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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立法原则刍议
邸 爽，那孝伟

( 吉林医药学院，吉林 吉林 130013)

［摘 要］ 加强宗教立法，是要体现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还是要以管理宗教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 宗教立法

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立法原则? 在进行宗教立法的时候，应当如何认定相关的国际公约的法律效力，这些都对我国宗教立法提

出了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如何妥善地处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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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建设一套法律体系，其目的无非

是为了解决社会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宗教立法

当然也是如此，有着其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那么，它的

针对目标是什么? 或者换言之，宗教立法的目的是什么? 国

内的宗教界人士、政府和专家学者们对于宗教立法的宗旨有

着完全不同的两种认识，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尝试制定宗

教基本法时的主要分歧之所在。这两种认识，也体现了两种

不同的价值观念。一方面，许多法律界人士、宗教界学者都

从群众的宗教需求和信仰自由权利出发，认为应当通过宗教

立法，保障“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宗教

立法，其根本目的要体现在对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保

障上，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把通过宪法抽象地表达出来的公

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落实到具体实处，提供制度

上、程序上、措施上的切实有效的保障。中国总人口在 14
亿人以上，而信教人数不过 1 亿人 ( 有学者认为实际人数应

有 3 亿人) ，不足 1 /10，处于绝对少数，相对于 14 亿总人

口而言明显是“弱势群体”，因而，用专门法律的方式来保

护少数信教公民的自由权利是极为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

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唯其如

些，才能体现现代文明国家对于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另一方

面，政府行政部门从国家本位、政党本位和管理者本位出

发，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来看待、处理宗教问题，提出宗

教立法的宗旨在于 “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所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既包括“维护宗教和睦与

社会和谐”，又包括“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实际上，中央

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和方针也限定了政府行政部门的宗教立法

宗旨。

1 坚持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为核心的原则

党认为宗教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

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一种颠倒的错误的世界观，对于公民

应当加强无神论教育来抵制宗教的影响。宗教随着历史的发

展必然消亡，但其消亡是一个自然过程，不应该也不可能用

强制的手段消灭。另外，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

看，宗教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当保障公

民宗教信仰自由。由此提出了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即

“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

宗教事务的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工作的落脚点在于促进党和国

家的中心工作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从这样的理念出

发，所建立的法规必然是一部 “宗教事务管理”法规，而

非“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法规，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必

然是“如何引导、如何发挥宗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

用并避免其消极作用”，而非“如何避免公共权利滥用而损

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应当承认，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社会公共利益得不到保护，宗教信仰

自由也不可能落到实处。但是事实上，无论在哪个领域立

法，都是通过对于特定领域、特定对象的调整与管理，从不

同角度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何以单单在宗教立法问题上要

分外强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呢? 实际上，每一部法律都是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只是其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已。那么，作

为宗教立法而言，其着眼点理所当然在于宗教信仰自由。保

证了宗教信仰自由，实际上是保证了人的思想和良心的自

由，保证了人的基本权利，维护了最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这

才是真正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在信教人数占少数的

中国，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宗教立法要立什么

样的法? 是应该设立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法》，还是

《宗教事务管理法》? 是要解决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利能否得到保护，如何得到保护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政府部

门对于宗教如何管理的问题? 答案显然是前者。

2 实事求是地解决宗教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要加强宗教立法，是因为当前宗教领域有很多问

题需要依法来处理，现行法律法规还没有解释或解决这些问

题。比如，一些概念如何在法理中明确。首先要考虑如何对

宗教及宗教组织进行界定。党对宗教的看法是宗教是支配着

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一

种颠倒的错误的世界观，这样的语句肯定不可能写进宗教法

律当中，那么，用什么样的语句来解释和认定宗教和宗教组

织就必须慎重考虑和选择。比如，什么样的组织算宗教组

织? 要如何认定宗教组织? 一谈到宗教组织，按照传统理

解，中国的宗教组织就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

天主教。除此之外，中国还有没有可以被承认的宗教组织?

在认定宗教组织的时候要以什么为原则，有哪些具体的标

准，这些标准的可操作性是否容易把握，用什么标准来将宗

教组织与其他社团区别开来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立法之前深

入考虑。还有中国宗教组织与外国外宗教组织的关系问题，

虽然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宗教组织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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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妥善处理，尽管我们一再强调 “三自”
的办教宗旨，但是实际上，国内的宗教组织与国外的宗教组

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习惯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

系，对于国外的宗教组织是否承认其为宗教组织，如何解决

国内外对于宗教组织定义不一致所造成的分歧等问题，必须

明确。

3 与国际公约接轨，不能与国际通行的准则相

抵触的原则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基本人权。从 《奥格

斯堡条约》到 1948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世界人权宣言》
第 18 条和 1966 年 12 月 16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都对此做了详细规定。宗

教立法积极吸收和利用国际相关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

节，当今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否完善的

重要标准，其中之一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法制是否与国际社会

的普遍实践比较接近或相互一致。我国本就是国际人权公约

的签约国，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是必然要做到的。可以说，

相关国际公约在宗教及信仰问题上的各种规定符合人类社会

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认识，对各缔

约国也有强制的约束力。因此，我国在宗教立法过程中应该

以这些公约为准则。我国宗教立法起步较晚，水平较低，缺

乏相关的经验，更要深入研究和借鉴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
但是我国虽已于 1998 年 10 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鉴于目前我国的国情，全国人大仍未批准该公

约生效，所以我国的宗教立法之路仍需要不断地努力探索，

寻求更科学、有利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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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P131) 对疾病认识也少，患病时第一选择就是医院，

医生提供的意见和诊断决定患者今后的治疗，而随着如今新

医改的进行和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患病时可能不会

选择直接就医，可能会选择去药房自行购买药品治疗，患者

会了解很多药品，从中选择价格低、疗效好的药品。必要去

医院进行就医时，人们会选择口碑更好、设施更先进、医务

人员更专业的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医院要运用药物经济学原理，对要采购的药品在社会上

进行招标，挑选合适的医药企业供货，防止药品虚高定价;

大力发展临床药学，药师参与到临床中去，指导医师用药，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指导患者用药，节省医药资源。
3. 4 指导新药的研发与生产

随着新医改的进行，人们对医药健康意识的提高，药品

也不再主要由医院销售给患者，药品的销售逐渐向市场化方

向发展。药品虽然有特殊性，但也属于商品，它的需求受药

品疗效和药品的成本影响。［8］因此，致力于药品研发生产的

医院部门，要不断推陈出新，在原来基础上研制出疗效好费

用低的药品，大力发展院内制剂，将一些疗效好、价格低、
成本低的制剂推荐给需要购买的患者，增大医院利润空间。
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好坏，决定是否生产这种药品，决定

是否调整现有药品的价格。［9］

4 药物经济学原理在医院药事管理中应用的展望

将药物经济学应用到医院药事管理中，就是以低药品费

用达到高治愈率。但并不能单纯地降低药品费用或使用便宜

药品，而是要临床治疗和药品管理等多方面协调配合。医院

主管院长和药事委员会要继续深化医院药事管理，将医药服

务与药事管理相互融合。临床医师为患者制订医疗方案时，

临床药师要参与建议，确保患者用药准确、有效、安全; 大

力发展临床药学，药师与患者面对面，指导患者服用药品方

法、说明药品副作用及不良反应; 对服用药品的患者及时进

行反馈，一方面给临床提供服药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临床也

能提供更好的医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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