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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国宗教政策比较研究
蒲 长 春

摘 要 新加坡和中国同为多宗教、多民族国家，宗教国情有相似之处，比较两国宗教政策可互为启发和

借鉴。两国的宗教政策问题相通，政策主旨相当。但同时，两国的宗教政策环境有别，政策结构不同。新加坡

宗教政策的特点突出: 种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相促进、法律约束和宗教劝导相结合、价值理念和生活世界相交融。
这些特点强调了政策系统的联动化、政策设计的系统化和政策执行的生活化。新加坡的宗教政策经验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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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国同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两
国虽然大小有别，历史迥异，但是宗教国情、宗教

问题具有一定共通性。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基本没

有出现基于宗教因素的大的社会动荡，和谐的宗教

关系得益于其恰当的宗教政策。本文拟比较两国宗

教政策的异同，提炼新加坡宗教政策的经验，为理

论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一、新加坡和中国宗教政策之同

( 一) 政策问题相通

政策发端于政策问题，而政策问题则是进入政

策制定者视野的社会公共问题。新加坡和中国的宗

教政策问题相通，主要体现在:

首先，两国的宗教信仰格局相似。根据新加坡
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在新加坡 15 岁以上的 249
万人中，共有 207 万人即 85. 1% 的人口信仰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锡克

教等宗教，其中，基督教、天主教信徒为 36 万人，

占总数的 14. 6% ; 佛教信徒 106 万人，占总数的
42. 5% ; 道教信徒 21 万人，占总数的 8. 5% ; 穆

斯林 37 万人，占总数的 14. 9% ; 印度教信徒 9 万

多人，占总数的 4% ; 其他宗教信徒 1 万多人，占

总数的 0. 6% ; 无宗教信仰者 37 万人，占总数的
14. 8%。①根据这一统计数据，佛教、道教和无宗

教信仰的人数总计 65. 8%，信仰群体主要为华族。
其他信仰所占比重为 34. 2%。而中国由于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汉族的信仰具有 “游宗” ( 弥散性宗

教) 的特点，故其在信仰人数中所占比例应为绝

大多数。这种角度看，两国的宗教格局的特点是相

似的: 华族 ( 汉族) 的宗教信仰为主体，其他信

仰所占比重较小。
其次，两国宗教的民族性特色显著。新加坡在

1980 年和 1990 年两次人口普查中发现，新加坡的

马来族几乎百分之百为穆斯林; 99. 7%的印度教信

徒都来自南亚国家 (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斯里兰卡等国) ; 而 99. 9%的道教徒和 98. 3%的佛

教徒是华人; 在 “无宗教信仰者”中，97. 07% 也

是华人。即是说，新加坡的民族在宗教信仰中的分

野十分明显。②中国宗教的民族性也较突出，有的

民族较为普遍地信仰一种宗教。
第三，两国参杂宗教因素的社会问题相通。新

加坡亦出现过宗教和民族因素交织的流血冲突。
1950 年，一名父母是罗马天主教徒名叫玛丽亚的

欧亚混血儿被一位马来妇女领养，并信仰了伊斯兰

教，这导致了对穆斯林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伊斯兰

教的控告，最终造成民族冲突。在这次冲突中，

173 人受伤，18 人死亡。1964 年 7 月，大批马来

人举行伊斯兰教纪念活动，在游行中同华人发生了

武装冲突，造成 8 人死亡，341 人受伤。几天后，

再次发 生 流 血 事 件，又 有 22 人 死 亡，461 人 受

伤。③在中国，不管是 2009 年的新疆 “七五”事

件，还是 2014 年昆明 “3. 01”的暴恐事件，都纠

缠着民族宗教因素。
( 二) 政策主旨相当

新加坡和中国同为政教分离的国家，主张宗教

不能干政，两国在宗教政策的基本理念 ( 或元政

策) 方面是大体一致的。
首先，两国都以信仰自由、宗教和谐为政策的

主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宗教政策的

独特之处是 “一切宗教都可以自由地兴旺发达”。
新加坡政府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人人都有权信奉

并宣扬自己信仰的宗教。新加坡各宗教平等和公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国家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新加

坡现存的各种宗教及教派都被承认是合法的，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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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招收信徒和按照教义、教规开展宗教活动; 各族
人民、每个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 信奉任何
宗教的人在社会上和供职过程中不受歧视，各宗教
团体在行使自由权时不能超越一定界限，以免由于
出现各种争取信徒和改变他人信仰的宗教竞争，从
而妨碍信教自由和宗教团结。④在新加坡，各宗教
团体都可自主办理教务，开办宗教院校，印行宗教
经典，出版宗教刊物，举办各种社会公益服务事
业。政府对于所有宗教团体的正常的宗教活动，都
给予法律保护。⑤

中国同样在宪法中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实际的宗教事务管理上，基本采取了各种宗教一
视同仁的平等对待态度。

其次，两国均以宗教关系的和谐为宗教政策目
标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新加坡 1989 年发表的 《维持宗教和谐白皮
书》中规定了新加坡各宗教团体和信徒在处理与
其他宗教关系时必须共同遵守的准则，包括认清新
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应该特别
留意避免冒犯其他宗教的感情; 各宗教信仰共同的
道德价值，应加以强调; 尊重他人信仰的自由，也
尊重他人选择或拒绝某种宗教的权利; 约束本宗教
的信徒、教徒、教会负责人或传教人员，不让他们
对其他宗教和宗教团体有任何不敬的行为; 不鼓动
和煽动本教的教徒，仇视或以暴力对付其他宗教或
宗教团体; 等等。⑥

而中国共产党 2006 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
提出了 “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
宗教群众的团结，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
积极作用。”

二、新加坡和中国宗教政策之异

( 一) 政策环境不同
第一，是政策的自然环境不同。新加坡是港口

城邦国家，中国是封闭式大陆性国家。自然环境是
民族性格生成和信仰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

新加坡扼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太平洋与印
度洋之间交通要道的咽喉，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重
要的国际航道的必经地，也是贯通亚、欧、澳的交通
桥梁，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新加坡的地理位
置及其商业城市的性质造就了新加坡人博大的胸襟
和开放的心灵。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在总结新加
坡成功经验时曾列了这样一个公式: 西方的先进技
术和工艺 + 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 东方
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 = 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⑦

而中国东临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
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一面临海三面环山的内陆环
境，形成一种天然的屏障，人们养成了与其适应的
生活习惯和信仰特点。

第二，政策的历史背景不同。新加坡是移民新
兴国家，中国则是传统悠久的文明古国。国家的历
史深刻影响民族心理，从宏观上决定着宗教政策的
文化背景。

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1819 年英国殖
民者侵占新加坡时，这个荒芜的小岛只有居民约
150 人。到 19 世纪 50 年代，新加坡才逐渐成为相
当规模的多元民族的移民社会。新加坡移民们在新
环境中，不仅面临生活上的困难，同时还忍受着精
神上的孤独和寂寞。这种精神感受导致他们渴望与
他人相互交流，和平相处，造就了新加坡人开放的
心灵与宽容的精神。⑧

而中国的主体民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
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宗教信仰从来未占据过统
治地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视君权神授，受命于
天，自居天子之位，王权高于神权，因此，既利用
宗教教化的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
一种有限度的宽容和警觉。

( 二) 政策结构不同
广义的政策可分为元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

策。两国虽在元政策的主要方面大致相当，但从基
本政策和具体政策角度看，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涉及宗教的法律框架不同。

新加坡政府不仅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宗教信仰
自由和 政 教 分 离 的 根 本 原 则，而 且 通 过 《煽 动
法》、《刑事法》、《内部安全法》、《维持宗教和谐
法案》、《不良刊物出版法》、《电影法》、《新加坡
广播电视节目法》、 《新闻及出版物法》等法律来
加强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相关行为进行管理。

1990 年制定并实施至今的 《维持宗教和谐法
案》，对于管理宗教事务提供了准绳。其主要内容
有: ( 1) 尊重和保持各宗教的特点，提倡各宗教
的平等、互相尊重、和谐共处，使各宗教的传统文
化都有自由的成长空间。 ( 2) 在处理宗教与政治，

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上，该法
案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划定了界限。 ( 3 ) 设立了
权威机构: “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其职能是
“考虑并向内政部长报告由内政部长或议会转给理
事会并影响到新加坡宗教和谐的事务”。 ( 4) 赋予
内政部长下达限制令的权力，如内政部长认定任何
宗教团体机构中成员或神父、僧侣等具有或试图具
有以下行为: “导致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敌视、仇
恨、恶意情绪; 借宣传、信仰任何宗教之名进行推
动政治事业或政党事业的活动; 借宣传、信仰任何
宗教激发对新加坡总统或政府的不满，发现有人企
图利用宗教危害社会安全、种族、宗教和谐的言
论”，部长可以发出限制令，限制此人的言论和行
动。《维持宗教和谐法案》建立了一种机制，起到
了警示、预防的作用，促进了新加坡的宗教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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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颁布 15 年来没有发出过一次限制令，只警
告过 2 次。⑨

新加坡的《煽动法》规定，“不同种族或不同
阶层的人民互相猜疑和敌对”的行为是具有煽动
性的行为。《刑事法》也把各种 “牵涉到宗教的犯
罪行为”，如损坏或亵渎祈祷、礼拜场所，干扰宗
教集会，非法进入祈祷场所，或者故意用话语伤害
他人的宗教情感等，列为刑事罪行。对于破坏宗教
和谐的极端行为，政府则援引 《内部安全法》对
其采取严厉的措施。⑩

而中国目前涉及宗教的立法虽然类型众多，但
并没有宗教方面的单行法律，而且在法律条款上存
在着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差、有违反规定而无惩处细
则的问题，法律法规的位阶较低。

三、新加坡宗教政策之经验

( 一) 政策系统联动化: 种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相促进

新加坡宗教的民族性特征显著，宗教和谐和种
族和谐密切相关。为此，新加坡重视以国家认同整
合各种族，以种族和谐促进宗教和谐，以种族政策
推进宗教政策。

新加坡政府将每年的 7 月 21 日定为种族和谐
日，并于 1988 年 1 月通过了 《多元种族会议案》，

正式倡导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
的社会，并以之作为公正与稳定的基础，即实行多
元一体化的种族政策，以维护种族的和谐。瑏瑡为了
实现种族和谐，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政治、经济及
教育上作了不懈的努力。如在住房方面，实行种族
混合居住政策，以改善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促使
他们互相了解。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政府趁大规
模建造组屋和城市重建之机，拆毁旧居民点，在分
配住房时打破民族界限，只按照登记先后抽签分
配，有意实现各民族的杂居、混居。1989 年颁布
的在组屋区实行的民族按比例居住的政策，其内容
是: ( 1) 华人在每一社区中的人口比例不得超过
84%，在每幢公寓中不得超过 87% ; ( 2 ) 马来人
在每一社区中的人口比例不得超过 22%，在每幢
公寓中不得超过 25% ; ( 3) 印度人和其他民族在
每一社区中不得超过 10%，在每幢公寓中不得超
过 13%。在这一政策引导下，组屋所形成的是各
民族毗邻杂居的新型社区。瑏瑢李光耀曾说，“没有分
隔开来的地区使种族集团闭关自守，虽然在有些地
方，一个种族或集团占优势。但是我们生活在一
起，工作在一起，游乐在一起，受苦在一起。”瑏瑣各
民族 之 间 通 婚 状 况 是 民 族 关 系 的 重 要 指 标。在
1989 年的社会调查中，47% 的华人表示愿意和马
来族通婚，62%的马来人认为只要对方改信伊斯兰
教，也愿意与华人结婚; 赞成与印度人结婚的华人

占 45%，愿意与华人通婚的印度人为 58% ; 马来
人愿意与印度人通婚的为 58%，印度人愿意与马
来人通婚的占 57%。瑏瑤这些数字反映出新加坡民族

团结、宗教和谐的实际情况。
种族的和谐带来了宗教的开放，宗教开始打破

民族分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据 1980 年的人
口普 查， 在 全 国 38. 5 万 穆 斯 林 中， 马 来 族 占
90. 2%，9. 8%是其他民族。到 1995 年，穆斯林中
的非马来人上升为 13. 7%。其他宗教同样也具有
一定开放性。1980 年，在 52. 914 万名佛教徒中，

华人占 98. 8%，印度族占 0. 2%，马来族和其他种
族占 1. 2%。在印度教中，也出现了少数华人和其
他民族的信徒。瑏瑥

( 二) 政策设计系统化: 法律约束和宗教劝导
相结合

新加坡在宗教政策设计上，不仅重视法律法规
的完善，强调从外部对涉及宗教的有关违法行为进
行约束和惩戒，而且，深刻认识到宗教问题也要从
宗教内部入手，充分调动宗教界力量来自我管理、
内在制衡。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措施是针对反恐成
立的宗教改造小组 ( Ｒeligious Ｒehabilitation Group，

简称 ＲＲG) 。
这个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伊斯兰教祈祷团。

伊斯兰祈祷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于马来西亚，

其前身是印尼著名的反政府组织 “伊斯兰之家”
( Darul Islam) ，它是一个东南亚极端穆斯林组织，

其目标是以伊斯兰法律为准绳将东南亚的穆斯林整
合起来，消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瑏瑦新加坡

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主任罗翰·
古纳拉特纳这样描述伊斯兰祈祷团在新加坡的存
在: “伊斯兰祈祷团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建立的
专门袭击亚洲的西方目标的组织。许多在阿富汗受
训的恐怖分子已经转移到该地区，并加入了伊斯兰
祈祷团。”2001 年 12 月，新加坡国家安全部门逮
捕了 15 名恐怖分子，其中有 13 人是伊斯兰祈祷团
成员。在被捕的时候该组织的成员正在策划给新加
坡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炸弹袭击。……2002 年
8 月，新加坡国内安全部门又逮捕了 21 人，除了 1
人之外均是伊斯兰祈祷团成员。瑏瑧

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第二任总理吴作栋表示:
“我强烈呼吁穆斯林……指责那些对多元宗教和多
元种族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构成威胁的行为。他们
必须站出来反抗那些主张偏狭和极端主义的行为。
他们不应该允许极端人员和激进分子主导伊斯兰教
的事情。他们不应该接受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穆斯
林团体的极端观点。”新加坡回教理事会 ( MUIS)

发表声明主张社会和谐，“我们谴责恐怖主义，不
允许伊斯兰教被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极端思想所利
用。穆斯林团体一直并将继续团结一致，同其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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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人一起反对恐怖主义，保护这个国家。”瑏瑨

为此成立的宗教改造小组 ( ＲＲG) 由大约 30
位伊斯兰宗教老师组成，他们的工作是使被捕的伊
斯兰祈祷团恐怖组织成员脱离被扭曲了的伊斯兰极
端思想的束缚。新加坡政府组织一些有资历的宗教
领袖对被捕者进行劝说工作，这个工作是被捕者康
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复原，新加坡就将释放
拘禁者。新加坡法律和内政事务部长何炳基，解释
了 ＲＲG 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只依赖警察和安全
服务来保证我们的长期安全。打击极端思想最终取
决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恐怖主义的发展可能导
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公众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可
以为改善这种状况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误解，在
社会内部搭建桥梁和平息误会。”瑏瑩

从宗教内部来“以正压邪”，反制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洗脑”工程，是新加坡应对宗教极端主
义的重要环节。

( 三) 政策执行生活化: 价值理念和生活世界
相交融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
和文化积淀，为了宗教之间的和谐，新加坡政府一面
整合提炼各宗教正面价值的共同点，一面将这样的
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资源。

1991 年 1 月，经国会广泛讨论，政府发表了
《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其 “共同价值观”的内容
包括: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2、家庭为根，社
会为本; 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4、求同存异，

协商共识;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瑐瑠2003 年 7 月
20 日，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宗教和谐声明》，鼓励
新加坡人在每年 7 月 21 日的种族和谐日的一周内
朗诵此声明。 “我们同为新加坡人民，谨此声明:

宗教和谐是确保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社会之和
平、进步与繁荣的要素。我们决心通过互相容忍、
信任、尊重和了解，强化宗教和谐。我们将始终如
一，确认国家的世俗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尊重
各人的信仰自由，既增广共同空间也尊重彼此差
异，促进宗教间的沟通。从而确保在新加坡宗教不
会被滥用来制造冲突与不和。”瑐瑡。

新加坡政府充分肯定和鼓励宗教团体积极参与
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将宗教中积极的价
值观渗透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宗教界也非常积极
响应，发挥主动性，拓展社会服务的渠道和方式。
《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这样写道: “在新加坡社
会，宗教起着积极的作用。宗教团体一直对国家作
出重大贡献。新加坡从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
神上的力量和道德上的指引。许多宗教团体不遗余
力地从事教育、社区和社会工作，如办学校，帮助
老人及残疾人士，开设托儿所等。”

宗教界还非常注重和其他宗教和社会成员沟

通，以增进相互理解。早在 1959 年 3 月，新加坡
政府便成立了一个由各派宗教领袖联合组成的宗教
联合会。该机构的成员包括佛教徒、基督教徒、印
度教徒、穆斯林、犹太教徒、锡克教徒和拜火教
徒。主席职位每年一换，轮流担任。该机构的宗旨
是要使新加坡多元宗教成为一种促进国家团结的力
量，而不会成为国民分裂的因素; 鼓励各种宗教信
徒经常接触，促进彼此间的容忍、谅解和互相尊
重，避免分歧和争论。瑐瑢

此外，新加坡还鼓励组建各种非政治性的基层
组织，如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
和居民委员会。主要目的是使各社会和社区团体在
超越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隔阂的场合里聚会在
一起，参加各种完全没有政治性的康乐、社交和教
育活动。这些机构在沟通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同时，

也促进了不同种族间的交流理解与包容，增进了不
同宗教间的了解和互信。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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