐社会的意义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一 宗教的理解及宗教和法律之间的联系 

（一）宗教的概念、起源、作用和意义 

1.宗教的概念 

英语中的 Religion 是“宗教”的词源，它可以追溯到拉丁文的 Religio。根据学者的论

述，Religio一词在拉丁文中包含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是指在人们在敬神活动中思想上的“集

中”和“注意”；第二是指人们在敬神活动中严肃认真的态度；第三是指人和神之间的重新

结合和联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词汇中的“宗教”词源是指人与神的关系，是人对神

灵的敬畏和祭祀仪式中的尊敬、恐惧的态度和行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汉语把 dhdarma

译成“佛法”、“心法”或“一切法”，此正表达出 dhdarma超越一切的神圣力量。2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宗教”一词的使用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人对于神灵及其律

法的敬畏与崇拜。宗教泛指信奉超自然神灵的意识形态,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

中的一种虚幻的反映
3
，是以超越性信仰为特征的拥有神学体系、制度仪轨、教团组织等元

素的社会组织,其主要是通过说教和人的内心情感来调节人的行为,从而达到社会调控的目

的。 

“宗教是一种活动，是使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4
周恩来总理曾经

说过一段关于宗教十分重要的话，他说：“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

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周

总理的话带给我们两方面的思考：第一表明了宗教信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扎根于人们的

思想，为的是解决人类目前还不能解释和解决的疑问。人类的本能使得人们迫切地希望解释

和解决一些现实中还不能解决的问题，信仰的产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二是信仰的两种

形式包括宗教和非宗教形式（即世俗形式）。 

宗教作为信仰的形式之一，为人们在思想上不能解释和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为人的终

极关怀提供支撑，为人的生存意义提供依据
5
。宗教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为广大信

徒的精神支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社会中，我们也应该积极有效地利用宗教思想文

化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2.宗教的起源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同法律、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都属于上层建筑，属

                                                        
2 王美定：《试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J]。 
3 王景斌、周伟科：《从关联性视角看宗教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

1月。 
4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 49页。 
5 方立天：《努力推进宗教与法律的良性互动》[J].《中国民族报》，2013年 7月。 



 

 

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依赖、受制于并反映、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

社会存在；宗教作为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宗教决定、根源、产生于并相

对独立于社会基本矛盾这种决定性力量。因此，宗教有其认识根源、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

“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

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
6
 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从自身拥有的权利

来寻找界定时空变动的意义，确定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人还不能完全摆脱外力来标志自己的

确定性，还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纯粹自由。因此，宗教仍然作为被借助的外力

存续着。 

3.宗教的作用 

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和宗教共同包含着四个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宗教

社会学鼻祖杜尔凯姆曾经说过，宗教体现了社会内在的凝聚力，真正的社会是宗教的。波纳

斯也曾经说过：“如果不考虑宗教的作用，对社会规范的讨论就不可能完整。”，换而言之，

有社会的地方就必然有宗教。宗教的神秘性和内在性，使得人们可以不沉沦于对金钱、地位

等的强烈追求。宗教精神使得整个社会文化更加的丰满，生动，立体，具有生命的活力。法

律作为外在的一种确立秩序的方法，不可能将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习

惯和道德却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在们人内心深处发挥作用，为解决法律范围之外的问

题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仅仅依靠道德对人类自身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人类个体的劣根性

使得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加坚固的基础来维持世间的秩序。这时，宗教就可以为道德大厦的

矗立提供一道更加坚固的保障。我们虽然不能无限的夸大宗教的作用，但是必须认识到宗教

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保障，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传承息息相

关。 

法律是外在约束。法律必须以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位基，缺失这样的基础，法律的疏漏

就会削弱其本身的效力。近代社会法律的细密化也试图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关系都囊括进

来。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欲望也随之增长，这就要求道德和法律合力来发挥作用。

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其最终的落脚点却是宗教。所以，我们说法律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上

层建筑，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4.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意义 

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宗教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它不受科学

发展水平的制约和限制，而是人们发挥自由的想象的空间达到更高的“善”和“美”的追求，

成为解决人类社会许多疑问的重要依据和选择。不可否认，科技的发达极大程度的满足了人

们对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人们对精神价值的探寻表明我们不能摒弃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将所有

                                                        
6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7卷第 436页。 



 

 

的生活都用物质来量化，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寻求一定程度

上在宗教的信仰中得到了满足。面对许多人类想知道但又不得而知的事情的无奈和无助，宗

教用其博大精深的哲理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和感情的寄托。 

面对许多个人的情感问题或不幸、灾难，宗教的力量可以使人们获取心灵的平静。宗教

对于个人自我调适的作用源于其对于某种根本价值的确信。宗教中所包含的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神秘而充满魅力的，宗教可以消除这些关系中不合理

的成分，深入地影响个人内在的，心灵的，精神的决定，满足人们对爱的渴望，消除人们内

心的愤懑，推动人们以“善”和“美”为标准更好地改造世界。 

宗教自律，自省，自责的内在要求和其所提倡的博爱、慈悲有助于构建和谐优美的社会

和自然环境， 减少犯罪，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遵纪守法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和意义，不仅存在于过去和现在，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之路上也必然

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和道德对的规范作用是有限的，而宗教却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和

法律、道德紧密联系，相得益彰。宗教在与社会主体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运用自己的方式

来影响社会和对社会制度，组织，文化进行整合。 

（二）宗教与法律关系的历史 

宗教和法律看似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但是他们代表了人类生活的两个层面，在探索

世界的本源和归宿上和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宗教是信仰，而法律是对权力义务进行划分

的一种规范。  

宗教作为一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在法律的孕育、形成的过程中

宗教的包容和支撑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法制史专家梅因认为，每一种法律体系

在确立之初，都与宗教典礼和意识是密切联系的。
7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人类种族群体的

生活方式都受到宗教原则的约束，并作为日常行为规范承担着原始的道德和法律的功能。积

年累月这些在宗教祭祀中不断重复的习惯行为，便逐渐被抽象为具有一般社会调整意义的行

为规则，这些共同规则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强化，最终形成为习惯法。而习惯法则成为后来法

律的起源。法学家伯尔曼在论述“法的起源的宗教理论”时指出：“从中国到秘鲁，没有一

套文字记录下来的法律制度在它最初被发现时，不是与宗教的礼仪和形式相纠缠在一起的”。

8
 

古老的习惯法，它体现的是人类对“信仰”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落后而且愚昧。但随

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习惯法逐步向成文法过度，法律摒弃了宗教中落后的部分，实现

了在宗教基础上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就更加的独立和系统。宗教对人们内心的控制，对君权

神授的吹捧，使得古代的法律对宗教产生严重的依赖，那时的法律也就有着明显的等级之分。

                                                        
7 朱琼：《法律与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N]. 2012年 8月。 
8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的深入人心，法律也随着人们的信

仰的改变而达成共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从等级社会之法进步为平等社会之法。再者，

古代的法律依附于人们的身份，是一种“身份的法”，而现代法治的精神气质更加注重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从所有权之上到契约自由，体现的是一种“契约的法”。它不仅强调人们受

到契约的约束，更注重契约的严格履行。这也是法律平等的价值体现。 

（三）宗教与法律的互动 

现代社会张扬个性，平等代替等级，自由冲破禁锢，科学驱逐迷信，功利排挤信仰法律

和宗教面临着过于分裂化的危机。法律和宗教的过度分裂，致使人们坠入一种精神危机，二

者之间必须重新交融整合才能在新的层面达成和谐，这时的法律才能成为被社会所信仰的法

律。这种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互合并，而是辩证的互动，是分而不离，合而不同的本质上的

和谐。宗教的神性和法律的理性不能是狭隘的，教条的合并，必须达到内在统一和升华。事

实上，宗教与法律也存在互相交融的机会。宗教和法律的本质决定了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同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都迫切的需要法律和宗教二者之间的互动，它们目标相同，功能互补，两者有机的结合能够

产生非常巨大的正向的合力，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注入正能量。不可否认，法律在社会调控方

面占据着主导的支配地位，但是法律具有的抽象性、落后性的特点使得他不能及时地、详细

具体地对复杂的社会活动做出规定，使其作用的发挥具有了局限性。再者看来，人们的生活

不仅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也涉及到我们个人的私生活和个人情感等方面，法律所调控的社会

关系只能涉及到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而不可能包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依赖人们对一

种神秘的、超然的力量的信仰，更加侧重于解决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烦恼与痛苦，具有很强

的道德教化和心理慰藉功能。我们不能盲目的依赖宗教的力量，而是应该积极发挥宗教的积

极作用，汲取正能量来促进社会而稳定和发展。 

二 宗教的表达自由权利 

（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及传媒法视角下的宗教自由 

我国宪法第 36条规定了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

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



 

 

国势力的支配。”它有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就是宗教，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不是

生来就有的，二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一

种虚幻的意识；其次是信仰，是对虚拟的神灵或者某种意念中的力量的笃信和尊重，并以之

规范自身的行为；最后就是自由，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他人责任义务。 

宗教自由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从传媒法的视角理解宗教自由，最重要的就是宗教的表

达自由权利。学界对于宗教的表达自由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我们对传媒法的理解可以

知道，宗教信仰表达自由也属于宗教实践行为之一，并不局限于用语言文字来传播宗教，还

包括通过人的行为表示出来的对宗教信仰的传播，例如举办或参加宗教活动，宗教结社等方

式。 

综上可知，表达宗教信仰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包括身份表达、语言表达和行为表达三个

方面。
9
对于宗教信众参加宗教典礼、仪式、节日等各种宗教活动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美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都有规定。而这种自

由有双重的意义：既包括参加的自由，同时也有免于参加的自由。否则，这种自由就是不完

整的、不充分的。 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两种权利复合就产生了对宗教的宣传、表达自由的

权利。《美洲人权公约》第 12 条就规定：“人人都有权享有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此种权利包

括持有或者改变个人的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以及每个人单独地或者和其他人在一起，公开

地或者私下里宣称或者传播自己的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
10
表达自由的基础是言论自由，但

又不拘泥于言论自由。宗教的结社自由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也被法律所限制。其原因在于结

社如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而成为与国家和社会对立的组织，那么将带来难以预计的负面影

响。 

宗教表达自由的主体包括个人和集体，形式包括公开和秘密地进行。例如阿塞拜疆宪法

第 48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独立地决定他或她的宗教倾向，单独或与其他人加入或不加入

任何宗教，表达或宣传信仰”。11 

但是宗教表达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利用宗教言论鼓动反抗国家和社会的，必须严厉禁

止。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0条第 2款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

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12
瑞士宪法第 7章也规

定，威胁或灭失特定种族、肤色、民族或少数民族或特定宗教信仰的人们构成滥用出版自由

罪。
13
 

（二）国内外对宗教表达自由的规定 

目前，国内外的法律还没有针对宗教表达自由进行专门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宗教自

                                                        
9 闫莉：《宗教信仰：自由与限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3月。 
10《美洲人权公约》 
11《阿塞拜疆宪法》 
1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3《瑞士宪法》 



 

 

由包括信教自由、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的教育自由、捐赠自由，以及宗教信息权，豁

免权、宗教团体的自由等内容。
14
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各国对于宗教自由的规定就包含了

对宗教表达自由的权利的赋予和限制。 

宗教活动就是信教者通过一系列外在语言、身体动作以及象征媒介，从物质和精神两方

面表达其内在的宗教观念及宗教体验的活动。
15
宗教表达自由包括设立有关宗教言论和信息

的事业的自由；宗教的意见表达自由；宗教利用媒体表达思想的自由（在法律限度内）；集

会、游行、结社的自由（在法律限度内）。也自然地包括交流自由、演讲自由、教学自由、

演出自由和广播自由。 

我国宪法第 36条对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有明确的规定。就包含了对于宗教表达自由的

保护和限制，说明宗教的表达自由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表达才能够被允许。此外，国外的法律也对于宗教自由有比较概括的规定，

例如，爱沙尼亚宪法第 14条规定：“交会宗教团体的属性是自由的”。斐济法律也规定：“每

个斐济人都享有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包括信仰、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斯里兰卡宪

法第 10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思想、信仰和宗教的自由，包括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泰国

宪法第 27条规定：“信仰宗教、宗教教派或宗教教义的充分自由，而且享有按照自己信仰进

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亚美尼亚宪法第 23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思维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权利，

宗教自由和思维表达自由的权利只有按宪法第 45条规定的理由方可受到限制”。保加利亚宪

法第 37条规定：“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选择自由、信教的目的和无神论的观点选择是

不容侵犯的”。立陶宛宪法 25条规定：“个人有权有自己的信念并自由表达其信念。有表达

信仰自由和传播信息自由”。第 26条规定：“每个人思想自由、世界观自由和宗教自由不受

限制”。乌克兰宪法第 34条规定：“保证每个人有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权利及自由表达信仰的

权利”。匈牙利宪法第 60条规定：“每个人对思想、精神和宗教自由拥有权利”。意大利宪法

19条规定：“所有人均有权以任何形式——个人或团体的——自由信奉其宗教，自由进行宗

教宣传以及礼拜自由”。加拿大宪法第 2条规定：“享有良心和宗教的自由；思想、信仰、言

论和表达自由”。土耳其宪法第 24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信仰和信念的自由”。德

国宪法第 4条规定：“（信仰和信仰自由）信仰、良心的自由，宗教或世界观的信念自由不受

侵犯”。印度宪法第 25条规定：“良心自由与信教、传教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西班牙宪

法第 17条规定：“保障个人和团体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自由”。 

（三）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的价值 

以江苏省的基督教发展现状为例。19 世纪开始的基督教传教活动进入江苏后，历经两

个世纪，在今天的江苏已经有牢固的根基。江苏基督教的影响不仅遍布全国，已经走向了世

                                                        
14 闫莉：《宗教信仰：自由与限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5 宋秦：《论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J].《中国宗教》，2003年 4月。 



 

 

界。新中国成立后，丁光训等基督教领导人物都在江苏工作过。金陵协和神学院也成为我国

高层次基督教人才成长的沃土，一直到今天，金陵神学院毕业的基督教人士已成为全国各省

市的主要代表。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厂家——南京爱德印刷厂——也坐落在南京，不

仅满足了国内基督徒的需要，也销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江苏省基督教徒由新中国成立时的 4万多人增长到了 2010年的 150多万人，包括牧师，

长老以及被认可的传道员等。1998 年经过国家宗教局和江苏省政府的批准，建立江苏省基

督教圣经专科学校以提高基督教的整体素质。江苏省内设有基督教堂 476座，基督教固定处

所 3847个（2010年数据）。全省三自组织的数量就达到了 70多个，基督教两会组织液先后

在省以及 13个省辖市成立了起来。目前，江苏省基督教信徒的数量还以每年 3%～4%的水

平递增。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宗教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稳定治安、和睦邻里和发展慈善事业等许多方面，都积极发挥了正面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

对宗教的自由进行实质的保护。不论立法对宗教的自由的保障如何详细和完善，如果在实施

的过程中不加以保障，那么法律的规定也就成为了泡沫，失去实质的意义。我们必须从立法

和司法两个角度不断地完善对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才能够更加地凸显出宗教对于整个社会

发展的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宗教的表达自由有利于推进社会民主的进程，也能够彰

显个人的自由价值以及使个体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1.宗教的正义、平等、宽容的内在本质使法律对宗教的自由表达的保

护体现正义的价值 

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是人类个体的权利。人类的独立和自主就体现在人类的思想尊严之

中。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丧失思想和表达，

社会也就成为一个平庸的社会。宗教也是塑造意识的力量，现代多元社会对宗教表达自由的

尊重就是对人的思想的尊重。乌尔比安的《法学阶梯》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法本身来

自与正义，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法律史宗教自由表达的最好的守护者，而法律在这个过

程中也能够体现出自身的正义价值。 

2.法律对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体现平等价值 

人类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就是平等的价值。平等权利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

的权利，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形式上的平等为宗教的表达自由奠定了基础，而在平等

的实践过程中，包括制度上如何使宗教的表达自由实现，对宗教的表达自由进行何种程度的

约束以及约束的力度，都是法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平等的关注和尊重权利是现代法律的重

要内容，宗教表达自由作为基本的自由权利也不可减少。 



 

 

对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应当要求从观念上和制度上铲除对人的差别化的不平等的对待，

既包括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的表达自由的平等，也包括不同的宗教组织间的表达

自由的平等。国家的责任就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上意识到宗教表达自由的平等并予以保护。 

3.法律对宗教表达自由的保护体现宽容价值 

美国学者沃尔泽将宽容划分为四个层次：宽容是一种态度或心境；宽容是被动随和地对

待差异性；宽容是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容忍；宽容是一种美学意义或者实用意义上的对别人

的坦率、好奇甚至尊重，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并向别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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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宽容可以从两个方

面理解。首先，宽容可以成为法律系统中的个人、机构和社会的共同属性，最低度的内涵是

容纳差异，就是允许别人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其次，宽容可以成为法律制定者的策略，寻

求一种和谐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宽容就是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宗教本身就包

含有宽容的内涵，法律应该以宽容的姿态包容宗教的表达自由，但是法律的宽容应该有一定

的界限，那就是不能对公共利益造成伤害。 

（四）宗教表达自由的限制 

宗教的表达自由必须加以限制，否则，宗教就会像不受控制的野兽，不能朝着正确的方

向发展，而沦为了“异教”、“邪教”。比如前些年出现的“法轮功”邪教组织就是一个非常

突出的反面教材。“法轮功”是一个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违法组织，其中的核心人物和骨干

分子、顽固分子的行为已然构成了犯罪。“法轮功”邪教组织打着“练功”的幌子，盗用宗

教名词术语，对其进行歪曲，神化李洪志；通过贬损宗教的声誉、扰乱宗教秩序来宣扬和推

行自己的歪理邪说；散布一系列歪理邪说蛊惑人心，造谣惑众；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非法笼

络成员、发展非法组织并严加控制；鼓吹发动其组织和成员阻挠和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

进行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的煽动性宣传；鼓动他们冲击国

家机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利用迷信妖言惑众，致若干人死亡、伤残；大量诈骗他人钱财；

非法组织游行、示威活动；非法出版发行宣传品；破坏通讯设备和公用设施等等。“法轮功”

自身的宣传不是宗教的合理、善意的表达，而成为过激的、失当的言论，沦为“邪教”的典

型。这就要求法律在对宗教的表达自由的规定方面需要在保护和限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既能够使宗教进行善意的、有利于社会的自我宣传，又能组织“法轮功”式的邪教组织悲剧

继续上演。目前，我国的法律还没有对于宗教的表达自由有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结合

当前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对于宗教表达自由的限制上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6 [美] 迈克尔•沃尔泽：《论宽容》[M]. 袁建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0页。 



 

 

1.既要保护宗教言论自由又要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自由和秩序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要做到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在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上，我们就要以保护宗教表达自由为重，但是如果宗教的

表达自由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就要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重中之重。 

2.我们要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使它们成为宗教表达可以信赖的媒介 

主流媒体作为大家时刻可以接触到的媒介，可以发挥比法律调控更加彻底的作用。宗教

和主流媒体间建立信任，媒体能够客观公正的为宗教表达建立平台，而是一味的封杀宗教的

表达权，这样将更有利于宗教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法律法规在传媒涉及到宗教内容时

规定：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宗教的政策法律内容，符合宗教的教规教义，有利于宗教团结，不

伤害民族感情。同时，宗教的自办传媒也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约束，必须遵守有关

规定。 

3.政府公开透明地制止宗教的不当和不实言论 

宗教的表达自由必须控制在一个度的范围内，过度开放的表达自由就容易引发其他问

题。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公开透明的政府，法治的政府，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

使人们不会人云亦云，简单的追随不切合实际的论调。 

4.进一步完善与宗教表达自由相关的法律法规 

宗教自由虽然在宪法上予以认可，但是却不够详细和具体，也就是没有一个“度”的标

准。使得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控制宗教表达自由的范围和深度，也不能准确地确

定违反或侵犯宗教表达自由权利的法律责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丰满宗教表达自由的法律，

使它们之间有良性的互动，也更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5.健全机制面对宗教表达自由带来的问题 

对于宗教表达权利范围内所揭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勇于承认，敢于担当。但对

于宗教超出表达自由范围发表的煽动闹事，破会社会安定和谐的言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机

制尽快地制止，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 发挥宗教表达自由积极作用构建中国和
谐社会 

（一）发挥宗教表达自由权，弘扬宗教积极因素 

宗教文化是大众文化，其中也富含精英文化。中国的宗教精神同样能够参与构建中华民

族之魂，充实我们的上层建筑。 

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都在近代社会结构转型上有着重

大突破，但这种社会巨变并没有使之彻底抛弃传统，放弃宗教，而是将此精神力量吸纳、整

合到其现代文明之中，使之成为其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并由此而保留了与广大民

众的信仰、心理连线。 

我们所处的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我们源源不断地获取精神资源，

我们更应该看清并且巧用宗教这一重大资源，使之能以正能量的方式来促进和推动中华民族

的复兴。为了“中国梦”理想的实现，我们更应该在宗教的表达自由的问题上解放思想，让

宗教思想充分的表达，充分的发挥宗教思想的力量为整个中华民族服务。 

（二）宗教自由表达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人类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其不仅在国际交流和民族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

且在日常的人际沟通中也举足轻重。这种宗教渴望被认可的姿态，宗教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共

识，往往会成为不同国度及民族达到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的共存、共识的促进剂和润滑油。

从整体来看，宗教发展的主流是促进世界和平、维护社会和谐的。世界和平已经离不开宗教

和平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保障，而宗教沟通与理解就成为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行通途。在今日“全

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正积极努力地与国际社会融合，而在这种“融入”过程中，宗教必然

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用、有利的推动力的。而一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和扩大影响，也必然离

不开宗教的积极参与。 

1.宗教自由表达可以成为“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有机构成 

宗教能够自由地表达，才能够充分发挥宗教的公共外交作用。人类的 85%都信仰各种不

同的宗教，在不同的民族、种族、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的产生和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中至关重要

的作用。这是宗教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公共外交作用的基本条件和历史原因。宗教作为传统文

化力量和精神传承，有着广远的公共价值和公众影响。对于宗教在国际范围的这种公信度和

公众性，我们不可轻视。包括在中国社会，宗教的媒体效应和公众感染力、社会关注度都在

迅速扩大。 



 

 

不可否认，相关国家政治势力或思想意识的对外扩张或渗透，也会披着宗教的形式的外

衣或者得到宗教的重要帮助。在宗教掩护下的扩展和渗入通常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在

耳濡目染的不经意中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仅仅 3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宗教界人士以组团或个人厨房的形式开展了大量对外交

流和对外宣传工作，而且也在国内接待了大量国外宗教界的来访人员，展开了深层次的友好

坦诚的交流。这种具有公共性的民间外交形式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补充和积极贡献。 

2.宗教自由表达可以在“文化外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宗教具有非常深远且浓厚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底蕴。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

宗教文化在对外关系中的意义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各个国家已经把在对外

交往中不断地了解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情况，作为其外交工作的基本功课。一些在政治层

面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宗教的力量却可以迎刃而解。我们要依靠这种具有随意性、随时性、

自发性的宗教对话交流活动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和完善。 

20 世纪 7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交往才渐渐恢复，而在中美建交之前，基督教就成为双

方沟通联系的纽带；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访华的问题也最少三次表示肯定，他

们对于中国客观实际准确的评价对于促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向前迈进发挥了正面作用。在中

国海峡两岸四地的交流过程中，宗教的沟通也成为政治沟通的润滑剂，对两岸之间的关系进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宗教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最先就促成了海峡两岸的“三通”。 

（三）宗教表达自由对于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意义 

进入 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脚步加快，宗教在我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政府对于宗

教的管理的脚步却停滞下来，使得其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及之处。而这种管理方法的不系

统不正确必将导致政府和宗教关系恶化，也必然影响到宗教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宗教管理

工作也需要以我们对于宗教本质的认识和定位为指导，依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全面、系统、

科学有效地制定管理办法和有关法律政策。 

1.宗教的本质决定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正面意义 

宗教的表达自由从外在来看属于精神、思想层面，而其本质却又是扎根于我们所处的社

会、政治基础，所以说，宗教的表达自由必须在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充分自由

地表达。中国宗教积极参与、推动了社会对话，促成了各层次人们之间的和谐共处。体现出

中华社会“大同”“统一”“和睦”的存在观念。这使得中国宗教对其社会政体和基层社区也

都有着一定的归属和依附。因此，我们对于中国宗教表达自由的考量，不能仅限于其社会构

建性，而必须注意其思想文化的扩散性、感染力。 



 

 

宗教与和谐有着内在的关联，宗教的公共性主要就是争取和谐性，希望人与人和睦相处、

社会和美共存 。宗教的本质决定了宗教本来就应该是和平的使者，其使命就是主张和平，

实现和谐。宗教应该是让人们追求并享受和平的信仰，必须承认，各大宗教为都为人类的和

平付出了努力。温家宝同志说过的“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

们应当从宗教探索和谐之途中得到启迪和启发。 

2.宗教表达自由对于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作用 

当今中国社会的构建所强调的是和谐，在道德价值和精神信仰方面主张彼此尊重，和而

不同。这种社会氛围为宗教的自由表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整个社会对宗教的包容更加明

显。在达成人们心灵的和谐上，宗教具有独特的意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自身的发展和

自我完善，使其对社会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宗教表达与社会的和谐：从宽容、包容到共融 

中国当代社会对宗教的宽容是宗教的表达自由成为可能。尽管目前社会对于宗教还存在

一些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但却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了对宗教的宽容，使宗教在中国社会获

得了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中国文化对宗教的认同使得宗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认宗教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宗教和其他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给宗教的表达自由

提供了文化环境。宗教的表达能使其所追求的“真、善、美、圣”更好的和社会发展有机融

合，宗教的表达不仅是宗教本身的宣传，而且也是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2）宗教表达对社会的和谐：从适应、服务到投入 

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宗教作为社会的基本构建之一，其立意和主

旨都应该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实现社会的和谐。但是，由于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利益诉

求，宗教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宗教适应中国社会就应当首先实现自身的和谐，也必须

实现与其所生存和关联的文化体系的和谐。宗教在适应和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成为社会

和谐运转的润滑油和精神动力。这就要求与宗教的对话、交流、沟通，宗教的合理有力表达

才能消除这些矛盾。 

（3）宗教表达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参与、担当及贡献 

宗教的正确表达，对达成和谐社会起到积极。宗教的自我表达能够使人们获得重要的心

灵安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抵挡诱惑。同时，也有利于宗教自身思想、价值和道德观念的

发展，进而从精神层面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当前社会中，宗教对于慈善事业的积极倡

导和承担，也成为其表达宗教自身价值的途径，也是宗教价值的体现。 



 

 

（四）对中国宗教表达自由发展的前瞻 

制定顺应时代发展的宗教政策法规，对宗教进行积极引导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新中国

成立后，宗教和政治二者就形成了特有的结合，是宗教并不能独立于政治之外。过去宗教和

政治的弦绷得太紧，宗教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未来，中国宗教的目标应当是为社会服务，向

大众提供精神关怀。宗教组织应该向“社会服务”性和关怀性社会组织转型。宗教在现代社

会的定位应当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其主要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现代民主和精神

自由，应作为“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体”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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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多年来，宗教领域的重要进展就是宗教不再被认为是“斗争”的对象，而

是看作“和谐”的因素。宗教成为政治关注、防范和利用的对象。社会的进步让宗教迎来了

“迟到的春天”，还给宗教以公平，恢复宗教信仰的自由。 

儒佛道蕴含的宗教内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支撑，我们应当从被动的对待宗教变为主动的

理解宗教，真正的考量宗教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未来的发展对于中国宗教和社会本身都既是

机遇，又是挑战。中国社会和宗教的双向互动和态度转变的条件基本成熟。首先，应当消除

以往宗教在政治参与上的遗憾和留下的阴影。其次，意识到宗教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属性应

该是对人的社会关怀和精神关怀。再者，宗教应该在努力的促进中西方的对话，消除对抗上

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构建桥梁和通道。最后，制定更加顺应时代发展，更妥当，更正确

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完善当代中国的宗教理论，为将来宗教更加自由的表达，更加和谐

的生存创造环境和基础。 

 

 

 

 

 

 

 

 

 

 

 

 

 

                                                        
17 卓新平：《关于中国宗教现状及其发展的一些思考》[J].《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 5集）》，2009。 



 

 

 

 

 

结语 

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整个文明进步的过程。进入 21 世纪，社会更加文明更加

开放，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宗教和法律二者也必将相互交融，互相促进，向更高的层次

迈进。宗教不仅将在国家内部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国际交往和互动中也将会受到

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而法律的发展必将更加注重人权和自由的保护，宗教的表达自由作为其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会进入法律规范的内容之中。 

本文对宗教和法律之间从其基本概念和历史关系入手，回顾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法律对

于宗教自由的规定，从而引出了传媒法视角下宗教表达自由权利，并运用举例说明的方法，

对这种权利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谈了对其的保护和限制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最后，以宗教表

达的积极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宗教表达自由对于建设中国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以

及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为宗教表达自由的立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依据和自

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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