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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特色基督教

霍克功

（宗教文化出版社，100009 北京，中国）

提要：本文首先提示了中国基督教在东汉即有传入的两大证据——江苏徐州汉画像石中一批东汉画像石造像出现了“上

帝创造世界”、 “夏娃被蛇诱惑图”等圣经故事和早期基督教艺术风格的图案；还有徐州汉代“基督铜镜”， 铜镜上铭文的

含义：制作这面神镜，来尊崇敬拜独一无二的上帝。圣母玛利亚目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有帝王一般的显赫。

接着简要介绍了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后续历史。

在中国特色基督教理论和实践中，主要有爱国爱教政治可靠，领导权掌握在爱国爱教的人士手中。“三自”是中国特色

基督教最鲜明的特征。三自爱国运动削除了宗派，使信徒之间和谐相处。促进了中国基督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和谐关系；

促进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信众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提高了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中的地

位。圣经发行 6217万本全球最多，内部出版期待公开。

中国的基督教会主要有两类，一是三自教会，二是家庭教会，另外有所谓 “独立教会”，自由聚会。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

思想主要有十个方面圣经观、上帝观、基督论、人性论、圣灵论、伦理思想、教会论、末世论、入世论、和谐论、教育

与宗教分离、基督教可以设立非营利性医院等慈善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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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产生于公元 1世纪前后的巴勒斯坦地区。公元 1054 年，基督教东、西部教会发生分裂，形

成西部的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东部的正教（东正教）。16 世纪 20 年代，马丁• 路德在德国发起的宗

教改革运动形成燎原之势，在瑞士，茨温利和加尔文等的改革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新教的影响。

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的原因，由上而下推行宗教改革，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

辖。到 16 世纪中叶，新教的三大主要宗派，即马丁• 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和作为英

国国教的安立甘宗，都已在欧洲形成，并同罗马天主教相抗衡。此后，新教有了很大发展，18 世纪以后，

这三个主要宗派又不断分化出许多小宗派，与此同时，神学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在中国，基督宗教先后

经过了五次传播，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一、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反思

（两个发现，一个观点。）

最早到中国传教的是天主教徒，之后才有基督教新教到中国传教。基督宗教最早传入中国有五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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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1.多马于东汉明帝时期将基督教传入中国；2. 叙利亚传教士于东汉时期将基督教传到中国；3.巴多

罗买曾经到印度并进入中国；4. 基督徒在尼罗皇帝逼迫时期曾经逃难到中国； 5. 三国东吴有过基督教传

入。

多马（天主教称多默）是圣经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的全名是低土马 • 犹大 • 多马，

意思是犹大的双生子。在《多马行传》中，耶稣说：“我是多马的兄弟。”可见耶稣多么重视多马。

《多马行传》记载了多马被派到印度传教，建立教会，在异教地区，首次点燃基督信仰之火的故事。

相传多马从耶路撒冷出发，来到巴比伦城，然后坐船到达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宣讲福音，被异教祭司用

长矛剌死。后来，王后因用多马坟墓上的泥土治好了疾病而信了基督教，国王也跟着信了。如今在印度

还存有一些以多马为名的教会和与他相关的遗迹。    
印度与中国相邻，相传多马也到过中国传教。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多马从印度搭乘商船来到中国，

在当时的京城洛阳建堂布道。新近解读的带有圣经故事和早期基督教图案的江苏徐州孔望山的汉代画像

石造像，证实了这种传说的可能性。2002 年 7月 31日《江南时报》报道说 ,中国基督教协会常务委员、

基督教神学教育家汪维藩教授 , 在对江苏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珍藏的汉画像石研究时惊奇地发现，一

批东汉画像石造像竟然出现了“上帝创造世界”、 “夏娃被蛇诱惑图”等圣经故事和早期基督教艺术风格

的图案。汉画像石的“上帝创造世界图”包含日月、鱼、鸟、走兽、爬虫等；“夏娃被蛇诱惑图”上有两

天军、天使以及善恶树 , 树下左边是善者 , 右边为恶者。夏娃右手摘下果子 , 右袖被蛇咬住。汉画像石上

的图案表现出中东地区的早期基督教艺术风格 ,同时又兼有中国东汉时期的艺术特点。“夏娃被蛇诱惑图”

中蛇和夏娃的形象完全是西汉遗风。经测定 , 其中有的画像石刻

凿于公元 86 年即东汉元和三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基督教最早

传入中国的时间提早了550 年。[1] 
2009 年 6月 24日，中国新闻网刊登了一篇师城的文章《汉代

“基督铜镜”现徐州 改写基督教传入中国历史》。马焕跞学生王师

是一位铜镜民间收藏家，日前从收藏活动中获得一枚铜镜。徐州

文物专家马焕跞 li 先生说，根据此枚铜镜的型制、纹饰及铭文内

容等因素综合分析，它的制作年代应为东汉后期，下限不应晚出

曹魏，也就是公元 200 到 300 年间。马先生称此铜镜为“汉代基

督教福音铭文镜”，它直径 13.4 厘米，为园钮，素园钮座，外饰

细线弦纹两道。马焕跞解读了铜镜上铭文的含义：“制作这面神镜，

来尊崇敬拜独一无二的上帝。圣母玛利亚目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

的独生子，他有帝王一般的显赫。凡立志信他的，要重新、必须、再生一回。” [2] 唐晓峰博士认为，铜

镜铭文解读与此不同。

2009 年 12月 29 日在 Fourviere 华人牧灵中心召开的“圣多默与中国传教史”研讨会上，几位历史

学者也对徐州汉画像石的研究做了介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Piere 博士介绍说：根据考古学的推断，画

像石出自东汉初公元 60 年左右，时间跟圣多默传教时间极为相符。壁画中有各种信仰标记，如十字架、

洗礼、执事、棕榈枝、圣号等，还有王子刘英受圣多默的启发，接受了信仰，受洗成为基督徒。文献记载，

[1]　武利华 WU Lihua, 王洪霞 WANG Hongxia and 刘远 LIU Yuan,”地下的汉朝之石头上的史诗 Dixia de Hanchao zhi shitou shang 
de shishi” [The Underground Epics of Han Dynasty Inscripted on Stones]，
http://qkzz.net/article/6403245d-a159-400f-8575-594d3e4b94eb.htm

[2]　师城 SHI Cheng, ”汉代 ‘基督铜镜’现徐州 改写基督教传入中国历史 Handai ‘Jidu tongjing’ xian Xuzhou, Gaixie Jidujiao 
chuanru zhongguo lisi”[ The Han Dynasty Christ Bronze Mirror is found in Xuzhou, and it will rewrite the Missionary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to China]，2009 年 06月 24 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www.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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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刘英是光武帝刘秀的弟弟，后来被发配到徐州，并在徐州自杀身亡。其实，他不是死于自杀，而是

被人毒死的。原因很简单，他里通外国，而且受洗，信奉另一位“王”，故有谋反的嫌疑。雅克博士则

从文字的角度重点分析了前文提到的徐州汉代“基督铜镜”，铜境中提到“尊崇唯一天主，热爱大德圣母”

等主题。                                                             
汉画像石的存在时期主要在东汉 , 而这一时期正是基督教初级发展时期 ,也就是公元 33-220 年与

东汉公元 25-220 年时代非常吻合。[3] 如果以上事实成立，那么可以说东汉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期，

权作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吧。

有文字记载的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唐朝，西安大秦景教碑是具体史料和证物。在中国称作

景教的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也称聂斯托利派（Nestoriaans）。聂斯托利（386-451年），叙利亚人，

曾进入安提阿修道院作修士。于 428 年 4月10 日至 431年 6月 22日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他反对亚流

派在基督论上的见解，提出了将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的见解，即兼顾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两方面各自的

完整性。在公元 431年的以弗所全教会会议上，他的这一主张被认定为异端。但是该派在波斯地区却

极受欢迎，并向亚洲中部许多地区传播。公元 635 年，该派的叙利亚主教阿罗本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唐

朝首都长安，太宗皇帝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郊外迎接，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

并说明传教目的。皇帝让他留在长安，还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圣经。三年后的公元 638 年，皇帝又

允许他传教，并提供经费支持，还为他建造了一座教堂“波斯寺”。之后的几位皇帝，都对景教实行优

待政策。基本上每个省都建立了景教寺，发展了许多教徒，形成了中国为期 200 多年的第二个基督教传

播时期。但是 , 到了会昌 5 年（845 年）唐武宗笃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景教

等外来宗教传播，景教随着佛教一起备受打击，至此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在中国停止了传播，标

志着基督教第二次来华传播失败。[4] 宋朝也没有基督教传入的迹象。

几百年后的元朝，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播。也里可温教，是元朝蒙古人对来华基督宗教及其信

徒的统称。唐武宗“灭教”之后，景教在中国内地已不复存在，但在一些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中仍有留存。

从这个角度说，第二次来华传播的火种，并没有息灭，只是转移到了边疆。随着元朝的建立，景教重新

传入内地，建成江南一带著名的景教“七寺”。

罗马天主教也在元朝第一次来华传播，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鲁布鲁克等人先后出使蒙都和林，

至 1294 年教皇特使约翰 •孟德高维诺抵达汗八里 (今北京 )，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孟德高维诺在华建

堂布道、蒙文译经，并于 1307 年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任命为汗八里总主教区总主教。此后罗马天主教

曾派出七个主教来华协助孟德高维诺传教，其中有三人到达，并开辟了泉州等主教区。元朝天主教在其

鼎盛时期曾发展了3万多信徒，但随着 1368 年元朝的覆灭，“也里可温”所涵盖的景教和天主教亦跟着

消亡，这意味着基督宗教的第三次来华又以失败告终。

将近 200 年后，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播，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为肇始。这次传教始于西班

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 • 沙勿略，他 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国广东上川岛，但他因明朝海禁而

无法入内地传教，不久病死岛上。后来，澳門的耶穌会神父范礼安认识到在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

是他选择一些有学问的传教士，先在澳门学习汉语，希望传教时可以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意大利传教

士罗明坚等人虽最早入内地传教，但未获成功。

1583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到广东肇庆传教建堂，此为近代天主教在中国

内地传教的真正开端。利玛窦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声誉，开启了日后其他

[3]　 ”基督教最早何时传入中国？Jidujiao zuizao heshi chuanru Zhongguo?” [When was the ealiest date when Christianity entered into 
China?] http://wenwen.soso.com/z/q306469645.htm

[4]　http://iask.sina.com.cn/b/14093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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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利玛窦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1601年，利玛窦与西班牙耶稣

会士庞迪我一道身穿儒服，获准长驻北京传教。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他容许中国

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

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 英语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因为中国人以天为至大，以主为至尊；但他亦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

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

更穿着中国士人服饰。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跟随他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

为“利玛窦规矩”。[5] 其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如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等人按利玛窦的

方式以其西学知识来助其学术传教，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

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中国天主教至 18 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

徒已达 30 余万人。

然而，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为首的天主教在华传播一方面受到中国一些高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另一

方面在天主教各修会之间和传教士内部也因“中国礼仪”问题及在华传教策略之争而形成分歧和矛盾。

前者引起各地教案和全国禁教之风，后者则围绕“中国礼仪之争”而发展成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之间的

权威之争。1715 年，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从这日起》通谕，宣布在华传教士不得重提中国礼仪

问题，违者将被视为异端而革出教门。清朝文献称这一通谕为《禁约》，康熙皇帝因此而针锋相对，宣

布禁教、驱逐传教土出境。自 1723 年雍正登基后，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

传教惨败。

基督教新教于 19 世纪初传入中国，也是基督宗教第五次来华传教。1807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

逊来华，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大陆的开始。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

在华 25 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

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

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

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

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这只是基督教第五次来华传教的开端。到了19 世纪中期，基督教开始大规模在华传教。

1840 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西方强迫下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

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以此为护身符进入内地传教，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

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一些基督教会在中国建立医院、学校、孤儿院，开展了一些慈善活动，为

中国传播了近现代文明。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保障宗教自由，一些革命人士，如孫文、宋教仁、

張学良等也是新教徒，因而在民国初期基督新教有了一定发展。由于基督教教义强调只能拜耶和华上帝，

不能崇拜偶像，因此与祭祖等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抵触，使得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不顺，直到来华传教的

刚恒毅（1922 年� 1932 年）与雷鸣远神父向教宗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

尊敬，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 1939 年 12月 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

抗日战争时期，男性大多参军，为了延续教会事工，中华圣公会决定在香港按立李添媛女士为牧师，

然后派往澳門赴任，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师。中华圣公会的决定引起当时全世界教会的反

对。在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李添媛被迫辞去牧师职位；另一方面，中华圣公会努力斡旋，说

明当时中国形势的险峻。最后，中华圣公会的决定终于得到普世圣公宗及其他教省的认同，影响了中国

[5]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3493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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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后续历史，但李添媛并未复任牧师。到现在，中国已有很多女牧师。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教牧人员离开大陆 , 迁至台湾、英属香港或回到母国。当时，

基督教在中国被称为“洋教”，1949 年仅有信徒 70万左右。

1950 年 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

治、自养、自传”。中国基督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

1954 年 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

宗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会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

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 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了“联合礼拜”。从此中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基督

教的宗派组织在我国不复存在。

“文革”时期，中国基督教受到严重冲击，教堂被毁、被占，教徒被迫害，一切宗教活动停止。

“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 拨乱反正 ”使中国教会得到恢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 1980 年，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继续推进三自爱国运动，开始了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新探索。会议选举丁光训为主席。1996
年基督教第六次全国会议，将这一时期的探索总结为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必须坚持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自治要自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

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了“一个好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公民”的号召。

随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在丁光训主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积极开展神学思

想建设。1998 年 11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济南召开全体委员会，作

出了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神学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阐述基督教的

基本信仰及道德规范，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8 年 1月，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傅先伟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主席，高峰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6]  
2013 年 9月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九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傅先伟再次当选新一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高峰再次当选新一届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

会议通过了《凝心聚力，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发展的中国教会》的工作报告。

二、中国特色基督教理论和实践

（一个辨析，一个概念，七大特色。）

一个辨析，是指东西方宗教辨析。

通常人们是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达程度来划分东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是指西方意识形

态占主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国家。一般而言，它是指美国、加拿大、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法

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卢森堡、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澳大利亚、

新西兰，统治血统为白人。因日本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人们统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通常把二

者的关系称为东、西方关系。现在，虽然“阵营”已不复存在，但“西方国家”一词依然沿用。近几年来，

每年举行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七国首脑经济会议，经常也被称为“西方

[6]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 Jidujiao lishi ji Zhongguo jidujiao lishi”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网址：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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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首脑会议”。

如果东西方国家按此定义，那么，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产生于亚洲，没有一个

产生于西方。基督教形成于亚洲西部的巴勒斯坦，后被传播到西方，成为西方的主要宗教和意识形态，

但也早已成为世界性宗教。而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产生于西方德国，经过俄国十月革命传到中国，成为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

一个概念。中国特色基督教，是指带有某些中国文化要素及一些社会主义成份的基督教。试论述

如下：

（一）爱国爱教，政治可靠。基督教会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密不可分，基督教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接受政府依法管理，自觉在宪法、法

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和抵制利用宗教进行

的危害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活动。基督徒热爱祖国，为祖国的发展和稳定服务，既做好教徒又当好公民。

实现爱国与爱教的和谐统一。多数基督教神职人员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群众中有威信、关键

时刻起作用。确保基督教会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

国基督教协会每 5 年换届一次，领导层，一般由宗教局和统战部提名，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可以确保

领导权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某种角度说，中国是政权大于教权。

（二）“三自”是中国特色基督教最鲜明的特征

1950 年 9月 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

《三自宣言》）。中国基督教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所谓自治，指中

国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

外，但由政府拨付基本工资和费用，亦有教徒捐献；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

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不准在教堂外传教。经过 60 多年努力，中国基督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取得了

巨大成就，如“改变了基督教‘洋教’的形象，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扫清了障碍；激发了信徒的爱国热情，

积极为祖国做出贡献；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创造良好的环境；摆脱宗派纷争，走上了合一道路；

推进各项事工的开展，夯实了三自基础；扩大对外友好交往，提高了国际地位。” [7]

三自爱国运动削除了宗派，“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和谐”[8] 。自1807 年基督教（基督教新教）

传入中国后，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至 1949 年，西方教会在中国有 70 多个宗派，分属 120 多个传

教差会，他们之间矛盾重重，信徒彼此不够团结。只有三自爱国运动才使得中国教会完全摆脱了西方宗

派性差会体系，各地教会先后实行联合礼拜，逐步削除了宗派，信徒之间和谐相处。

三自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和谐关系；促进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使信众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

特权，而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有不少是由于教案的纠纷。在这样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就必然被

一般人看做‘洋教’。” [9] 基督教的部分教义、礼仪与中国社会习俗之间的不同，常引起基督徒与非信徒的

[7]　中国基督教两会 Zhongguo jidujiao lianghui [China Christian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编：《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 Jidujiao aiguo zhuyi jiaocheng [Textbook of Christian Patrioticism]（试用本），( 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Religious & Cultural Press]，2006), 260—265。

[8]　陈田元 CHEN Tianyuan, “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和谐作用” [On the Hamonious Function of China Christian 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中国基督教网站 Zhongguo jidujiao wangzhan，2010 年 8 月 28 日，网址 http://www.ccctspm.org/church/
semin/2010/827/1082722.html

[9]　吴耀宗 WU Yaozong,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 Zhankai Jidujiao gexin yundong de qizhi” [The Flage of Reforming Christianity 
Movement]，载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 Zhongguo Jidujiao sanzi aiguo yundong wenxuan [Selection of Articles 
on China Christian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罗冠宗 LUO Guanzhong 主编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 Zh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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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甚至发生教案。三自爱国运动，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差会联系，更能体现基督教的中国特色，

调整了信徒与非信徒的关系。 新中国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既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也符合所有宗教徒的根本利益” [10]，因此，基督教信徒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三自爱国运动提高了中国教会在普世教会中的地位，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西方差会控制下的

中国教会，没有独立地位。 而“三自运动的重点在于发展中国基督教的自我” [11]。中国教会在平等、合法、

公开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教会进行友好交往，赢得了普世教会的尊重与接纳。1991年，中国教会

回到世基联这个大家庭之中。

( 三 ) 圣经发行全球最多，内部出版期待公开 
近 5 年来，中国每年出版发行《圣经》350万册， 5 年共出版发行《圣经》1750万册，成为世界上发行《圣

经》最多的国家之一。自1980 年教会恢复至 2012 年底的 30 多年来，基督教全国“两会”共出版发行《圣

经》6217万册。近年中国还出版发行了8 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圣经》和盲文《圣经》。

世界其它国家许多都有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圣经》，在书店也能买到。中国的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都在中国正规出版社出版了各自的经典，并在书店出售。但基督教的《圣经》目前只是由基督教全国

两会内部出版发行，不能在书店出售，期待公开出版。

（四）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

中国的基督教会主要有两类，一是三自教会，二是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是指经政府批准的基督教会。

家庭教会也称家庭聚会，是指没有得到政府批准、未正式注册的基督教会。

 《中国日报》2010 年 3月17日以《家庭教会在北京茁壮成长》为题介绍了北京家庭聚会的情况。这

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正面报道家庭聚会。近年来，家庭教会增长很快，一个原因是三自教堂过于拥挤，

一些信徒的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2008 年，北京有 5万基督徒，但只有 17 个三自教堂，平均每 3000
基督徒才有一间教堂。[12] 5 年过去了，基督徒数量增长很多，而教堂数基本没变，许多信徒只得家庭聚

会。家庭教会数量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尽管家庭教会在不断增长，但目前家庭

教会在法律上仍没有合法地位。一些家庭教会曾经尝试向政府申请正式登记，但未被受理。

有人认为，目前中国基督教的主体是“家庭教会”，大约占教徒总数的 70%，“三自”教会占 30%。但是，

在“三自”教会中还有一种可称为“独立教会”。所谓“独立教会”，即在政府里登记，但教会主导权在

教会手里，名义上是“三自”，但实际上与“三自”教会有很大不同。温州就有独立教会，当地人称之为

“不三不四”。就信徒个人而言，还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自由聚会，即到三自教会聚会，也到家庭教会聚会，

这次到一个教会聚会，下次可能又到另一个教会聚会。这算是第四种形态吧。

关于基督徒的数量，有几种统计结果，一是《中国宗教报告 2010》的 2305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

数的 1.8%。[1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根据 2011年底的统计 ,中国大陆有基督徒 6841万。还有一种说

法是 4000万。

Jidujiao sanzi aiguo yundong weiyuanhui [China Christian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1993)，12。

[10]　罗竹风 LUO Zhufeng 主编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Zhongguo shehui zhuyi shiqi de zongjiao wenti [The Problems 
of Religion in the Period of Chinese Socialism]，(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 chubanshe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7)，129。

[11]　丁光训 DING Guangxun ：”三自为何必要？Sanzi weihe biyao?”[Why the Three-Self is necessary?]，载于《丁光训文集》 DING 
Guangxun wenji [Collection of Ding Kuangxun’s Articles]，( 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Publishing House]，1998)，45。

[12]　段琪 DUAN Qi、唐晓峰 TANG Xiaofeng, 《2008 年中国基督教研究报告》 2008 nian Zhongguo jidujiao yanjiu baogao [Blue Book 
Annual Report on China Christianity 2008]。

[13]　《中国宗教报告 2010》 Zhongguo zongjiao baogao 2010 [Annual Report on China Religions 20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0 年 8月版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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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思想

什么是神学思想？它有何作用？丁光训主教认为“神学是教会在思考。”陈泽民博士说“神学是教会

灵性经验的理论，在历史上某一个特殊时代中教会的宗教经验的总结。”胡笳认为：“一般而言，神学思

想是教会灵性经验的反思及理论表达。如果说圣经的真理和基督的福音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话，神

学却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时代、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情况以及当时当地教会的特殊经验而有所不

同。”而“中国基督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不乏一些闪光的思考，这些思考就是中国教会

的神学思想。” [14] 我以为“神学是对圣经做出的符合国情和时代的解读，是对圣经思想的发展。”

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思想？因为在殖民主义和差会支撑时期，教会强调信与不信对立、

否定现世、轻视中国文化，以信废行、鄙视人性为绝对邪恶、以及对社会的绝望、宣扬末日已经来临等

神学观点，对中国基督教发展极为不利。所以 1948 年吴耀宗先生指出：“中国基督教的信仰与思想，几

乎就是美国基督教的翻版。”它是“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的、奋兴式的宗教”，必须“创造中国信徒自

己的神学系统。”艾伯林说：“神学是对宣道的操心。”讲道是神学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基

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正是对中国教会“自传”工作的“操心”!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在中国教会内部仍存有

那么一股“因信废行”的神学思想，丁光训主教指出：“我们中国基督教至今仍有人为了突出信与不信的

矛盾，竟然否定道德的价值……把救恩与道德说成对立的两件事。他们以高举救恩为藉口，不惜把道德

说成无关紧要” [15]。他认为：“扩大信徒关怀的范围，指导信徒从信仰出发，考虑一些超越个人祸福的伦

理道德问题，这是提高我国基督教会素质之道。” [16] 神学是信仰经验的提炼，反过来又指导教会实践。

从而使信徒在自己的信仰实践中为主作出美好的见证。

1996 年 12月，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提出“为了办好教会，要加强神学教育和神学思想建设”

的要求。1998 年 11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全委会二次会议（称为“济

南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济南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

设的正式发起。

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思想主要是由丁光训主教创立，赵紫辰、陈泽民、曹圣洁等积极发展的成果。

从长远讲，神学思想建设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从近期讲，是要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神学思想指导信徒的信仰生活，促进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

综合起来，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思想主要有以下10 个方面：

1. 圣经观。丁光训主教认为“全部圣经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上帝怎样爱人”，“整本圣经从头至尾

都是讲上帝与人的关系，讲这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他的圣经观。 
2. 上帝观。丁主教认为“上帝是爱”，并指出：“什么是上帝最重要最根本的属性？是他的爱。在基

督身上看到的那种爱，在痛苦和十字架面前也不回头的那种爱，使他为他的朋友舍命的那种爱。上帝的

公义也还是上帝的爱，爱要是普及到广大人群，就成为公义。就是这个爱进入了世间。爱不是来毁灭，

而是来托住，来医治，来教育，来救赎，来赐予生命”。

 3. 基督论。基督是宇宙的基督。“认识基督的宇宙性，在于帮助我们至少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基督

的主宰、关怀和爱护普及整个宇宙。二是基督普及到整个宇宙的主宰以爱为其本质。这种爱是上帝的最

高属性，是上帝创造宇宙，推动宇宙的第一因。”这是丁主教“上帝是爱”观点的延伸。如何能克服人

[14]　胡笳 HU Jia, ”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探索 Dangdai Zhongguo jidujiao shenxue sixiang jianshe de tansuo” [An 
Exploration on the Th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http://www.360doc.com/resaveArt.aspx?articleid=213028663，[ 
来源：中国民族报 Zhongguo minzu bao | 发布日期：2012-05-22 ]

[15]　《丁光训文集》 DING Guangxun wenji [Collection of Ding Guangxun’s articles]，363。

[16]　Ibidi.,，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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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性？信或不信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信基督教者与不信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这些问题的讨论，将

有利于基督徒正确对待基督教信仰在信者身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处理好基督徒同不信基督教或信别的

宗教的人的团结，并正确看待不信者的善行。

4.人性论。丁主教认为人要参与上帝的创造工程，因为“上帝所求的是团契，他不是一位征服者”,“经

过人们的合作，把一切可能的善带入世界。”人性是善的，所有一切是为了把善带入世界。

5. 圣灵论。如何把握理性与灵性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基督徒极其注重灵性经验，需要引

导他们认识理性也可以受圣灵的引导，把虔诚的热情与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避免在属灵与属世之间，

不恰当地划线，造成二者对立的思维方式。 
6.伦理思想。必须处理好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及时回应社会发展对传统基

督教道德规范的冲击。（1）基督教的伦理原则是爱神和爱人的统一。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太 22 ：37-40，可12 ：

30-31）就是说首先要爱上帝，同时也要爱别人。基督教崇尚爱，同时主张公平正义，“以善胜恶”以和

平方式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2）圣经要求教会和社会的治理有序。圣经说“神不偏待人”（徒 10：10），
这项教义阐明了人权平等的基本思想，不同性别、种族、肤色、社会地位的人都是平等的。（3）生态伦

理是中国基督徒开始关心的神学领域。圣经《创世纪》说“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 1：31），
神创造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并将宇宙交于人管理。现在有人没有用好“管理”权，破坏生态平衡，造成

许多灾害，如雾霾严重、PM2.5 超标，水污染频发，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而人与宇宙都是“受

造之物”，“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一同“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 ：19-23）人应该将自己的命运与生态环境密切联系起来。

    7. 教会论。中国基督教与普世基督教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创立中国特

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如何总结中国基督徒办教的经验，在神学上说明中国基督教所走的三自道路丰富

了关于教会的教义，不仅对于巩固三自爱国运动有决定性意义，对于普世教会也是重大贡献。

8. 末世论。究竟是强调世界的毁灭还是更新，在许多教会内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上

个世纪末流行的观点，认为物质建设发展，或者世界上发生战争、饥荒、地震都意味着世界末日将临，

已经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亟须有新的认识。[17] 改造世界是必须的，人们要克服负面的事物，发扬正面

的事务。

9.入世论。基督教鼓励信徒发扬入世的人生观及舍及、诚实、宽容等美德。（1）基督教提倡“做光做盐，

容神益人”的人生观，信徒应以积极的态度处世。过去，中国基督教界较多注重“出世”，强调基督徒是

“天上的国民”、“不属于这世界”，导致许多基督徒把改变今生现实生活的努力视为“爱世界”，与“爱神”

相对立。“三自爱国运动”开展以来，强调当代中国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是“作光作盐，荣神益人”（太 5 ：

13-16），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在服务于人的工作中完成荣耀上帝的事工。光要照耀四周，盐要进

入食物调味，只有基督徒的好行为才能将荣耀归于上帝。（2）耶稣所启示的人生价值在于“舍去”，而非

“索取”。耶稣要求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

的，必丧失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 8 ：34）基督徒要知道自己所有的一

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太 10：8），强调“舍己”、“奉献”。圣经说“人

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 ：43）基督徒应效法主的

榜样，扩大爱心和服务范围，不是只以传教为目的，也不是仅以信徒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基督教要践行

服务社会的理念。服务社会是中国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方式。要积极参加建设和

[17]　丁光训主教神学思想观点 DING Guangxun zhujiao shenxue sixiang guandian” [The Theological Thinking and Viewpoints of 
Bishop Ding Guangxun]，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9b095722aaea998fcc220ed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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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要秉承“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的基督精神，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热心举办扶

贫济困、救难赈灾、抚孤安老、医疗救助、捐资助学、打井修路等公益慈善活动，努力探索服务社会、

造福人群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用爱心、善心和真心回报社会。在社会生活中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能够

自觉为社会多做贡献。

10. 和谐论。神学思想建设如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1) 传“和平的福音”，使信徒真

正成为和谐社会的创造者。抵御境外基督教团体利用非法手段组织力量到中国来“大传福音”。福音是

神的大能，教会应该有组织、有秩序地传播“和平的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而不是鼓动

极端的、狂热的宗教情绪，更不能怂恿他们因信仰问题与他人、与社会闹对立。（2）诚实和宽恕是当前

特别值得提倡的。耶稣要求信徒“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 5 ：37）这就是说实话。

圣经说“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太 7：3）就是说不要只看别人的错，

自己也有错。这样的教义会使信徒比较愿意宽恕别人，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3）宗教对话，与其他宗

教信仰者增进了解。基督教崇拜独一神，其教义不可能与其它宗教混淆。基督教认为信仰不同宗教的人

都是神所造，也都是神所爱的对象。“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

则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 [18] 要通过对话知晓其它宗教的信仰，增加了解，彼此尊重，和平共处。要帮

助广大信教群众树立宗教和谐理念，以宽容的精神对待信仰差异，增进与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和不信

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友爱，共同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崇高愿景。做到宗教和谐、社会和谐。

中国特色基督教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断发展的，它指导信众荣神益人，为建立和谐社会和追求

美好生活而努力。

( 六 ) 教育与宗教分离

中国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政策。《宪法》第 36 条“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

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教育法》第 8 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义务教育法》第 62 条规定，可以由“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依法举办的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民

办教育促进法》又再次根据《宪法》和《教育法》的规定，重申：“第四条，民办学校应当贯彻教育与

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因此，基督教不能办普通学校，也不能向 18 岁以下儿童传教。但神学院可依法举办。

按国际公约，在其它国家办教会学校是合法的。

1.《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针对教育作出规定，“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

择的权利”。就是说，是父母，而不是国家，有权替子女决定他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 4 条在论述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选择权时，特别指出教育选择权包

括了宗教教育：“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诺，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

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3.《儿童权利公约》第 14 条规定“缔约国应遵守儿童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3 条，对宗教教育和儿童教育有更综合的表述，“本公约

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

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并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七）基督教可以设立非营利性医院等慈善机构

2013 年 2月16日，国家宗教局与中央统战部、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和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

[18]　孔汉斯 KONG Hansi (Hans Küng),《世界伦理手册》 Shijie lunli shouce [World Ethics]，(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2), 91,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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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宗教界可以依法设立公益慈善组织。 依照《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申请设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进行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也可依法申请设立“专项基金”或“社会福利机构”。 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基督教界完全有

能力和意愿设立医院等，为社会造福。

总之，中国的基督教在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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