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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处在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起步阶段，因为历史的原因，对宗教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虽然在《宪

法》中设立了有关宗教的条款，但是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并且缺乏对政教关系明确的规定。随着社会
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将与世界潮流接轨，从保护基本人权出发，以更加宽容的姿态迎纳宗教，逐步明确宗教信仰
自由和实践自由的范围，加大对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并认真研究宗教行为与政治行为的界限划分，对宗教团体
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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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Religious Problem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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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law，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3200，China）
Abstract： China's democratization is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so is the rule of law． Because of historical

reasons，th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is not very thorough，though the Constitution has established
terms of religion，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is not enough and specific provisions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s lack．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China will integrate with the global tren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a more tolerant attitude to religion will be accepted，the
scope of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practice will be gradually clarified，the legal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will be increased，the demarcation of religious behavior and political behavior will be
carefully studied and so as to protect the behavior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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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的宗教问题概述

教或信仰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
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信仰和自由。”

正在 1968 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 》规定： 各
走向民主的国家几乎都在其制定的宪法中设定了宗 国法律必须准许人人享有发表自由 、新闻自由、良知

1． 1

各国宪法中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条款

教条款。这是因为： （ 1） 宗教是和政治、文化、军事
相并列的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们不能因为意识形

自由及宗教自由。因此各国都在宪法中设定了一系
列得宗教条款。例如，挪威王国宪法第 1 章第 2 条

态问题而否认宗教的存在； （ 2） 宗教的影响之大，使
得各国政 府 都 在 处 理 事 务 中 无 法 回 避 宗 教 问 题；

规定： “全体国民均有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 ”； 德国
基本法第 4 条规定： “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

（ 3） 宗教信仰权属于思想范畴，是人的基本权利之
一，宗教问题是否处理妥善常常影响一国政府的现

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 ”。 这些宪法中的宗教条款一
方面保障个人的基本宗教权； 另一方面也利用宪法

实秩序和国际声誉。 早在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规范性对宗教作用的范围进行了限定，从而有力
的《世界人权宣言 》第 18 条就规定： “人人有思想、 地保障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
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 1． 2 宪法中基本宗教问题的一般理论 从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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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宗教立法的两大核心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与协调政教关系。因此宪法中对于宗教问题的规定
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107

［2］
制宗教型（ 如苏联、越南、朝鲜、古巴等） ” 。

2

我国宪法与宗教的关系

宗教立法的首要作用是保障公民宗教自由 。韩 2． 1 我国宪法中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
国宪法第 20 条第 1 款规定： “任何国民有宗教的自 2． 1． 1 我国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国对宗教的基本
由”。从广义上来说，宗教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和宗教行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包括“信教 ”和

我国《宪法 》第 36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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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教”自由两个方面。 只要是合法的宗教，我们对
宗教信仰自由就不应该约束。宗教行为自由大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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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举行宗教仪式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宗教结社自
由、传教自由、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宗教捐赠自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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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及宗教营销自由等” 。国家应该充分尊重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因为人不仅在品质上需要神的约束 ，而

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
要分析我国宪法与宗教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白

且在智力上也需要神的引导。 在这一点上，各国似
乎都达成了一致，如挪威王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都

宪法的本质，即“宪法的本质在于它是一国统治阶

做了这样的表述。 我国也在《宪法 》第 36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然而对于宗
教行为自由，各国却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宗
教行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对
宗教行为自由有所限定，那么在精神层面的宗教信
仰自由的实现必然就会受到约束。 很显然，这种观
点会给社会带来很多的恶果，有些人就会打着宗教
的旗号大搞破坏活动。因此各国也都从人的本性和
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规定了对宗教行为自由
的限定。例如： 美国国会在 1993 年 11 月 16 日通过
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 》中就指出，“如果政府要限
制某项宗教实践的自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国

态度

级在建立民主制国家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
［3］
的集中表现。”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工
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属于无产阶级范畴，所以我国
宪法的所有条款就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思
想。具体到宗教来说，“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
［4］
想的现实性 ” ，因此宗教从其本质上来说是唯心
的。马克思的观点表明，以唯物主义为思想根基建

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在其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 ； 然而
从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又是辨证的，这就要
求我们既要透过现象看到宗教的本质，又不能忘记
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符合一定历史现实
的，宗教的产生是与人本身的局限性有很大的关系 ，

家的迫切利益使然； 二是限制应该是衡量各种代价
中最小的。”

而它的发展也是人与外界关系变化的一种客观反
映。任何无产阶级政党企图一下子消灭宗教，在当

协调政教关系是宗教立法的另一核心 。自从有
了宗教开始，政治和宗教就仿佛是孪生兄弟一样 ，它

前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

了巨大的变化，宪法已经成为平衡政治力量和宗教
力量的一个天平。虽然仍有一部分国家的政治和宗

高级的、最具有稳定性和影响力的精神追求。“根
据信仰对象的不同，信仰可分为三种类型，科学信仰

教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大多数国家已经在宪
法中明确的规定了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的条款 ，在形

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是求真； 宗教信
仰是对上帝的敬畏，其目的是求善； 政治信仰主要是

式上脱离了政教合一的单纯模式，使宗教对政治的
影响力明显下降。 美国就是典型的政教分离的国

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求实。 在日常生
［5］
活中各种信仰往往相互交错却不能相互取代。”

用宪法规定宗教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府对宗教
，
，
们互生互长 政治借用宗教的手排除异己进行统治
加以规范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必然的一个手段。
宗教借助政治进行传播，谁也离不开谁。 中世纪以 2． 1． 2 从信仰理论看信仰对宪法中宗教问题的影
来，随着宪政制度的确立，世界各国的政教关系发生 响 从信仰理论来看，信仰是人精神活动中一种最

1791 年通过的美国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规定国 而越过了卡里斯马型权威的政治时代，国家更多的
家，
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 。 目前， 用法律管理社会事务，力求将自己的政治主见融入
“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教关系大约有四种： 政教合一 到普遍的法律规范中去，这样政治信仰在很大程度
型（ 如伊朗、沙特） 等、政教分离型（ 如美国等 ） 、国教
型（ 如印尼、巴西、丹麦、瑞典等 65 个国教 ） 、国家控

上就转化为法律信仰。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就转化成为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虽然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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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仰往往相互交错，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就能相
互取代，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是有明确的不同之处

由既不支持也不赞同，处于中立状态，是基于在世界

的。第一，法律信仰更多的来源于国家强制 ，而宗教

从《宪法》中就要规定详细宗教自由的具体内容，只

信仰更多的来源于个人自愿； 第二，信仰的主观性决
定了宗教对于人的内在性，法律的现实性决定了法

有这样，才 能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宗 教 自 由 保 护 不 力 的

范围宗教自由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因此我国必须

问题。
律对人的外在性，内在性表现在宗教规范以义务性 2． 2． 2 我国《宪法》中政教分离问题分析 相对于
规范为主，外在性规范则表现在法律以保障权利为 我国《宪法》对宗教自由问题有所表述，我国《宪法 》
主。法律代表理性，“理性与信仰的不对称表明，理 对于政教关系却只字未提。 笔者认为我国没有在
性与信仰不可能同时主导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理性 《宪法》中规定政教关系的条款，原因有三： 一是宗
［6］

占主导，另一个时代则是信仰占主导 ”。 纵观 世
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伊斯兰国家是典型的以信仰为

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权利的保护是需要法

主导的国家，《古兰经》的教义对伊斯兰国家民众的
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更多数正在走向民主或

一种社会关系，我国立法机关认为法律是社会关系

律明确规定的，而政教关系并不是一种权利，它只是
抽象的反映，没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某一种社

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则以理性为治国的主导 ，我国
就是这些大多数国家中的一个。 尊崇理性，尊崇法

会关系； 二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而政教关系更

律就成为我国统治阶级的立法机关在立法中所要遵
循的一个内在原则，加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理

益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相斗争的今天，政治与宗教的

性的追求比其他国家更甚。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理
性统治的时代，在追寻法律信仰的时代，宗教信仰对
法律信仰是一个挑战，人们一旦有了固定的宗教信
仰，他的行为就会比普通人容易和统治阶级所制定
的规范相冲突，就容易对社会秩序产生冲击。
2． 2 当前我国《宪法》中宗教问题分析
我国《宪法 》中宗教自由问题分析 我国
《宪法》第 36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
2． 2． 1

信仰自由。从第 36 条内容上来看，这里的宗教信仰
自由的内容包括信仰或不信教的自由、信何种宗教

多牵涉到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与融合，在各种利
关系也非一个分离或者设立国教所能解决的 ； 三是
无论是伊斯兰国家设立国教，还是美国人民与宗教
迫害相斗争的血泪史都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与宗教
的紧密，而我国从古至今只有短短几百年 （ 五代十
国） 是有国教的，宗教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如儒家
一般深远的影响，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也不如西方国
家那么紧密。
那么，是不 是 我 国《宪 法 》中 没 有 写 明 政 教 关
系，我国就对宗教干预政治的行为加以容忍呢 ？ 这
显然是不会的，从我国性质来看我国是不容许宗教

对政治事务进行干预的 ，是主张政教分离的。 相反
的自由。但是人们在宗教实践上的自由只有短短的
的，美国在宪法中写明“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这寥寥几字一笔带过，
教”是否就表明宗教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 显然不
既没有阐述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内容，又没有阐述国
是，我们不会忘记每任总统上台时都要在大主教面
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相反的
，
，
，
对于宗教实践自由的限制，《宪法 》第 36 条却有较 前 手抚圣经 承认对上帝的尊崇 这说明宗教对政

为详细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 治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写明政教关系，但根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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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澎 法第 36 条“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

教授为此指出“如果我们把此句话的‘宗教’换成其
他词，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团体、科学技术、体

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育，等等，在逻辑上仍然成立的，而在宪法的其他条
款中并无针对其他领域的类似规定。 那么，这就给

的政教分离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人一种印象，即宗教是可能被人用来进行破坏社会
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的，这是宗

有说不受政府的影响，实际上我国宗教受政府的影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国
是宗教团体自治，只是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但是没
响较大； 二是从宗教影响的范围来说，我国宗教团体

教 的 特 色，因 而 有 必 要 在 宪 法 中 专 门 对 此 作 出
［7］
规定。”

自治是指宗教团体对自己范围之内的宗教事务有管

因此笔者认为，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个人宗
教自由的积极赞同和保护，我国对于个人的宗教自

行干涉； 三是宗教团体的自治不能进行破坏社会秩

理权，对超出宗教团体之外的政治事务没有权利进
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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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合理的宪法与宗教关系

等。如果一个打着“宗教 ”旗号的组织肆意破坏社
会秩序、攻击党和政府、损害公民身体健康，那么它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个独立分句明确规
定了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

就是伪“宗教 ”，是邪教，国家就必须予以取缔。 中
国的政教关系只能从中国本身的现实情况出发 ，从

奉国教”。 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伯

尊重不同宗教正当的诉求出发，结合各个宗教不同
的教义，以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为根本 ，实现宗教

格在沃尔兹诉纽约税收委员会裁决的总结中表述
道： 既不能容忍政府设立宗教的行为 ，也不能容忍政
府干预宗教的行为。 这个判决给予我们以下三点
启示。

团体正常的、合法的运转。
（ 3） 在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立法者应该

改变观念，认识到宗教存在的必然性和消亡的历史
（ 1） 国家必须明确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范围， 性，更加全面的看待宗教的作用和不足 ，不能认为其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行为自由。 我国《宪 唯心主义就全盘否认宗教。国家应以更宽容的姿态
法》第 36 条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范围， 接受宗教，努力用法律尤其是宪法规范好引导好宗
但是却只字未提宗教行为自由。 为此，笔者认为我 教的发展，使宗教更多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思
国虽然没有制定《宗教法》，但完全可以在《宪法 》中
规定宗教行为自由的范围，明确表达国家所支持和

想进步的作用。只有这拥有种观念，国家才能正确
的处理好国家与宗教、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反对的个人宗教行为，使宗教行为自由能够在《宪
法》的框架下得到相应的保障和约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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