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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教会纷争引发的东正教世界的危机与应对

俄乌教会纷争引发的东正教世界的危机与应对

刘博玲 ⊙

内容提要：   君士坦丁堡牧首授予新成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ПЦУ）自主教会地位之后，引发东正教

世界各方冲突不断。2019年乌克兰国内宗教冲突此起彼伏，俄乌教会争端加剧，俄君教

会纷争范围逐渐扩大，并且世界其他地方东正教会也被卷入其中，东正教世界的统一被

破坏。为应对东正教世界的危机，耶路撒冷牧首提议在约旦首都召集全体东正教会议，

旨在建立一个沟通对话平台，促使教会纷争各方达成和解。

关 键 词：   俄乌教会纷争 东正教世界危机 全体东正教会议 应对

作者简介：   刘博玲，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俄乌教会纷争的起因

2018 年 10 月 11 日君士坦丁堡牧首决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教会的权利，恢复了被

莫斯科教会视为分裂分子并予以解职的乌克兰主教的教职。君士坦丁堡教会这一决定意味着

莫斯科牧首不再具有管辖乌克兰的权力。乌克兰教会的基辅都主教将被提升为基辅牧首，和

莫斯科牧首享有同等地位。这一决议遭到莫斯科牧首区强烈反对，莫斯科牧首区宣布断绝与

君士坦丁堡的圣餐礼仪共融。2018 年 12 月，乌克兰国内现存的三个东正教会 A 的代表共同

召开了“统一会议”，该会议将乌克兰现存的三个东正教会合并成为一个新的“乌克兰东正教

会”（ПЦУ，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Украины），但这一决议遭到莫斯科圣统乌克兰东正教

会的否定与谴责。新成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实际上是在另两个不受莫斯科牧首区承认的乌克

兰东正教会基础上形成的。莫斯科牧首区对两名参加“统一会议”的本教会主教，予以停止

教职处罚。2019 年 1 月，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及主教公会成员签署了官方文件——“牧首教

令”，正式确认乌克兰正教会的自主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加剧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矛盾，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

会终止圣餐共融，并且引起了整个东正教世界的震动。

乌克兰教会获得自主教会地位之前，世界上一共有 15（或 14）B 个地方自主东正教会。

其中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在正教会中居于“荣誉上的首席地位”。自主教会（Автокефальная 
церковь）在教会行政上完全独立，可以自行选举和祝圣首席主教。各个自主教会管辖着各个

教区以及其所属的自治教会。这 15（或 14）个地方教会完全平等，没有从属关系。C

A　�指“莫斯科牧首区乌克兰东正教会”（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基辅牧首区乌

克兰东正教会”（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Кие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Украинская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当 时 莫 斯 科 牧 首 区 乌 克 兰 东 正 教 会（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хата）的两个主教参加了这次会议。

B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在对“美洲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确认上有分歧，后者不承认“美洲东正教会”的

自主地位，因此世界自主教会总数少一个。

C　�刘博玲：《2018 年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宗教因素》，载孙壮志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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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享有“普世的尊号，由牧首领导”A。尽管君士坦丁堡牧首被尊称为普

世牧首，但按照东正教的教规，这只是名誉上的首位，各自主教会地位平等。从信徒人数来

看，当今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东正教教徒人数只有500多万 B，并且将近一半信徒位于境外，大

都在美国和加拿大。“目前，该教会在土耳其管辖四个都主教区和一个大主教区。此外，芬兰

自治正教会、12 个希腊教区、南北美洲教区、澳大利亚教区、新西兰教区等亦受其监管。”C

长期以来君士坦丁堡正教会一直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将其他正教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词典的数据，全世界东正教信徒在 2.25 亿— 3 亿之间。D 莫斯科牧首基里

尔称属于莫斯科圣统的信徒人数有 1.8 亿多。E 这就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东正教信徒都在

莫斯科牧首的领导下，而理论上的最高领袖—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仅仅享有名义上的首席

地位。并且当今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将近一半的堂区位于美国和加拿大。

当今东正教世界信徒最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居于“荣誉上首位”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

会的关系一直不融洽。莫斯科方面认为，君士坦丁堡牧首想借乌克兰教会独立事件，削弱俄

罗斯东正教会的实力，壮大自己的实力。虽然君士坦丁堡牧首授予了乌克兰教会自主教会地

位的牧首教令，但是从牧首教令内容上看，它所规定的乌克兰教会“章程”并没有真正确定

乌克兰教会的“自主地位”（Автокефальная церковь），按照这些规定，乌克兰教会更像是

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下属的“自治教会”（Автономная церквь），甚至是半自治，比俄罗斯教

会所赋予它的自治度还低。F 围绕乌克兰自主教会的冲突加剧了东正教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两

个牧首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普世牧首区和莫斯科牧首区。莫斯科牧首区断绝了与君士坦丁

堡牧首区的圣餐共融，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所有支持乌克兰自主教会的地方教会。

俄罗斯学者认为：“两位牧首不仅对乌克兰局势的观点不同，对东正教世界的整体架构也

存在分歧，他们没有希望找到真正的共同点。”G 君士坦丁堡牧首巴罗多买坚信，授予乌克兰

自主教会从教规的角度看是无可挑剔的，而莫斯科牧首基里尔坚信，没有比授予乌克兰自主

教会地位的决议更加无法无天的方案了。因此双方直接谈判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就讨论

的话题达成共识。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其追随者认为，牧首基里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会外交

官和一位贴心的大牧师，而普世牧首巴罗多买则是基于“教皇的野心”行事，并受到美国总

统政府的控制。希腊人和法纳尔（位于伊斯坦布尔，普世牧首官邸所在地）的支持者则坚信，

莫斯科牧首基里尔很久之前就失去了独立性，遵从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行事，而普世牧首巴罗

多买忠于教会的教规，关心教会的统一。

二、俄乌教会纷争引发东正教世界危机

俄乌教会纷争不仅仅是宗教问题，更是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东正教世界中两个力量中

心就此展开激烈斗争，世界其他地方教会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并且在各地方教会纷争

背后，乌克兰政权、美国政府等政治力量也介入了其中。

A　�乐峰、文庸：《基督教知识问答》，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7 页。

B　�数据来源参见 https://drevo-info.ru/articles/6.html。

C　�乐峰、文庸：《基督教知识问答》，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7 页。

D　�数据来源参见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1371218。

E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назвал числ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РПЦ.�https://ria.ru/20171028/1507738540.html.

F　�徐凤林：《乌克兰东正教会“牧首教令”中的教规问题》，《世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5 期。

G　�Кризис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Есть 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у встречи иерархов в Аммане.�https://snob.ru/entry/18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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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东正教会的成立与获得地方自主教会地位与乌前总统波罗申科的积极斡旋密切相

关。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一直主张乌克兰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2016 年乌克兰

内战爆发，乌克兰当局将教会独立与国家独立，民族独立联系起来，再次要求乌克兰教会自

主权。A 乌克兰教会获得自主教会地位与前总统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从访问君士坦丁堡教

会，到出席统一会议、率团领取牧首教令，波罗申科总统积极倡导和全程参与了乌克兰教会

的自主化。弗拉基米尔·维诺库罗夫（Владимир Винокуров）在评论乌克兰教会自主地位

事件时，指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现在方针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政治性胜于宗教性，二

是暂时性而未必是永久性。B

乌克兰东正教会成立之初，只有君士坦丁堡承认其自主教会地位。但在 2019 年 10 月 11

月，希腊正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正教会先后承认了乌克兰新教会的自主教会地位。作为回应，

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与希腊正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正教会圣餐共融。继君士坦丁堡牧首后，

希腊主教和亚历山大利亚牧首也被俄罗斯教会剔除了地方自主教会首脑名单。除此之外，俄

罗斯东正教会圣主教公会决定撤销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非洲堂区的司法管

辖权。并且圣主教公会还决定停止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在莫斯科牧首区的代表处，而莫斯科

和全俄牧首基里尔在亚历山大里亚代表处要变成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埃及的教区。

君士坦丁堡在西欧的督主教区包含多个俄罗斯信徒的堂区。C 君士坦丁堡牧首 2018 年

11 月 27 日决定撤销自 1999 年开始的“牧首教令”，该教令赋予在巴黎的主教区神甫监督和

管理在西欧的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堂区。2019 年 2 月在主教区的临时会议上，很多俄罗斯信

徒投票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公会撤销主教区的这一决议。之后莫斯科牧首基里尔发给主教区

一份呼吁书，在呼吁书中表示准备好接受西欧的俄罗斯信徒回归到莫斯科牧首区，并且允许

其完全保持自己的管理特点。2019 年 9 月西欧督主教区的部分神职人员接受了并入俄罗斯东

正教会的呼吁，60 多个俄罗斯传统的堂区回归到俄罗斯东正教会。D 乌克兰方面认为，“莫斯

科挑起了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由俄罗斯堂区组成的西欧督主教区的分裂”。E 他们认

为这是“肆无忌惮的教会兼并，这样的兼并完全可以和普京兼并克里米亚相提并论”。F

除了与君士坦丁堡争夺西欧的东正教堂区资源。双方争夺对象还有土耳其的东正教教徒。

与君士坦丁堡教会断绝圣餐共融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逐步将其影响力渗入传统上属于君士

坦丁堡教规领土的土耳其。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分裂的那一刻，俄罗斯东正

教会就开始逐步为在土耳其说俄语的东正教信徒举办礼拜仪式做准备。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

事务处主任伊拉里昂表示：“现在，在分裂的状态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派遣俄罗斯东

A　�刘博玲：《2018 年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宗教因素》，载孙壮志主编：《俄罗斯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2 页。

B　�徐凤林：《乌克兰东正教会“牧首教令”中的教规问题》，《世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5 期。

C　�这些信徒是第一批俄国移民潮的后代，他们的祖辈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离开俄国来到了西欧，最初他们属于俄罗斯东正

教会，但是 1930 年由于俄罗斯境外堂区与莫斯科主教公会关系恶化，俄国境外教会在都主教的带领下决定临时投靠君士坦

丁堡牧首区。当时的教会文件强调这些堂区仍旧是俄罗斯的，以后要回归俄罗斯正教会。但是 1945 年这些堂区短暂回归莫

斯科牧首区以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开始强调其控制所有地方教会领土之外的那些堂区的专有权利。这样俄罗斯在西欧的督

主教区就一直处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管辖下。（笔者注）

D　�参见 Более 60 русских церквей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желание перейти в РПЦ.�https://tass.ru/obschestvo/7068479。

E　�“Именно так Кирилл и Путин понимают веру”,-Портников предупредил о мести РПЦ.� https://www.dialog.ua/

blogs/194239_1573286050.

F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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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会的神甫牧养我们的信徒。”A

在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承认乌克兰教会合法地位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也采取了一系列实质

性的举动，一方面撤销了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在莫斯科的代表处，另一方面决定要在非洲建

立教区。乌克兰学者指出，“莫斯科牧首区新闻处的主任现在用分裂威胁亚历山大里亚牧首，

即在非洲建立单独的俄罗斯堂区”。B

除了地方教会之间的分歧之外，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力量也试图介入其中。乌克兰新教会

自成立之初就受到美国的支持与帮助。2019 年 1 月，乌克兰新教会成立之初，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就对乌克兰获得自主教会地位表示祝贺。2020 年 1 月在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牧首指令一

周年之际，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社交网站上对乌克兰新教会表示了祝贺。2020 年 1 月 31 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基辅进行访问时，专门与乌克兰新教会的首脑叶皮凡尼进行了会面，双

方讨论了与乌克兰新教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叶皮凡尼在其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写道：“在与

国务卿的交谈中重点关注了乌克兰教会的形成与发展，教会与社会、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扩

展国际联系。”C 在 1 月 31 日上午的行程中，除了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与外交部长瓦基姆·普

利萨泰克之外，乌克兰新教会都主教叶皮凡尼是美国国务卿会见的唯一一个人。

俄罗斯方面认为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承认乌克兰东正教会合法地位的原因与美国政府的施

压有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华盛顿会继续对近东和北非的东正教会施加压力，要求

其承认乌克兰新教会。D

三、东正教世界危机的应对

莫斯科牧首区领导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称：“由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乌克兰违背教规的行

为，以及希腊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首脑在圣餐礼时与分裂派教会乌克兰东正教共融，世

界东正教形势急剧下降，地方教会间不仅在行政方面的分歧加深了，在神学层面，即在圣奥

秘层面的分歧也加深了。”E 弗拉迪斯拉夫·彼特鲁什卡（Владислав Петрушко）认为，其

他地方教会，首先是“希腊家族”的教会承认新成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可能会在未来继续进

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来自君士坦丁堡和美国的压力。F

乌克兰教会问题引发了东正教世界的动荡，地方自主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在这种情况

下，出现了负责调和双方的“第三力量”的想法。谁能够成为争吵的牧首之间的调停者呢？

2019 年塞浦路斯大主教试图承担这一使命。但是他的倡议没有带来实际结果。耶路撒冷牧

首菲奥费尔宣布了另一种调和争论双方的尝试。2020 年 2 月 26 日在约旦首都安曼召了全体

东正教会议（все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совещение），有六个地方自主教会首脑和代表参加了这次

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东正教世界的统一与和解问题。大会具体讨论了三个主题：

A　�РПЦ направит священников в Турцию для богослужений на время конфликта 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ем.https://mk-turkey.ru/

life/2018/11/12/v-turciyu-dlya.html.

B　�“Именно так Кирилл и Путин понимают веру”,-Портников предупредил о мести РПЦ.� https://www.dialog.ua/

blogs/194239_1573286050.

C　�Глава украинских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 обсудил с Помпео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церков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 � https://tass.ru/

obschestvo/7655751?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referrer=https:%2F%2Fyandex.ru%2Fnews.

D　�同上。

E　�Последнее в уходящем году заседание Священного Синода состоялось в Москве.�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553986.

html.

F　�Признание ПЦУ другими Церквами может продолжиться, считает эксперт.https://ria.ru/20191112/1560849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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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教会的授予、巴尔干半岛教会纷争以及继续推进“安曼对话模式”。俄罗斯东正教会坚信

只有对话才能战胜分歧。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基里尔在会议上明确表示，今天东正教会处于分

裂的威胁之下，这种情况是近一千年来所不曾有过的——即教会单方面重新划定教规领土。A

“安曼模式”的全体东正教会议是第一次举办。这一想法是 2019 年 11 月耶路撒冷牧首菲

奥费尔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基里尔会见时，菲

奥费尔提议在约旦举办地方教会首脑国际东正教会议，目的是将各兄弟教会聚集到一起，建

立对话平台，促使教会纷争各方达成和解。菲奥费尔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莫

斯科与全俄大牧首基里尔的支持。但是君士坦丁堡方面则坚持自己才有召开世界东正教会议

的权利，拒绝参加了这次会议。自基督教第七次大公会议（787 年）至今，由东正教世界全体

牧首参加的大公会议再也没有召开过。2016 年 6 月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希腊主持召开全体

东正教大公会议 B。但是俄罗斯、保加利亚、安提阿、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东正教教会由于在

一些文件和问题上与君士坦丁堡教会有争议没有参会。基于此，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这不是

一次真正意义的全体东正教会大公会议。

（一）会议召集进程 ：各方发难，困难重重

此次会议召集过程并不顺利。耶路撒冷牧首菲奥费尔首先给普世牧首巴罗多买以及说

希腊语的教会首脑发了一封英语写的邀请信。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义正言辞地回复了菲奥费

尔，认为他没有权利举办类似的活动。巴罗多买认为只有他才能够举办类似的会议。其他说

希腊语的教会——希腊教会、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阿尔巴尼亚教会紧随其后也拒绝了参加这

次会议。

耶路撒冷牧首写给地方教会首脑的信中强调这次会议不是地方教会首脑的正式会面，是兄弟间的

会谈。信中表明这次会议将会讨论危机时期东正教社会面临的挑战，并且承认君士坦丁堡居于荣誉的

首位。但是安提阿教会、格鲁吉亚教会、保加利亚教会和塞浦路斯教会最终没有派代表参会。安提阿

教会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与耶路撒冷教会之间有冲突，与会议主题无关。安提阿牧首完全支持俄

罗斯东正教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安提阿牧首区与耶路撒冷的争论是，卡塔尔属于哪一方的教规

领土。2013年3月4日耶路撒冷教会在卡塔尔建立了自己的主教区，安提阿教会认为卡塔尔属于巴格达、

科威特和阿拉伯半岛的主教区一部分，断绝与其共融。双方曾经尝试在会议召开前在某些方面达成一

致，但是没有成功。格鲁吉亚教会拒绝参会的原因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和其他一些教会没有参加会议。

在给耶路撒冷牧首的回信中写道，格鲁吉亚牧首区完全支持菲奥费尔三世举办维护统一，解决东正教

世界重要问题的会谈，但是认为这样的会议应该在所有教会都参加的情况下举办。

除了地方自主教会领袖的不支持。这次会议还遭受到了政治方面的压力。根据俄新社的

消息，希腊政治家积极劝阻这些教会不要参会。希腊政治家还对耶路撒冷牧首区施压。耶路

撒冷牧首区是希腊家族教会的一部分，与希腊家族教会们拥有相同的语言和传统。2020 年 1

月末，《美国先驱报》——美国希腊社区的代言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主要赞助者，发表了

耶路撒冷教会和希腊总统普洛科皮斯在安曼问题上的谈话记录。该出版物引述总统的话说：

“我们期待在这个艰难和动荡的时期支持普世牧首巴罗多买为正统基督教奋斗。”最后，编辑

们自己添加上了：“耶路撒冷菲奥费尔的行为破坏了古代的权利和特权。”C 美国希腊社区是一

个有影响力的社区，该社区背后的力量是美国，他们可以直接影响到希腊教会，但是希腊政

A　�Предстоятели шести церквей обсудили раскол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мире.https://www.kommersant.ru/doc/4269447.

B　�全体东正教大公会议，俄文名称 все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обор。

C　�Что жде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всего мира после встречи в Иордании.�https://ria.ru/20200226/1565199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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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如此强烈的暗示并没有让菲奥费尔牧首取消这次会议。

最终，经过耶路撒冷牧首区的积极努力，六个地方教会首脑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

中有四位是地方自主教会的领袖：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基里尔，耶路撒冷牧首菲奥费尔三世，

塞尔维亚牧首伊里涅，捷克和斯洛伐克都主教罗斯季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东正教会派了

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除此之外，基辅和全乌克兰都主教奥努福利也参加了会议。

( 二）会议形式及内容

这次会议采取的是闭门协商，没有对外开放，会议结束后参会代表共同签署了会议公报。

从这次发布的会议公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会议主要谈论的问题有以下五方面。

1. 强调了菲奥费尔牧首为了推进对话，在宝贵的统一精神下将兄弟教会聚集起来的不懈

努力。公报表明作为世界上古老的基督教教会的牧首——耶路撒冷牧首完全有权利召集东正

教大公会议。

2. 恢复教会间的对话是第二个主要的主题。安曼会议的目的是巩固兄弟教会间的友好联

系，促进基督教世界的联系，捍卫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恢复对话，促进有纠纷的教会达成和

解。公报中指出的有纠纷的教会，首先指的就是乌克兰问题。当前还没有针对乌克兰问题的

对话。莫斯科牧首基里尔签署公报表明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是俄罗斯坚

持对话应该是在兄弟般的爱的精神下进行，而不应受君士坦丁堡的意志力指使。

3. 与会者同意“全体东正教意义的问题，特别是授予各个教会自主教会地位的问题，应

该在全体东正教对话的精神和全体东正教协商统一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表明不允许个体

决定全体东正教意义上的问题。谈到乌克兰教会的情况时，会议公报写道：“考虑到当前乌克

兰教会的情况，全体东正教对话对于乌克兰教会健康化和达成协议很重要”。A 同时会议同

意，自主教会应该在世界东正教会都同意的情况下授予。

4. 在巴尔干半岛教会问题上对塞尔维亚东正教会表示了支持。塞尔维亚教会与黑山和北

马其顿教会的关系也在约旦会议上进行了讨论。2019 年 12 月 27 日晚上，黑山议会通过了《关

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社区的法律地位的法律》，其中规定没收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教会财

产。12 月 28 日，该法律由黑山总统米洛·朱卡诺维奇签署。此后，塞尔维亚的教区居民举行

了大规模抗议，抗议黑山的塞尔维亚教会遭到压迫。地方教会首脑和代表会议呼吁黑山当局

尊重教会的财产权。在最后文件中写道：“与会者呼吁有关当局尊重和保护基本财产权，包括

教堂的权利。”此外，参加会议的代表坚持认为，“应该通过与塞尔维亚东正教进行对话，并

在全东正教的支持下”解决北马其顿的教会分裂问题。B 早前从塞尔维亚教会分裂出来的马

其顿教会，不与公认的地方东正教会共融，认为自己属于北马其顿的教规领土。而塞尔维亚

教会认为马其顿教会是分裂性的，北马其顿属于自己的教规领土。

会议对北马其顿教会问题的声明不仅仅针对塞尔维亚，还针对俄罗斯教会。马其顿问题

和乌克兰问题一样只能通过母教会和全体东正教会的帮助共同解决。侧面表明了君士坦丁堡

牧首没有权利介入其他教会的内部事务。

5. 继续推进“安曼对话模式”。会议最后决定在 2020 年年底前要举办下一次会面。会

议期间，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对外事务部主任伊拉里昂对记者表示，希望东正教会间类似的

“安曼”对话模式继续进行。“我们希望，如果这样的国际东正教会协商进程将继续进行，那

A　�Диалог и единство.�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598016.html.

B　�Совещание глав и делегаций поместных церквей завершилось в Аммане.� https://tass.ru/obschestvo/7847521?utm_

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referrer=https%3A%2F%2Fyandex.ru%2F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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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越来越多的教会将会参与进来，因为现在还没有可替代（安曼模式）的进程”。A

（三）安曼会议的意义

乌克兰教会问题不仅引发了俄罗斯教会和乌克兰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间的分裂与斗争，

并且也引起了东正教世界的大震动。由于外部力量的干预，其他地方自主教会或迫于外部压

力、或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不一，有的公开承认新成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

自主教会的地位，有的态度暧昧，有的则积极捍卫俄罗斯教会的立场。

对于此次会议各方态度不一。与会代表认为这次会见是解决共同问题的开端。俄罗斯代

表团认为，虽然与会者是少数，但丝毫不降低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乌克兰和希腊媒体指出，

虽然这次会议表面上是耶路撒冷牧首倡导的，但实际上这次会议只是传达了俄罗斯东正教会

很久之前表达过的思想。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与谈者表示，会议不会做出任何突破性的

决议，与会者的数量表明，在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冲突中大部分教会没有准备好与俄

罗斯东正教会站在一队。B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宗教

和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曼·龙京认为，教会参不参加安曼会议是对牧首巴罗多买忠诚度

的考验。显然，大多数教会没有准备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反目，也没有准备和俄罗斯东正教会

断绝关系。牧首基里尔没有威胁任何一个教会。整体上除了希腊教会首脑和亚历山大里亚教

会首脑之外没有人积极支持乌克兰东正教会（ПЦУ）。根据不同国家主教的表态，大多数对

莫斯科圣统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和都主教奥努福利表示了同情。罗曼·龙京认为，这次会议决

议的克制语调表明与会者不想加剧形势，准备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罗曼·龙京指出：“现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巴罗多买，如果他不想接受安曼会议与会者的建议，那么危机将会加深，而

他自己将陷入不想解决东正教世界分歧的错误之中。”C

四、结语

当前东正教世界不稳定性增强，东正教世界的统一被打破。“安曼模式”会议为各方提

供了平等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的平台。安曼会议的主题是恢复对话，重建全体东正教的统一。

会议最后发表的声明，强调了全体东正教意义上的问题，包括授予个别教会自主教会地位的

问题，应该在全体东正教会对话和统一的基础上解决，并且征得所有地方东正教会的同意。

虽然声明指出了应对危机的方案，但是显然君士坦丁堡方面并不认可。安曼会议召开后，君

士坦丁堡牧首表示打算在他的领导下再次召开全体东正教会议，讨论乌克兰教会问题。“安曼

会议”并没有吸引所有教会参加。一半多的教会拒绝了参会，其中四个代表团由教会首脑领

导参会（耶路撒冷、俄罗斯、塞尔维亚、捷克和斯洛伐克），另外两个代表团派出较低级别代

表参会（罗马尼亚和波兰）。显然“安曼会议”仅仅是应对东正教世界危机的一个开始。要解

决莫斯科牧首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矛盾，让当代东正教世界中的两个主要力量中心达成

妥协还为时过早。

（责任编辑  王  伟）

A　�Совещание глав и делегаций поместных церквей завершилось в Аммане.� https://tass.ru/obschestvo/7847521?utm_

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referrer=https%3A%2F%2Fyandex.ru%2Fnews.

B　�НОВОСТИ BBC Вс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стреча: чего ждать от обсужд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вопроса?https://sova.

news/2020/02/25/vsepravoslavnaya-vstrecha-chego-zhdat-ot-obsuzhdeniya-ukrainskogo-tserkovnogo-voprosa/.

C　�Предстоятели шести церквей обсудили раскол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мире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269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