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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民社会建构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长时段的公共事件.公民社会是一个多维的系统,而其核心的“信仰”属性,

即公民宗教之研究,十多年来,在陈明的推动下,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人的首肯与回应.当下,道场建构已经成为关

于公民宗教研究的紧迫课题之一.与其他宗教相比较,公民宗教道场有其自身的特质,包括“终极实在”的“公共性”、时

空的“非法律与宪法性”、言说的“公共利益”性、仪式的神圣化与形式化和参与者的公民身份性等.由于公民宗教道场,

指向“公共性”,因此主要表现为官办的许多“神圣性”时空.当代中国,要建构公民宗教道场,就要从几千年的人文资源

与当代的凡俗社会中寻找具有超越性的信仰资源,建构其“终极实在”和制定其礼仪.公民宗教道场是公民宗教发展的

平台与强大推动力.如果公民宗教道场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将大大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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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责任在于求真,同时也在于社会的担当.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影响的知识界,“民族”“国
家”“天下”是其学术放不下的“重扼”.百年前批判传统的“五四”一代知识精英如此,反思“五四”学术

与精神的当代知识精英也是如此.如何让学术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切实的建设性建议,是儒教〔１〕型知

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与思维范式.陈明即是这样的学者.十多年前,他提出的“公民宗教”,已经成为当

代思潮重要一极.
公民宗教属于传统儒教的现代转型,但又超越儒教的转型.柳河东认为:“儒家文化复兴注定是

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是一个短时的快速集聚社会资源和扩大社会影响的过程.其主要任

务有以下４个方面:学理、制度的重建;道场、阵地的建设;儒产、资金的积累;组织、人员的培育.”〔２〕柳

河东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展开对儒家文化或儒教建构的论述.从其对儒教转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推

导出公民宗教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道场”建构也是重要一环,是四个方面整合的平台.从学理上

讲,没有公民宗教道场的平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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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肯定历史上有儒教存在,其有自身的教义、组织、教主、道场和仪式等宗教要素．
柳河东LIU Hedong,“儒家文化复兴与当代青年担当 Rujiawenhuafuxingyudangdaiqingniandandang”[Therevivalof

Confuciancultureandtheresponsibilityofcontemporaryyouth],«衡水学院学报»Hengshuixueyuanxuebao[JournalofHengshui
University],No．６,(衡水 Hengshui:２０１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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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语境公民宗教内涵

１８世纪后期卢梭提出了公民宗教.随后,公民宗教思想进入美国社会,但直到１９６０年代,贝拉才

对美国的公民宗教有了系统论述.
二十世纪后期,“政教分离”原则执行将近２００多年后,美国拥有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公民社会和一

个与之相适应的公民宗教.美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一方面是出现了众多“信仰但不归属”不入道场的

美国人;另一方面是各色“道场”如鳞次栉比的超市,予人信仰的便利.由于宗教信仰各异,宗教符号

难以沟通,对特定社会现象的看法千差万别,甚至相悖.为了促进人际沟通与社会秩序化发展,具有

普遍意义的“公民宗教”应运而生.有的学者把其称为民主信仰、社会宗教、文化宗教、宗教民族主义、
宗教国家主义、美国信条、共和国宗教、美国神道教、美国第四信仰、美国生活方式宗教等等〔３〕.贝拉

在«公民宗教各形态»一书中,指出公民宗教具有宗教性和政治性、边缘性和形式性四种特质,“宗教性

是指它满足人性中对宗教和信仰的倾向,政治性是指其体现的感情和观点是社会性的,边缘性则指它

在法律和宪法体系中缺乏官方支持,形式性则指其信条的稀少和抽象”〔４〕.
陈明是研究中国语境公民宗教第一人.他研究中国公民宗教有两个肇始点:一是以美国公民宗

教为参照系;二是立足于传统儒教转型与建构.关于儒教作为“宗教”建构,他表示不支持,他认为儒

教在历史上的功能具有高于其他宗教的“一般性”,李存山也有过同样的观点,“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要

成立儒教,就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说成为国教不可能,那么儒家是否自甘居于几大宗教之一,就
像香港似的与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并立,儒教居于其中之一,我觉得这的确就有点

小了”〔５〕.陈明所谓的“一般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李秋零所谓的“善的生活方式”〔６〕.
陈明正是在思考儒教历史地位与当代功能的前提下展开了对公民宗教的研究,至今仍具现实意

义.他认为“公民宗教概念成立的前提是公共领域或公共性与宗教或神圣性.公共性意味着政治的

合作性、协商性而不是斗争性、暴力性.宗教性则是指某种宗教或某种神圣性话语在公共领域里作为

某种元素的功能发挥或承担”〔７〕,“在公民宗教的语境里,重要的不是神,而是神圣性;它使人们对某

种政治价值、政治合法性产生理性认同甚至牺牲的激情”〔８〕.公民宗教是中国宗教和政治特定关系

的产物,是中国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要灌输给公民的一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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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骅 XU Yihua,“美国关于国民宗教的一场辩论 MeiguoguanyuguominzognjiaodeYichangbianlun”[Adebateon
nationalreligionintheUnitedStates],«复旦大学学报»Fudandaxuexuebao [JournalofFudanUniversity],No．６,(１９９６),１０３．

贝拉BELLA、哈蒙 Hamon,«公民宗教各形态»Gongminzongjiaogexingtai[Variousformsofcivilreligion],(北京Beijing:
世界知识出版社Shijiezhishichubanshe[WorldCulture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３)．转引自聂迎娉NIEYingping:«美国公民宗教及其在

公民教育中的作用研究»MeiguogongminzognjiaojiqizaigongminjiaoyuZhongdezuoyongyanjiu[AstudyofAmericanCivil
Religionanditsroleinciviceducation],(武 汉 Wuhan:中 国 地 质 大 学 硕 士 论 文 Zhongguodizhidaxueshuoshilunwen[master
dissertationinChinaGeosciencesUniversity],２０１１),６５．

李存山LICunshan,“儒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宗教问题”论坛纪要“Rujiadeyiyiyudangdaizhongguodexinyang
zongjiaowenti”luntanjiyao[“TheSignificanceofConfucianismandtheProblemsofBeliefandReligioninContemporaryChina”Forum
Summary],«中国儒学»Zhongguoruxue[ConfucianisminChina],No．１０,(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
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２０１５),３７３．

“人们惟一能够用来取悦或者事奉这样一个上帝的东西就是善的生活方式”.见李秋零LIQiulin,«从释经原理看康德对路

德神学的态度»Congshijignyuanlikankangdeduiludeshenxuedetaidu[KantsAttitudetoLuthersTheologyintheLightof
HermeneuticPrinciple],No．１６,«国 学 与 西 学 国 际 学 刊»Guoxueyuxixueguojixuekan [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
Studies],２０１９),７２．

陈明CHEN Ming,“对话或独白———儒教之公民宗教说随札»Duihuahuodubai———Rujiaozhigongminzongjiaoshuosuizha”
[Dialogueormonologue———onthereligioustheoryofthecitizensofConfucianism],«原道»Yuandao[OriginalTao],No．０１,(长沙

Changsha:岳麓书院 Yuelushuyuan[YueluAcademy]２００７),４９．
同上Ibid．,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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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公民宗教不但能丰富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和方式,而且能予人以仪式感,凝聚国族心灵.

二、中国公民宗教“道场”之特质与可能形式

要建构公民宗教道场,我们就要先了解其道场与一般宗教道场相比较而言的特质,以及公民宗教

道场的核心要素.就“道场”本身而言,它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语词.«汉语大词典»列举了其五种

用法:１．释道两教诵经礼拜的场所;２．成道修道之所;３．寺观;４．和尚或道士做法事的场所,亦指所做

的法事;５．佛教界.〔９〕 就我们所谓的公民宗教“道场”而言,更接近于第二种用法,即“成道修道之

所”.
中国公民宗教道场,是“成道修道之所”,所谓的“道”就是指公民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即“诚敬上

苍”“生生之德”和“知不可而为之”等.这里所谓的“场”,或所谓的“所”,可以是实指的空间,如孔庙、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等,也可以是特定时间虚拟的空间,比如２００８年汶川大

地震后默哀三分钟时,中国的任何一片疆土,都可以成为公民宗教的道场.
(一)公民宗教道场的特质

中国语境下的公民宗教是一个系统,中国历史上与当下均不缺道场要素.陈明认为,“如果不拘

泥公民宗教这个概念的提出与美国社会情境的连接,不拘泥公民这个概念的现代性背景而将其理解

为一种公共性(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说中国是公民宗教发展最充分的国家也不为过.我们可以清

楚且轻松地给出儒教叙事中赋予‘国家生活’以崇高意义的神圣人物(尧、舜、禹、汤)、神圣地点(‘右社

樱,左宗庙’)、神圣仪式(祭天、祭祖)以及神圣信仰(敬天法祖)等”〔１０〕.统合公民宗教具有的“公共

性”,即“政治性”;“边缘性”,即“非法律与宪法性”;“形式性”,即“信条稀少和抽象性”三大品格,以及

“诚敬上天”“生生之德”和“知不可而为”三大核心价值,与“政治权威合法性建构”、“社会有机度提升”
和“中华民族认同”三大功能,这决定了中国公民宗教道场理应具有以下几大特质.

１．道场“终极实在”的“公共性”
由于公民宗教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它的“终极实在”应该能超越一般宗教的“神”.在

世界范围内,这似乎是一个宗教难题.但符合这一要求的“终极实在”在儒教经典里一直存在,那就是

«四书»«五经»中的“昊天上帝”.由于儒经中的“上帝”不苟言说的品格,道教的“神仙系统”、佛教的

“佛菩萨金刚”,甚至一神教的最高神,在“解释学循环”的语境中,都可与之相互生发.
在中国公民宗教的建构中,最易找到的超越性符号就是“上天”,或言“帝”“天”“天帝”“上帝”“上

苍”“苍天”“太一”,甚至“老天爷”等.只有具备了“终极实在”的超越性,公民宗教才具有了功能上的

“公共性”或“政治性”,也才具有了“普遍的理性”,并回归到“真正的道德宗教”〔１１〕.

２．道场时空的“非法律与宪法性”
中国有自己的民俗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还有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宪法日、环

保日等非民俗节日.这些节日共有的特质是都具有“公共性”,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功能”.这些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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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词典道场(下)Hanyudacidiandaochangxia[ChineseDictionaryDaochangPartTwo],(北京Beijing: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 Hanyudacidianchubanshe[ChineseDictionarypress],１９９４),１５０４５．
陈明CHEN Ming,“对话或独白———儒教之公民宗教说随札duihuahuodubai———Rujiaozhigongminzongjiaoshuosuizha”

[DialogueorMonologue———ontheReligiousTheoryoftheCitizensofConfucianism],«原道»Yuandao[OriginalTao],No．０１,(长沙

Changsha:岳麓书院 Yuelushuyuan[YueluAcademy]２００７),５３．
“康德认为必须以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对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性的信仰做出诠释,赋予历史性的信仰以普遍性,并使之回归

到真正的道德宗教”.见李秋零LIQiulin,«从释经原理看康德对路德神学的态度»Congshijignyuanlikankangdeduiludeshenxuede
taidu[KantsAttitudetoLuthersTheologyintheLightofHermeneuticPrinciple],No．１６,«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yuxixue
guojixuekan [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２０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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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举行仪式基本不受时空限制,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成为一个道场.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形成了许多具有“神圣性”“公共性”“政治性”的人物,如黄帝、炎帝、周公、

孔子、屈原、冼太夫人、岳飞、文天祥、孙中山等.这些人物有的已经成为民间宗教修观、建庙供奉祭祀

的人物,拥有自己的道场.但无论这些人物是否具有自己的道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举行仪

式.比如孔庙祭祀,在任何一个孔庙,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都可举行,比如孔子诞辰、教师节、高考前的

某一天等;又如海南的冼太夫人信仰,在海口、文昌、琼海、儋州等海南北部市县的许多村峒,一年中都

有属于自己的祭祀“公期”.
中国公民宗教所有时空构成的道场,都具有非法律与宪法规定性,遵循了“政教分离”原则.

３．道场言说的“公共利益”性
根据“政教分离”原则,公民宗教道场一般不应该与某种特定的宗教合二为一.但偶尔借用其他

宗教的道场来宣讲自己的“道”,是被允许的.在借助于某种宗教道场“宣道”时,其“道”之内涵即公民

宗教之核心价值,指向的是国家、民族、公民、天下,而非特定宗教之核心价值,仅仅指向特定的宗教教

徒.其道场言说,指向的应该是“公共利益”.
我们可以以香港沙田区的“车公神”为例.经过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香港属于一个具有成熟公

民宗教的地区.香港的公民宗教以各种形式存在,如呼吸的空气,无所不在,除掉各种选举拉票活动

和立法会议员、特首就职仪式等之外,香港公民宗教的一大特点就是借助特定的宗教道场来言说自己

的道.比如沙田区的车公庙.“车公神”具有的公、忠、勇、武的“能力”,不但可以保佑个别香客,还护

佑着全体香港公民.每年大年初二,民政署长会陪同新界乡议局主席一起参加当地的车公庙祷告仪

式,为城市繁荣求签.民政署长等官员代表港府莅临,不以个人身份参加,也不是“主祭”,只是受车公

庙邀请列席作见证,祭祀和抽签的主角仍是庙方.但是,车公庙宣称为“全港福祉”抽签,港人趋之若

鹜,港府便采取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应对.〔１２〕 这是公民宗教与一般宗教共生的中国故事.在现代中

国大陆也不乏这样的故事,例子多多,此不赘言.

４．仪式的神圣化与形式化

公民宗教的道场仪式,虽然多没有一般意义的“神佛”在场,但因其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对亿万公

民的护佑,所以公民宗教的道场仪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神圣性.但因其位格神的模糊性,所以整个仪

式过程,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更为抽象,更为形式化.其神圣性主要体现在参与者身上,需要依

靠一定的外在仪式激发出来.比如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１４时２８分－３０分,汶川大地震三天后,中华民

族所有的公民默哀３分钟,这属于典型的公民宗教仪式.其“神圣性”来自人所本有的“神性”,只是依

凭了默哀仪式激发出来,以这种公民的“神圣性”与仪式的“神圣性”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其他的如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与国家领导人去世后的哀悼日等,都属于公民宗教的仪式.但因为神性位格的

缺位,这种仪式更为简单化与形式化.

５．参与者的公民身份性

公民宗教道场举行仪式,一般来说,不需要与“皈依”二字联系起来.一般地说,只要具有中国国

籍都可参加中国公民宗教举行的任何仪式.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公民放弃本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比如大量的非洲移民等,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公民宗教道场建构日渐亟迫.

(二)公民宗教“道场”可能形式

公民宗教道场与复兴中的儒教道场会有高度重合.儒教在历史上处于公民宗教的位置,起到了

现代公民宗教的功用,但儒教绝对不是公民宗教,最多只能称为“臣民宗教”.儒教有自己的道场,像
天地坛、日月坛、私塾、书院和宗祠等.但不幸的是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０年短短四年间,天坛、社稷坛、先

０７

〔１２〕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２０１４_０２/０２/３３５２３９１４_０．shtml．０２．Feb,２０１４Ｇ０２Ｇ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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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坛、文昌庙、孔子庙等官方儒教系统的祠祀被废.到１９７０代末在中国大陆儒教彻底失去了儒教祭

祀集团与道场,所残留的也只是在西式大学中的一些个体儒者,或做外观式研究,或自称新儒家,基本

聊胜于无.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社会层面的儒教道场,已经遍布大江南北.
当下,公民宗教道场主要为政府行为,因为它指向的是“公共事件”及其“政治属性”.可分为两

种:第一种主要为政府行为,包括政府各种庆典,如国庆阅兵、外交阅兵礼等;纪念活动,如孙中山诞辰

纪念日、香港澳门回归纪念日、宪法日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重大灾难纪念日等;重大会议,如每

年的“两会”等;就职仪式,如国家主席就职仪式、各级法官就职仪式等.其他的还包括本属民间儒教

道场而由官方主办,如祭孔、祭黄帝陵等.第二种主要属于学术研究,包括官办儒教经典研习场所与

儒教道场纪念活动,如大学纷纷建立的国学院、国学班等.
理论上讲,中国９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加上３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任何一个地方,只

要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所参与举行的具有“公共性”和“神圣性”的任何活动,都可能成为公民宗教

的道场,如书院、文庙、讲堂等,乃至边防官兵举行升旗仪式的任何一艘军舰、任何一个礁盘、任何一个

山岭等.
(三)公民宗教与一般宗教道场之区别

在中国大陆,无论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民间宗教,由于信徒到其道场祭拜,一般都

是出于自己的虔信,或为着自身或为着家人的福祉,所以,这些归属于一般性宗教的道场,都不属于公

民宗教的范畴.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公民宗教也会借用一般性宗教的道场.比如唐山大地震、汶川地

震之后,在寺庙道观举行超度亡灵的“法会”时,因着佛道道场指向了“公共事件”,这种情况下,佛道道

场就变成了临时性的公民宗教道场.
一般来说,公民宗教道场与一般性宗教之道场易于区别.难以区别的是公民宗教道场与儒教道

场.一般来说,传统儒教可以分为以帝王为大祭司的“天帝”信仰,和以“大宗”或“族长”为主要祭司的

“祖先”信仰.与前者相关的道场,如“天坛”“地坛”“日月坛”“城隍”等,就属于公民宗教道场,而与后

者相关的,如家庙、祠堂、祖坟等,就不属于公民宗教道场的范畴,只能属于儒教道场.当然,历代帝王

的家庙,虽然由帝王主祭,但也不属于公民宗教的范畴,只能属于儒教道场.

二、公民宗教道场“终极实在”与“仪式”建构

涂尔干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这些信仰,
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

该群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成为一个统一体”〔１３〕.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公民宗教道场建构过程中,
存在着两个最普遍问题,即“终极实在”模糊和仪式感不足.这是公民宗教建构道场急需建构的原委,
也是公民宗教道场能否建构成功的关键.

(一)神格之“天”
公民宗教属于一种实实在在的信仰.一种真实的信仰,必须具有一种超越的指向性.这一超越性,

最终会指向一位“神性位格”.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上帝、上天等,即是这样的存在.建构公民宗教的“位
格神”,从传统儒家经典、各大宗教、民间宗教,甚至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源.

１．“帝”“天”“道”之关系

儒教经典“四书”“五经”中不乏“天”“帝”与“鬼神”的概念.«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信仰»一

１７

〔１３〕 爱弥尔涂尔干 Emile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Zongjiaoshenghuodejibenxingshi [Thebasicformof
religiouslife],(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renminchubanshe[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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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但梳理了“帝”“天”“道”的演进过程,而且建构了“帝”之主宰性、“天”之自然性、“道”之时中性的

中华儒教之“三一”性的“终极实在”〔１４〕.这一儒教经典资源,是公民宗教道场“终极实在”建构的最充

足、最直接的资源.

２．“天”与宗教神性位格之关系

杨凤岗认为“美国总统的公开讲话总是以‘上帝祝福美国’为结束语,白宫官员每年都举办早餐祈

祷会,每届国会总是以向上帝祈祷为开始,遇到重大危机或危难时更会公开地集体向上帝祈祷.美国

人也喜欢说美国是上帝治下的一个民族.不过,公民宗教超越各种具体的宗教和教派,公民宗教的上

帝非具像化,所以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或者其他宗教信徒,都可以把这个上帝解读为自己所信

奉的上帝或至高神,相信在上帝的保护和祝福之下,美国才得以坚持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立国原

则和理念”〔１５〕.美国公民宗教中的上帝具有模糊性,具有一种“召唤结构”“期待视野”,需要受众去

“填充”.这一“上帝”内涵也许只有中国儒教中的“上天”可以与之相匹配.中国传统儒教的“帝”“天”
“道”“三一”终极系统,可以囊括中国的五大宗教传统,甚至可以涵括各种民间宗教.比如一神教的基

督教、伊斯兰教,多神的道教,有神的净土宗,都可以把自己的最高神归于“帝”,或用“帝”来置换,而禅

宗的“般若智”或“色空”却可以与儒教“道”之“时中性”互解.
由于历代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以“未知生,焉知死”回避生死、彼岸的问题,所以历史上的多教共

存就表现为传统儒教徒不得不借助佛道仙佛系统来安顿生前死后.明代诗人冯梦祯,虔心佛教,为此

不惜修改了儒教家礼,举行家祭时,“佛室礼佛、礼祖先及参神,如常仪”〔１６〕.杨庆中曾说过一句话“在
解决生死的关键时刻,儒家不顶事”,并举了熊十力的例子.他说熊在临死前,一直在念佛经.〔１７〕 李

天纲曾提出了“中华宗教”(Chineseism)〔１８〕的概念,他认为在汉人地区的不同信仰,存在相当程度的一

致性.在中国文化的“终极”系统中,“天”代表了理性,这个“天”离不开“帝”,这其实符合路德神学,
“路德说,人如果有了对上帝的信仰,理性就是上帝给的最大的祝福之一.如果没有这个对上帝的信

仰,那么,这个理性就会变成一个魔鬼的娼妇”〔１９〕.

３．民间信仰资源

李天纲认为“民间宗教,是中华民族所有宗教的信仰之源”〔２０〕.他认为萨满教是人类更普世的信

仰形式,影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希伯来、两河流域、波斯的宗教,并不是人类宗教的主流,萨满教才是

２７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冯建章FENGJianzhang,«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信仰»ZhongguowenhuaBeijingxiadezongjiaoyuxinyang[Religion
andBeliefintheContextofChineseCulture],(北京Beijing: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Zhongguoyishuyanjiuyuanboshilunwen[Ph．
D．dissertationinChinaAcademyofArt],２０１０),６０Ｇ７１．

杨凤岗 YANG Fenggang“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 学 思 考 Duiyurujiaozhiweijiaodeshehuixuesikao”[Sociological
ThinkingonConfucianismasareligion],«兰州大学学报»Lanzhoudaxuexuebao[JournalofLanzhouUniversity],No．２,(兰州

Lanzhou:２００８),１３．
冯梦祯 FENG Mengzhen,«快雪堂日记»Kuaixuetangriji[Kuaixuehalldiary],(南京 Nanjign:凤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PhoenixPress],２０１１),１４６．
干春松 GANChunsong,“儒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宗教问题”论坛纪要 Rujiadeyiyiyudangdaizhongguodexinyang

zongjiaowenti”luntanjiyao[“ThesignificanceofConfucianismandtheproblemsofbeliefandreligionincontemporaryChina”Forum
summary],«中国儒学»Zhongguoruxue [ConfucianisminChina],No．１０,(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
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２０１５),３９９．

李天纲LITiangang,“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Jianlunzhongguodezongjiaoyuzognjiaoxue”[Briefcommenttingreligion
andReligionalSciencesinChina],«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hehuikexue[TianjinSocialSciences],No．１,(天津 Tianjin:２０１６),１４６．

黄保罗 HUANGPaulos,“‘精神人文主义:马丁路德与儒家’工作坊报告”Jingshenrenwenzhuyi:madingludeyurujia
gongzuofangbaogao[Workshopreporton“spiritualHumanism:MartinLutherandConfucianism”],«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yu
xixueguojixuekan[InternationalJournalofSinoＧWesternStudies],No．１６,(赫尔辛基 Helsinki:２０１９),２１３．

李天纲LITiangang,“三教通体:士大夫的宗教态度Sanjiaotongti:shidafudezongjiaotaidu”[Threereligionsingeneral:the
religiousattitudeofscholarofficials],«学术月刊»Xueshuyuekan[AcademicMonthly],No．５,(上海Shanghai:２０１５),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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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统一的人类信仰方式〔２１〕,萨满教“天人合一”的特征,呈现出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亚伯

拉罕宗教”更充分的“普世性”〔２２〕.他同时认为周代以来的儒教,其中一个面向就是萨满教,并由基层

民众维持〔２３〕.
中国传统儒教的信仰对象是天、天命或上帝,现在农村,仍多有这一观念,“天理良心,那事咱可不

能干”〔２４〕是他们的道德信条.从“经学考古”的角度看,清代学者揭示了不少“原儒”的信仰本质,其献

祭、其仪式、其习俗、其神思,都来源于古代民众的宗教生活.〔２５〕 从民众信仰的底层看,我们发现“三
教一源”,源自基层的民众信徒———在他们日常的宗教生活中,根本就不分什么儒、道、佛.〔２６〕中国的

民间宗教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神明、神祇、祭祀方式,有相当固化的基本信仰形式.后来进入中国的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外来宗教,所谓的“本色化”、“中国化”,归根到底就是“民间化”.〔２７〕

公民宗教“终极实在”建构不能不从民间宗教汲取营养,这是由儒教历史真实以及儒教与民间宗

教的关系所决定的.

４．少数族裔宗教资源

公民宗教建构不但是最大族裔汉人的事情,也是五十多个少数族裔的事情.只有五十六个族裔

实现共构,才能形成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公民宗教“神性”建构离不开少数族裔的参

与,特别是其众多“位格神”的参与.比如蒙古人心目中的最高神是“长生天”.一定意义上来说,“长
生天”就是蒙古传统社会“公民宗教”至高“位格神”,其他的还有海南黎族的“大力神”等.公民宗教

“神性位格”建构不但要从少数族裔信仰中汲取营养,还要把少数族裔的“至上神”涵蕴进去,只有这样

公民宗教才能得到少数族裔的认可.汉人“龙”图腾的出现就是公民宗教“终极实在”构建的一个成功

先例,它是对众多部落图腾揉和之后形成的.“龙”图腾的形成,推动了众多族裔融合为汉人族裔的

进程.
(二)礼仪

关于中国宗教“礼仪”,李天纲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和西方亚伯拉罕宗教相比,中国宗教忽视

‘教会’(Church)和‘神学’(Theology),重视的是礼仪(Ritual)和祭祀(Ceremony).围绕着礼仪和祭

祀,才有庙会、法会、香会、社会等各种组织形式.中国宗教与其说是‘讲’(神学)的宗教,不如说是

‘做’(祭祀)的宗教;与其说是‘个人’的宗教,不如说是‘群体’的宗教”〔２８〕.中国语境下的公民宗教道

场建构,在建构“终极位格”的同时,也离不开道场礼仪的构建.
中国称为“华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２９〕.为此,中国又称“礼仪之

邦”,所谓礼仪,不是一套纯形式美的行为,而是中国先民对道、对规律的把控与呈现,“中国人在殷周

３７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李天纲LITiangang,“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Jianlunzhongguodezongjiaoyuzognjiaoxue”[Briefcommenttingreligion
andReligionalSciencesinChina],«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hehuikexue[TianjinSocialSciences],No．１,(天津 Tianjin:２０１６),１３７．

同上Ibid．,第１３８页．
同上Ibid．,第１４６页．
李景林LIJinglin,“儒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宗教问题”论坛纪要“Rujiadeyiyiyudangdaizhongguodexinyang、

zongjiaowenti”luntanjiyao[“TheSignificanceofConfucianismandtheProblemsofBeliefandReligioninContemporaryChina”Forum
Summary],«中国儒学»Zhongguoruxue[ConfucianisminChina],No．１０,(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
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２０１５),３５２．

同上Ibid．,第１２３页．
同上Ibid．,第１２０Ｇ１２１页．
李天纲LITiangang,“简论中国的宗教与宗教学Jianlunzhongguodezongjiaoyuzognjiaoxue”[BriefCommentonReligion

andReligionalSciencesinChina],«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hehuikexue[TianjinSocialSciences],No．１,(天津 Tianjin:２０１６),１４７．
同上Ibid．,第１５１页．
孔颖达 KONGYingda,«十三经注疏»Shisanjingzhushu[Notesonthethirteenclassics],(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gnhua

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７９),２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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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的神道观念,强调和突出的与其说是它的主体、至高无上的人格和意志,不如说是它的道、是它主

宰人文与自然统一体的规律系统,并且把这个规律系统具体化为各种特定的礼义形式”〔３０〕.正所谓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周礼»所记载的八种礼“冠、婚、丧、祭、射、乡、朝、聘”,涉及到先民生活的各个

层面,冠礼和婚礼涉及家庭和个人生活;丧礼和祭礼涉及到宗教生活;射礼和乡礼涉及社会生活;朝礼

和聘礼涉及政治生活等.中国宗教的同一性就存在于“礼仪”之中.〔３１〕 任何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都
离不开对传统礼仪文化的适应.要建构公民宗教道场的“礼仪”,离不开对传统礼仪特别是西周雅乐

舞、宗教礼仪和少数民族礼仪文化的研究与“拿来”.

１．西周雅乐舞

因为商代王室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认为无论他们如何违背“上帝”的意志,“上帝”都会保佑

他们,所以严格意义是说,商代没有“公民宗教”性质的宗教.而周代因为最少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出

现了“公民宗教”.一是周王室认为自己的最高神“天”具有“公共性”和“道德性”,自己不再是上帝的

选民;二是家国天下体制的建立.“周公集大成地收集了自人文始祖黄帝、尧、舜、禹乃至成汤、周武的

六代祭祀乐舞,经整理、排练与传播纳入国家贵族教育体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典章制度和雅乐

舞教育制度,探索出一条政教合一、尊生重孝、知常明伦与身心同治的治国方略”〔３２〕.与祭祀相匹配

的西周雅乐舞,基本属于公民宗教礼仪范畴.一定意义上说,西周雅乐舞奠定了中国古代官方礼仪的

基础.中国的礼文化在«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中有比较全面的记载,而西周雅乐舞是当时

的主要祭祀仪式.
西周雅乐舞主要包括«六舞»(也称«六乐»)和«小舞»(也称«六小舞»),都是西周初年由政府收集、

整理、编排而成的,用以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西周雅乐舞作为当时的“公民宗教”仪式,参与刚开启

的封建、宗法和庙祭等政治制度的建构,不但其背后所指向的西周最高神“天”可以为当代公民宗教所

吸收,而且其舞蹈仪式也应该经过专业人士的转化,为公民宗教所吸收.“雅乐(舞)虽在创立后不久

的春秋战国时代就‘礼崩乐坏’,不再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了,但雅乐(舞)体系并未完全崩溃,相反,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视为‘正声’,各朝代均不断增修变化,以适应自身的政治需要.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之后,祭孔子的雅乐仍然存在.”〔３３〕虽然在孔子的时代,西周雅

乐舞已经随着“礼崩乐坏”而走向瓦解,但汉帝国建立后,随着汉高祖刘邦开启的帝王祭孔礼仪、叔孙

通制定的朝堂礼仪等,西周雅乐舞在各个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后汉“所谓乐者,大率有四:其一曰

汉郊庙乐,祭祀用之;其二曰周雅颂乐,辟雍乡射用之;其三曰黄门鼓吹,宫廷饮宴用之;其四曰铙歌凱

乐,军旅用之”〔３４〕,而明朝“所谓乐者,大率有三:其一曰郊庙大祀乐,太常寺所掌者是也;其二曰庆成

大宴乐,教坊司所掌者是也;其三曰卤簿大驾乐,金鼓旗下作者是也”〔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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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芬 WANGKefen,«中国舞蹈发展史»Zhongguowudaofazhanshi[HistoryofChineseDance],(武汉 Wuhan:武汉大学

出版社 Wuhandaxuechubanshe[Wuha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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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章:公民宗教道场建构研究

在中华文明复兴的今天,仅仅回到孔孟的心性之学是不够的,必须回到周公“制礼作乐”.如此,
必须借鉴西周雅乐舞建构公民宗教的礼仪制度.

２．民间祭祀舞乐

虽然经过“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西周雅乐舞遭到了破坏,但历代的中央政府为着社会秩序和社

会管理的目的,都进行了变通与创新,代代都出现了许多新乐和新舞.但这些被奉为“雅正之声”的乐

舞,并不被民间所喜欢,又因为这些舞乐完全受时空限制,多不能随性表演观赏,在民间真正被接受的

是流传广泛、参与民间宗教活动的“傩舞”与“巫舞”.
正如孔子所谓“礼失而求之野”〔３６〕,“所谓宗教在社会,信仰在人心,从近三十年的情况看,民间祭

祀已经复苏,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仍然‘活着’”〔３７〕.这里所谓的“民间祭祀”不但包括汉人参与的宗教

活动,也包括少数族裔自己独有的宗教活动.公民宗教仪式建构离不开对汉人民间宗教祭祀仪式的

研究与吸收,也离不开对少数族裔宗教祭祀仪式的转化.电影«漂洋过海来爱你»讲述了湖北巴东土

家人纤夫谭大志与日本少女画家纯子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在电影的末尾,土家人祭祀亡灵的舞蹈

“撒尔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祭祀亡灵舞蹈“撒尔嗬”里面的肢体语言、情感语言等可以转化为

公民宗教的礼仪元素.其他五十多个族裔也不乏这样的祭祀舞蹈.壮、侗、瑶等族裔的师公舞,蒙古

人的丹不尔舞、祭神树舞等,黎人的捉鬼舞、招福舞、年舞等,经过一定的提取与转换,都可变为公民宗

教的仪式元素.

３．宗教资源

当代中国政府与民间,由于缺乏公民宗教的建构意识,面对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的发

展,往往上下一片错愕,进退失据.比如２０１６年山东曲阜的“尼山教堂事件”,至今问题没有解决.从

全球化来说,任何宗教只要对中国人政治认同、社会凝结、族裔和谐有功用,都当一视同仁.我们不能

狭隘地觉得基督教控制了中国人的精神,觉得存在一种现象叫“文化侵略”.宗教凸显的是社会性,而
信仰多为个体行为.皈依基督教,也不能否定他还是一个中国籍公民.

其实基督教长期的“本土化”运动,其“本土化”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２０１２年清明节前夕,
在上海市西南某天主教大堂的入口处,竖着一块写有“诸神相通”的立牌,副题是“为炼狱灵魂祈祷,献
弥撒、拜苦路、念玫瑰经”.立牌的下部,插有一二百张逝者的名片,印有照片、姓名、年龄、生平和事

迹,类似于儒教、道教、佛教在超度亡灵中使用的牌位.上海天主教会把这种类似于“超度”的祭祀,称
为“通功”.清明时节,他们以信徒的愿力,为“炼狱灵魂祈祷”,从形式看和儒、道、佛的道场仪式十分

相像,只是用“炼狱”置换了“地府”.〔３８〕 基督教“本土化”的现实对公民宗教仪式建构有很大借鉴

作用.
公民宗教道场的建构属于公民社会构建的一部分,是一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但时下,需要各

级政府养成“建构公民宗教道场”的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公民宗教道场的实践将大大推动公民宗教

的理论完善与功能发挥,将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快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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