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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池田大作结合西方政教分离理论及日本宪法关于政教分离原则的规定，明确阐

述政治与宗教的区别和联系,指明日本社会对政教分离理论的误解及其产生的原因,并在实践

中指导日本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完成政教分离工作。其政教分离理论及实践经验对于重新认识

宗教、政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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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教分离作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

践的一项原则，是指国家力量和宗教力量应该互

相分离，国家力量不援助、不压迫各宗教团体。它

源于欧洲摆脱宗教控制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

启蒙运动。现已成为欧美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观点,
也成为当今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教原则。政教分

离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欧美国家世俗化

的产物。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国家都采取政教

分离原则，如梵蒂冈和伊朗依旧采用政教合一的

体制。
政教合一是指把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合而

为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某种宗教

被指定为国教，受到国家政权的庇护和扶植。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确立了现代民主体制，

实行政教分离原则。但是，针对战后日本新兴的

宗教团体参与政治，日本社会出现了对政教分离

理论的误解，出现过对政教合一的批判。池田大

作的政教分离理论与实践，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展开的。
1945 年以后，以日莲佛法为信仰基础的现代

大乘佛教组织———日本创价学会在第二代会长

户田城圣和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的领导下取得

了飞速发展，成为现代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从

1955 年起，创价学会开始派人参与区级、县级和

市级的选举，并取得不菲的业绩。1961 年 11 月，

创价学会支持的政党———公明政治联盟组建，它

是现在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前身。作为

宗教团体的创价学会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

于创价学会与公明党曾经有过组织上和干部上

重叠的时期，公明党党纲也曾经具有浓厚的宗教

色彩，出现过“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的词

汇。作为宗教团体参与政治，创价学会和池田大

作一度遭到世人、其他宗教团体和政党的质疑。
有人认为创价学会参与政治就意味着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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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池田大作试

图使创价学会国教化。池田大作也因被怀疑干预

政治选举而被捕。为了避免社会的误解并使创价

学会和公明党取得更好的发展，池田大作精辟地

分析了创价学会招致误解的原因，结合西方政教

分离的历史过程和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

则，从一个宗教领袖的视角，论述了宗教和政治

的关系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

二

探讨政教分离原则，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与宗

教之间的关系。池田大作作为宗教思想家和宗教

领袖，富有创见地论述了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

系。
池田大作认为，宗教与政治既相互区别，又

密切联系。从政治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看，显然，

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即“政治有政治的领域，宗

教有宗教的平台———这乃是一条铁的法则”。[1]宗

教主要调整个人的精神生活，而政治则调整人的

公共行为。池田大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中日

邦交正常化之际，自民党议员松村谦三想将池田

大作介绍给中国政府，以通过池田大作领导的组

织完成中日交涉，而池田大作将松村谦三的意思

转达给了公明党。因为“他认为，推进恢复邦交，

基本上是政治问题。站在前台的若不是政治家，

就不能有效地推波助澜”。[2]最终，通过公明党与

中国政府的交涉，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显

然，池田大作意识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政治交

涉，应该通过政党在政治领域完成，而没有大包

大揽，混淆政治与宗教的区别。
但是，与宗教和政治的区别相比，池田大作

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上。这是

其作为宗教思想家和宗教领袖使然，也是其洞察

宗教本质和政治本质的结果。他认为，宗教和政

治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调整的范围也不尽相

同，但是，从本质上讲，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
池田认为，政教分离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分

离。古希腊，政治与宗教几乎浑然一体，政治与宗

教高度结合，城邦祭祀共同的神灵。中世纪，奥古

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为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即

为宗教和政治划出了一定的界限，将人的宗教生

活和世俗生活区别开来。结果导致宗教生活和政

治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之间的紧张关

系贯穿了整个中世纪的历史。一方面，宗教界强

调“神学政治化”，表现为对政治的干涉；另一方

面，政治家也试图把“政治神学化”，寻求保证其

权威合理化的超自然力量。宗教力量与政治力量

的对抗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动荡和人口的急剧减

少。宗教和政治均背离了救赎和维护社会秩序的

宗旨，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最终，经过欧洲 30
年战争后所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主

权国家拥有处理主权范围内的宗教事务的权力，

政治与宗教开始分离。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仍然存在国家对某一宗教的庇护，但其他宗教团

体只要不扰乱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允许存

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越来越

彻底，国家不再被允许庇护某一宗教，宗教也不

再被允许干涉政治。二者不同的社会功能领域逐

渐清晰化。
池田大作强调了政教分离的作用。政教分离

使主权国家有权处理管辖范围内的宗教事务，这

能够有效地平息宗教或教派之间的纷争，维护社

会的稳定。宗教不再干涉政治，而专司人的精神

事务。
在宗教和政治分离的漫长过程中，尽管宗教

纷争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但是，宗教通过

对精神力量的动员，使社会力量得以整合，对政

治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种监督的精神并未因政教

分离而丧失。尤其在“民众的声音代替了神的声

音，并且日益成为使现代国家元首制合理化的源

泉”[3]的今天，这种监督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池

田大作认为，失去宗教的政治“正如没有罗盘的

航船，船上乘客不知将被带往何处”。[4]

最后，池田大作论述了宗教和政治的本质和

目的。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通过让人意识到

“死”，之后对“生”有明确的自觉，来调节人的精

神生活，实现人生的幸福。所以，宗教的目的是为

了人，是为了人的幸福。“宗教是为了人的宗教，

而不是人为了宗教而存在”。[5]并且池田大作将人

作为最高的目的，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团体或国

家将人作为手段。人只能而且永远是目的本身。
因此，他反对一切打着宗教名义的恐怖主义，对

将人当作手段的宗教予以批判。宗教作为一种方

式或手段，目的是使个人达到幸福，使人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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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在池田大作看来，政治虽然是以追求最高

的权力为目标，但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不应该

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政治是技术，是为谋求

民众的幸福而进行的实践活动”。[6]即政治作为一

种技术，目的是追求民众的福祉、社会的安定繁

荣以及世界的和平。因此，其本质目的应是为了

人本身，人在政治行动中也不应该成为权力斗争

的工具或手段。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宗教与政

治的本质目的是相同的。二者都是为了人的幸福

和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手段或方式。中世纪的政教

纷争所导致的社会动乱，正是双方迷失本质目的

的表现。
池田认为，宗教和政治的本质目的既然相

同，那么，政教分离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分离，而不

是本质上的分离。现代的政教分离原则，只是不

允许宗教干预政治，而不是不允许宗教团体或信

徒参与政治。相反，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的社会

功能和对政治的监督功能，宗教团体不应该脱离

政治。对于宗教而言，“不参与政治，不注重现实

社会，……，从而流为一种遁世的、消极的、形骸

化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软弱的、毫无生命力

的”。[7]同时，对于政治社会而言，如果缺少宗教为

其提供道义基础，将会“变成‘没有意义的噪音与

怒气’的迷宫”。[8]池田大作强调，只有通过现实中

“活着的”的宗教参与政治，人类社会才能成为一

个和谐的整体，进而实现和平与幸福。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池田大作肯定了现代

政教分离原则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政教分离原

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宗教与政治的本质目

的是一致的，二者互相关联，互相促进，都服务于

人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背离这个目的的政治和

宗教都应该抛弃。所以，政教分离原则是对政治

和宗教调整或管辖范围的明确划分，但从最终作

用上，二者依旧是一致的。

三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日本社会对创价学会

和公明党的关系提出了批判。批判集中在，“创价

学会是宗教团体，公明党是政治团体。它们都是

信奉日莲大圣人的教导的，是以一个王佛冥合为

目的的同体异名的团体”，[9]二者被认为是政教合

一的组织；由于在创价学会基础上组建的公明党

“以国立戒坛的建立为唯一目的”，[10] 创价学会参

与政治的目的被认为是试图使日莲正宗国教化。
另外，1969 年发生的“言论自由出版妨害事件”，
日本媒体和其他政党、团体诬陷公明党与自民党

暗中勾结并以政治恶势力侵犯国民言论出版自

由。
池田大作首先坦诚地解释道：创价学会和公

明党（组建时名为公明政治联盟）是一边建设，一

边发展。在组织突飞猛进发展时期，一些原则和

标准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从而引起宗教干预政

治的嫌疑。但是，社会的批判和质疑并不能说明

创价学会违背了宪法的原则，而仅仅是社会的误

解。
确实，关于政治与宗教分离的实质，容易引

起世人的误解：只要宗教团体参与政治，便是政

教合一。日本国宪法第 20 条和第 89 条关于政教

分离原则规定：“保障任何人的信教自由。任何宗

教团体都不是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

权力。任何人不被强制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祝

典礼、仪式或活动。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

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为宗教组织或团体使

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向属于公家管理的慈

善、教育或博爱事业，不得支出或利用公款以及

其他国家财产。”[11]池田大作强调，虽然现代政教

分离原则不允许宗教团体直接干预政治，但是宗

教信徒可以个人名义参与政治，宗教团体也可以

通过支持某个政党选举的途径间接地参与政治。
这样，政治家就可以把佛教的慈悲精神反映到现

实的政治之中，从而让所有人得到幸福，使世界

变得和平。因此，创价学会的活动是合法地参与

政治，而不是社会上所批判的干预政治。
在实践环节上，公明党对党纲中容易产生误

解之处也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建党以来党纲中具

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王佛冥合”、“佛法民主主义”
之类的词汇。池田大作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干部

互相兼任的情况也进行了分离。
1970 年 5 月，池田大作在创价学会第 23 次

本部大会上提出：“首先，本门戒坛没有国立的必

要。……本门戒坛无论何时都是要依靠具有纯真

信心的民众力量来建设的，只有这样它才有意

义。……我们参与政治决不是使之成为建立戒坛

的一种手段，而是自始至终以大众的福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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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与宗门、学会的事业并无关系。……创价学

会和公明党的关系，在制度上应进一步明确贯彻

分治的原则。……在选举时，希望公明党放手建

立党的组织，把选举活动始终当作党组织的工作

来做，和学会的事情明确地划分开。”[12]并且，池田

大作明确指出：“我们创建公明党，往政界输送人

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由掌握了佛法的人进

行人类革命，是希望矫正现代政治权力的倾斜。”[13]

至此，池田大作解除了“国立戒坛”和“政教合一”
两种违宪提法对创价学会和公明党所引起的质

疑。
1970 年 6 月，公明党召开第八次党大会，重

申坚持中道主义、人性社会主义以及地球和平主

义，保持信教、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同时

池田大作阐明，“我始终担负着指导创价学会的

信仰实践和弘扬教义的责任，虽然支持公明党，

但对于它的决策、活动、人事等决不干涉。作为信

仰团体的创价学会和作为政党组织的公明党是

各具特点的完全不同的组织团体。但是，我们建

党的宗旨却在于弘扬佛法的慈悲：为民众的幸福

作出贡献；竭力确立和维护世界和平。我相信，这

些宗旨今后也能坚持下去。”[14]至此，池田大作和

公明党明确表达了对信教自由的尊重，再一次指

出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各有侧重点，即学会重信

仰、政党重实践，并非政教合一。
澄清了创价学会参政的合法性，对创价学会

和公明党进行了组织划分后，池田大作对创价学

会引起社会误解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政

教合一”其实是从基督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中产生的，源于西欧。而佛教，在政治与宗教关系

上，一直主张“用从宗教心理中产生的普遍理念

来反映政治”。[15]所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观

点。但是，东方国家由于不具备近代西方社会通

过长期政教分离过程而拥有的宗教基础，使构建

近代政治体制和发展宗教团体同时进行。如上文

所述，西方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是一个漫长的

历史过程，人们对二者的作用范围有深刻的认

识。尽管宗教与政治在形式上脱离，而实际上宗

教为近代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运营平台。作

为东方国家的日本缺乏这样的宗教基础，近代政

治体制的构建和宗教团体的发展都是在短时期

内完成的，并且二者的发展时期重叠在一起。所

以人们很容易从字面上理解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导致关于宗教和政治关系的误解。针对创价学会

的误解，也主要产生于此。
池田大作在谈起社会对创价学会的误解时，

尽力强调创价学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东西方

政治文化比较的角度寻找原因，没有对批判和误

解者进行争锋相对的回击。这表现出了一个宗教

思想家和宗教领袖的宽容，同时也避免了创价学

会招致新一轮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社会对创

价学会干预政治的批判往往不是单纯的误解，而

是为了某种利益刻意地中伤。当时的创价学会发

展迅猛，成为日本最大的宗教团体，并且积极参

与政治。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其他宗教团体竞争

的局面，威胁了其他政党的得票率。为了压制创

价学会和公明党的发展，才产生了社会上的恶意

批判。而且，池田大作和日本创价学会提倡国际

和平主义，提倡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追寻真正

的世界和平，这或许与战后日本依旧存在的狭隘

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的理论格格不

入，因而招致了批判和攻击。

四

池田大作的政教分离理论与实践，有助于重

新认识现代社会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方

面，宗教组织参与政治的目的，不是借参与政治

来发展其宗教组织而进一步影响正常的社会和

政治秩序，相反却是提高大众的福祉，并且以此

为标准来衡量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宗教在进行

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其宗教哲学或教义不会原封

不动地带进政治世界中，而是使“具有宗教信仰

的政治家……实践宗教所具有的那种对他人的

同情以及为人类幸福作出贡献”的慈悲精神。[16]也
就是说，直接参与政治的政党遵循大众福祉的理

念，同时也独立于宗教组织发挥政治影响力。
在现代社会，宗教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逐

渐变弱，失去了对公共问题的重要影响力，但是

仍然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因为，一方面，

“世俗政府的事务并非统治阶级的专利，一般百

姓的责任也并非唯有忍受而已”。[17]“剑（政府的强

制）只会造成全国上下的伪善者”，[18]所以政治需

要大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在池田大作看来，在今

天这样高唱民主主义而施行民众与政治相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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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需要拥有广泛基础的宗教组织组建政党

参与政治。而其政教分离理论及实践有助于广泛

动员普通公民参与政治。这在欧美社会政治参与

率越来越低的今天应该具有突出的意义。
另外，池田大作的政教分离理论和实践，也

有助于规范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关系，避免“一

日政治”的出现，可以提高政治家的素质。因为，

一切政党虽然都是以追求国家权力为目标而组

织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但事实上应该以广大民

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因为政治终归是政治的

领域，……决定政党好坏的是为了国民的利益和

大众的福利取得多少成果。只此而已。毕竟，政党

作为政党，受到国民什么样的评价才是关键，才

是根本。……如果缺乏国民的支持，则只能徒有

虚名。”[19]对于政治家而言，作为某一政党党员的

政治家不能拘泥于形式而忽略了国民的利益，

“应该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工作。……不

能考虑党的利益、策略，而必须下定决心为民众

而战斗。应该从全体国民幸福的立场出发，为达

成共识而尽最大的努力。必要时，可以与其他政

党同心协力来解决问题。”而宗教在此过程中，将

会使人类深入洞察其生命，开发其中的善性，进

而使合作成为可能。[20]同时，政治家与大众间并非

像某些国家那样，要么党的经营都倾向于按党魁

的意志办事，要么因为选民至上的价值观念而使

得党的领导人的意志难以贯彻，而应该是领导者

始终思考民众的幸福，而民众也完全信赖其领导

者。池田大作将使用宗教的眼光，试图让政治家

与选民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建立良好的政治关

系，实现完美的政治运作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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