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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

杨志银

（云南财经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１）

摘　要：宗教经济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政策基础 “三大基础”从时间起点、思想起

点、学术起点 “三个起点”上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蕴含的发展规律，是宗教经济学的

发展基础。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中，有两大基础至关重要：一是理论基础中的宗教典籍、

教规教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二是实践基础中作为传承主体发展载体的信教人数的发展分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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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宗教经济实践进程、宗教经济政策制度是宗教经济学产生、发展和

发挥作用所依赖的三大基础。这三大基础构成一个稳定性极强的铁三角，成为支撑宗教经济学创

建发展的客观基础。这三大基础具有三个起点：时间起点、思想起点、学术起点。宗教经济学研

究的时间起点，是宗教产生和宗教经济兴起的时间点。各门宗教、宗教经济兴起的时间和条件不

同，①最早产生的原始宗教和原始宗教经济思想应该作为研究历史的时间起点。②宗教经济学的思想

起点，是各宗教典籍里的经济思想、经济原则。宗教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是神学者、经济学

者、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宗教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国家的政

党政府的宗教经济政策制度体系。“三大基础”从这 “三个起点”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蕴

含的发展规律，就是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宗教政策法规体系是宗教工作和宗教管理的依据，

是宗教经济学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基础。由于宗教经济政策制度体系在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国

家之间，在政教合一的不同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是值得另行专题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和

实践课题，故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因为笔者对中国宗教经济管理依据的思想理论、国际背景、

制度保障、政策法规、对策措施等问题在 《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一书③和 《宗教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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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党的宗教经济观和宗教经济政策的发展进程研究》等论文①中作了专门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宗教理论是给信教群众树立宗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也是宗教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及其理论基础。宗教经济理论主要由宗教的典籍、教义教规和神像构成。宗教界人士的传教

活动、信教群众是宗教信仰实践的主体和宗教传承的载体，以渗透着宗教文化、贯穿宗教信仰

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宗教活动为内容的宗教经济，是宗教经济学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实

践基础。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宗教组织机构的运转、宗教经济实体的自养经营等等，都是宗

教经济的构成要素，成为信仰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下面重点研究宗教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基础。

一、宗教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宗教典籍的形成和构成

以宗教的教义教规为核心、典籍为主要内容、与时俱进的宗教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的宗

教理论体系，是宗教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笔者对世界三大宗教、道教、原始宗教等宗教典籍

中的经济学体系内容、学术研究成果综述已在 《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一书及 《对佛教典

籍暨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圣经＞暨教义教规和信徒行为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
究》《＜道德经＞暨道教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对＜古兰经＞和穆斯林行为中的政
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对原始宗教典籍暨信徒行为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等文章中论述。② 下

面重点说明其理论基础中的典籍情况。

（一）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佛教典籍及其构成

佛法、佛典、佛像构成佛教学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佛陀所创建的和其他佛传承发展的这一系

列剖析说明和指点引导佛教徒的理论内容、方法途径、法则体系、经验秘诀等构成佛教典籍的

内容。

佛法是佛教学说的理论精髓。佛法，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佛所探索到的人生、世道、宇宙的真

实本面，并使众生明白由他诠释、指导解脱人间生死轮回痛苦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道理、道

路，以及佛教徒依据这一真实本面而获得永恒幸福、绝对自由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佛法分为 “入

世间法”与 “出世间法”。入世间法，就是有智慧的世间人能通晓的道理和实现佛教目的的路径。

出世间法，就是解脱 “三界六道”中生死轮回的道理和路径。佛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剖析人生苦难，

揭示宇宙奥秘，实现解脱生死轮回的人生目的应该遵循的法则、方法和途径。概括起来说，佛法

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佛典是佛教及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阶段编纂的佛教典籍对教义教规的理解有所不同，

但其核心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世界佛教共同重视的典籍，就印度佛教而言，最为重要的典籍有

《经集》《法句经》《阿含经》《清净道论》等声闻乘经论，《华严经》《金刚经》《维摩经》《法华

经》《胜经》等大乘经，以及印度大乘佛学概论 《大智度论》和 《瑜伽师地论》等。佛教从古

印度传入其他国家后，与所到国家及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融合发展，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国家

属性、民族特色的教派及其佛教思想体系、教育体系、神鬼体系和文化体系，编纂出不同语系和

不同重点的佛教典籍。传入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

在中国称为汉传佛教。汉传佛教的经典以汉语语系为主，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佛教学者的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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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撰述达５８２部，４１７２卷，约有４５亿字。① 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我

国云南傣族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经典以巴利语为主，巴利文的主要经典有 《南传大

藏经》《阿含经》《相应部经》《小部经》《本生经》《波罗夷品》《波逸提品》《法集论》《界论》

《佛音》《法护》《弥兰陀问经》等，修习目的是得证 “阿罗汉”果。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两条路线

传入中国西藏和内蒙古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等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

教。藏传佛教经典主要有 《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般若经》《俱舍论》《量释

论》《戒律本论》 《菩提道灯论》 《怖畏九道金刚经》 《无上供养经》 《妙吉祥名号经》 《经藏十

地》，以及藏传佛教概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和 《密宗道次第广论》②。就中国佛教而言，共同重

视的典籍有 《肇论》《三论玄义》《摩诃止观》《华严金狮子章》《坛经》《禅源诸诠集都序》《宗

镜录》等。③

佛教经典的总集为 《大藏经》④，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

圆寂后的４００年间，先后有４次集众编纂，弟子们为了保存释迦牟尼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

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内容。现存的 《大藏经》，按版本的不同，分为乾隆

藏、嘉兴藏等多个版本；在中国，按文字的不同分为汉文、藏文、巴利文等三大体系。大藏经又

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 《大藏经》按内容，分为经藏、律藏、论藏，称为 “三

藏”，其中的经藏，就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

教在内；律藏，就是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藏，就是关于佛教教理的阐

述或解释。其后，又增加了有关对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 “藏外典籍”，称为 “杂藏”，与

“三藏”合称为 “四藏”（在一些 《佛学大词典》中，有的把 “四藏”分为经藏、律藏、对法或

论藏、明咒藏），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此外，在这 “四藏”基础上，加上 “咒禁藏”，形成

“五藏”之说。《大正藏》，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汉文大藏经，今天所说的 《大藏经》一般通指

《大正藏》。《大正藏》全称 《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

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１９３４年印行。此外，大藏经用

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 《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

大了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如 《永乐北藏》共收录佛教经籍１６６２部，６９３０卷，分为６９３函，

当代重刊该书，全书为２００册，每套重７５０公斤，定价８８万元。⑤ 《中华大藏经》自１９８２年开

始，历时１５年出齐 “正编”１０６册，纂修有２００余册２６亿字的 《续编》。２００３年，河北佛协成

功地重印乾隆版 《大藏经》后，政府、佛协和佛教居士齐心合力，于２００５年印行百卷 《大正藏》

７００部，开启了大陆佛教典籍出版的新篇章。⑥

（二）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基督教典籍及其形成进程

《圣经》是规定基督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最重要的典籍，是基督教信徒经济社

·１７·

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杨志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广釮：《怎样读佛经———佛教研究经验谈之一》，《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９—１０页。
刘朝霞、王永会：《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陈兵教授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版）》２００６年第７期，第１４９—１５２页。
刘朝霞、王永会：《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陈兵教授访谈录》，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第７页。
《佛教文化》２００１年２—３合刊，第８５页。
参见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杨

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会活动和生活行为的准则。《圣经》由用希伯莱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写成的 《旧约全书》（简称

《旧约》，犹太人不称 “旧约”）和 《新约全书》（简称 《新约》）两大部分构成。新约和旧约全书

的写作时间历时１５００多年。其中的 《旧约全书》是犹太教的经典，狭义上其典籍是指 《旧约》

的前五卷，又称 “律法书”或 《摩西五经》。由于最初用不同语种写成和不同派系印制的 《圣经》

文集，在编译内容的选取和书目的顺序上都有所不同，在公元３８０年前后，早期大公教会通过严

格查证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对此，现代最流行的国际通用英文版 《圣经》在前言中

有所说明。因此，在不同阶段编印的不同版本的 《圣经》包括的经济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在表

述上有所不同，内容上也存在一个不断形成和完善的进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圣经》是

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目前，中文版 《圣经》为１９１９年面世的 “和合本”，分为文理本、

浅文理本、官话本。前两种使用文言文，官话本用当时的白话文。联合圣经公会在１９８３年决定修

订官话和合本，２００６年完成了新约部分的修订，即 《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在中文版

《圣经》中，用来表达耶和华意愿意志强力程度的文字，主要有晓谕、吩咐、立约、条例、命令、

律例、法度等形式，用以规定教徒不同的职责和责任，不同的表达方式强调不同效力和效果。例

如，民数记第３章里针对利未人、哥辖子孙、革顺子孙、米拉利子孙的职责就作有不同规定。民

数记第５章里对 “疑妻不贞的试验条例”（民数记５：１１—２９）的有关试验的目的、程序、方法、

用品、结果等也有详细规定。①

（三）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伊斯兰教典籍及其形成

在 《古兰经》以前的经典有 《讨拉特》或 “摩西法律”、《引支勒》或 “福音书”、《宰逋

尔》或 “大卫诗篇”，被认为是安拉的启示。② 《古兰经》在穆罕默德生前未汇集成册，是在阿

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才汇集成册，公元６５１年校订的 “定本”（奥斯曼本）成为之后流传版

本的依据，由３０卷，１１４章，６２００余节经文构成。《古兰经》包含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体系、

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礼仪制度、道德规范、文化艺术制度、饮食禁忌制度，伊斯兰教

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为了指导世界穆斯林的生产和生活，编辑出版了多种语言的 《古

兰经》版本。全世界每年到底印刷发行了多少 《古兰经》和其它经书，未查找到统计数据。仅

在沙特，２００４年国王法赫德指示为朝觐客人赠送１２０万本新印的 《古兰经》，并附有１６种不同

外文的译文，供接受者选择。美国 “９·１１事件”吸引了众多西方人关注伊斯兰教。在美国书
店里所有的伊斯兰教书籍在 “９·１１事件”后两周内全部售光；在德国，穆罕默德·豪夫曼协

助翻译的德文 《古兰经》在 “９·１１事件”这年销售量上升了四千倍。一时间西方国家伊斯兰

教书籍供不应求。③ 中国国内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今有１０种汉语全译的 《古兰经》版本：汉族

学者铁铮参照英译本从日文翻译的 《可兰经》 （１９２７年在北平出版）；姬觉弥等人从日文和英

文本翻译的 《汉译古兰经》（１９３１年在上海出版）；王静斋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 《古兰经译

解》（１９３２年北平出版文言文甲种本，１９４２年宁夏出版经堂语乙种本，１９４６年上海出版白话文

丙种本）；刘锦标翻译的 《可兰经汉译附件》（１９４３年在北平出版）；杨敬修从阿拉伯文直接翻

译的 《古兰经大义》（１９４７年在北平出版）；时子周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 《古兰经国语翻译》

（１９５８年在台北出版，１９７８年香港重印）；马坚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 《古兰经》 （１９８１年在

北京出版，１９８６年被沙特法赫德国王印刷厂选为权威汉译本重印）；林松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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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古兰经韵译》（１９８８年在北京出版）；仝道章翻译的 《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１９８９
年在南京出版）；周仲曦翻译的 《古兰经》（１９９０年在伦敦和新加坡出版）。这些版本中影响较
大的是马坚、林松的两种译本。１９８７年云南省影印发行木刻版 《古兰经》后，先后三次影印了

３５００部。之后第４、５次影印了２０００部，１９８８年第６次又影印了２０００部，行销国内外，并成
为国际交往中的珍贵礼品。① 我国已翻译出版发行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版

的 《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编辑发行 《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系列等读物和杂志，总量达

１７６万余册。②

“圣训”不是穆罕默德本人撰写的，而是他生前传教期间的言行记录，他对 《古兰经》准则

的所有解释或比喻性阐述，以及他在场而默认的圣门弟子的言论和言行部分的称谓；行为部分称

为 “圣行”，一般将言论和行为两者合称为 “圣训”。 《圣训》因整理者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版本。

根据圣门弟子的不同记录整理出１０部圣训集。《古兰经》奥斯曼定本出现后，推动了圣训学、教
法学、教义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从８世纪开始对圣训的考证、辨伪、编辑等研究工作，至９世纪
后半叶，先后编辑了 “六大圣训集”③。但是，伊斯兰各个教派推崇的圣训集有所不同：逊尼派穆

斯林推崇的６部是：《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穆宛脱圣训实录》《穆斯纳德圣训
集》《达吾德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什叶派穆斯林推崇的４部是：库莱尼汇编的 《宗教

学大全》、巴布外希·库米汇编的 《教法学家不必光顾的人》、西图汇编的 《圣训辨异》和 《教法

修正》，什叶派神学家汇编而成的这４部圣训集，又称为 《四大圣训集》或 《四圣书》。在１０部
圣训集中，由圣门弟子布哈里和穆斯林·本·哈贾吉记述整理出来的 《布哈里圣训实录》和 《穆

斯林圣训实录》，是全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共同遵循的两部圣训集。④

（四）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道教典籍及其重要内容

道教初创时，除 《道德经》和 《老子想尔注》为主要经典外，新经书有 《太平经》⑤ 和张道

陵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新造经渐多。道教的诸多经文，无论在道教产生前或后的经籍文献，

都不是专门为道教而创设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德高道士有感而发的经典被教派列为经文。道教的

经典被称为道藏，包括道教的经戒、科仪、符图、炼养等几类经书，以及诸子百家书籍。⑥ 至清康

熙年间，彭定求编纂的 《道藏辑要》收入道书２００余种，按二十八宿字号分为二十八集，共２００
余册。全国现有道情名目１１５种。⑦ 其中，《道德经》被道教奉为最著名的典籍。

《道德经》又称 《老子》或 《老子五千文》，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末期楚国苦县 （今河南省

鹿邑县）人老子所著的哲学著作。它包括 《道经》和 《德经》两大部分。《道经》主要讲宇宙

起源、万物运作规律等天道， 《德经》主要讲人德，是人们顺应天道为人处世的人道和世道。

后来，《道德经》被东汉时期成书的 《老子想尔注》基于宗教立场进行诠释，系统地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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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继德等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８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０４

月０４日，第９版。
周立人著：《思想纬度的重构———以跨文化的势域解读伊斯兰文化》，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年，序。
姚继德等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１３页。
《太平经》，又名 《太平清领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据史书记载成书于汉代的 《太平经》就有三种，

其共同之处是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的天神信仰，重构早期道教 “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提出了神仙不死的长

生观念；主张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和老子学说为治国方针，提出治国方略、修养方术和善恶报应观念。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３５页。
武艺民著：《中国道情艺术概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６４页。



把道家的 “道论”和 “德论”与长生成仙说、民间道术融为一体，实现了从道家哲学向宗教神

学理论的转换，为道教的最终形成和传播做了理论准备①。该书最早提出 “道教”之名②，老子

及其 《道德经》因此而被道教奉为教祖和最著名的道教典籍。先秦道教思想和道家文化也经历

稷下道家、黄老思想的传承发展，与方仙道合流成为早期的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２０１１年宗教
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熊铁基教授带领十几位专家学者承担的大型古籍文献工程 《老子集成》，

汇集从战国至１９４９年历代重要的 《老子》传本、注疏本计２６５种，共１５卷１１００万字。《道德
经》对 《黄帝内经》《太平经》 《庄子·逍遥游》 《抱朴子内篇》等后世著作都产生过较大影

响。《道德经》和道教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家，而且影响到魁奈、斯密等西方的经济学家和西

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可以称得上是历变不衰经济学思想的奠基之作。③ 《道德经》在全球

的传播和影响非常广泛。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被译成外国文字在西方的发行

量仅次于 《圣经》。④

（五）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原始宗教典籍及其重要内容

原始宗教最初没有经文，后来逐渐将神话、史诗等移植到宗教仪式中产生了一系列仪式经籍，

经籍大多保存在巫师和祭司的记忆里，世代口耳传承，绝大多数都没有文字典籍。文字经籍出现

后，才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向理性化和理论化方向迈进。这标志着原始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即后原始宗教阶段。在我国有文字的经典主要有：彝族的毕摩经、纳西族的东巴经、摩梭人的达

巴经、藏族早期的苯教经典和水族的经典等。

彝文毕摩经典。据四川凉山州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调查，仅该县毕摩收藏和使用的经书

就有１１５千卷。当地毕摩把经书分为尼素、斯吉和枯色三大部类，形成独特的仪式经书体系。⑤

东巴经典。《东巴经》是负责主持东巴教的东巴经师用原始象形文字⑥写成的专用经典，内容

涉及战争、宗教、民族、文化、哲学、历史、舞蹈、伦理道德及医药等诸多方面。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全部 《东巴经》译稿，共计１６开本１００卷，收录经书译本１０００册，
全称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林向萧总结介绍了国内外东巴经典的研究情况。⑦ 宋光淑从２００２
年底在公开出版物和内部出版物上发表的论著中，以精选的２１１４条论文和４８０多条专著和外文论
著为依据，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分析。⑧ 木仕华述评了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西方关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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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期；卿希泰：《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１０３４页。
胡培兆： 《＜道德经 ＞的经济学解读———读 ＜历变不衰路线图：道德经大发现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钱钟书先生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期间，在皮埃尔·马蒂诺 （ＰｅìｒｒｅＭａｒｔｉｎｏ）的 《十七、十八

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等著作的启发下，完成的学位论文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深刻地揭

示出了这个时期英国的 “中国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杨志银：《＜道德经 ＞暨道教教义教规中
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巴莫阿依：《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中国典籍与文化》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１００—１０４页。
东巴文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文字，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类型，单字总数约１６００个。这种文字大约产生于

公元７世纪初，被誉为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 “活化石”。参见范常喜： 《从汉字看东巴文中的超前发展现

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林向萧：《东巴文化走向世界之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第４４—

５１页。
宋光淑：《纳西东巴文献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９页。



西文化的研究。① 东巴文化已经成为丽江，甚至云南旅游业中的文化产业和特色经济。

达巴经典。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摩梭人没有文字。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从目前所看到的达

巴经书来看，摩梭人已有文字，起初可能是刻画符号，后来以绘画的形式，绘神像、写经书。在

此基础上又发明了象形文字书写体，其文字比东巴象形文字还要原始。相传达巴经有１６０部，我

国研究摩梭文化的学者杨学政搜集整理了９０多部。在宁蒗县政协的大力支持下，１９９９年出版了属

于摩梭人自己的第一本书 《摩梭达巴文化》，它生动地记叙了摩梭人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始祖创

世，先民采集、渔猎、部族争战、游牧迁徒等，还记叙了有关天文、历法、医药、美术、舞蹈、

民间故事等，同时还有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颂歌，对祖先的赞颂，对疾病、灾害恶神

的诅咒，以及祈祷部族繁荣昌盛、健康长寿的祝词等等。

（六）神像是宗教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１神像谱系在宗教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每种宗教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像谱系。各大宗教的神像谱系是其教义教规、宗教内容的具体化

体现和形象化表达。各大宗教神像的雕塑、雕刻、画像，在宗教和宗教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特殊的价值和特别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② 所以，我们

研究教义教规，研究宗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研究它的神像谱系。

属于一神论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对于神像的摆放场地、崇拜条件、应用范围

都有严格规定和条件限制。笔者去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奥地利、捷克等世界多地

学习考察时，亲眼目睹到基督教大教堂里的神像谱系，其内容非常丰富，神的塑像、雕像、画像

非常之多，设计之巧妙、建筑之宏伟、技艺之高超、文化之丰富、艺术之美妙，汇集和积聚了西

方世界各个时代的最高智慧、最强能力和最好宝藏，这些构成基督教经济学的无价之宝。

多神论的神像谱系多样多变，非常复杂，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神像谱系的构成和内容有

所不同。下面重点分析佛教、道教的神像谱系情况。

２佛像谱系与寺庙

佛教的神像谱系是佛教学说和佛教经济学的最重要内容。佛像在佛教神像谱系中的地位最高。

佛像造像比佛教学说形成的时间要晚一些。据日本人羽溪谛研究，佛像造像始于公元后一、二世

纪。③ 佛像的造像方式主要有雕塑、雕刻、画像等多种方式，安放的场所有室内、石窟、露天等多

种场地。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室内佛像谱系往往与寺庙融合为一个整体。从产生时间看，寺院建造

早于佛像造像。

释迦牟尼及其随从弟子最初过着游化生活，随着僧人增多和集会需要有场所，每年 “雨安

居”④ 时更需要有专门住处，加上有信徒要求供僧，于是产生了 “伽蓝”。伽蓝是佛教寺院的雏

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僧院，是僧众居住、办道的宅舍。除大伽蓝外，尚有小型的小屋，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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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８８—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５５页。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１９８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第３页。
印度每年５—８月是雨季时节，游化生活与树下住都不便，且路上虫蚁较多，此时出游难免践踏生草伤害

虫命，所以佛陀将每年雨季定为 “安居期”。



“兰若”。据说第一位供养房舍给僧众的居士，是频婆娑罗王。① 他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内，建

造了 “竹林精舍”。佛陀为此专门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完备的伽蓝门前有 “门前水阁”，

是一个以泥壶藏水的地方，供信众入寺前净面洗手足用。此特点传入中国后，演变为寺院前的蓄

水池、蓄水缸等。佛灭后，佛弟子为纪念佛陀，开始建塔，促使塔与石窟的兴起。石窟，始于阿

育王时期，有礼拜窟和禅窟两种基本类型。禅窟为僧众禅修和居住之地。印度早期礼拜窟里没有

佛或菩萨的像，晚期石窟除塔之外，佛像随处可见。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产生了敦煌、云冈等石

窟艺术。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早有建筑艺术，加上气候因素的影响，中国僧人从一开始就

住寺院，无住石窟的传统。中国石窟一般很小，无讲经堂，都是雕像画佛，作为观像之用，在洞

窟前或旁另建寺院，作为僧众居住和集会的地方。

建造寺院、塔及佛像的目的是供人瞻礼，为众人提供聚集礼拜的场所。从释迦牟尼佛初创的

伽蓝基本法则，到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建造的佛教寺院，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发展。佛教传到

中国后，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 （公元６８年）的第一座伽蓝是白马寺，号称 “中国第一古刹”，

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② 中国佛寺建筑自有特色，呈院落式格局。院落式格局的结构

有两大特点：早期以塔为主体，塔建立在寺院中心，院庭有廊围绕，正中院庭的前面有殿堂，房

院为僧房。后期以佛殿为主体，很大程度是由于北朝时王公大臣施舍邸第为佛寺之风盛行，这些

寺院因原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佛像代替佛塔。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汉式佛

寺布局已基本定型，采用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常有数十院之多，层层深

入，回廊周匝，廊内壁画鲜丽。按照中国的营造法则，在南北中轴线上为主要建筑物，在东西两

侧为附属设施，布局对称。北宋以后，因僧众与信众增多，所有寺院都建立了佛殿。后期以佛殿

为主体。

东晋慧远大师居庐山东林寺，开启山林佛教及其丛林生活。之后，唐朝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

寺的僧居，称为 “丛林”，主张不立佛殿，故深山的一些寺院，最初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

等建筑，并不设佛殿，与佛世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丛林寺院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

“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伽

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供祖师的祖师殿；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

堂、念佛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 （方丈接待室）、客堂、僧寮、客寮、廷

寿堂 （养老之处）；容四海云游僧的云会堂；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

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明代以来，最常见的 “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

袭至今，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另设转轮藏殿或藏经楼，便于僧

众习读之用。

从截至现在建造的佛像来看，主要包括佛、菩萨、罗汉、天神四大基本类别，佛教庞大的神

鬼体系也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其中，佛是佛教的最高尊神，大乘佛教宣传三世十方，处处

有佛无数，在佛典和寺庙里最常见的佛有现世教主释迦牟尼佛，还有过去世的燃灯佛、未来世的

弥勒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③ 次于佛的果位是菩萨，菩萨修到

功德圆满也是佛；次于菩萨的果位是罗汉。菩萨是能悟佛道、发愿普渡众生的 “候补佛”。常见的

菩萨有释迦牟尼佛像旁的文殊和普贤，阿弥陀佛像旁的观世音和大势至。在中国，观音、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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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第１１９页。
余桂元：《中国著名的寺庙宫观与教堂》，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４—７页。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２００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５页。



普贤、地藏合称四大菩萨①。观音菩萨又有白衣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水月观音、四

臂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等。罗汉是灭除烦恼、超越生死而进入涅?果味的解脱者，有十六

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之说。天神是佛的护卫神，如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

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等四大天王。鬼有多种多样，以饿鬼最多。②

３道教的神灵谱系是道教学说和道教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道教的神灵谱系主要有尊神、俗神、神仙三大类。③ 尊神是道教信仰的主要神灵，其中元

始天尊、太上老君、灵宝天尊等 “三清天尊”是最高的尊神。起初，玉皇大帝只是三清天尊中元

始天尊下属之神。经过唐宋两朝，玉皇大帝的地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唐代皇室尊奉同姓的老子为

宗祖，宋王朝把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玉皇正式列入国家祭天大典，并为玉皇加上多重尊号，提高玉

皇大帝在教内诸多神灵之中的地位，开始构筑以玉皇大帝为首的昊天三界之尊、“四御”“六御”

“七御”等神仙谱系。④

二、宗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信教群众的发展分布情况

（一）世界佛教信教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佛教理论自创建以来就一直为佛教群众提供了解决人生苦难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世界观、方

法论和思维路径。因此，中外数以亿计的佛教信众和佛教国家践行佛教理论，为宗教经济学的产

生、传承、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下面从古今中外佛教信众的发展和分布情况，来看

宗教经济学发展的信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据 《国际宣教研究公报》公布，全世界佛教信教人数１９００年为１２７亿人、１９７０年为２３３亿

人、２００７年为３８６亿人，⑤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了 《２０１０年全球宗教景

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该报告称，２０１０年，全球约有４８８亿佛教徒，占世界总人

口的７％。亚洲佛教徒约占比世界佛教徒总数的９９％，占亚洲总人口的１２％，北美和欧洲佛教徒

超过１００万人。

从佛教信徒占全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分布情况看，１９９０年代，斯里兰卡占７０％，缅甸占

８０％，泰国占９５％。⑥ 以下是笔者从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杨增文主编的 《当代佛教》一书中整

理出２０世纪末期佛教信徒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分布发展情况：韩国１９７７年１３００万，人口占比３５％

（Ｐ２８９）；英国１９８０年１２万人 （Ｐ３２６）；印度１９８１年４７１万人 （Ｐ５７）；日本１９８７年９２９４万

人，人口占比４３５％ （Ｐ２３１）；法国１９８９年５０万人 （Ｐ３３４）；美国１９９０年４０万人 （Ｐ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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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佛教里的菩萨传入中国后被汉化，早期在信徒中名气最大的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三位，

随后又加入地藏菩萨，构成 “四大菩萨”。文殊菩萨的来历众说纷纭，文殊的全称是文殊师利，是外来语，梵文的

音译，意思是 “妙德”“妙吉祥”。在一般寺庙里，文殊菩萨通常作为佛主的左胁侍，专管智慧，被佛教盛赞为

“大智”，其塑像大多非男非女。在唐代以前唇上常画有蝌蚪形的小胡子，颇似美丈夫；宋代以后，小胡子没有了，

面容更加秀丽，腰枝窈窕，趋于中国美妇女模样。她的坐骑是一头青狮，表示智慧威猛；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

利。其说法道场在山西五台山，五台山作为文殊圣地始于唐代，五台山在唐代最兴盛时有佛寺３６０多座，僧尼逾
万人。密宗的文殊菩萨，其造型是顶结五髻，表示大日如来 （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之五智；其雕像中还有千手千

臂或千手千钵的造型。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２００神》，第４—５页。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２００神》，序第５页。
王玲：《玉皇信仰的文化解读》，《中国宗教》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４—５５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页。
龚学增主编：《宗教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９、１１３、１４４、２１６页。



１９９０年代，尼泊尔８６７万人、人口占比６１％ （Ｐ４４）；斯里兰卡 ２００万人、人口占比 ６９３％
（Ｐ９１）；印度尼西亚５００—１０００万人 （Ｐ２０６）；缅甸僧尼１０多万人，信徒人口占比８０％，佛寺２
万座，历史上佛寺最多时有４４４６７７３座。《２０１０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
显示，佛教人口最多的 １０个国家在亚太地区，而这些国家佛教徒的人数占世界佛教徒总数的
９５％。世界５０％的佛教徒生活在中国。佛教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占世界佛教徒的１３％，
其余国家占比佛教徒情况是日本９％，缅甸８％，斯里兰卡３％，越南３％、柬埔寨３％、韩国２％、
印度２％、马来西亚１％。①

历史地看，这１００多年来，佛教信教人数的增速远远快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佛教信众在全球
各大洲均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亚洲的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二）中国佛教信教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中国佛教信教人数的历史发展情况。据资料记载，汉魏时期的职业僧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外

来和尚，从 《高僧传》所记载的汉魏时期的１７位僧侣来看，几乎全为外国人，他们是摄摩腾、竺
法兰、安清、支楼迦谶、竺佛朔、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康孟祥、昙柯迦罗、康僧铠、昙

帝、帛延、康僧会、支谦、维祗难。从所见到资料中有关的僧尼、寺庙、人口和僧尼占人口比例

等数据归纳整理在表１，大体可以看出全国寺庙数和僧侣数的变化历史。

表１　２６５—２０１８年中国寺庙数和僧侣数的变化历史表 单位：人，座 （处）

年代 僧尼或教职人员 寺庙或活动场所 人口 备注

西晋 （２６５—３１７） 两京僧尼数为３７００ １８０

东晋 （３１７—４２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７６７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 《中

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南

北

朝

宋 ３６０００ １９１３

齐 ３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

梁 ８２７００ ２８４６

陈 ３２６００ １２３２

北魏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②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北齐 ３００００００③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周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④，⑤，⑥

隋

文帝 ２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炀帝 １６２００

末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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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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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
西部佛学网，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２５５１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ｊｄｔ／ｋ／２０１３０１／１３６２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国家大寺４７所、王宫贵室五等诸侯寺院８３９所、百姓造寺３００００余所。为此寺僧也就有了官僧、私僧和
民僧之分。谢和耐著，耿癉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１５页。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根据 《辨证录》和 《是氏通鉴》记载；引自何兹全主编： 《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

１９８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７９页。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１９８４）》，第１３页。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１９８４）》，第４０页。



年代 僧尼或教职人员 寺庙或活动场所 人口 备注

唐

唐 ４６００
６２４ ０３５％
８世纪 ０５８％
９世纪 ２６０５００ ４４６００① １％

②

元

明

清

１２９１ ２１３１４８ 宣政院统计③

１５８６—１５８７ ５０００００ 估计数④

１６４４ １１８９０７ ７９６２２ 清初礼部统计⑤

新

中

国

１９４９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余座 ⑥，⑦

２０１８ ２２２０００ ３３５００ 　⑧

（三）基督教信徒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基督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传播最广、信教人数最多。基督教传遍全球，分布于１６０个国家和
地区，２００７年全球基督教信徒达到２１９６亿人，⑨ 占世界人口的１／３。

基督教传教士从唐太宗贞观九年 （６３５）首次进入中国西安开始传教，当时称为 “景教”。之

后，在唐朝会昌五年 （８４５），唐武宗诏令禁佛，景教也遭波及而在各地绝迹。元朝时，基督教再
次传入，元灭后又消亡。明朝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
得以立足。１８０７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在中国传播开来。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
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基督教徒有７０多万人。２００３年教徒
达到１６００万人。瑏瑠 ２０１４年在２３００万至４０００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１７％—２９％。瑏瑡 ２０１８年
基督教共有教徒４４００多万人，教职人员６５万人，其中天主教信徒约６００万人，天主教教职人
０８万人。瑏瑢 教徒结构变化呈现出五大特点：女性多于男性、年轻化、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教会资
产稳定增加、信徒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加大。瑏瑣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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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全国有寺官赐匾额４６００余所、招提 （私造者）、兰若 （最小的寺院）４万余所。张晓华主持：《唐代宗教
政策及其对当代社会稳定的警示性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０１１４２），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２００２年６月。

中国在６２４年共有占人口总数０３５％的佛教出家人，八世纪初叶为０５８％，九世纪中叶占１％多。［法］
谢和耐著：《寺院经济》，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页。

罗莉著：《寺庙经济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４页。
全国有度僧５０余万，“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尚不在内，《清经世文编》卷七，载倪岳 《青?漫稿》

（一）。专家估计明末僧尼不会低于５０万人。牟钟鉴、张践著： 《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７６４页。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 （一）》，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７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８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第８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 《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年０４月０４日。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２７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３４页。
姜泓冰：《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２３００万至４０００万之间》，《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６日，第１１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４

日，第９版。
杨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第１８—２２，１６４页。



（四）穆斯林的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目前，穆斯林分布在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① 世界穆斯林人数及其增长情况：１９００年２亿
人，１９７０年５４８亿人，２００７年１３５９亿人，年均增长率１９００—１９７０年为１４５％，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为２４９％。② 目前全球的穆斯林达到１５７亿人。③ 据预测到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１８１１亿人。④ １９８０年
代末期，穆斯林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见表２⑤。

表２　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世界穆斯林的分布情况表 单位：万人，％，座。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西

亚

沙特阿拉伯 １４４３ １３７０８ ９５
科威特 ２０５ １７７７ ９３ １０００
巴林 ４９ ４７ ９６
卡特尔 ４２ ４２ １００
阿联酋 １７６ １６１９ ９２
阿曼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００
伊朗 ５５００ ５３９０ ９８
阿富汗 １５８１ １５６５１ ９９ １５０００
土耳其 ５６７４ １６１７３ ９９
伊拉克 １７２５ １６３８８ ９５ １６０００
叙利亚 １１７１９ １０１９６ ８７
约旦 ３０１ ２７９９ ９３
黎巴嫩 ２７１３ １４６５ ５４
巴基斯坦 ５０６ ４５５４ ９０
也门 １２００ １１８８ ９９
以色列 ４５３７ ５９ １３
塞浦路斯 ６９ １３１ １９

北

非

地

区

埃及 ５４００ ４９６８ ９２ １８００００
利比亚 ４３０ ４２１４ ９８
苏丹 ２３８０ １７３７４ ７３
突尼斯 ７８９ ７８１１ ９９ ６５０

阿尔及利亚 ２３７０ ２３４６３ ９９ ３２００
摩洛哥 ２４００ ２２８０ ９５

毛里塔尼亚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西撒哈拉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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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沈晓明主编：《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２７页。
沈晓明主编：《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第１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２７页。
表２中人口数据源于 《世界知识年鉴》１９９０／１９９１；穆斯林人数、比例等除根据上述材料外，还根据科威

特 《阿拉伯人》所载１９８７年１月第五次伊斯兰会议发布的相关数字。主要数据参见金宜久主编： 《当代伊斯兰
教》，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８８页。部分数据源于或有新数据可参见阿立·蒋敬编译：《环球穆斯
林散记２００４》，表中备注书名 《环球穆斯林散记》及页码。部分数据从 《世界宗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等其

它资料查找获得。《古兰经》和 《圣训》成为沙特阿拉伯等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依据，由相关国家的司法部、

教育部、宗教基金部等部门负责执行，参见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３４页。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南

亚

印度 ８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
巴基斯坦 １０７００ １０３７９ ９７
孟加拉 １１９００ １０１１５ ８５
不丹 １３１ ３９３ ３

马尔代夫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００
尼泊尔 １７９９ ３５９９ ２
斯里兰卡 １６５９ １１２８１ ６８

东

南

亚

印度尼西亚 １７４００ １５６６０ ９０ ３６９７６０
菲律宾 ６０１０ ４８０８ ８
马来西亚 １７３７３ ８３３９ ４８ ２０００
柬埔寨 ７４０ ２１４６ ２９ ３２０
老挝 ３８２８ ４２１ １１
缅甸 ３９３５ １５７４ ４ ２２６６
泰国 ５６１０ ２２４４ ４ １４３５
文莱 ２４１４ １４ ６０
新加坡 ２６５ ４４７８ １６９
越南 ６４４０ ６４４ １０

中

亚

外

高

加

索

乌兹别克 ２０３２ １７６７８４ ８７
哈萨克 １６６９ ７００９６ ４２
吉尔吉斯 ４３７２ ２８４１８ ６５
塔吉克 ５５１２ ４７４０３ ８６ ３００
土库曼 ３６２１ ３００５４ ８３
阿塞拜疆 ７１４５６ ５８５９４ ８２
乌克兰 ５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８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索马里 ５８０ ５７４２ ９９
马里 ７６２ ５１８１６ ６８

塞内加尔 ６３５ ５４６１ ８６
尼日尔 ７２４９ ６１６１７ ８５
尼日利亚 １１２２５ ８９８０ ８０
乌干达 １６４０ ４９２ ３０
几内亚 ６５０ ５２０ ８０
乍得 ５５０ ９３５ １７

布基纳法索 ８５０ ２１２５ ２５
喀麦隆 １０７０ １６０５ １５
冈比亚 ８１７ ７０２６ ８６
吉布提 ４６ ４３７ ９５
几内亚 ９０ ３１５ ３５
科摩罗 ４４１ ４３６６ ９９
加蓬 １３０ ３９ ３

塞拉利昂 ３８２２ ２６７５４ ７０
贝宁 ４４５ ６６７５ １５

埃塞俄比亚 ４７８８ １６７５８ ３５
坦桑尼亚 ２３００ ７３６ ３２
科特迪瓦 １１００ ３６３ ３３
加纳 １３９０ ２６４１ １９

莫桑比克 １４９３ ２０９ １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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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肯尼亚 ２３００ １６７９ ７３

马拉维 ８００ ８８ １１

扎伊尔 ３３５２６ ５０３ １５

南非 ３３７５ ５０６ １５

多哥 ３４０ ４０８ １２

利比里亚 ２５１ ３７７ １５

卢旺达 ６７５ ３３８ ５ ５００

毛里求斯 １０７５ １７７ １６５

中非共和国 ２８５ １７１ ６

马达加斯加 １０６３５ １０６ １

布隆迪 ５０６ １０１ ２

留尼汪岛 ５６９ １３ ２３

博茨瓦纳 １２１ ２４ ２

莱索托 １６８ １７ １

东

欧

和

南

欧

阿尔巴尼亚 ３１８２４ １９０９ ６０

保加利亚 ８９８５ ８０９ ９

波兰 ３７９０ ０３ 低于１

前捷克斯洛伐克 １５６５ ２ 低于１

罗马尼亚 ２３１５１６ １０ 低于１

希腊 １００１ １５０１ １５

前南斯拉夫 ２３５５９ ３１８ １３５

西

欧

和

北

欧

爱尔兰 ３５４ 低于１

瑞士 ６６２ ０７５ 低于１

奥地利 ７５５５３ ８６９ １１５

比利时 ９８７６ ２４６９ ２５ ３００

冰岛 ２５１７ 低于１

丹麦 ５１２９８ ３ 低于１

挪威 ４２２８ １２ 低于１

瑞典 ８５２６ ４５ 低于１

德国 ７７７６８６ ２１３８６ ２７５ ６１３

法国 ５６３０ ２５３３５ ４５ １０００

芬兰 ４９５４４ ０１５ 低于１

荷兰 １４８０５２ ３１０９ ２１ １０００

葡萄牙 １０４１ ０２ 低于１

西班牙 ３８９９６２ ５ 低于１ ３００

英国 ５７０６５ ８１６０ １４３ １０００

意大利 ５７４４０５ １２５ 低于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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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北
美

美国 ２５０１８ １６０—９００ ０６—３６ ６００

加拿大 ２５３０９ ９８—１５ 低于１

其

它

地

区

澳大利亚 １８００ １５ 低于１

斐济 ５７ ５ ８７ ２００

日本 １２２２４ ６ 低于１

韩国 ４１６２ ３ 低于１

巴西 １４１７６ ２０—１２０ 低于１

阿根廷 ３２６０ ３０ 低于１

苏里南 ４３ １０ ２３

目前我国１０个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为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哈萨克
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现有２１００万人口。① 伊斯兰教教
职人员５７万余人。② 这两千多万穆斯林生产消费的清真食品和伊斯兰教的国际交流，都需要强大
的经济支撑，这也是伊斯兰教经济的重要内容和经济思想来源之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组织

穆斯林赴沙特参加朝觐活动，从２００７年起，每年人数均在１万人以上。
此外，中国共有道教宫观９０００多处，道士约４８万人，道教院校５所。２００７年中国道教学院

的首届研究生班学生毕业，成为道教史上第一批由道教界自己培养的高学历人才。道教学校的学

历招生不面向社会，只招道士。③ 学员经过学习，各门功课考试合格，由学校发给教内承认的毕业

证书。原始宗教或民族民间宗教的信徒非常分散，很难用一个统计口径进行全国和全球统计。这

些也是宗教经济学传承发展的主体和载体。

责任编辑：杨松禄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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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作安：《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４

日，第９版。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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