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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社會認同」等。[1]當

下，談論宗教中國化問題就必然要談到文化，講到

文化，就一定要面對文化自信這一新的時代風貌

和時代要求。

一、文化自信的內涵和依據

（一）文化自信的內涵

1.歷史根源
文化自信研究的邏輯起點是文化自信的基本

內涵，這一內涵也是文化自信在實踐中的起點。現

在我們來講文化自信，可能其前提就是我們曾經

的文化不自信。我們曾經對文化的不自信，來源於

當時我們國家的落後與中華民族所承受的屈辱。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文化的挑戰，使中國面臨著嚴

重的文化危機。五四運動時期，各種西方文化在中

國陸續傳入，中國文化也被置於西方文化的體系中

進行審視，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研究中國的問題，

對中國傳統文化不論糟粕還是精華不加揀選的摒

棄，從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整體上被鄙視，造成了中

國傳統文化的破碎和斷裂，影響了人們對自身文化

傳統的喜愛和認可。甚至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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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和宗教中國化都是習總書記在十九

大報告中所提到的重點詞匯和概念，也是當前探

討中國文化問題中的熱門詞匯。在十九大報告中，

文化自信出現六次，既是思想文化建設取得的重

大進展成果，也是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

必然要求。在報告中，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可以推

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而在十九大報告中，宗教中國化雖只提了一

次，但其份量不可謂不重，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針，宗教中國

化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中國化的重要成

果。宗教中國化在當代中國的三大進路就是政治

上自覺認同，社會上自覺適應，文化上自覺融合。

張志剛教授認為「宗教中國化」主要內含三重義

理，即真正融入「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和中國社

會」。這裏所指出的「三重融入」，其理論內涵就是

國際學術界在全球化時代所深切關注的「文化認

同」、「民族認同」和「社會認同」；就這「三個認

同」的邏輯關係而論，「文化認同」又被國際學術

同行視為「最高的認同」或「根本的認同」；這也就

是說，若不從根本上落實「文化認同」，便無從談起

摘 要：今天我們講中國的文化自信，就是中國、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化價值的充分認可，對中華文
化作用的充分認可，對中華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其中，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信是文化自信最根本的體

現，是文化自信的凝練與升華。宗教中國化的核心與關鍵在於與中國文化的相互融合，在當前文化自信與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形式下，如何理解和實施宗教中國化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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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之前，

作為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文化，也是舶來品，深深

地打擊和否定了我們的傳統文化。比如梁啟超先

生否認我國的傳統道教是宗教，而將之歸為迷信

與巫術，以否定道教的宗教性來企圖說明中國無

宗教而有理性，試圖去搭上啟蒙運動的火車，論證

中華文化的理性根源。但這種否認正好反映了文

化不自信，不能正視自己文化的全部就是不自信的

表現。另外，往往用西方存在的文化來比對中國傳

統文化，有相似則認為先進，無雷同之處便認為落

後，忽略了文化的差異性而全盤否認了我們自身文

化的優秀一面。在用外來文化解決了一些中國的問

題後，就更是喪失了對中華文化的信心。「洋貨」比

「國貨」好，「月亮也是外國的圓」。在這樣的思想

狀況下，文化不自信長期存在並制約了國人的進步

和社會的發展。

2.新的內涵
在面對曾經的不自信狀況，我們要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要恢復自信。因為自信才應該是健康正

常的狀態，長期不自信就是病態。因此，我們就要

理清，自信與文化在當下的意義與內涵。自信原是

心理學概念，描述的是人們在適應社會生活過程

中的一種自然心境。人們在文化的指引下如果當時

所具備的經驗能夠應對惡劣環境的挑戰，便會擁

有自信。自信不是自大，也不是自傲，而是適度的自

我肯定。自信的人能樂觀對待自己所持的觀點，並

不因外界因素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立場。當自信

的對象指向文化，即構成了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

並不是文化加上自信這麼簡單，而是在把握歷史、

熟知內容、明確方向的基礎上對自身文化價值表

示認可。「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

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

力的堅定信念。」[2]只有對本土文化充滿信心，才

能在文化發展中有堅守傳統文化的從容和轉向現

代文明的勇氣，才能在文化比較中堅信自己的優

勢正視別人的優點。這裏，我們要注意，文化自信

不能成為依仗傳統優勢，全盤復古的妄自尊大；也

不是憑藉經濟實力，壓迫殖民者而獲得文化霸權

的狂妄孤傲；而是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用正常的

心態看待自己，正視自身的優勢和不足。那麼，現

在我們講文化自信，究竟自信起來的文化是什麼

呢？是中華民族在過去的文化實踐中創造了輝煌

燦爛的優秀傳統文化；是在近代與侵略者英勇頑

強的抗爭中創造了革命文化；是在社會主義轟轟

烈烈的改革和建設中創造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

成了當下中國文化的主體。因此，這種文化正是當

下中國社會上所充盈的這種文化混合體。它自然而

然地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形成和彰顯。

3.核心價值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價值觀自信。它是人們認

識世界、辨別是非的一種思維方式和取向。價值觀

決定著人的自我認識，深刻影響和改變著一個人

的理想和信念。價值觀是文化的內核，決定著文化

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就有什麼

樣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內容。因此，文化自信的核心

是價值觀自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

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

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

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

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3]價值觀自信就是

要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確性，對它將要

發揮的作用充滿信心與期待。

（二）文化自信的依據

1.現實依據
人們對特定文化的信心決非完全由激情或熱

情所致，而是有著現實的物質基礎。文化是人類

社會進步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與物質生活的

生產與發展休戚與共的。一個國家或民族發展滯

後，無錢無兵，這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便不可能對

自己的人民和世界有太強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也

就不可能使人們對其抱有強大的信心和希望。文化

自信的一個重要原因深深植根於經濟生活之中，

是人們對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展現出蓬勃發展

活力與生機所持有的信心在精神世界的反映。因

為，從根本上來說，文化是精神生活的內容，是上

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馬克思唯物主義觀

點，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正是

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世界人民都認識

了中國，中國文化的吸引力逐漸顯現：全世界的友



民
族
宗
教

趙
慧
翔
、
謝
愛
華
：
在
文
化
自
信
的
視
域
下
看
宗
教
中
國
化

７５

好人士到中國進行交流，在科技、教育、管理等各

方面進行深入合作；中國的孔子學院也走向了世

界，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中國人民對社

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逐

漸增強，認識到當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並無高

低優劣之分，且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

2.歷史依據
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不僅有著無比寬廣的

現實根基，而且還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資源。中

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文明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任

何一個國家在其長期的發展中，都會產生其獨特

的文化，這些文化是國之根本，是文化的傳承與發

展。拋棄根本，就等於否定了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

依據，切斷了文化歷史與現實的固有聯繫。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佔有一席之

地的根基，是文化自信的歷史依據。它記錄了中國

文化的發展歷程，寄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

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與此同時，中華文明也

為世界文化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我們的吃苦耐

勞、奮鬥拼搏、愛國愛家、精忠報國、革故鼎新、民

為邦本、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崇尚和諧、和而不

同、天下為公等等文化思想無一不具有現代價值，

都是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力量源泉。我

們要用批判和發展的態度對傳統文化去粗取精，

去偽存真，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挖掘，做到古為今

用。因此，這樣的中華文化理應使中國人為之驕傲

和自豪。

3.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人

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動指南。在馬克思主

義的指導下，中國傳統文化不僅獲得了新生，還在

與馬克思主義具體的、歷史的結合中，在艱苦卓絕

的革命鬥爭中孕育了革命文化。井岡山精神、長征

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飽含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為

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精神訴求，彰顯了以

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馬克思主義具有與

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中國文化也不是一個僵化封

閉的體系，它們都立足實踐，源於生活，並隨著實

踐的發展而完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契合

點就在於中國具體的文化實踐。無論是傳統文化、

革命文化還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都是對文化實

踐的科學總結。為此，中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的指

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必然成為我們提升文化自

信的依據。

二、宗教中國化的內涵和依據

（一）宗教中國化的內涵

1.對「宗教」的界定
首先，要明確是中國的宗教。堅持中國化方

向，既是對歷史上的宗教也是對傳承已久的本土

宗教而言，但總體上講都是「中國」的「宗教」。其

次，是仍然存活並發展的，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的宗

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

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它們是「官方認

定」的、「國家承認」的、「合法」的「宗教」。

2.對「中國化」的理解
「化」是一個時間和空間上動態的過程，可以

理解為時間演化過程和空間傳播過程。時間體驗

宗教的活力，空間體現宗教的實力。無論時間還

是空間，都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宗教正常發展消

亡的歷史規律。它們的目的並非要強制性地、讓宗

教領域被動地進行激烈變革，根本上講主要是要

實現宗教積極主動地適應、積極主動地服務於當

今現實社會。宗教自身有個「化」的要求，而面對

宗教自身「化」的動態，外在力量就有一個「導」的

過程。「導」是引導宗教自身的「化」。我們現在就

是「導」此「化」為中國化。從時間上導，就是「現

代化」，從空間上「導」就是「中國化」。牢牢掌握

宗教工作主動權，「現代化」即要求「適應」社會

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以及「現代化了的」中

國。「中國化」即要求「適應」或「順從」社會主義

法治化的中國，要堅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在切

實保障信教群眾合法信仰需求訴求、合法信仰利

益權益的同時，當宗教活動或行為與社會其他方

面或領域發生矛盾時，必須堅持公共社會秩序優

先於信教群眾私人事務。「化」還指地域範圍上的

「本土化」，特別是文化上的「本土化」。也就是

張志剛教授所謂的「三重融入」，既「文化認同」、

「民族認同」和「社會認同」，其中，「文化認同」

是根本，是重中之中，是「民族社同」和「社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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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前提與條件。「民族認同」是和而不同的過

程，「社會認同」是和而大同的結果。

這裏特別要加以說明的是，宗教中國化在現

階段來講，並不是指外來宗教（佛伊天基）需要中

國化，而是指當前所有存在並合法的宗教都需要

中國化。這就要從哲學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首

先是道教和佛教。本土宗教道教，在強調中國化

時，應該是要現代中國化，因為它是土生土長的宗

教，正確理解其中國化的含義就必須正確理解中

國是一個變化發展的中國這一基本事實，不能適

應其所存在於其中的母體的變化發展，就必將不

再發揮其積極能動的宗教功能。而佛教在過去已

經完成了一次中國化，那麼現階段可能與道教一

樣，急需的是現代化，適應當下中國，適應中國新

時代。這才符合事物是不斷發展的規律。可見，中

國化是一個伴隨中國成長變化而發展的過程，是

事物的變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再次，對於外來宗教

天主教與基督教，其中國化的任務就更為嚴峻，作

為西方傳入的宗教，若想改變「文化殖民工具」的

歷史惡名，真正弘揚其宗教精髓，廣布教義，起到

造福中國人民的正能量作用，適應新的時代要求，

真正意義上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是十分必要的。

最後，中國伊斯蘭文化是伊斯蘭教和中國文化相

結合的產物，這種結合包含了對儒學為代表的中

國傳統文化的吸收，中國伊斯蘭文化已經是中國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伊斯蘭教中國化十分可

能並十分可行，事實上，也許已經走在了中國化的

道路上。

（二）宗教中國化的依據

宗教中國化的依據就是要探討我國宗教的中

國化何以可能的問題。

1.理論依據
宗教的變化發展是宗教自身存在發展的內在

要求。宗教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其生存發展

關鍵取決於能否隨著社會的發展從形式到內容發

生相應變化。回顧世界範圍內宗教發展的歷史，宗

教不僅要能夠適應不同的社會形態，還要能夠適

應同一社會形態的不同階段。從宗教向一個國家

傳播的過程來看，不僅要能夠適應這個國家的基

本國情，還要從更深層次上去適應這個國家的文

化。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是宗教發展演變規律

的基本要求。

2.歷史依據
宗教的本土化事實在宗教歷史中一直發生

著，中國現在認可的五大宗教，四個來源於外邦，

土生土長的道教也與少數民族宗教有著千絲萬縷

的聯繫。因此，融合與兼容是中國五大宗教最顯著

的特徵，牟鐘鑒先生將之形容為多元通和模式。本

土化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本土

化是注重文化遷移過程中對輸入地地域要素的強

調，是外來文化發生在宗主地域上的客從現象，顯

見一種主導客從的關聯。在我國，原生自有的敬天

法祖式宗法性傳統宗教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土宗

教，本身就是中華文化先在自有的構成，在文化對

接上不存在排異反應，因而本土化問題也就無從

談起。而由域外傳入的所謂制度性宗教，即所謂洋

教，由於其產生的文化背景與我國完全不同，由此

才產生了中國化的問題。而人們接受異域文化又往

往先以傳統思想去理解它，從而使異國文化帶有

濃厚的傳統色彩，這也許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傳統

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任何外來文化的傳入都

在借助本土文化本身，不可能除開本土文化而另

外開闢出一條道路來，但同時，這種借助，一開

始，並不是臣服和認可，反倒帶著審視與考量，這

時候，兩種文化之間必然形成對立與鬥爭。而在鬥

爭中，外來文化慢慢的就開始需要有所遷就，而使

自己多少有點變形，但這種變形會有兩種結果，獲

得更廣闊的天地重生，或者被本土文化吞併。只有

第一種結果可以站住腳並進一步謀求發展。宗教

的本土化側重了生成在不同地域、不同哲學傳統、

不同文化基因的宗教在宗主國所發生的屬地性改

良。對我國宗教而言，外來宗教洋為中用，與中華

原生文明適應、適從並軌即為本土化。佛教、基督

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作為外來制度性宗教，在傳

入我國的初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種種文化壁

壘，其中「夷狄之爭」、「百年禁教」、「三武一宗滅

佛」等都是外來宗教本土化進程中經歷的困阻磨

難，但最後由於各大宗教遵循了中華文化主流的

客觀要求，從自身作出調適，在文化遷移過程中存

小異趨大同，甚至捨大異求大同，以各種變通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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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方式與我國的自然人文、風俗民情、文化結構

等進行形神上的深度契合，致力於本土改良和改

造，最終都順利達到「入境隨俗」，實現了學者所

總結的從表層狀態的「文化披戴」到深層結構的

「文化融入」的本土化過程[4]，構建了我國多元通

和的宗教生態模式，為中華文明的綿延興盛提供

了豐厚的文化滋養層。

3.現實依據
當下，我們提出宗教發展的中國化是基於現

實與未來的多維考量。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宗教理論的豐富發展和我國宗教事務管理

工作的成功實踐，各大宗教在生存意義上的本土

化調適已經在我國順利實現，而隨著國際、國內形

勢的深刻變化，我國宗教領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

新挑戰，宗教消極因素的濃度不斷聚集，以宗教

問題為背景的社會問題時有發生，尤其是宗教問

題的政治化趨勢顯現，具有文化自覺自為意識的

中國化亟需鞏固和加強。當前，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我國宗教在本土化的進程中層層遞進，承前啟

後，從基於求生本能和生存剛需的本土化出發，開

啟了獨立自主、自強自信的「中國化」新征程，在適

應適從中華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改

變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稟賦，實現了文化上的自覺自

為。契合「堅持中國化方向，宗教就必須在政治上

自覺認同、在文化上自覺融合、在社會上自覺適

應，與社會發展同步，與時代進步同頻，成為社會

建設的和諧因素和國家建設的積極力量」的總要

求[5]。

三、文化自信與宗教中國化的關係

（一）文化自信給宗教中國化提供了可能

性

「宗教中國化」這個概念的理論緣起主要是

對基督教進入中國後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研究。

在沒有提出文化自信這一概念之前，學術界探討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用的是「本色化」、「本土

化」、「處境化」等概念，在文化自信這一理念成熟

並被廣泛認同之後，這些概念就統一成了「宗教中

國化」概念。這一轉變，顯示了我們有了底氣認同

「中國化」。相對於之前提出的「本色化」、「本土

化」、「處境化」等概念，「中國化」更顯大國自信

和自我認同。並且，由此對五大宗教都提出了中國

化的方向問題。學界對宗教中國化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文化層面。從歷史上看，外來宗教但凡傳入中

國時，正處在中華文化自信階段，那麼外來宗教就

必然的出現中國化現象。比如佛教的中國化就發

生在中華文明最昌盛的時代。而中華文化發展勢

弱，飽受置疑時候，外來宗教不但不進行中國化，

反到成了文化殖民的工具。由此可見，宗教中國化

的前提，必然是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

信不是說我們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完美無

缺的，而是說，我們當前的文化是最適應我們社會

的需要，能促進我國社會的發展，最滿足我國人民

的需求的。因此，無論哪個宗教想要獲得生命力和

發展動力，就必須要在當前的文化土壤中扎根，用

中國話語，講中國故事，才能得到中國人的認可並

在中國獲得生存發展的空間。事實上，世界上不論

是文化還是什麼，都有一種落後被優秀取代同化

的傾向，如果當今中國沒有文化自信，中國文化也

自信不起來，那麼，中國宗教就不會堅持中國化的

方向，反倒有可能是來改造中國現有文化，在擁有

優越感的同時，將自己放在更高的位子上與中國

文化對立起來。

「中國化」就是要適應於作為區域性、文化

性整體的「中國」的歷史文化及現實文化，適應於

作為群體性、主體性的「中華民族」整體的優秀歷

史文化傳統。這兩個方面既是講中國宗教必須充

分結合並深度融入中國地域文化、中華民族文化

之中，充分接受並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

化和社會主義先進現代文化，同時也是針對新形

勢提出的新要求，特別是要提高警惕，切實預防、

遏制和消除中國宗教的各種「去中國化」、「逆中

國化」、「偽中國化」傾向以及「西化」或「沙化」、

「阿化」、「土化」苗頭。要堅持「中國宗教」的「中

國特色」、「中國優秀傳統」，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宗教理論基礎與實踐道路，只有充分實現文化

自信，才能要求各宗教中國化，因為，這時的宗教

中國化，既有助於宗教自身的成長也有助於宗教

在中國的生存。它既是宗教教義、教儀發展的內在

要求，也是宗教在中國傳播生存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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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現宗教中國化是文化自信的內在

要求

要想實現文化自信必須理解文化的三個層

次，即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國革命文

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1.傳統文化與宗教文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

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

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

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

富滋養。」[6]

「真正融入中華文化」即「真正認同中華文化

傳統」，乃是真正融入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的首要

條件或根本要求。正因為中華民族與中國社會是

根基於中華文化傳統的，現實存在於中華民族和

中國社會之中的各種宗教，無疑也要扎根於中華

文化土壤，並為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為

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為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而

做出積極貢獻。樓宇烈先生在對於「中國人文精

神」的闡發中，不但重視其哲學根據，而且傾注了

他對中國宗教文化傳統的重新思考。在總結中國

宗教文化傳統的諸多特點時，樓先生著重指出：中

國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比較濃厚的理性色彩，比較

強調「入世的精神」和「個人內在的自我超越」，這

便使中國宗教文化傳統表現出強烈的「倫理與人

道精神」。[7]

牟鐘鑒先生也指出，中國猶如一個「宗教百

花苑」，從原始宗教到世界宗教都能在這片大地

上共同生存、和平相處。「這樣的文明大國在世界

上是罕見的。時至今日，中國五大合法宗教中，竟

有四種是在不同歷史階段從國外傳入的，其中佛

教是從印度請來的，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交融，成為

世界上異質文化互動與對話的典範。於此可見中國

文化兼容並蓄的博大氣度。」[8]

2.革命文化與宗教文化
中國革命時期，中國宗教界也面臨發展最混

亂的時段。但就在這種局面之下，宗教文化也體現

出強烈的中國色彩。牟鐘鑒先生曾論述到，鴉片戰

爭後，中國淪為殖民地，飽受西方列強的壓榨欺

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面臨著亡國滅種的

危險。在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我國各大

宗教的人士，思想深處都是愛國的，他們積極投身

於抗外侮、救國家的社會運動。佛教有「利樂有

情，莊嚴國土」的教義，有「念佛不忘救國」的號

召，有動員僧人奮起抵抗日寇侵略的實踐行動。道

教大師陳櫻寧主張：「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

揚道教，即所以救國」。伊斯蘭教界成立「中國回

民救國協會」。由此可見，「在中國，愛教必須與愛

國相結合，不愛國的教徒無法立足。幫助帝國主義

欺負中國的教徒，不齒於人群……同時中國宗教界
主流又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努力爭取的

是國家的復興和民族的平等，反對的是以強凌弱，

以暴欺善，他們願意與世界上一切民族和宗教平

等往來，友好相處，消解仇恨，反對戰爭，保衛世

界和平與安寧。」[9]

可見，如若要繼承和發揚中國革命文化，也

不能忽略掉與之一脈相承共進退的中國宗教優秀

文化。它們同根同源，都根植於中國優秀的傳統文

化，並吸收了同時代先進的外來文化，洋為中用，

融入中華文化之中。

3.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宗教文化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尤其

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在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創造的，以馬克思主

義為指導，以培養「四有新人」為目標，以「實現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主題，以「面向現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為方針的、民族的、科學

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反映

了當代中國先進生產力的本質要求，是推動中國

經濟社會走向繁榮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

中國共產黨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並認可了

五大宗教的存在，並且對現有合法的五大宗教實

行「導」的策略方針，引導中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

向。宗教仍然影響著信教群眾及其他群眾的生活，

並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中國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

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指導下，基於對世

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認識，中國宗教具有了與時

俱進、勇於改革的優秀品質。譬如，佛教傳入中國

後不斷創新，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禪宗，到現代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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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人間佛教」，為淨化人心、改良社會做出了重

要貢獻。道教為適應社會而不斷開拓理論。中國

伊斯蘭教在教義與教法，淡化「聖戰」觀念，強化

「和平、仁慈」精神，與中華文化相融合，開闢了

中國穆斯林的新境界。天主教和基督教傳入中國

後一直面臨本土化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三
自」愛國運動，90年代以來的神學思想建設，也是
中國基督教不斷改革創新的表現。重視行善積德

和道德教化，把去惡為善放在教義與宗教活動的

首位，作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這種道德宗教傳

統也影響到中國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使

其教義中的道德內涵逐漸得到充實和凸現，從而

強化了它們的社會道德教化功能。

因此，宗教中國化是我國文化自信的內在要

求，不能引導中國宗教向中國化方向扎根改良，就

沒有充分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中國革命文化，

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因此，只有努力引導宗教

中國化才是文化自信的真正表現，才充分體現了文

化自信的內在要求。而這種適應與改變，不是通過

行政手段去強制改變的，而是通過中華文化的魅

力，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三）文化自信為宗教中國化指明了途徑

既然宗教中國化的三個融入以融入中國文化

為根本和重點，那麼，要想實現宗教中國化就不能

忽視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就必須在文化自信的

指引下，尋找宗教中國化的途徑。那麼，實現我國

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發展，其重點在於能引導宗教

與時俱進地同我國國情、社會制度、時代要求、主

流文化特別是文化進行深層次的對接，始終沿著

中國化的方向傳承發展，不斷同社會主義社會相

適應。文化自信，體現在要擁有文化的人，有中華

文化特質的法制，充滿人文情懷的社會服務等方

面，因此，要實現宗教中國化，也必須著力於人才

培養、法治建設、社會服務等方面，切實推進我國

宗教朝中國化方向發展。

1.統一思想，凝聚具有中華文化自信的宗教中國
化人才隊伍

要實現宗教中國化，離不開擁有文化自信的

強有力的宗教工作隊伍。具體而言，在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的宗教工作層面需要一支熟悉宗教文

化的隊伍，發揮宗教工作的引導作用；在宗教團體

層面需要一支擁有中華文化自信的隊伍，發揮橋

梁作用。在教職人員層面，需要一支宗教界代表人

士隊伍，他們要對宗教自身的文化和當前的中華

文化都有相當的瞭解，才能發揮宗教內部事務的

自主管理作用。此外，還應有一個緊跟著中國共產

黨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積極擁護愛

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教群眾隊伍。擁有稱職有

為的人才隊伍，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關鍵所在。在宗

教領域，要應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就必

須有一支聚集起來的人才隊伍，共同秉承著宗教

中國化的理念，以推進宗教中國化的實現。實現宗

教中國化發展方向是一整套系統性工程，充分認

識到宗教中國化的必要性，將關涉宗教工作隊伍

有效組織起來，推進宗教中國化發展方向，應成為

當前我國社會的普遍共識，在社會中形成推進宗

教中國化的有效合力。

2.尊重中國法治，確保宗教中國化的規範性發
展

文化自信的重要一點，就是要依法治國，我國

實行政教分離的政策，任何公民無論信教與否，

都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而享有特權。「法律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不得

干預國家行政、司法、教育。那種教法至上、不服

從世間法的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10]。我們推進

宗教中國化，也必須遵循宗教政策法規，依據相

應的法律規範，將宗教的教理教義與社會發展實

際聯繫起來，置於法治規範之中。宗教與當今社會

的基本國情相結合，發揮宗教的當代價值，推進宗

教中國化，也必須以法律為準繩，置於法治框架

內，而決不能出現教規大於國法的情況。要實現宗

教中國化的規範發展，也需要遵循法治精神和原

則，不能脫離相應的規範要求。通過推行社會法

治規範，宗教才能得以在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範

疇內傳承文化、開展服務社會和推進公益慈善，使

宗教中國化得以規範運行。

3.增加社會文化自信，強化宗教中國化的價值
導向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

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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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11]宗教作為人類社

會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有其特定的社會教化功

能，引導人們積極向善，服務於社會發展。宗教的

入世主張，促使信教群眾以自己的行動，積極參加

國家的建設，為社會廣作善事，為國家作出重要貢

獻。可以說，我國宗教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

引導宗教界和信教群眾服務社會，為社會貢獻力

量。

4.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是宗教中國化的必由之路
現在宗教在慈善和公益事業方面積極入世，

在精準扶貧工作上也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宗教

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必須服務於人民

群眾的利益訴求才能夠得以發展。而信教群眾作

為一個特殊的人民群體，他們的利益也必須得到

尊重，所以宗教中國化必須充分尊重信教群眾的

根本利益。堅持宗教中國化發展方向，需要積極推

動各宗教按照當今中國時代特點和基本國情，深

度挖掘宗教教義、道德、文化中適應國情和符合社

會發展、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積極元素，努力使宗

教的優秀要素在中國化的發展進程中與當代社會

相融合。

宗教中國化就是要做到宗教與社會主義的政

治認同、社會認同、文化認同相結合、相統一。說

中國話，講中國理，辦中國事。外來宗教在中華文

化中要符合中國國情，要做好加減法：加法就是對

具有中國特色文化自信的內容，加進去；與中華文

化相背離的，不相符的，不能支撐我國文化自信的

就要減出去。只有這樣，才是宗教中國化的正確出

路。這一次，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我們不但需要宗

教「入鄉隨俗」，「因地制宜」的來適應現代中國，

而更需要的是希望以我們強大的文化自信，讓各

宗教在中國「健康成長」、「客隨主便」、「兼容並

蓄」的完善發展。期待「導」之有方、「導」之有力、

「導」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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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confidence 
in culture, it ref lects a full affi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 full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irm belief in the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cu lt u re by Ch ina , t he Ch inese nat ion ,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onfidence in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embodiment 
as well as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core and key of religious sinicization 
lie in the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aintai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and implement 
religious sinic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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