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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崩溃、经济衰退、意识
形态出现真空，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俄罗斯当局领导人不得不寻求从宗教
方面缓解社会矛盾，并制定出了有利的宗教政策。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宗教，
迅速复兴，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个领域。
当代俄罗斯政教关系不仅是宗教社会地位与社会作用的具体反映，同时也是
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本文在参考了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
思唯物主义思想，通过研究当今俄罗斯的政教关系，进一步了解俄罗斯的社会政
治情况和与之相关的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等情况。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章 苏联解体前政教关系回顾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苏联时期政教关系的演变，分三个阶段介绍了苏联各届
领导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制定的宗教政策。
第二章 苏联解体后的政教关系
这一部分为文章的主体部分，介绍了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三位领导人
各自时期的宗教政策，以及他们的宗教政策在提高俄罗斯宗教组织，尤其是东正
教组织政治地位方面的作用，最后介绍了新型政教关系建立的效果。
第三章 当代政教关系对俄罗斯的意义
本章介绍了在俄罗斯新政教关系背景下，东正教的复兴对俄罗斯维护国家稳
定，培养道德规范，传承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
结论部分总结了当今俄罗斯政教关系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政教双方会继续
维持这种平稳状态，但也指出俄罗斯当局在鼓励东正教复兴的情况下，还要尽更
大努力处理好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组织的关系，防止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出现和预
防邪教组织的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 政教关系、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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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 fundamental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he Russian society: political collaps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ideological vacuum. Under this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leaders had to ask for the regions help to eas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formulated favorable religious policies. As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Eastern Orthodoxy started to revive rapidly and
became a social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influencing the country’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s.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reflects the
religious social status and function,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of states
politics. Based on amou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datum, this paper
uses Marxist materialism theory to study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get to know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 other related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s, cultures,
social moralities etc.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Chapter one: review the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befor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part describes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during this period, introduces religious policies which were made by
successive state leaders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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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wo: the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is the main part of the paper, which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religious policies of Yeltsin, Putin, Medvedev,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their religious policies that enhanc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Russian
religions, especially the Eastern Orthodoxy. In the end, this part describes
the effect of building the new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Chapter thre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for Russia.
With the new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revive of the Eastern
Orthodox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maintain national stability,
cultivate moral rules, inherit cultures.
The

conclusion

summaries

that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is very steady, the two sides being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stable condition. But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at with
encouraging revive of

Eastern Orthodoxy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rrectly deal with relations between

Eastern Orthodoxy and other religions, avoid larg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precaution against the heresy organization.
Key words: Russia

politico-religious relationship

Eastern Orthod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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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1．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宗教信
仰十分广泛。据统计，俄罗斯有 100 多种宗教，其中信奉东正教的居民占总人口
的一半以上，可以说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宗教信仰中占主导地位。东正教不仅对俄
罗斯国家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对俄罗斯人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俄国的政教关系即是
国家政权与东正教的关系，所以本文将以东正教为出发点，对当代俄国的宗教政
策、国家政权与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和东正教对俄国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进一
步了解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宗教与国家政权之间协调、从属关
系的本质。
研究俄国政教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首先俄罗斯的东正教历史悠久，对
俄国人民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俄国的历史
上和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都起过或正在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通过分析研究当代
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现代俄罗斯的国情和社会状
况；其次，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国家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导致了社
会意识形态出现真空，人民无所是从，东正教在弥补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缺失、
统一民众思想、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要想深入了解东正教对当
今俄罗斯现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作用，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更加重视
俄国政教关系问题的研究。
在今天中国深入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了新
进展，为了加强同俄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
尊重他们的宗教情感、认识他们的宗教历史和宗教文化。苏联解体后，俄国政府
颁布了多部宗教法令，宗教组织在宗教法的框架内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
文化教育、慈善事业等活动，宗教组织威信大为提高，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内一种
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通过对现代俄国政教关系问题的研究，我们能够认识俄国
东正教的地位和作用、政教关系以及俄国宗教与民族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深
入领会俄罗斯哲学、文学、艺术的文化精髓，全面了解俄国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
态，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俄政治互信，加强战略协作，特别是人文等领域的合
作，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上新的高度。
2.研究现状
我国对俄国宗教及政教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它起步于 20 世
纪 80 年代。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我国对俄罗
斯宗教问题的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我国对俄国政教关系研究的专著较少，主要
集中在对俄国东正教史的研究。
《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是我国对东正教研究
的第一部著作，该书按照从东、西教会分裂到东正教的发展这一顺序来论述世界
东正教。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我国对俄罗斯东正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学术含量较高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苏联宗
教政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而另一部著作《东正教史》是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乐峰教授撰写的，该书从宏观角度论述世界东正教的建
立和跌宕曲折的发展过程。该书着重论述了东正教的历史及其哲学思想、在俄罗
斯的传播与发展，还全面详细地介绍了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乐峰先生在另一部
著作《俄国宗教史》中也运用大量笔墨来介绍俄国东正教各时期的发展过程、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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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改革、神学特点、政教关系、教堂艺术等。其后，中国学者们的研究由
宏观变为微观，将注意力转为对东正教的断代和专题研究。其中戴桂菊的《俄国
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介绍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传入、帝俄后期教会改革和
革新运动及其历史意义。傅树政与雷丽平的《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1917-1945）》
主要探讨了 1917 年至 1945 年卫国战争前苏联政教关系的演变等。然而中国学者
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正教和政教关系的研究专著较少。除此之外，中国学者撰
写了大量有关俄罗斯东正教历史、现状、文化、哲学、神学、政教关系的学术论
文，见诸于我国各大权威学术期刊，如《俄罗斯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
《当代
宗教研究》、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世界宗教文化》、
《西伯利亚研究》等及各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总体看来，我国东正教研究的主要形式还是译著和学术
论文，学术专著很有限。对于当代政教关系问题的研究更仅限于专题性的文章和
国家宗教政策的介绍。
东正教在俄罗斯向来受到重视，许多学者从事东正教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大
量的学术专著。俄国早期东正教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教会史、宗教哲学和神学思想。
具有代表性的是俄国宗教思想家弗·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讲座》和《俄国与欧
洲》，别尔嘉耶夫的《末世论形而上学》和《俄罗斯思想》，其中《俄罗斯思想》
一书对俄罗斯的宗教哲学问题、弥赛亚和世界末日论、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和人道
主义问题等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论述。叶夫多基莫夫的《俄国思想中的基督》，
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主要对教义、宗教神学、
《圣经》、教阶
制度、教会活动等进行了论述。俄国学者对教会史的研究颇多，如格鲁宾斯基的
《俄国教会史》、克雷维列夫的《宗教史》、戈尔季因科的《东正教》等。十月革
命后苏联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极大地限制了宗教的发展，宗教研究遇冷，论著较
少。80 年代后及苏联解体后宗教政策逐渐放宽，东正教开始复兴，俄国出现了
研究东正教的热潮。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为苏联时期的宗教史和宗教政策等方面。
如尼科利斯基的《俄国教会史》
，巴卡耶夫的《政教关系（1941—1990）》，马洛
特科夫的《俄罗斯的重任—21 世纪的东正教与社会主义》等。对叶利钦时期和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现状、政教关系的研究大多见于学术文章，专著较少。
西方学者对俄国宗教问题也颇为关注，但主要集中在对苏联这一特殊时期宗
教政策的研究，如雷蒙特的《苏联的宗教政策》、斯皮诺和李德文的《列宁与宗
教》等。
3.本文研究的创新观点、方法和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宗教尤其是东
正教的发展状况及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做出全面的论述。
对当代俄罗斯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论述。
本文运用了归纳法、分析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搜集了大量苏联时期和当代
俄罗斯联邦政府出台的宗教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的亮点在于大量运用了数
据和图表进行比较研究，使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大量搜集和引用了俄罗斯学术
网站和宗教网站的一手原始资料，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本文的不足在于本人的能力有限，加之对当代俄罗斯政府的宗教政策资料搜
集不够完善，未能全面的掌握宗教政策的发展变化详细过程，文章内容不够全面，
有待改进和加深。
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研究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来了解政府如何正确的
引导宗教事业的发展，政府如何遏制邪教组织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利用宗教来维
护社会稳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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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苏联解体前政教关系回顾
从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至 1917 年十月革命的 900 多年间，东正教经历了一
系列的政教斗争和教会改革，作为国教在沙皇帝国的羽翼下发展壮大。十月革命
后其国教地位被推翻，苏联的宗教政策经历了从形成到系统化、法规化的演变，
苏联的政教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1 十月革命后的宗教政策
在列宁的领导下，伟大的十月革命于 1917 年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之后，
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苏维埃政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宗
教是阶级社会里麻醉人民精神的工具，与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观上是对立的，宗
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宗教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要客观地辩证地看待俄国 20 世纪的发展历史，接受当下俄国社会不合理的意识
形态状态，并相信将来这种状态一定会改变。2列宁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
中指出：“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
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3根据这一思想苏维埃政府制
定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和政策，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 1918 年 1 月 23 日经列
宁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
令。这些法令规定：
①教会必须同国家分离。东正教不再是国教，也不再享有任何特权。
②公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废除一切因信奉或不信奉宗教而被剥夺权
利的规定。
③政府民政机关收回原先由教会履行的出生、婚姻、死亡等登记的职能。
④教会同学校分离。国立、公立、私立等学校禁止教授宗教教义。
⑤宗教不得以任何形式从政府或地方机构获得津贴或特权，只能作为一种
团体存在，教会组织和团体不得占有财产，也不享有法人权利。
⑥没收教会组织和宗教团体的财产，一律归人民所有，但可根据政府的规
定，教堂建筑和一些专供祈祷的用品交由宗教团体无偿使用。4
上述关于宗教和教会的法令与政策，是苏维埃政府对宗教采取的有力措施，
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取消了东正教作为国教的地位。苏维埃
政权所采取的上述措施，给东正教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些措施严重地限制了
教会的活动，剥夺了教会的财产，废除了教会的特权，教会的地位一落千丈，当
然会引起教会神职人员的不满与仇恨。教会人士认为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宗教政策
是对教会权利的“侵犯”，严重地限制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于是他们以保护
宗教和教会为理由，公然煽动教徒反对新政权。与此同时，他们还同天主教、犹
太教、伊斯兰教及其他教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新生政权。为了进一步对付苏维
埃政权，东正教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东正教大会，大会决定恢复牧首制，选举
都主教吉洪为牧首。吉洪上台后，咒骂革命者，唆使神职人员与外国干涉军和白
卫军勾结在一起，反对新生政权。1922 年初，苏维埃政府作出决定，没收教会
财产中的金、银、玉器，只留下最低限度的供祈祷仪式用的贵重物品。……1922
年 3 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以“救援伏尔加河流域饥民”为口号，开
始了大规模地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5这些做法遭到教会的坚决反对，吉洪牧首
号召追随者进行抵制和破坏活动，导致教会和新生政权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和对
立。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骚乱和冲突，有记录的这类事件达 1414 起。那些反对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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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教会财产的神职人员和教徒遭到起诉、审判和镇压。……在彼得格勒，被起诉
的有 80 多人，包括大主教在内的 4 人被判死刑，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吉洪被
软禁于修道院一段时间后，也被逮捕关押。6 1923 年吉洪在狱中表示悔过，承认
自己犯错并请求政府赦免，愿意号召教徒同政府合作。尽管如此，反苏维埃政权
的思想情绪在东正教神职人员间仍时有出现。
随着国内外武装势力干涉的失败，苏维埃政权逐步稳固下来，东正教会不得
不改变教会对苏维埃新政权的态度，1927 年谢尔盖主教发表信函，号召东正教
信徒忠于苏维埃政权。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东正教界对新政权的态度发
生了彻底的改变，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在政治上拥护苏联政府，广大信徒也开始响
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24 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肃反扩大化政策，开展了一场反宗教运动，
苏联社会阶级斗争更为激烈，社会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变得更
加严厉。1926 年苏联政府颁布了《苏俄刑法典》，对宗教活动做出了进一步的规
定和限制。1929 年苏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国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这项决议十分严格地限制和压制了
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的活动。此法令出台后，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稍
有动作就会触犯法律。许多教会人士和教徒被逮捕关入监狱或送入劳改营，因为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可能触犯法律。7许多教堂和寺院被拆毁。20 世纪 30 年代，
苏联政府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无神论教育，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一
些无神论宣传团体，大造社会舆论，宣传宗教对社会主义社会和人们的消极性和
危害性，导致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大为削弱。

1.2 卫国战争爆发后政教关系的演变
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的整个政治环境和国家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
矛盾空前激化，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
政府表示支持，并号召全体教徒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斗争。斯大林也改变了
宗教政策，不再进行反宗教宣传，而是团结一切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斯大
林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决定于 1943 年 9 月 4 日在克林姆林宫接见东正教三位领
袖，促使斯大林对东正教态度改变的原因有：
第一，斯大林早有改变宗教政策之意，苏联通过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
约》密约部分把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
纳划归己有。为了尽快征服和同化这一地区的居民，光靠军事占领是不够的。该
地区居民大多数信奉东正教，所以苏联为了减少该地区居民对自己的厌恶和仇
恨，就要表示出一种尊重本地区居民宗教信仰的态度。
第二，卫国战争爆发后，俄国东正教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动员教
徒参军参战，不遗余力的捐钱捐物，教会领导人多次发表公开信，号召教众支持
国家反法西斯战争，这些爱国主义的态度和行动打动了斯大林。
第三，斯大林认识到东正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强大精神力量。教会有很大的
号召力，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在后方募捐、安慰战士家属、救济孤寡等方面教会
的感召力是政府做不到的。同时东正教在鼓励前线战士和宣传、号召、祈祷、祝
福等工作中，要比政府的政治工作更得人心。
第四，1943 年 9 月苏德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迫切需要英、
美、法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而英、美、法提出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之一就是
承认东正教地位合法化，斯大林只能同意他们的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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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战争爆发后，在沦陷区德国人恢复了东正教的合法权利，开放了许多
教堂，这一政策就是专门针对苏联的，所以为了争取信徒和广大民众的支持，斯
大林也不得不改变宗教政策。
1943 年斯大林对东正教领袖的接见标志着苏联的政教关系向正常化迈出了
关键性的一步，随后成立了直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
1943 年 9 月 8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最高宗教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最高宗教会
议是苏联政权下第一次召开的东正教最高宗教会议。谢尔盖被选举为大牧首，并
发表宣言，感谢斯大林及苏联政府对教会的帮助，号召全世界基督教徒为打败法
西斯主义，为全人类的幸福和文明英勇战斗。随后东正教会各项事业开始恢复和
发展。教会在卫国战争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动员广大教众积极参军，募捐钱财，
购买飞机大炮等军需品，组建飞行大队和坦克中队，教会领袖还成为“穿着神甫
服装的苏联国家对外政策的代言人”，积极呼吁全部斯拉夫人团结起来，支持苏
联同纳粹的殊死斗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也有少数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在德国法
西斯侵略者的占领区充当奸细，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配合敌人反对苏联共产
党和政府。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对宗教和教会的扶持政策没有变，政教关系正常。宗
教活动处于正常状态，教会主动配合政府的内外政策，号召广大教徒遵纪守法，
积极参加战后社会主义重建工作。1953 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他在宗
教问题上摇摆不定。1956 年苏共 20 大赫鲁晓夫秘密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后果》
的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赫鲁晓夫开始向“斯大林模式”发起冲击。在
宗教问题上，他指责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宗教政策太过放松，无神论宣传
不够。于是在赫鲁晓夫的指挥下，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宗教的正常活动，伤害了教
徒感情。随后，赫鲁晓夫推行了全面改革政策，并对斯大林时期与美国的全面对
抗战略进行调整，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赫鲁晓夫转变
对宗教的态度，认为多数教会人士是忠心于政府的，要充分相信他们，尊重他们
的信仰，使得教会人数大增，教堂大为开放。1959-1964 年，由于美苏争霸，世
界两大阵营的对峙，赫鲁晓夫为了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地位（共产主义宣扬
无神论），对宗教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由“解冻”变为排斥和打击。许多教区
的教会被解散，修道院的数量也由 1959 年之前的 47 个减少到 16 个。和 20、30
年代有所不同，赫鲁晓夫对宗教的打击力度甚至到了屠杀的程度，给社会造成了
恶劣的影。8赫鲁晓夫对宗教的两种倾向都是太过极端的错误，给苏联造成了极
大的损失，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延续了赫鲁晓夫时期的错误路线，但在宗教政策上有所
调整和放松。宗教政策基本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又结合新情况，增添了一些
新内容，采取了扶植、保护、控制利用和限制、打击、取缔的政策。对教会分别
对待：勃列日涅夫认识到宗教是国家控制下的维稳工具，当时苏联人民生活水平
不高，宗教有利于稳定人民情绪。所以凡拥护和支持政权的教会组织和神职人员，
政府就予以合法地位，宗教团体就会在政治上得到保护，在经济上得到支持，政
府对宗教组织内部选举进行控制，在外交活动中对宗教加以利用；凡是反对和不
支持政权的非法地下宗教组织，政府就限制和取缔其违法宗教活动，利用公安和
“克格勃”机关对一些教派进行严厉的打击，使其不能存在下去。勃列日涅夫政
府对待一些没有合法地位的教会组织的限制措施并没有成功，反而使某些教派转
入地下，致使政教关系更加紧张。
可以看出，战后苏联政教关系始终存在着不协调的因素。十月革命后虽然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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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宗教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政府不恰当地估计了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立足于消灭宗教，
工作方法简单粗暴，30 年代后期，无辜镇压了大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众
多教堂、寺庙被关闭，许多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宗教建筑和物品被毁，许多神职人
员被流放和处决。在赫鲁晓夫发动的大规模反宗教运动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东正
教会教堂被关闭，大部分神学院及修道院被封，不接受政府领导的宗教狂热分子
被送去劳动改造。直至 70 年代，教会财产仍未能归还，宗教权利也未能得以恢
复。一部分地下教派组织积极活动，他们反对国家的宗教法律，拒绝向政府登记，
要求开放新教堂，向国外传送所谓教徒受迫害的材料，政教关系十分紧张。

1.3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与苏联前几任首脑不同，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
多元化的新思维，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反思。在宗教问题上，和以往领导人不同，
戈尔巴乔夫不把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他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要重新审查
和评价苏联过去实行的宗教政策，认为苏联共产党过去实行的宗教政策存在错
误，必须纠正。因此，1986 年 3 月在苏联共产党第 27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戈尔
巴乔夫公开讲到：政府将重新审视同教会的关系，保障教会的合法地位。1988
年 4 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了皮缅牧首及其他 5 位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他表示
支持教会举办基督教传入俄国 1000 年的庆祝活动，赞扬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起
到的积极作用和为推动俄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承认要纠正过去苏联共产党和
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犯的错误。改革、开放、公开性、民主化适用于包括信教人士
在内的所有的人，政府会制定新的信仰自由法规，而且会考虑宗教团体的利益，
教徒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信念，苏联政府要同教会改善关系等。戈尔巴乔夫的这
两次讲话当时就引发了教会人士和教徒们的强烈反响，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和拥
护。1990 年 10 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
法律公布，这一法令将新发展的政教关系确定下来。这一法律将保障公民具有实
践、研究和宣传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权利。该法令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与 80 年
代以前的政教分离的含义相差甚远。它禁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干涉宗教事务，禁
止政府资助任何宗教组织的活动和无神论宣传的活动，规定任何宗教组织不得参
加任何政党的活动或者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但教职人员可以参加公职竞选。它还
规定政府不得限制研究、资助或宣传宗教的活动。宗教组织有权参与社会生活，
可以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平等地利用大众新闻媒介手段。新宗教法提高了宗教组
织的法律地位，在法律面前所有宗教一律平等，允许宗教团体开办宗教学校，派
遣人员到国外去进行灵修，接受外国留学生学习。宗教团体可以接受捐款并被免
税，允许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规定教牧人员和教徒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
的权利，取消对未成年人受宗教教育的限制，允许军人参加宗教活动等。该法对
宗教组织的各方面权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部法规的出台，是自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在宗教领域政策方面
做出的重大改变，使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主要表现
为：信教人数大幅增加，据统计，该时期东正教信教人数超过 7000 万，占当时
苏联人口总数的 25%；宗教活动场所数量激增，20 世纪 80 年代初，东正教活动
场所只有 7000 余处，到 90 年初时，已增加到 20000 多处；宗教教育得到加强，
神学院校不断发展， 80 年代初期只有 16 所，到 1990 年已增至 52 所，学生数
量也由原来的 2000 多名增至 5000 多名；传教活动广为开展，在苏联除在教堂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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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外，神职人员还可以在教堂外自由传教。9教会人士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可
以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可以在政府机构内任职，发挥自己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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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苏联解体后的政教关系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被全盘否定，导致国民信仰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
种精神的力量来稳定社会情绪，于是，东正教迅速填补了社会思想的空白，得以
在新俄罗斯加速恢复和发展。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俄罗
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
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届领导人对待东正教的态度持续回暖，俄罗斯的政教
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1 当代宗教政策的基本内容
2.1.1 叶利钦时期的宗教政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教双方均处于一种新的环境中。俄罗斯国内局势剧变，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还是作为社会制度都失去其在苏联时期所具
有的地位，无神论在思想领域丧失了统治地位，苏联时期曾被教会人士一直宣扬
的宗教共产主义论自动消失。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叶利钦上任后，在对待宗教和教
会的问题上，秉承了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他们都主张对宗教和教会要实
行宽容的政策，但叶利钦的宗教感情要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深厚。叶利钦自幼受到
宗教的洗礼，他的祖辈和父辈都信奉东正教，他从小在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下，不
断接受过分的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他认为如此地批评和指责东正教及其教会是不
对的，是不公正的。叶利钦尊重教会的历史，崇尚教会的教义和仁慈的传统，更
积极肯定东正教伦理道德对规范俄罗斯社会生活所作出的贡献。叶利钦在圣诞节
和复活节之夜都会参加宗教仪式并接受东正教牧首的祝福。
1993 年 12 月通过的俄罗斯宪法关于宗教、政教关系的规定确定了俄罗斯政
教关系的基本轮廓，其主要内容有：俄罗斯联邦为非宗教国家，宗教团体与国家
分离，任何宗教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信仰的宗教，各宗教在法令面前一
律平等。尊重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不得规定任何意识形态为社会必须遵循的意识
形态。禁止建立任何旨在煽动社会、种族、民族和宗教纠纷的社会团体，不允许
其活动。保障每个人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其中包括个人或与他人一起信仰任何
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由选择、拥护和传播宗教以及其他信仰并根据信仰进
行活动的权利。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
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
国家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平等，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宗教
态度、信仰以及其他情况如何。禁止以任何形式以社会、种族、民族、语言或宗
教属性去限制公民的权利。10
1997 年由国家杜马通过的，经联邦委员会批准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
织法》出台。该部法律重申了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俄罗斯联邦为
世俗国家，各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肯定东正教及其他教派在俄罗斯的历史
及精神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些教派都是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中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第一章总则规定：该部法律是
用来调整宗教自由和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关系，承认各种宗教团体的法律地
位。（一）在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方面，规定：只有为维护宪法体制的基
本原则、维护国防和国家安全、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健康、道德和合法利益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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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时，才可根据联邦法律对人和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予以一定的限
制。俄罗斯联邦公民在政治、经济、民事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所有领域的法令面前
一律平等，不论其是否有宗教信仰。禁止妨碍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实施，
不得蓄意伤害公民的宗教情感、宣传宗教的优越性、销毁或破坏财产等。如果出
现服兵役与个人信念或宗教信仰相矛盾时，俄罗斯联邦公民有权选择其他民事义
务来取代服兵役。应宗教组织的请求，经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批准，神职人员依照
俄罗斯联邦关于兵役义务和兵役法，在和平时期可以被允许延期应征入伍并免于
军事培训。
（二）在国家与宗教组织方面,规定：俄罗斯联邦为世俗国家，任何宗
教都不能作为国家的或义务的宗教而建立；根据国家同宗教组织分离的原则，国
家不得干预公民对宗教的态度，不得干预父母和监护人对子女在信念方面的教
育；国家不得责成宗教组织履行国家的政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国家为宗教组织提
供税收优惠和一定的财政、物质和其他帮助，用以修复、维护和保养历史和文化
古迹的宗教建筑和设施，国家政权机构和地方自治管理机构不能组织带有公开的
宗教仪式的活动；保障宗教组织依照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建立的教育机构的普通教
育课的教学工作；宗教组织依照自己特殊的教阶和机构体制从事活动和选拔、替
换、任命神职人员，不能参加国家政权机构的选举，不能参加政党和政治运动的
活动及提供帮助；但宗教组织成员同其他公民权利平等，可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
理和社会团体活动。
（三）在宗教教育方面，规定：每个人都有权选择是否接受
宗教教育，宗教组织有权依照自己的章程和俄罗斯联邦法律建立教育机构。该部
法律还对宗教组织的形成建立、活动章程、登记备案、国际联系与交流、宗教组
织财产、对宗教组织的监督检查办法等做了详细的规定。这部法律是叶利钦时期
最为全面、权威的宗教法令。
叶利钦的宗教政策得到了教会的公开支持，1991 年“8·19”事件期间，在
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对抗中，叶利钦反对政变者，呼吁全俄总罢工，阿列克
谢二世发表声明，全力支持叶利钦。在总统大选前夕，阿列克谢二世告诫神职人
员不要公开参加选举，但他要求他们私底下同教区居民谈谈，提醒这些教徒回忆
一下教会在苏联时期的遭遇，敦促教徒投票给叶利钦。阿列克谢二世同叶利钦保
持了亲密的关系，他们两人经常一起出席公开场合，叶利钦经常在圣诞节和复活
节这样的重要节日到教堂去参加活动。

2.1.2 普京时期的宗教政策
普京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在宗教政策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依然实
行前任总统制定的宗教政策。普京和叶利钦一样，自幼受过宗教熏陶，经常去教
堂做礼拜，所以在思想感情上易于接受宗教思想。在普京与叶利钦的政权交接仪
式上，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也受邀参加，并为普京的上任表示祝福，而且普京还多
次率领官员到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在庆祝俄罗斯联邦独立 10 周年时，普京说到，
东正教仍是俄罗斯的立国之本，他认为：“如果没有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
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11
在对待宗教问题上，普京制定了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在其发表的纲领性文
献《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阐述了自己的俄罗斯新思想。普京认为不应该恢复任
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应该像苏联时期那样，用暴力手段，通过思想
教育工作使公民的意见达到一致和团结，不应该迫害和镇压意识形态不同的信教
群众。在俄国要实现民主，公民要自愿的表达社会意见，公民应该具有精神自由、
思想多元化和新闻自由的权利。普京还指出，只有“社会的团结”才能使俄国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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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改革的艰难和发展的缓慢，想要达到“社会的团结”就要做到两点：一是“接
受高于各种社会、团体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二是“恢复那些
12
称作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价值观”，即作为道德价值的东正教。 上任
后，普京特别重视宗教的作用。他认为，东正教与俄国的历史相互交织，在俄国
的历史上一直具有特殊地位，东正教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为每个信徒所遵守，更
是代表了全体俄罗斯居民和俄国国家的精神内核，承载着俄罗斯的传统道德和思
想文化。东正教以其博爱的思想、良好的戒律指引着每位信徒，这在很大程度上
体现了俄罗斯的文化特征，自古以来，东正教的教义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真理一
直支撑着俄国民众的思想精神，帮助他们寻找希望和信念。所以普京认为当今非
常有必要对东正教给予肯定的评价，在新时期，东正教必会为俄国的精神和道德
的复活作出贡献。在对待其他教派的问题上，普京认为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各教派不分民族和信仰，在法律面前应该一律平等，只要他们热爱国家，维护社
会团结稳定，就应该得到支持。可以看出，普京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依然采取前
总统叶利钦的支持和团结的政策。
经过两年的执政，普京总统分析了俄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后，于 2002 年 2 月
和 6 月制定出了两部新的宗教法：
第一部是由普京总统签署的《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宗教组织联邦法》。本部法
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巩固社会道德基础，促进国家和
宗教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稳定。该部法律由总则，
“传统宗教组织取得地位
的程序”、
“传统宗教信仰联邦委员会的建立秩序、法律地位和活动保障”、
“国家
与传统宗教组织”、
“国外传统宗教组织代表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传统宗教信仰的国
际合作”、结束条款，共六部分组成。其中第四部分“国家与传统宗教组织”是
这部联邦法律的核心部分，主要阐述了目前俄国的国家政教关系。该法律确定了
国家与传统宗教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方针，即①宗教组织要维护社会公德，
促进人民、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②要对青少年、军人和执法者进行爱国
主义、道德和法制的教育，预防违法行为。③维护与宗教历史有关的俄罗斯人民
文化遗产，发展人文科学，包括宗教学。④国家和自治市可向传统宗教组织无偿
提供大众信息传播工具，以便传播传统宗教信息。⑤国家在立法规定的程序内可
有步骤地向传统宗教组织归还以前被非法没收、现属于国家和自治市所有的财
产。在宗教组织的教育组织活动方面规定：国家教育为世俗教育，国家的教学机
构有权根据俄国法律同传统宗教组织进行合作，并将有关的宗教学科列入教学计
划，宗教组织也有权建立自己的宗教教育机构，国家同传统宗教组织合作，对青
少年进行道德、爱国主义、法制教育和宗教教育，在对公民实施宗教教育权力时，
国家应提供法律保障。该法律规定宗教组织在举行活动过程中可以使用大众传媒
工具，而且国家也支持宗教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成立自己的大众传播媒介，
以及协助他们宣扬俄国人民的历史、精神文化遗产。
第二部普京总统签署的法律是《俄罗斯联邦抵制极端主义联邦法》
。该部法
律对极端主义的概念作了明确的说明，制定了抵制极端主义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基
本方针，确定了抵制极端主义活动的机构，还明确了预防极端主义活动，警告不
许从事极端主义活动，警告禁止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组织进行极端主义活
动，警告不许大众传媒传播极端主义资料，如若大众传媒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必定
承担相应的责任，暂时停止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活动，使用大众传媒手段传播极
端主义和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应承担的责任，不许利用信息网络进行极端主义活
动，同传播极端主义做斗争，进行极端主义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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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承担的责任等事宜进行了规定。该部法律是用来抵制极端主义活动，捍卫俄国
宪法，保证俄罗斯联邦的完整性和安全，保障俄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2.1.3 梅德韦杰夫时期的宗教政策
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俄罗斯继续沿着叶利钦和普京时期奠定的现代化道路
发展。梅德韦杰夫也是一个对东正教有独特热情的领导人，作为一名教徒，特别
关注宗教事业的发展。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
梅德韦杰夫总统秉承了普京总统时期制定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态度，并将宗教课作
为必修课正式走进俄罗斯世俗中小学的课堂和宗教财产通过立法手段回归宗教
组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梅德韦杰夫总统时期，宗教课程实现了重新走进国民教育体系的愿望。2008
年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总统，各传统宗教请求新总统能尽早实现神职教育机构
的文凭得到教育部的承认。2009 年起，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等地的神学院和
神职专业学校陆续开始了转轨试点。这里的学生除了要学习神学科目外，还要学
习相关的人文课程。这样，他们未来将获得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132001 年俄
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颁布了高等教育神学硕士国家标准，两年后，神学学士、神学
家、神学硕士的学术称谓被纳入新出台的全俄高校人文专业目录。相对于高校，
神学教育走入世俗中小学要缓慢得多。2009 年，基里尔当选为俄罗斯东正教新
任牧首。上任后，他就宗教课走入世俗中小学的问题积极同总统办公厅和教育部
的有关人士进行会晤和书信往来。2009 年 7 月，梅德韦杰夫接见了基里尔牧首，
他表示支持在世俗中小学开设宗教课程。10 月，俄罗斯教育部出台了新规定，
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作为必修课被列入基础普通教育国家标准。
梅德韦杰夫时期，实现了宗教财产回归宗教组织所有。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初，随着经济私有化的进程，东正教会曾向俄国政府提出归还苏联时期没收的宗
教财产要求，俄联邦政府通过出台财产转交条例，只允许宗教组织使用或与其他
文化机构共用部分历史文化名胜财产。2008 年 3 月，梅德韦杰夫当选为俄罗斯
新一任总统。这位教徒总统对俄罗斯东正教会情有独钟，2009 年俄罗斯政府公
布了《关于将国有和市属宗教财产转交宗教组织法》的联邦法草案构想。2010
年联邦政府出台了这部联邦法草案。由于草案没有专门对文物部分进行明确的规
定，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普遍抗议。莫斯科地铁恐怖事件发生后，东正教表示出
了对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同情，基里尔牧首与普京总理进行会晤，就教会财产问题
进行商讨。2010 年 5 月 20 日《关于将国有和市属宗教财产转交宗教组织法》的
联邦法草案修订版出台，6 月 16 日政府将其提交国家杜马审议并获得了通过。6
月 22 日，该法律草案得到了俄罗斯文化部的批准。至此，有关俄罗斯国家向宗
14
教组织转交宗教财产的事宜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了解决。

2.2 宗教的政治地位
2.2.1 宗教组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
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对东正教的亲和态度，以及出台的宗教政策，
东正教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东正教也积极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大力发展教会事
业，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
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其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会组织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积极参政议政。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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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当选为议员，许多神职人员也纷纷进入议会，参与到国家
的政治生活，1995 年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再次当选议员。1993 年 10 月，叶利钦
与议会发生了矛盾和冲突，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主动与总统叶利钦商谈，提
出化解总统与议会之间矛盾的方案，避免俄罗斯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防
止社会陷入混乱。阿列克谢二世大牧首对总统与议会之间矛盾的调节，体现了东
正教及其领导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1994 年，大牧首阿
列克谢二世在国家总统叶利钦主持的《社会和睦条约》签字仪式上号召广大教徒
维护国家的和睦。次年，在俄罗斯政府针对车臣问题的行动中，东正教教会对政
府的行为表示支持，并公开反驳一些对俄罗斯军队攻击的声音，以维护俄军的威
信。
东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

1

图 1.俄联邦总统与宗教领袖会晤次数（2000-2008 年）

从图表可以看出，在 2000-2008 年俄领导人只与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的宗教领袖进行了官方会见。其中与东正教的领袖接见次数最为频繁，到 2008
年时更是高达 9 次之多，明显展示出东正教会与政府来往之密切，政治地位之重
要。
第二，东正教会积极支持政府的各项措施，支持总统的举措。早在 1991 年
东正教会就公开号召教徒支持叶利钦竞选总统。叶利钦顺利当选后，大牧首阿列
克谢二世为他祈福并表示祝贺，叶利钦为了回谢他的支持，将位于莫斯科的八座
大教堂归还给教会。
“8·19”事件期间，叶利钦的反对者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进行对抗，并呼吁全俄总罢工，阿列克谢二世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叶利
钦，随后又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歌颂叶利钦的功绩。宗教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也是一种观念，它可以用思想观念来影响社会大众，也可以作为具体的组织者来
参与政治进程。宗教信徒在大范围来讲是政府的公民，所以他们的政治信仰和政
治倾向必然会受到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会的影响，因此教会的支持和祈福对俄罗
斯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的政权更替来说，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在此后的普京总
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就职典礼和卸职典礼上都邀请全俄大牧首出席参加，聆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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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统的就职演说，为新总统祈福。
第三，教会和政坛各派别的关系纷繁复杂。苏联解体后，东正教迅速发展，
各派政治力量都非常重视这一社会新力量的存在以及教会所代表的巨大社会资
源。为了争取到教会的巨大潜能，俄罗斯政府各派政治势力都想尽各种途径，积
极地与教会建立紧密联系。同时，从教会方面看，教会需要在政治上为自己找一
个代言人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壮大自己的发展。俄罗斯政治家们对待教会的功利
主义态度和东正教会传统的入世倾向相结合，使东正教在今日俄罗斯政治环境中
的地位更加重要。1996 年，俄罗斯进行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为了在选举中获
胜，各派政治力量都争先恐后地拉拢东正教会。东正教会并不想成为政治党派利
用的工具，不想自己被政界置于争夺的中心，但也要与国家形式协调一致。虽然
教会公开规定，限制神职人员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神职人员个人的参政活动和演
讲活动不能代表教会行为，但是东正教会也有其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总统大选投
票之前，阿列克谢二世告诫神职人员，不要公开参加选举，但要私底下同教区的
民众进行交谈，提醒这些教徒不要忘记苏联时期教会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鼓励
教徒支持叶利钦，敦促他们多投票给叶利钦总统。因为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认识
到叶利钦蝉联总统从而使俄罗斯维持宗教现状是多么的必要。因此阿列克谢二世
同叶利钦保持了良好亲密的关系，多次在公开场合一起露面。不仅如此，政府官
员也开始热衷宗教活动，每逢宗教节日，政府官员也会进入教堂参加宗教仪式，
接收主教的祈福，官员还会邀请教士参与他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以及邀请教士通
过电视向观众发表演说。

2.2.2 恢复教徒在军队中的地位
随着东正教政治地位的提高，参政程度的与日俱增，教会与政界和军界更加
相互倚重，关系越来越密切。
对士兵而言，建立了宗教信仰，就可以获得一种精神力量，获得一种超脱的
平衡心，信仰既可以帮助士兵建立和维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可以在军事训练和
战争环境下，令士兵拥有一份永恒的信念，勇敢地面对物质的贫乏、身体的饥寒
和精神的压抑，意志坚定地为国奉献。所以，早在 1991 年时，叶利钦总统曾命
令政治组织和党派等不要参与军队活动，撤销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但是，叶利钦
却允许宗教组织在军队中活动。独联体武装部队总司令曾下达命令，为了满足士
兵的精神需求和宗教需求，军人工作委员会要与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合法组织保
持联系。后来，受上级军队领导批准，成立了“信仰和勇敢”的军人基督教协会
组织，在军队内组织士兵的宗教生活。1994 年 3 月 2 日，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
二世与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会晤后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东正教会将与
俄罗斯军队相互合作，携手共同开展对军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精神道德教
育，以此来加强士兵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保卫国家的使命感。俄联邦政府决定恢复
海军东正教神学院，神职人员将在军队中开展宗教服务，主持士兵的宗教活动，
为出征的士兵和远航的舰队祈福洗礼，用宗教的精神代替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
作。1995 年中旬，莫斯科主教区东正教最高会议决定成立协调军队和教会联合
的协作机构，同时，远东地区和乌拉尔地区的军事部门也发出了同当地东正教合
作的意愿。1995 年 11 月，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在
莫斯科举行会晤，最终决定建立一所军事神学院，并且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在俄国
军队的主要训练中心红军学院设置教堂。12 月，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为这间教
堂亲自主持祝圣礼。现在，在俄罗斯的军队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已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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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军队的士兵思想工作委员会都设有宗教事务处，军队与教会进行长期的合
作，互派代表，在军队中设置专职的神职人员组织进行宗教活动。
对于军方而言，与教会合作不仅可以改善军纪，整顿军风思想，还可以改善
民众对军方的印象，在教会的鼓励下，有更多的年轻人参军入伍，为国效力；对
教会而言，宗教回归军队，不仅提高了教会的声望，也是教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一
个胜利，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发言权。

2.2.3 宗教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
由于东正教地位的提高，在俄罗斯对外政策方面东正教的作用也开始越来越
多的受到重视，东正教开始在俄国的公共外交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从 988 年东
正教传入俄罗斯开始，曾作为国教的它一直把自身的利益与俄罗斯国家的利益紧
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东正教在俄国推行大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影
响力和积极的作用。
首先，在对外政策方面，东正教始终与俄罗斯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积极开
展公共外交活动，为俄罗斯政府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协助俄罗斯政府维护国家
主权和尊严。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莫斯科设立大牧首对外关系处，负责协调俄罗斯
东正教会与国外东正教会、基督教团体、其他宗教团体、外国政府、政府机构、
民间组织、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东正教对外关系处与俄罗斯国家
外交部门经常保持联系，东正教牧首及其高级教会人士代表团出国访问归来也会
向政府外交部门提供一些信息。而且东正教的驻外机构可以更便捷地了解世界的
政治、经济、外交等信息，他们会把这些信息通过教会传递给政府。1999 年大
牧首阿列克谢二世曾率领东正教使团前往贝尔格莱德积极调解南斯拉夫问题。
2010 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访问，
基里尔大牧首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了会谈，探讨了各宗教、各民
族和平共处的问题，基里尔大牧首向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授予了“共荣与荣誉勋
章”。基里尔大牧首的独联体国家之行，进一步拉近了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
的宗教关系和外交关系。2013 年 5 月，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率代表团访问中国，
到访了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基里尔牧
首。习近平向基里尔介绍了中国的宗教政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基里尔牧
首的这次访华加深了中俄双方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两国的宗教交往，为中俄的战
略友好伙伴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次，东正教会为促使俄罗斯国内外教会合并而积极开展境外教区活动。俄
罗斯东正教响应普京总统和号召，努力吸收一切有利于俄罗斯振兴发展的力量，
积极扩大东正教的势力范围，加紧在境外活动，从而提升东正教在世界的影响力。
东正教不断改善自身的教规管理体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和干预程度。2007
年 5 月，俄罗斯东正教实现了境内外教会的成功合并，合并后大大提高了俄罗斯
东正教，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东正教会积极配合俄罗斯外交部门保护俄国境外的俄罗斯人的权益。
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合作纷纷独立，各国经济一落千丈，民众产生一定的不满
和怨恨心理，当地的俄罗斯族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排斥和挤压。所以东正教会积
极配合俄罗斯当局，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外的受排挤的俄罗斯人的利益。
现在，俄罗斯积极利用东正教公共外交的功能，影响国外公众对俄国的态度，
利用东正教向世界介绍俄国的国情和对外政策、理念、价值，建立与维持同别国
的良好关系，向别国展示俄罗斯本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提升了俄罗斯国家的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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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3 新型政教关系建立的效果
2.3.1 宗教组织力量壮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大力支持宗教复兴运动，不断出台有利于宗教发展
的政策，从法律上为宗教复兴给予肯定，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东正教，得到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这既是受到过去几十年原苏联宗教政策和宗教态度过分压抑的反
抗，也是这个超级大国解体后，社会意识形态崩溃，导致人民要向宗教寻求精神
安慰的一种反映。
随着“东正教热”的发展，东正教信徒人数大幅增长。1991 年，当时苏联
的东正教信徒约为 5240 万人。1995 年，在俄 14 个城市的抽样调查表明，教徒
15
的数量与 1991 年相比，仍有增长趋势。 2007 年时，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的数量
已达到 1 亿。1996 年 6 月，俄罗斯的一项关于宗教信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其中 34%的人称自己不信教，53%的人认为自己是教徒，还有 13%的人难以回答这
个问题。信教者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信奉东正教，信奉伊斯兰教的教徒数量约占
45%，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均不超过 1%。

1

图 2.俄罗斯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数量变化关系

图中显示了 1996 年至 2008 年俄罗斯有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数量变化情
况，在这 12 年里，俄罗斯居民信教人数持续增长，无神论者数量持续减少，到
2008 年时，有宗教信仰者的数量接近达到全俄罗斯人口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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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地方自治机关对待东正教的态度

1

图中反映的是现在地方自治机关对待东正教的态度，在被调查的数据中，有
67%的地方自治机关把东正教看作是本地区的首要宗教信仰，10.8%的地方自治机
关把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看作同等重要，7.2%的地方自治机关只承认东正教为本地
区的宗教信仰，3.6%的地方自治机关把东正教看作是次要的宗教信仰。通过图表
可以明显地反映出，现今东正教已经成为俄罗斯自治地区最为重要的宗教信仰，
东正教在地方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教徒，而且越来越得到了地方自治政府的认可。
不仅东正教信仰者的数量在增长，官方的认可度在提高，信教群众的结构层
次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教徒集中的据点由农村转向了城市。苏联时期教徒主要
集中在农村地区，到 90 年代中期，教徒集结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城市。据 1995
年夏俄罗斯 14 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叶卡捷琳堡的教徒已占全市人口的 62%，圣
彼得堡占 43.8%，莫斯科占 46.3%。16其次，教徒逐渐年轻化。青年人的比重迅速
增长，中老年人的比重大幅下降。第三，教徒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苏联时期，
教徒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绝大多数只受过中等以下教育。90 年代后期，据调
查数据显示，教徒中受到过高等教育的占总教徒数量的三成以上，受过中等教育
的数量占六成以上。教徒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教徒文化程度的变化是俄罗斯“东正
教热”的基本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为国家奋斗的理想
破灭了，而东正教还保持着俄罗斯民族的思想，他们为了寻找精神寄托，纷纷加
入宗教的行列。这种精神的追求是当前俄罗斯宗教热的基本思想基础。
信教群众不断增长的同时，宗教组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1997 年《关于
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出台后，根据该法令许多宗教团体需要重新到司法部进
行注册。根据 2000 年末至 2002 年末的统计数据来看，仅东正教莫斯科主教区的
教会组织的数量从 10912 个增长到 11299 个，增长了 3.5%。境外的东正教组织
数量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变化。旧礼仪派教会组织和天主教数量增长幅度不大，分
别是：旧礼仪派从 278 个增长到 288 个，天主教从 258 个增长到 268 个。教会数
量增长非常显著的是伊斯兰教从 3048 个增至 3467 个，增长了 13.7%，其次是佛
17
教，从 193 个增长至 218 个，增长了 13%。

1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России》 ТомⅢ.Москва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2012.1910 页.
16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3.2 宗教事业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当局出台的新宗教政策，使宗教组织得到空前的繁荣和
壮大，宗教事业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其中以传媒业最为突出。
东正教媒体的发展抓住了一个有利的时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为寻求
新的精神寄托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东正教上，而东正教媒体正好能够为人们提供
了解东正教历史、文化的平台，能够开放地讲述东正教的发展动态，描绘东正教
的文化和教会事务，而且在新的政教关系背景下，民众会更有意识地、主动地去
了解东正教与俄罗斯国家的关系，所以东正教媒体就成为民众了解东正教与国家
政府关系的有力媒介，因此东正教媒体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规
模的完整体系，其种类已经从报刊发展到通讯社、电视、广播、电影乃至博客、
门户网站、电子出版物在内的电子媒介，发展态势越来越强劲。东正教媒体善于
与时俱进，不仅重视传统媒体的发展，还积极适应现代化网络手段，不断完善自
己的信息体系，丝毫不逊于世俗媒体。《教会通报》是俄罗斯教会主要的官方报
纸，2011 年该报纸结束了自己的纸质印刷，开启了网络时代，这种转变顺应了
时代的发展潮流。到 2005 年，在俄罗斯登记注册的东正教刊物多达 800 多种。18
比较著名的如《多马》、
《阿尔法和欧米茄》、
《相遇》等。在东正教多种的媒体手
段中，报刊类发展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受众最多，许多大型的报纸都开设了门
户网站。2008 年俄罗斯已有 3000 多个东正教网址，相对于报刊类媒体，电视媒
体和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东正教媒体新的开发点，它发展迅速、开发便利、收视率
不断上升。东正教的广播电台发展的也十分迅速，波及的受众十分广泛，如“拉
多捏日”无线电台是俄罗斯第一个独立的电台，自 1991 年成立后就一直作为俄
罗斯最受欢迎和最能发挥作用的东正教电台，它的节目能够满足各个年龄段人群
的需求，世界上有 100 多个国家的民众收听它的广播，潜在受众多达 2000 万人。
东正教网站的发展也十分迅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
“Православие.Ru”是目前规模最大、访问人数最多的东正教网站，是由莫斯科
“迎接”修道院网络规划编辑部创建的，该网站的月浏览量将近 50 万次，据网
络数据统计，该网站已经成为关注社会问题浏览量最高的网站之一。19
东正教媒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发展并被民众所接受，是因为它的实质远
不止一种宣传的工具这么简单，它能够完整地表现出东正教的道德观、世界观、
弥赛亚精神、伦理观念以及东正教和国家、民众的关系，能让人们在没有强迫的
氛围中唤醒社会良知，了解宗教和国家关系的现状。所以它是利用东正教的公信
力来为宗教、国家和人民服务的。

2.3.3 俄罗斯学者对宗教态度的改变
苏联解体导致国家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家领导人改变了对宗教的态
度，在新宗教政策出台的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需要，俄罗斯学者们不得
不改变以往的宗教态度。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地位得到承认。一些俄罗斯学者放
弃了无神论，开始赞颂宗教，他们认识到了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支柱的作
用和承载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作用，因此开始大力弘扬东正教的精神文化价值，积
极宣传东正教的积极作用。
首先在宗教政策方面，苏联时期学者们支持政府对宗教、教徒、神职人员打
击、限制的政策，支持当局对信教者的歧视政策，认为教徒具有落后性，所以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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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待遇。如今学者们认识到苏联时期的那些宗教政策过于极
端，是不正确的，信教群众与不信教者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对他们应该一视同仁，
应该为曾经受到迫害和打击的教派领导人、教会人士和信教的群众恢复名誉，给
他们一个公正的社会地位。而且在苏联时期，由于对宗教的打压政策，使得教会
财产被没收，一些教堂被关闭，被征用，被改作仓库、厂房，甚至还有些被拆毁。
当时学者们支持苏联当局的这些政策，但是现在他们改变了态度，认为这些政策
违背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破坏了具有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的教堂、修
道院，严重的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感情。所以，一些学者们认为必须积极改正当初
的极端做法，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把征占的教堂、修道院等宗教设施归还
教会，修复被破坏的教堂，恢复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恢复神职人员的职权
和社会地位。
学者们在对待宗教理论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过去学者们认为东正教是
一种落后的思想，信徒都有资产阶级心理，神职人员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特权思
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宗教都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这种思想会阻碍社会主义
社会的发展，终有一天会灭亡的，所以学者们对其持有消极、批判的态度。苏联
解体后，随着“东正教热”的发展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学者们重新审视了东
正教的理论思想，他们改变了以往批判否定的态度，认识到东正教能够被人民接
受，现实地存在于俄罗斯社会当中，并不断发展壮大，说明东正教被社会所接受
必然有其合理性。他们认识到东正教必然会长期发展下去，他们看到了东正教精
神积极的一面，它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精神生活的支柱，是俄罗斯文化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以前他们认为宗教麻痹人们思想，影响他们参加社会劳动生产的热
情，但现在看来，宗教不但没有影响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苏联解体后
的特殊时期，宗教反而具有动员和鼓励作用，它积极号召信众参加社会生产建设
事业，积极参军，为国奉献，这对学者的态度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宗教的作用方面学者们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过去在苏联无神论为主的世
界观体系影响下，学者对宗教的普遍看法是认为宗教是一种破坏社会进步的因
素，宗教与科学相对立，宗教具有反动思想。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叶利钦
的新宗教政策影响下，学者对宗教的作用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表现在两方面：首
先，卫国战争中，东正教会积极号召广大教徒募捐资金，创建飞机大队和坦克大
队，动员教徒踊跃参军参战，团结起来，浴血奋战，为国立功，发扬了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其次，各宗教团体积极捍卫国家和平和社会和谐，反对核威胁、主
张裁军，为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东正教会的这些积极作用转变了
学者们对宗教的态度，令俄罗斯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东正教，正视宗教的作用。
随着东正教的不断复兴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俄罗斯学者放弃了无神论，
开始宣传有神论，赞颂宗教。俄罗斯学术界也出现了一股研究东正教的热潮。现
在，俄罗斯东正教的研究机构设立在东正教会及其神学院里，出版了大量研究刊
物。莫斯科牧首公署是最主要的出版机构，其下出版的刊物有《东正教之声》、
《莫斯科牧首公署杂志》、
《莫斯科教会通讯》等。俄罗斯学者还撰写了大量有关
东正教的著作，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库洛姆兹娜的《宗教课程》、亚历山大·缅
恩的《圣礼、道和圣像》、卡尔塔舍夫的《俄罗斯教会史略》
、波斯彼洛斯基《20
21
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被革新的东正教”之网》等。
当代俄罗斯学者研究东正教问题的方向和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积极宣传
东正教的积极作用，否定原苏联提出的宗教消极性和反动性，指出东正教对俄罗
斯精神的传承和支柱作用，强调只有宗教的复兴才能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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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上，俄罗斯学者不仅研究国内的东正教，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国外，研
究内容包括东正教在中西欧、北美和中国的传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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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当代政教关系对俄罗斯的意义
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意识形态真空这种特殊历史背景
下，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是作
为一种传统的精神文化为俄罗斯民众培养社会道德规范和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需
要。东正教精神与俄国的历史相辅相成，东正教的文化已经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
水乳交融，所以弘扬东正教文化有利于更好地展现俄罗斯文学、建筑等艺术的精
髓，更有助于全面地了解俄罗斯国家文化的底蕴。

3.1 维护国家稳定
3.1.1 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
从社会背景方面看，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并没有使国家摆
脱危机，尤其是在解决一些历史问题时，由于对过去的过分否定，降低了政府在
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力。同时过分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使
整个社会自由化思潮泛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以至于根本无暇顾及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状态，苏联社会逐
渐失去了凝聚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政治上从一党执政的苏维埃体制向西方
式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过渡的同时，在经济上也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转轨。这两种转变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叶
利钦当政后，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经济爆发了严重的危机。俄罗斯
个别地方出现离心倾向，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俄罗斯人民
既要承受经济危机带来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社会压力，还要面对俄罗斯国家国
际地位骤然下降和承受前途未知的失落感，这样的双重打击促使人民不得不回归
传统宗教，寻找一些慰藉。除此之外，普京曾说过，一个分裂动荡的国家，在一
个社会不同阶级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很难做出有成效的事业
来。所以必须找到能令俄罗斯人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念，如何唤起民众这样的价
值观呢？那只有依靠东正教。在今天的俄罗斯，苏联时期的无神论思想已被抛弃，
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没有成功，在无法建立起新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只能
靠传统的东正教信仰来重拾俄罗斯民族的社会凝聚力。
从思想方面看，东正教是俄罗斯的民族信仰，从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至
今的上千年来，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东正教信仰一直融合在一起。所以东正教的
影响力已经触及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俄罗斯的人
民信仰东正教，实际上是受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信仰东正教
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一种习惯，就算是在苏联对宗教进行极端打击和压制的时
期，在民间，信徒还是会为新生儿进行宗教洗礼活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
政府刚执政之初，面对庞大国家的倒塌，社会制度的骤变，俄罗斯人民很难马上
转变心态，整个国家都对社会现状无所适从，深深陷入对未来的迷茫之中。苏联
的解体，导致民众对国家政治信仰的崩溃，俄罗斯独立后，政治上的民主化、经
济的休克疗法在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里一时是行不通的，这导致国家政治更
加动荡，经济更加严峻，人民生活水平更加下降，必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社
会犯罪率逐渐升高，高加索地区车臣分裂问题突出等。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社会危
机和道德危机，民众面对这样的社会更加不知所措，不知道未来该如何定位自己
的方向。这样一个失去了凝聚力，没有了统一思想的社会又怎么会安定发展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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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时的俄罗斯急需一个能促进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东正教的复兴，顺应了
时势，俄罗斯人民的宗教情结一下被激发，重新认识到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重新唤起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从东正教的表现方面看，自俄罗斯选择东正教之日起，东正教教权与俄罗
斯世俗政权就紧密的融合在一起，教权服从于政权，教会始终竭力与当权者的立
场保持一致。这是东正教有别于其他教派的最主要特点，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延
续了上千年，虽然在苏联时期经受了沉重的打压，但东正教会的这种传统功能一
致延续至今。2000 年时，普京总统在《俄罗斯外交构想》中说到，要推行重振
国威、重建大国地位的新型外交政策，普京总统的想法很快得到了东正教会的响
应。东正教会不仅把政府的发展大计传达给普通教众，为民众重新树立对俄罗斯
国家的政治信心，同时还主动成为国家内政、外交的支持者、宣传者和践行者，
积极引导民众的行为方向，提高了全民族的凝聚力。2008 年时，俄罗斯遭遇严
重的经济危机，石油价格持续走低，货币贬值，资金外流，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极
度下滑，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下降，严重到出现了多起反对总统普京的游行示威。
这时东正教会努力协调民众情绪，缓和社会冲突，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同时，东正教会积极协调国内由于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社会矛盾，为低收入者提
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不仅从生活上，更从精神上为贫困人群提供帮助和安慰。
教会的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承担了政府的职责。

3.1.2 制约邪教组织和民族主义
在俄罗斯，除了传统宗教东正教外，还存在许多非传统宗教，例如佛教、
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新的宗教政策，
新兴宗教组织的注册条件十分宽泛，只要十名教徒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宗教组
织，所以许多邪教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这些邪教组织不仅有本国的，还
有从国外渗透进来的。邪教组织打着拯救百姓的幌子，危害社会和残害人的生命。
用迷信邪说来迷惑、蒙骗普通群众，企图发展、壮大邪教组织，控制社会成员。
据俄国官方统计，当前在俄国司法部门登记注册的新兴宗教（含邪教）组织已经
22
而俄罗斯国内现有的邪教组织数量达到 2000 多个。
超过了 100 多种。
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白色兄弟会”邪教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曾是一名
乌克兰共青团女干部。苏联解体后，身为共青团干部的她理想幻灭，开始走上邪
教组织的道路。她公开宣扬“世界末日来临”论，骗得了许多年轻人的信任并纷
纷加入她的邪教组织，帮助他进行末日论宣传。当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加入她
的邪教组织的群众数量达到 10 万多人。她自称是圣母玛丽娅，煽动信徒去基辅
索菲亚大教堂进行打、砸、抢的非法活动，最后她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据俄国宗
教网站的报道，1993 年，她怂恿该邪教组织的成员进行集体自杀，但没有得逞，
基辅警方发现了他们的自杀倾向，并及时制止了这场血腥灾难的发生。警方逮捕
了 600 多名邪教组织成员，被逮捕的邪教徒还用绝食来反抗政府。1994 年，在
俄罗斯当局和乌克兰当局的共同努力下，取缔了这个邪教组织，然而一些残余的
邪教分子秘密转入地下，仍然威胁着社会的治安。再如“科学学教会”组织，它
是一个借助科学为宣传口号，鼓动和欺骗群众，通过迷信手段帮人治病，以此来
聚敛财富。该邪教组织骗取了几千名的信奉者，甚至深入莫斯科大学发展信徒，
诱骗信奉者向该组织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除了本土滋生的邪教组织外，还有
大量的国外邪教组织渗入俄罗斯境内，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影响。在俄罗斯新宗教政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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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环境下，一些外国传教士打着世界基督教统一运动的旗号，来俄罗斯进行
宗教渗透活动。他们不仅提出反对苏联时的无神论，而且也反对俄罗斯的东正教，
甚至要占领俄罗斯。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通俗化新教”组织，日本的“奥姆
真理教”等。
东正教对邪教的活动也十分关注。东正教会主张人道主义，反对残暴和残害
人命，谴责邪教组织的罪恶行径。东正教会用教义和行动开化俄罗斯民众，呼唤
走入迷途的信众回归祖国的传统信仰，不要失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挽救了
许多青少年，以免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同时，东正教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
日益发展壮大，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东正教深厚的传统道德文化积淀和在俄罗斯
民众心目中的历史地位可以有力地抵制外国宗教的入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
从民族极端主义的角度来看，东正教只是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与东正
教有关的极端主义在科索沃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该地区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
教，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的衰退，历史上的民族纠纷，宗教信仰方
面的冲突导致该地区极端主义产生。但他们实质上是在东正教名义下的极端民族
主义，他们的极端行为不是捍卫教义，也没有提出与东正教信仰有关的目标，他
们只是想建立塞尔维亚人的绝对统治，他们的真实动机是要复仇，这与东正教的
精神背道而驰。东正教是他们为自身行为合理化和神圣化找的借口，他们的实质
就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与地区的民族情绪有关，由于经济的落后和对自己信仰的
过分推崇，这些复杂情绪没有经过现代意识的反省，被一些极端主义的政治家和
投机家所利用，于是催生了民族极端主义。虽然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在这种民族主
义情绪爆发初期，对极端主义缺乏应有的警惕性和必要的批评，甚至参与其中，
教会对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认识到了错误，勇敢地
站出来反对极端主义者的行为。教会领袖多次发表公开信谴责极端主义的暴力行
为，呼吁结束暴力，停止种族暴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倡导和平。一些塞尔维亚
东正教领袖还试图对政治家进行劝谏，意图换取科索沃地区的和平。塞尔维亚东
正教会还对北约的武装干涉提出了反对。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道路是非暴力
与合作。1999 年 3 月 23 日，塞尔维亚东正教圣主教公会发表声明，反对以武力
解决科索沃危机。3 月 27 日，科索沃主教阿特米杰发表复活节声明，再次反对
北约以暴抗暴。3 月底，巴威尔牧首谴责北约“残忍的打击”，指出：
“只有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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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才能称得上是正义的。”武装干涉无助于科索沃问题的解决。

3.2 规范社会道德服务慈善事业
3.2.1 培养道德规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制度的骤变，经济的衰退，必然给人民的心理带
来一定的冲击。意识形态的真空，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必
然给社会道德造成重创。俄罗斯社会出现犯罪率升高，受贿、勒索等现象猖獗。
这时东正教的复兴，填补了俄罗斯社会意识形态的真空，东正教以其丰富的文化
积淀和道德情操影响着俄罗斯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民的价值取向。
东正教伦理道德要求：首先，教徒要尊老爱幼，惩恶扬善，爱好和睦，不欺
负弱小，待人诚恳、不虚伪，办事公平公正，不投机取巧。《圣经》中有六戒对
人的道德规范作了要求：“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
24
假证陷害人，不可贪图别人的妻子和财产。” 东正教的这些伦理道德对整个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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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社会的道德重建有巨大的影响作用。东正教把这些美德视为信奉者必须遵守
的道德标准。这些道德标准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有了这些道德标准
的约束，信奉者的犯罪行为明显减少。第二，东正教伦理要求教徒要具有温和、
善良、恭敬、勤俭、谦让的精神品格，无论在宗教生活中还是在世俗生活中，每
名教徒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道德高尚的人。东正教的这种伦理道德为俄罗斯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道德塑造提供了基础。俄罗斯人的道德素质有了普遍的提高。
第三，东正教伦理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东正教呼吁广大教众要爱好和平，反对
侵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有外敌入侵时，要甘愿为国奉献，为保卫祖国和
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第四，东正教提倡无私的奉献精神。东正教号召教徒去到贫
困的地区帮助劳动和生产，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传播知识，帮助他们改善生
活条件，用科学知识脱贫致富。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广大青年积极贡献自己的
青春和力量，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当中。
现在东正教的伦理道德作为新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
道德的基础。东正教道德中的宽容随和、善良博爱、勤劳诚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俄罗斯人的心灵。各地的东正教堂和神职学校都肩负培养俄罗斯国民道德情操
的责任，进入教堂可以停止酗酒、犯罪、行贿受贿以及避免被一些不道德行为和
社会恶习腐蚀心灵。2000 年出台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建构理论》中，东
正教会明确谴责酗酒、离婚、放纵等不良行为，谴责现代物欲的过分满足给人们
带来的道德沦丧，提醒人们远离吸毒、卖淫、赌博等丑恶行为，避免堕落。针对
俄罗斯人口不断减少的现象，东正教会强调婚姻和家庭稳固的重要性，呼吁国家
鼓励生育，支持多子女的家庭。东正教的伦理道德在净化社会心灵，遏制犯罪以
25
及摆脱人口负增长危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东正教的伦理道德加强了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
们误入歧途。俄罗斯独立初期，社会道德紊乱，生活水平下降，青少年在学校里
没有很好地接受思想品德教育，青少年加入黑社会、打仗、抢劫、吸毒等犯罪行
为频发，青少年犯罪率高升。作为国家的希望，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必须
得到社会的重视，东正教注意到了这一点，不仅在宗教学校和神职学校进行东正
教伦理道德教育，还在世俗学校开设东正教道德品质教育课程，教化青少年的道
德情操，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陶冶他们的审美情趣，磨练他们的精神
意志，帮助他们塑造良好的品格。目前，宗教课程已经大规模地在世俗中小学的
德育课堂上开展，并受到了俄罗斯教育界的好评。东正教的道德和教义使年轻人
认识到自己要承担对子女、对父母、对社会、对国家的人生责任，为年轻人树立
起了良好的人生品格。在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不仅起到了规范社会道德的
作用，更净化了民众心灵，抑制了青少年犯罪的发生率。

3.2.2 救世观念服务于社会慈善事业
东正教伦理中不仅提倡信奉者要具有爱心，要用爱心相互包容，相互帮助，
要用行动体现互爱的行为，更倡导每一位信徒要关心穷人，帮助贫苦之人，尽自
己的所能接济穷人，这是一种良好的道德传统。最初的东正教教义中就有人人平
等，财产公有的规定，而且在东正教教会内部还实行经济民主、经济互助，教会
上层会把一部分募捐来的钱用于赈济百姓和穷苦之人。这样的教义和教会的作法
非常受到百姓的认可，所以吸引了许多受苦受难的人皈依东正教。苏联解体后，
国家的剧变、政局的动荡使得俄罗斯的经济极度下滑，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货
币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好多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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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俄罗斯社会的普遍困难，东正教会积极为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救济，开展了
许多社会慈善事业。这些做法得到了俄罗斯政府和社会的普遍认可，更得到了广
大下层教徒和非教徒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东正教这种关爱社会，救济社会的良好
道德思想对动员更多的人为社会和谐，赈济贫困贡献出自己力量具有巨大的号召
力和鼓舞力，于国家、社会、人民都十分有益。
东正教为俄罗斯社会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还得到了俄联邦政府的肯定和
支持。在普京总统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的传统宗教组织联邦法》中明确要求：国
家应该积极与传统的宗教组织进行合作，共同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事
业，开展好慈善活动和服务事业对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俄罗
斯政府应该在俄联邦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为传统宗教组织的社会慈善组织和社会
服务机构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向传统宗教组织开展的社会慈善和社会服务活动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根据俄联邦法律，俄罗斯政府应当给予传统宗教组织提供
26
资金支持，用来建立慈善机构、社会服务机构和开展慈善活动。 除此以外，如
果教会与社会组织一同创办企业，并把其经营收入的一部分用来搞慈善事业的
话，政府给予这样的企业免税的待遇。
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始终把传教和布道视为己任，教会一
直不遗余力地开展慈善事业，并把之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俄罗斯东正教会
专门成立了管理慈善事业的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慈善事务。在一些州，东正教
会通过捐赠创办起了一些世俗中小学校，残疾儿童和孤儿可以在这里获得免费的
学习机会。东正教还独立创办或者借助政府提供的资金建立了一些慈善性质的医
院、收容所、养老院和青少年教养所等，不仅为无家可归的人和老年人提供安身
之地，还为他们在心灵上进行道德感化。宗教组织利用自筹的资金和政府的支持
基金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成立了许多慈善组织从事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除此以
外，教会还积极鼓励教众参加义务性劳动，尤其是多到孤儿院、教养所、监狱、
医院等地方，为孤儿和误入歧途的青少年讲解人生之道，治愈他们心灵的创伤，
引导他们走出生活的迷惘，开导病患，让他们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现在，俄
罗斯教会组织的慈善机构已有相当大的规模，他们不仅能够为孤儿、老年人、穷
苦人等困难群体和弱势人群提供生活和医疗等服务，还能从心灵上开解他们，为
他们提供咨询等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东正教的“仁慈”服务机构开办了“百姓餐
桌”的慈善活动，从 2013 年起，该慈善活动为俄罗斯 20 多个地区的残疾人士、
辍学儿童、多子女家庭和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品、生活必需品和个人卫生用
品。这些慈善救助活动为缓解俄罗斯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3 承载文化发展
3.3.1 传承文化习俗
从 988 年“罗斯受洗”至今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东正教精神一直与俄罗斯
民族的历史相辅相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罗斯引进东正教的同时，也引
进了作为东正教传播载体的书籍、祈祷仪式、圣像、音乐、绘画和教堂建筑艺术，
客观上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为今日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正教
文化不仅为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更对
俄罗斯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曾作为国教的东正教，不仅见证了俄
罗斯历史的变迁，更作为精神的依托，带领俄罗斯人民走过了历史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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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俄罗斯信教群众数量越来越多，经常能看到人们在胸前画十字祈祷，到教
堂去做祷告，新生儿进行洗礼、在教堂举行婚礼、为亡灵祈祷、供奉圣像圣画这
些习俗更是成为俄罗斯人生活的一部分。
首先东正教仪式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俄罗斯人的生活之中。俄罗斯人从出
生到死亡，要经历多种宗教仪式，新生的婴儿要接受领洗，洗掉原罪，获得重生，
还要教父为其命名，婴儿除了有自己的生日，还有命名日；其次还有圣餐仪式和
忏悔仪式，婚配仪式，还有为生命垂危的病人凃膏油仪式等，可以说这些东正教
仪式伴随着信众的一生。此外，人们习惯在新的大楼落成后请教会神职人员前去
为大楼剪彩开光，在新造船舶和航空飞机、大型汽车出厂前，也要接受宗教的开
光仪式，国家运动员在出国参加国际大赛前也会接受宗教祈福仪式，国家总统的
就职典礼，俄罗斯军队出征宣誓仪式等，都能看到教会神职人员在场祈福，国家
政府官员也会带头参加宗教盛事。可以说一些宗教仪式和宗教文化已经不知不觉
地融入俄罗斯人的生活中。
第二，东正教文化已经融入俄罗斯的语言和文化中。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也
是通过东正教而被俄罗斯民族所接受的。双头鹰的标志是伊凡三世时期由正教中
心拜占庭传入俄罗斯，当时莫斯科被称为“第三罗马”
，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
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俄皇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于是把
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作为俄国的国徽。虽然苏联时期双头鹰国徽被否定，
到 1993 年时，叶利钦宣布恢复双头鹰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徽图案的决定，通过东
正教而来的国徽标志再次被俄罗斯人所接收。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在千百年的发展
中也凝结和沉淀了许多东正教文化的精华。俄罗斯的俗语谚语深刻地反映出了本
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精神信仰。俄罗斯的俗语谚语中有很多带有东正教文化的典
故，包含了俄罗斯的宗教观念，有的源自于圣经故事，有的来源于东正教教义，
有的与教堂和宗教仪式有关，例如“Пошёл в попы，служи и панихиды.”直译
是当上了神甫，就要做安魂弥撒，引申义为“在其位谋其政”。又如“одним миром
мазаны”东正教规定在新教徒的受洗仪式上，要为其涂圣油（миро），起初这个
熟语表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后来引申为有相同缺点的人，即汉语中的“一丘之
貉”。这些带有东正教色彩的语言文化像一面镜子，不仅反映出了俄罗斯民族的
人生观、价值观，更反映出俄罗斯文化的宗教特点。
第三，在俄罗斯，除了新年外，东正教的节日已经在俄罗斯成为民族性的节
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复活节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最为重视的节日之一。各
地的东正教会要组织大型的游行活动和祷告仪式，人们用“基督复活了，真的复
活了”相互打招呼，举着燃烧的蜡烛，唱着赞美诗来迎接基督的复活，准备复活
节彩蛋。除复活节外，俄罗斯东正教还有十二大节日，分别是：主降生节、主领
洗节、主进堂节、主进圣城节、主升天节、三位一体节、主显圣容节、举荣圣架
节、圣母诞生节、圣母领报节、圣母进堂节、圣母安息节。东正教还特别重视斋
戒节。所有东正教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祈祷仪式，祷告颂扬纪念的对象，赞美上
帝，如今东正教节日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3.3.2 繁荣俄罗斯文学事业
俄罗斯文学自产生之初就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俄罗斯书面文学的产生
有赖于东正教的传入，俄罗斯文学起初就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形成的强大文
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后来的大部分诗人和作家。宗教哲学不仅有力地
论证了俄罗斯的宗教精神和民族品格，也反映了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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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了解了俄罗斯宗教哲学才能深入地理解俄罗斯的民族精神。
俄罗斯文学最初的体裁是编年史和使徒行传等，如《伊戈尔远征记》，可
谓是俄罗斯文学的第一座丰碑，其内容表现出了对宗教的信仰。11—17 世纪，
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宣扬东正教思想，如《法与神恩说》、
《鲍里斯和格列勃传》、
27
《彼得和费芙罗尼娅的故事》等 。
《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开启了“苦难圣徒”
的文学传统，使“历经苦难走向真理”成为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主题。到 18、19
世纪，在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俄罗斯大文学家崭露头角，如普希
金、果戈理、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
《圣经》故事和情节被他们应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这些作家的作品带
有鲜明的宗教色彩，流露出浓厚的宗教思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被俄罗
斯宗教哲学家弗兰克认为是最具有东正教精神的俄罗斯小说，果戈理的《死魂
灵》反映出了作者的宗教救世观念，在《与友人书简选》中，果戈理充分地阐
发了自己的宗教理念。白银时代不仅是文学的繁荣时代，更是宗教的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东正教哲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所以大部分作家和诗人都表现
出了强烈的宗教思想，他们积极地探索宗教精神，而且视角更加独特，视野更
加广阔，所揭露的问题也更加尖锐，如布宁、古米廖夫、列尼佐夫、叶赛宁、
曼德尔什塔姆、阿赫玛托娃等。28神秘主义是他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主要方
式，所以宗教哲学创造出的一些理念被他们幻化成艺术形象应用到自己的作品
中。
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始批判宗教，宣扬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虽然东正教文
化受到无神论思想的钳制，但在俄罗斯文学传统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潜移
默化的影响下，潜在的宗教意识也时常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例如亚历山大·勃
洛克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宗教思想，他的组诗《美妇人》中，美妇人就是索洛
维约夫宗教哲学中“世界灵魂”的象征；伊万·什梅廖夫在《朝圣》、《上帝的
节日》中记述了当年俄国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表达了对东正教的怀念；苏
联著名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形象继承了东正教苦
难圣徒的精神传统；此外还有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米哈伊尔·布尔
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帕斯捷
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著名小说中都包含了宗教思想。
俄罗斯传统的文学思想和东正教哲学精神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
在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虔诚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和发展着东正教哲学精神及其
29
价值观，
“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同时又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 ，这就奠
定了俄罗斯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俄罗斯文学作品不但反映出了俄
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和社会风土人情，更是作家对本民族宗教情绪的客观表达。

3.3.3 发扬教堂建筑艺术魅力
教堂是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重要场所，教堂艺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
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教堂艺术不仅包括教堂本身的建筑艺术，还包括
教堂内部的装饰、雕刻、绘画等，甚至还包括教堂内的唱诗、音乐和舞蹈等艺术
形式。
从建筑风格方面看，东正教教堂分为拜占庭式艺术风格和斯拉夫式艺术风
格。拜占庭式教堂建筑艺术风格是古罗马建筑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特点是
圆顶、拱形结构，采用十字架和中心形式布局。拜占庭式教堂绘画艺术风格独特，
主要有壁画、书籍插画、细密画和镶嵌画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三位一体圣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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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式教堂雕塑艺术也具有辉煌的成就，他的雕刻艺术以浮雕为主，大部分是
以宗教生活为题材的人物雕塑和浅浮雕。
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以斯拉夫式教堂艺术形式为主，分为古罗斯、俄罗斯和当
代俄国三个时期的特点。古罗斯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有 400 多座，其中比较著
名的是基辅索菲亚大教堂，它建于 1037 年，位于基辅，教堂十分宏伟，教堂圆
顶部和祭坛周围墙装饰着马赛克嵌画，圆顶绘有上帝、耶稣、天使和圣徒保罗的
画像，这是非常复杂又高超的马赛克嵌画，教堂的拱门、石柱和墙面也布满壁画，
祭坛墙上绘有圣母像、圣徒进圣餐图和教父像。在教堂音乐和舞蹈艺术方面，自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逐渐形成了斯拉夫式的教堂音乐和舞蹈艺术，分为西斯拉
夫式和东斯拉夫式：前者受西方教堂音乐和舞蹈影响，盛行于天主教会，后者受
拜占庭音乐和舞蹈影响，盛行于罗斯的东正教会。30基辅索菲亚教堂的壁画就充
分显示了这些古罗斯舞台表演的情景。俄罗斯时期的教堂艺术是在拜占庭式教堂
艺术和古罗斯教堂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教堂外形多采用希腊十字架模式、拜占
庭的圆顶穹窿和俄罗斯独有的圆顶蘑菇型或洋葱头形式，因此俄罗斯时期的教堂
显得更加华美、富丽堂皇，教堂内部以圣像画为主，其中以“圣三一图”最为著
名，教堂音乐从单调声乐发展到复调声乐，为后来的教堂音乐打下了基础。到了
苏联时期，大批教堂被关闭，没收或拆毁，俄国特点的教堂艺术也随之遭到破坏，
苏联解体后，俄国新政府开始复兴东正教，并把教堂全部归还教会使用，同时俄
国政府重建了在 30 年代被炸毁的俄罗斯最大教堂—救世主大教堂，重建后的救
世主大教堂有 5 个圆葱顶，耀眼夺目，尽管内部原有壁画、圣像画和雕塑已被毁
坏，但俄罗斯雕塑家和绘画家利用新型材料和高超的手艺将壁画和雕塑绘制的更
加精美，教堂内部还添设了现代化的照明、音响和空调设备，还在地下室建设了
会议厅、博物馆等，所以当代俄罗斯教堂艺术在秉承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正迈向
现代化。
东正教教堂艺术不仅承载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已经
成为俄罗斯旅游业的重要资源，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这些古老的教
堂和修道院，展现了俄罗斯的传统建筑艺术精华，并且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鲜
明的时代意义和建筑美学展现了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教堂内部以圣经、教义和历
史传说中故事为题材的雕塑和壁画不仅能教化心灵，还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这
些无价瑰宝已经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既是属于东正
教的，也是属于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教堂艺术已经成为了解俄罗斯民族历史、
文化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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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体上讲，当代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是平稳，宗教与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基本上
相适应，宗教依然起着稳定社会、教化群众、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一方面，
俄罗斯国家政府比较客观地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如实地对宗教的社会影响作出
评价，出台了一系列符合本国国情的宗教政策，积极地发挥了利用宗教维护社会
稳定的作用，也有效地遏制了宗教可能滋生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以东正教为
首的各主要宗教团体，积极拥护本国的政治制度，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积极支
持政府发展经济，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展望未来，俄罗斯政教关系现状还会持续下去，因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是不
能分离的，国家需要宗教的支持，教会也需要国家的支持，二者面对着的群众都
是同一批人，所以二者的关系只能是呈现相互促进的态势。但是任何国家的政教
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关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宗教
本身的发展，政教关系会出现不少新情况，因此俄罗斯要保持良好的政教关系，
就要不断根据变化的情况调整、充实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手段，要注意一下几个问
题：
一.要处理好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东正教曾作为国教，在政治、经济、
文化、法律等方面享有特权，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宗教，在政
府的支持下迅速复兴，而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受到歧视、
排挤，他们正与俄罗斯当局闹矛盾、闹独立。因此俄罗斯当局必须正确处理和协
调好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找到一个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平衡点。
二.防止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通过东正教反映出来。宗教信仰有时会作为一种
超越种族和国家的信仰和认同感影响政治生活，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自我崇
拜，也可能成为一种要求其他国家也接受的伦理道德，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国家
政府对宗教承担一定的制约责任和义务。苏联解体后，东正教的复兴有助于增强
民族凝聚力和俄罗斯人民的归属感，但是若太过放任其发展，势必重蹈大俄罗斯
民族主义的覆辙，反而会不利于俄罗斯自身崛起。
三.要预防邪教组织的产生。苏联解体后，俄联邦政府宗教政策的放开，宗
教团体注册难度大大降低，数量大幅增加，不免其中参杂着许多危害社会的邪教
组织。这些邪教组织对俄罗斯的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如何对付这些邪教
组织，是俄罗斯政府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之，政教关系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正确对待政权与宗教组织的关系，
是正确处理好政教关系的重要内容。制约这种关系的既有成文的法律法规，也有
不成文的传统道德观念。建立良好的政教关系，不仅需要俄罗斯政府制定出较完
善的法律法规，更需要有效的社会机制和政府加强社会的协调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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