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固現代宗教字木研究的百年回願勻展望

一、以戊戌斐法到民固吋期:“西掌京漸"和現代

意火的宗教掌朮研究的共起

二、 1949-1976年:耳克思主文一元化指早下的

宗教概

三、 1976年以后:理治和方法的多元化勻三目前宗

教掌朮研茁噱茉

四、 &，~日展望

在i企途中國見代宗教制仿史避開才，有兩小概念需劫oì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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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文所i才i企的‘宗教字， ，勸告荷宗教基本問題藍本廣、走到京、特|生現象、

仿史、初里、功能......)所由于的掌木個形茁忠里智間氣才。它完全不同于以借道tJ

目的的宗教教文掌或宗耕畔。前者是草里性主火的，后者聞言仰主火的。因此，本

文涉及的人物是宗教掌家，而不是宗教家。但是，一令宗教家在宗教上的主張并不

一定項主星星都附個叩主文，其中也可能包含部里智阻脫的成分。正如一小平祥家

的理洽并不一定就是科芋，其中也可能有非科竿的謬i旻一祥。如果宗教家的宗教半

世硝有此神理智性成分，又硝曾在中固現代宗教芋視研究的支扇立程中友生泣重要

景匆向，本文也持把它列入i寸洽范圍之內。

第二，本文所i甘甜?現代'，不局限于1949年中半人民共和固成立之后。航空屯掌

木現有看，所i骨‘現代宗教芋，'，并不是一令局限于起吃年代的吋問概念，而是割良

于在它此事宗教字木石形1jl才區用的理ìt和方法不同于恃銳"的革新。在閃日才數千年

之久的中固芋朮思想史上，文才宗教!可由主行迂理智|當茱ìt者代不乏人。但在近現代

“西掌京漸"之前，述些探汁的理治和方法，大体上是在儒家侍統芋木基抽上遊行

的，屑T儒掌{嗡的一部分。戊戌斐法吋代及其之后，一吋妾一代的描畫的中固知

*中固社舍科宇平完世界宗教前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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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只分子引遊西方的自那祥和人文字說，其中包括自蒙宗教掌氓，未甫視中固的封

建社金及其傳充文化和傳充宗教，此而逐j斬友展起各仲‘新芋，;同吋展汗了fHJU傍充

宗教和迷信，自迪民智、革新民德的自蒙這功，只起了以自蒙宗教現方主要內容

的、具有1且代意文的中囡宗教掌朮研究。在主主令意火上，我，1ìl可以把戊戌斐法至民

固吋代的宗教羊木研究林之方中固現代宗教竿的第寸研段，而把中竿人民共和固建

立之后的宗教芋朮研究看成是它的新安展。如果一定要芳自主一所段畫作“現代宗教

掌弋那么，上面戶的湖?‘第→研段，則可鞘平均它的文化背景ETi佳割附段，。且之，

本文的目史釵速將以戊戌斐法至民國吋代述→才期卉始，而把財它的性廣判斷問題

留給連者。

中半人民共和固建立至今不迂50余年，吋|可并不算長。但就宗教芋木石形主情況而

沱，以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方界限，可划分方前后兩小附段。前一段，耳克思主

文、列于主文、毛澤瓦思想作方“指早一切咐悍思想，在宗教掌朮研究中占擺色

又拉克治地位其中和是:宗教研究的理辦日方法一元化，宗教間越自胎化，宗教芋

朮研究注位于1才兌的宗教政策的政治解說，主要致力于消夾宗教的元神洽宣待。

1976年以后，隨著文軸懷古束，宗教芋木研究和整令文化掌木界逐步以政治禁區和

文化考制主文中解放出未得到恢夏和支展。由于思想的解放，宗教掌朮研究的理治

和方法員仍然強洞司克思主火的理沱指旱，但已逐漸呈現出多祥化的傾向。不{站立

現代西方宗教羊和其他各神非耳克思主火的理地和方法迪人到宗教字者的干見野，而

且又于耳克思主文宗教理i的珊軒啦用，也出現了不限|日視、各有月懈蚓、青況。述

神理治和方法且守多祥化傾向，拘成了上睡己80年代以未宗教芋木研究不同于五、

六十年(喲思想特色，也起丘年來中固宗教掌朮研誼前繁瀾嗯恕奈件。

基于拉圭理解，掰巴中間見代宗教掌木肺齣錯防史j主程分方三/愉段:

(一)以戊戌斐法到民固吋期:“西芋京滑，和現代意火的宗教掌木石階E的共起;

(二)1949--1976年:司克思主文一元化指早下的宗教芋木研究;

(三)1976年以后:理i飾自方法的多祥化勻主目前宗教芋相形司鳴碟。

一、以戊戌斐法到民因吋期:“西掌京漸"和現代意火的宗教掌木

研究的只起

以19拉拉E梧的眼己t半妃，中固社錚訝了急眉目的功辦撇烈的斐革，中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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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戊戌斐法、辛亥革命、軍帽;由丸抗日就二、固共內哉，直到1949年中半人民

共和固建立。}Á社金体制上看，遠是中固此封建社金向現代社舍的泣渡和特斐吋

既反映在文化芋朮領域，則苦苦助西方文化影吶IT友廠已莉?‘新文化"沖古“|日文

化"，“新芋:"{中古“|日掌:"(侍統儒芋)。述糊中古以更尖銳的形式出現在宗教領域，逐

漸失起了具有不同于侍統宗教現念的具有現代意久的宗教掌木研究。勻此同吋，各

神宗教內部則出現了因陸社金交功的宗教文化革新和掌朮活功。因此，我i人方，以

戊戌斐法到民囡吋期，現代意火的宗教掌木主要起見在三小方面: (1)宗教自蒙思潮

的支展; (2)宗教史竿的汗創; (3)宗教內剖喲文化革棚掌井奇跡。

(一)宗教自豪思糊城展

在中囡宗教掌朮史上，具冊(城宗教現念決裂的現代宗教掌木E脫，其最初的

苦苦膨式是戊戌交法這功以刺幅蒙宗教掌i且

戊戌斐法這功單然以失敗告咚，但咽掌京滑，之周到日盛一日，各神不同于持統

儒竿的‘新芋"得以其起一代一代的先近中固人山珊，如赫拉囡存，必需交法

因強;欲革封建君杖，必革封建中申杖，批判{教克的宗教天命洽xt‘君杖神役，的雄

?戶。因此之故，近現代的中固革命派和知故前只分子几乎割確不同程度上ít悍的發充

宗教，提出了“革芳，、“革神，的自蒙宗教視，友功自蒙教育這功。正象文芝夏只吋

期以未西方遊步思想認tI1lJ宗耕畔的自蒙宗教魂，往?主就是反封建特制度的資

戶附級民主革制甘思想先辱一祥，中固三5日拍拍蒙宗教現也是中囡反封建民主革命

的思想准告。此戊戌斐出差功的代表人物康有)']、果自超、潭桐同、戶夏，到辛亥

革制樺制媳想棚中山、隊天半、生路、章炳麟，再到“五四"吋搏斯文俗孟功

的制只精英蔡5ô吉、捕章，以及由的青向耳克思主火的隊組秀、李大利，原管述些

人活功在不同的仿史所段，政?剖吉念并不相同，但他們都是政治上的革制民，在宗

教師題上都是自蒙思想家，謝巴他們的宗教現看成是“現代，宗教掌朮研究的卉端。

遠是因方他們討持統宗轍切盼怖主是蚓、生主火的，完全區別于信仰主火的宗教神

掌;同吋，勻仿史上那對tI1lJ宗教迷儡忱神拾宗教現臨睬，元i企在內容上，迪

是在君在哪式上，也研月里的差別。第一，現代意文的自蒙宗教現具有反帝反封建

的政治內容，屬于資門研級民主革命思潮，而侍銳的封制企思想在政治上最樹戶~

剛甘封建君校和封建串|肢的。第二，現代意文的自蒙宗教珊-泛引道并吸引了近代

西方的自然帶祥和哲芋，特別是遠航文生物主化地以及由止雌演而出的社針丑化

堆，把它作方自己的自蒙宗教思想的科特騙。 1)速祥一末，它茁里治形志~勻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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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儒字油瑚甘肅恥宗教現比起末就大不相同了。

戶夏是我固引遊西字未i中古侍鏡|日掌以求斐法主偕廂kJ7't:題。他i晶立副社辛ffj#胥黎的

〈天演i企〉等西方掌木名著，在中固最先宣侍遠方:文主火遊化i企ο 他把中固人xt天

命的崇信和財鬼?軸可迷信視11社合‘遊步泊)且力"。救固之道在于安展科掌、兵力教

育、清除‘宗教之流毒"。

辛亥革命吋期，革命民主派以反封封建寺制制度出左"深刻i人i只到批判侍統宗

教、卉展自蒙教育的必要性，除到中山，隊天半、部容、章炳麟等革命思想家之

外， ~頭-ftru加主文者以及一樹府的日: (杭州白i甜盼、 〈大陪〉、 〈卻有工

潮〉、 〈固民日披〉、 〈兌民〉、 〈中固日披〉、 〈于波白i古t齡、 〈安徽俗i吉

f~) 、 〈民f~} 、 〈竟~旬披〉、 〈新出巨己〉、 〈淇i齡，等等，都不斷友表宣拐

科掌、民主和自蒙宗教班的文章， 11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准告。恥中山把{穀充宗教現

念勻封建寺制制度的美系i見得非常清楚:“帝制吋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于因

家，宜于助自己之的益，且滑皇帝11天生者，如天子受命于天，及天翻糊i制皆

假此欺人，以旺皇帝之至尊克上，甚或托i者中申活鬼活， lE人民之信仰。中固仿史

上，因多有之。可〈在桂林又捕歸粵宰的演i鈔蚓、中山i人11: t椒、君杖，都是泣

去自啼述，且在民杖吋代予以f彈。章炳膜的甘〈封申拾〉也1掠事妞行了委和油甘批

判:“做申之吭，崇奉一尊，則勻平等主色通也。欲使我生平等，不得不先破惜史。"

章民宗教理i的甘一小特，有就是他吋宗教有神i做骨阱。不限于政治上師昌露，而是利

用近代自然手持和哲芋，位用還輯分析手段，以理治上証明宗教有神治上帝創世

視、文魂不夾i兒、神芋日自垠的和宗教教文的自相矛盾。就理洽分析自甘菊度而言，他

晶晶卅日泣去的自蒙宗教思想家。但他在否定有神洽宗糊甘同吋，封l把佛教看成

是某仲元怖的甘宗教。他i人方，佛柳街只法相宗主弦“方法唯iR'，把一切享輛包

括子駒視11心i只之表現，故在佛教中，心方真笑，神是虛幻。因而佛教乃元神的宗

教。他因此而翻村辦史，特別單調佛耕者i骨‘一切食生平等"、喉白不依僧，、“清L

亢畏"、“舍己救人"的社含意火， ì人均速些主張可以11社舍、 11革命者提供一科喧德

捕申。章炳騙惦神現有在當吋細F約旦中具有一曲叫投身|宜梁自超就有大互交相同

自叫弗教3見.)， xt佛芋石形葫住方向也有一定的引導作用。

五四吋期的新文化j孟功是中固自蒙這功的高峰。自蒙這功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但

1) 茁主方面，師由甘主弦頗具代衰|生他i人方，造力\)1:‘三十i胃里集的ìiE掘，打倒了二千
年未尊崇的宗教{寺ì5t <五十年束之世界哲掌〉載于《明星文存3 第2集第2卷，第2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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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宗耕申字和世俗迷(前拍蒙宗就思潮輛生其中占突出地位其著名代表人物是

蔡.~吉、胡重、關盼和李大訓。

蔡站在告斗立博古通今、掌貫中西的掌向家和教育家，他的掌木思想和教育思想

中貫穿若自蒙宗教現:方了努見民主共和制度， ~立研反封君板和神杖，卉展自蒙教

育。啥文千年君杖、禍立的朋向，迄今未氓，其勻共和思想革融者頗多。同人以次建

投茲舍，以人道主文去君才丸之考制，以科芋她只去神詩文之迷信。 "2)蔡~齣可貴之

址在于他不仗吋宗教神掌遊行一月卿臨場酬，而且趕在于他討宗教竿的一切重要

問題，如宗教之本廣、走到京功用問題，以及宗教勻科掌、宗教勻哲掌、宗教勻道

德、宗教勻美芋，遊行了半木(曲甘探汁。述關閉蒙宗教芋惋惜統宗糊岱HJI雌

向吋宗教芋理地問題的深入亞非究。他t人11宗教本廣上勻科羊是封立的。隨著科掌理

↑封甘友展，宗教信仰必將衰敗， 2月社舍區以1持非芋剪輯?理{言，取代荷宗教的“迷

信，。蔡氏用康德哲字未i的正宗教勻教育、正的台和道德的分禹。因11宗教信仰的吋象

厲扭控、超因期鞘守本体界，而教育和政治事努厲吋空界中受因期聿支配的現象

界，兩界屋然不同，故必須將宗教以教育和政治領t蹦巨逐出去。道德領I掛亦夏如

!l:to 道德是人在現象界自甘于方，是人自甘;意志吋自由、平等、博愛自恆白求，可宗教封]

排斥人由膜生活中的快眾和幸福，既不符合人性，也不利于道德仰諦。在全面

否定宗教的士舍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蔡:Jöi音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 4)不管人

們是否同意蔡氏引用的康德哲芋，但他用哲掌未i的正其宗教視，大大深化了我們討

宗教1'1嚨甜官輛車，給宗教掌木研院者以理治自友。

五四新文化這劫和自蒙思潮的主特之一胡道在現代宗教空手朮領域作出了重要貢

獻。他不{又是宗教哲芋上的自蒙思想家，而且是卉盒IJ中固宗教史研究的宗教史芋

家。他在開昌科字和民主思想，推功對吋中固正在卉關幅蒙這功的同肘，司|遊了

僻的觀納西方掌柏壤里做日方法，汗郎才中固持研品棚甘史特形23

胡說宗蹦曙作， t間也自己悅:咐表甜可人生視、代表我的宗教，者是三篇文

2) 1 <蔡站在全知第4卷，中竿45局， 1984年版，第179頁。
3) 2蔡~吝在其〈在信教自由舍之演i船中視:“其后人智日卉，科掌友述，以星云i且明
起位始，以避化i憫人美之由末，閃出現原子的月自然界之駒芋，而上帝的隨世界
之說破;以做陶當且到缸里吐舍掌等，而上帝缸里人對于內之說晚于是l日宗教之主又
不足以搏信仰'0 <蔡站在全集〉第2卷，中竿格局， 1984年版，第490-491 頁。

4) 蔡w吝在其〈以美育代宗教i船中穹道:“肇激刺感情之弊，而令尚陶弄感情之木， lJ!iJ 
莫如舍宗教而易以使醉之美育。使醉之美育，所以陶弄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j吉之耳

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蓋以美方部虛|笠，決元人我差別
之見能多人其中。" <蔡w誰知.第3巷，中f伸局， 1984年版，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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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易←生主文〉、 〈不朽〉、 〈科芋勻人生xJlli芋〉。 述三百然是就其主要者而

言，那示不止于此輔重美于宗糊甘基本在度，期刊以可以林之方崇奉科爭的自蒙

亮神堆。他又才宗教有宇航釘上帝存在、去魂不夾、天堂I甜吠、因果披座.……..……..….….

科羊立坊，持砌成否定否度。在他看末，自爛掉、鬧|局部刻主化治捌共的科

芋i正掘，已經打倒了二千年未告受尊崇的宗教。 x才于基督教，他不仗否定其基本教

火，更譴責它所謂的平等和博愛不述是虛仿，是富人手時l~儲戶自己利益的工其。文才

于影日向中固人民至深且久的佛教和道教，他更表反感， 是因7J佛道二教教文中均

“充漏了悔人的迷信，;二是他說方和尚道士者戶弄虛作假、伽宣告至典。尤其值得注意

者，他i人共Jt弗教侍入中固，是中固文化史上的一大不幸:“我一直以划辦好E中固自

如又到北宋千年的待播，討中固的園民生活是有害充益，而且方害至深且巨。叫我

把整令佛教京倍的吋代，看成‘中固的印度化吋代" j芸芸在是中國文化友展上的大

不幸也。遠也是我自形E神創弗繃甘基本立場。"古)指可以軍司午我固羊者最早回用仿史

考旺方法研究中固宗教史(特別是禪宗史)的宗教史字卉拓者之一。他美于遠方面的

治著有: {以洋本里怖主佛蜘甘禪法〉、 往昔思主摩考〉、 (~企禪宗史時同齡〉、

〈白居易吋代的禪宗世系〉、 〈神掌古史考〉、 〈荷淨大師神舍{寺〉、 〈陶宏景的

真浩劫等。原管也髓的述對脫不一定舍得到掌朮界首屆的贊同，但他的方法迪

是有自友意火的。既座用了{教充固竿的考掘方法，又不拘呢于持統考掘竿的一字一

句之辨，而是此宏1且廿四屋墊付草京的目史友展伺題，根本觀民有放在剝汗蒙的單

宗史上的那一屋子軒必主文外罩。他把禪宗的頓悟況看成是一仲‘自然主文人生魂"，

是打信佛教|日組守一神革命幽廿刊胡平放: 15)他的〈神金伸過1x才神合自慚究未

楓樹申舍的單宗史主所悄併鵬主文自啊?舍﹒古用重載入神全是使南派禪宗得以自姐生北

派的年腕高超的大政治索，但揭露神合自主小泣程中道行了一系列弄虛作假、做宣

i封閉嘴熾甜甜:吋申合自己就是做騙子不叫做寺家，禪宗齣大部分經典著作連

那五套縛， ~服示) ......, 1i間站齣故事和毫珀方如臨慨股明。 "6)在隨河道

教史也作泣委和別仿史考証，証明道攤主典很多都是束自佛糊叫帥。他的〈陶弘

景的真i告考〉考旺， {真i告〉中有20章之多是票|拇神經〈四十二章主卦。不仗〈真

i告》如此，整部 {j自由D 大多如此:“道教中的所謂至有的 {j自齡，便是一大套此

失到尾，以真作假的仿告。道教中所謂的經一 那也是〈道勵中的主要成分，大

輪提模仿佛佐未故意(胖的，其中充漏了悔人的主宵。

5) {胡重口述自侍> ，台北{寺ìê:文字出版社， 81用扳，第256頁

6) {描畫口述自{卦，台北{寺i己文字出版社， 81年版，第2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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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于明重的中固宗教史研究，有些新制弗道站悴鄙人之1-1筒草化， 1，人均沒有全

面反映佛道教汁中固文化的翩闕向。述阿lli平的是非，的道而不說。但我們座

古看到，“五四"吋期是自蒙的吋代，自蒙教育的需要首先且是對搬宗教自甘于申秘和

欺騙;不打破端申至宗教和中申至2至典的迷信否度，不{又不能自迪民智，就是有其間

的人也淡不上河之遊行羊刺臼耳究。掘重又才禪宗和道教的目史考ìillitf究的{介值就在

遠里。沒有自蒙'1輸宗教理治和宗教研究方法，真lBill代意火的中因宗教史字是誰

以建立末版關甘。

“五四"吋期自蒙思想這功中最激卸嚇狙!秀、李大叫后來支展方司克思主文者，

他.1ìl除了一般甘闢民主反荷封建考制主火，開共科芋反封侍銳的宗教迷信以外，

更造一步，用司克思主文師僻勿史j且不口附級斗爭理洽未份所胡平;夫中固的宗教信仰

問題。李大到試方，宗教信仰其有排它性，的才真正的思想自由;宗教用牛棚尉戶

仿史上的特閥研級，行哪?級庄迫的耳只能，宗教所i聞自鴨愛和財庄迫者的不糊注

丸，是要元門借助研助讀戶所級的斗爭。tE"五四"吋期，述科耳克思主文宗教

理治硝有到菜刻|生李大划是在中固區用司克思主火的理沱末日方法未分析宗教問題

的夕改革。隨著中固共戶究領旱的斗爭取得性利，司克思主文在整↑意俱形恣中取得

指旱地位，李大利引逝的耳克思主文宗教視的理治和方法，也在宗教芋朮研究領域

成了唯一自嘯旱思想。回廊挖一吋期宗事媚蒙思潮的支展目程，我們不是可以得到

顆明史自示么!

(三)宗教史竿的汗宜。

隨著宗教自蒙思潮的安展，一些字者逐漸不滴足可于侍統宗就差行一般性的批

判，而若眼于天才宗鞠啦典、教聞主行哲芋分何日宗教史自嘲究，由于佛道二教影

日向中固文化至深且巨，中固掌者河其体宗糊糊究自然而然地落帥于述兩大宗教之

中，此而卉創了新佛羊和以佛教史、道教史1-1中IL的宗教史字。

戊戌斐法以未自蒙思潮荷{較充宗教和(學充文化的批判中，有一小引人注目的現

象:他們在一如也清算{嗡的宗教和迷信吋，其中才盼人封]天才佛糊守思想和哲掌

推崇昔至，甚至吸取某些佛教思想作方交法主僻f的切都前民器。戊戌斐法之前的革新

派思想先驅糞自珍、魏源已汗其端，康有1-1、潭闢同、梁自超更是援佛以囡告偕f酌

代表人物。康有方的〈大同二份中貫穿了佛教美于現體E是“苦"的細胞胎?‘板示，世

界的理想，援佛入懦，最后做吉于孔教立固。潭桐同著〈仁翰，用佛耕青中申未解

罪辯家夫子t:1JkJ現念。梁自超更是大加友捍，不倒)Jli企b10正佛赫姻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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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近一步，用他所描曲?近世科芋方法"以佛糊甘仿史和經藏人手，文才佛教

遊行追材腳的研究。

梁自超有自己的一套宗教視。他把宗教等同于一般的信仰，凡功于某神事物或

“主文"有重的才的吉仰者皆方“宗教'。信1r[確一令人均一令人的元左司，在一令社全方

一令社舍的元在1..故宗教封社舍有益而且必要。中固人現在的病根，就是投有信

仰，充宗翩。娥一、元希望、瑞脫、元皂、J陣、如鬼力。但他i人均孔枷教化之

教，非宗教之教;基督教是列強侵竿工具;唯佛教可方固尉聞其一新信仰，因佛教

的特，有是: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狙善;乃人世而非民世;乃元量而非有

限;乃平等而非差別;信自力而相也力。基于述神佛教視，梁時~欠由主中固左拐

佛教申訴申作方改造因民性和改良社針甘前好鈕，速神佛教現勻其i兌反映了佛教自

身的性質勻特庶，不如說寄托了梁自超令人自恤金思想

b人純芋木看，梁自蟬鳴可室貴之址是他吸取日本佛芋家的一生回脫方法和研究

成果，汗拓了)(1佛蹦仿史和經典的字朮研究。他寄了一系列有美中固僻齣思想

和防史的堆著，集7J{佛芋研究十八篇〉。他的佛芋研完解答了中固佛教史和整令

僻&J思想上的許多知住問題例如:他又才〈阿含卸的性質及其在佛教的她恤守

見解撕民有見地，仆人均它是佛事姐守早期控典，其“所合佛i的土量之多且純非他告至所

及"，佛教之根本原理已告見于四部〈阿含〉之中......)。他把西方宗教心理字的方

法引人佛芋領域，把小乘〈俱舍〉所謂的七十五法"大乘〈瑜的0> ì見的‘百法"

以及“五麓，、“十二因脅，、“十二史上"、“卡八界"、“八ì~""'" 都i且成是佛教吋人美

心朋見象的一神分析，因此，整令佛教竿i兌元非是一糊弗教心理字。梁氏荷佛韌性至

軍齡差行了大量的防史考旺，如他又于〈四十二章主歪〉、 〈理意洽〉的tì計方，又才〈大乘

起信ìØ 7J中間人所作的考証(繼承并安展了日本掌者的同美研的，文才佛經藺草辛勻

中固i吾言文羊的影E向.速蟬耳!封巴中固佛羊和佛教史11切月m但主到新的水平。

當代中固的佛教字者至今仍肯定地i刊介他的成果. 1人7J他:是現代佛字和中國佛教史

巨形葫甘汗拓者。

文才于佛鞠甘根本ZS度，梁自超和胡造可以i兌~ðt吋立的兩圾，但王i企是梁自超

的習時史救固，注是胡j由甘佛教i臭固，都是以自己的政治立場看佛教，他們討佛輔甘

仿史考ìilli拜究或多或少t倒臥T自己的政治信念。走i做研可，他們用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佛教史的卉拓之功是不可役的。在梁、胡治1M文史的吋代，已有一些掌者以純

掌木角度荷中固佛教史和道教財主行寺_illd揖丹究，他們豈中取得(尤弄成就者首闊菁、

寅|在關豆和渴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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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寅恰是我固最負盛名的史掌大師。他掌t只司和專， )量完多神文字，尤精于梵文、

突厥文、西夏文等古代文字。他以瀾享的文史功底和活盲特長，封一些重要的佛教

經典的{寺i辛勻文蘊，造行了精湛的研究，可中固佛教仿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特別

是佛教勻仿內攻治的美系，以及佛教持入汁中固文化和思想的朋向等問題俏士深入

的目史是討回財主，站到很高掌朮水平，至今.};j中外掌朮界所推崇。

史芋氣功立直以他博通中外仿史和文化的「關于見野此事多神宗教史自甘苦拜究，穹下了

一系列宗教姐持著。其主要者是: <元也里可溫動> (1 917情; <汗封一蜴福眾

教考> (1919駒， <火袂教入中固考) (1922情; ~摩尼教入中固考) (1922年) ; 

《基督以竿史略) (1924情; <回教入中固史略) (1 927情; <美于四十二章經

考> (1933情; <釋氏疑年是) (1 938情; <明會真酹佛教考) (1940年); <清代

{時ìê.> (1 940情; <南宋初河拇描教研 (1941情;中固佛教史崇割草i0 (1 946 

柄，涉及到基督教、伊斯主教、沈太教、袂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i者大宗

教，其于腥予力干，方中固掌人治宗教史者所仗見。他研究宗教史，非常美注于佛教

仿代高僧生卒年和佛教史書簡守考i正。<釋氏疑年是) 12卷，河航康僧舍至清初的仿

代高僧2800人的生卒年月、籍費、姓名逝而鞋田考旺，糾正史籍中的制憧夏。

〈中固佛教史籍概i鈴又捌南北朝至明清吋代的5神佛教史和們別委予以介紹。

每有均奈拳其名目、略名、美名、齡婦同、版本源流、撰人筒仿及本千古之內容、

体制及其勻史字有美之魚，予以i朋月。述兩部佛羊研究工具有， x才后來研究佛教史

的字者關共了被大便利，被芋者列};j必i棄之二持。隊j曲甘宗教史事到午，多};j~屯芋朮的

目史考旺立作，但其中一些重要觀午宴別有深意。<明幸句真要今佛教考〉冒在反映明

末西南人民抗清斗爭。他在i支持(重印版)中寄道:“此有作于抗日故翱才，所吉員系

明手續堅今佛教之盛，遺民逃掉之決及僧樹研直本頌，其突~m次表彰者乃明季遺民之

愛因棉申、民族主\1吉、不徒，佛教史績而已。， <清代i爭ìê.>則旨在都見虫吋京南人

民的抗清斗爭史， <南宋初河北幸而董教考〉的內在意因是表彰宋南渡之后河北j單民

“文不仕室，的民族在1唱和愛固斗爭史。用隊j宜自己給友人信中所況，他撰寄送些宗

教史i企事齣目的是封閉昌一仲有意火的史羊，并欲止人心，端士司，不徒方精密

之布正而已。"他豈吋生活在日軍閥制曼占下的北平，伯國自己的史望未歌爛方代

人民反抗弄瞬充治的斗爭史，曲t府也表述了自己的愛固情操和時間背。即互不仗

全面汗拓了中固宗教史的掌朮研究，而且賦予它的一仲‘意火"，走i企在掌朮上和政

治上都是1偕巨可貴的。隊寅情先生盛贊他的芋木貢獻，音};j中固宗教史之始。 7)

7) 眛寅惜在《仰面明季嘿嘿守佛教考)序〉中視:“中固史掌莫盛于宋，而宋代史掌家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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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中固的宗教史芋，府、寅'1各以其考証之情菜，隊垣以其浮腫予之「闕，制故出了我

們今日尚未迷到的高水准，但他們自嘲究都按有超出鬧鬧圓而送到財佛教史、道

教史和中固宗教史的整体間屋。前主一，有止，渴用彤有其時相守貢獻。 以本體已0

年代起， ~.為用彤就不晰友表有美佛教的寺題治文。 1938年，他的〈汶魏阿青佛教

史> (上、下加)出版(1 955年再版)。他近有一本〈陪庸佛教史> ，原是授i果吋的i井

叉，生前未能修汀清高， 1979年，由其子渴一介先生整理出版。兩阱都厲晰代史

研究，并未完成中固佛就直史。但它們封是村由汶魏、問菁、惰唐整令吋代的佛教

友展史的系如由且它剛又代以剩弗教在我固的侍攝丑行了自史的考証， x才佛教各

宗U耐甘于三起、衰落的迂程板其原因作了防史的分析， x才佛娃的觀輝、名僧的生平著

述，重大仿史事件者|南清耐船甘i見明。如此系統的晰代佛教史，在我固的佛教芋木研

究史上是汗色的生的，奠定了中固{轍史的事也

1934年，商努印有倌同時出版了兩部中因道教史著作:祥地山的〈道教史> (上

冊)和傳勤家的〈道教史概沱> 0 1937年，傅勤家又推出〈中固道教史〉。述部有

篇幅不大，個]是中固第一音限于中固道蹦嗨史。 ìt述了道繃守形成勻友展、崇

拜吋象、崇拜方式、修鯨內容、清規戒律、道教分派、道教經典、宮現体制等問

題， ìü.兌單筒，但体例大体完告，過虫比有可汁中囝道教有一令比較完整的了解。

本相間中固道教史的起步之作有其倒車

這一吋期前于道教控典的考i正研究有重要的成果，其中之著者三百首推眛囝符的

〈道藏源流考> , :7常培先生在方本有所穹的序中文于此有i刊介甚高:“于三洞四輔之

淋椒，目代道有目是，唐宋金元明道藏之宴修錫扳，及各史的自竄芝昇同，均能究源

採本，括拳丑遇，其功力之勤， í對于之富，芙前t凹丹末睛也。"本有出版于1949年2

月， 1962年又t曾ìT開反，至今仍是研知草教和 (j自齡的必告參考持。

tZ羽見1949年之前的宗教芋朮研究，我們看到的事寞是:此戊戌斐法、辛亥革命直

到民固吋代的丰令多酵己中，以政治上的革新派到掌木上的道步思想家以及著名字

者，差不多輛借重視宗教問題，他11'1都認見方ít圳青說宗鞠幅蒙思想。然后逐

漸此一般|的宗蹦們特向汁中囝宗教史的目史考洒脫， b人宗事史哲字有幸向宗教史

芋，此而卉創了中固{轍史和中固道教史，打下了述兩fl宗教字分支特司的基拙。

但是，送些成果勻中固仿史遺留下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丰富巨大的遺戶相比是

述，于宗耕封革開略，此不強于商丸之偏蔽，子]真知見之研酒有以致之。現月及清，治
史者之掌i只更不逮宋。要↑憂戶格言之，中固乙吉陀中，几元完善之宗教史。然而有之，
笑自近步新對菁提唐先生著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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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棚訥。至于吋宗教羊的車缸里治研究和財基督教、伊斯主糊珊珊H基本上

尚未卉展。

(三)宗教內音做文化輯用時稍前

由于帝固主文自甘部各、封E宮女本文的腐敗、西方科掌文化的情入以及宗教自蒙思潮

和現代宗教羊朮研究的友展，中固社封情統宗教和外未宗教均受到戶重的j軸，

都立須在述對j崗女面前做出自己的反血， l;力垂直仿史自明即赫日當前的形勢。固守迂

吋的{教充已不會~儲戶自身的存在了。于是，各科宗教內部先先后后出現了一批宗教

改革家，致力于宗教文化的革新，抖起了自己的宗教羊科白白。

佛教在清朝后期巳日起衰頹。民固之初，一批著名自甘佛僧和有羊肉的居士企因重

振佛教，建立其有現代意火的佛芋体系、現代形式的京華按摩戶和宗教教育系統。佛

教現代化和新佛竿的汗創者是楊文計1837 一 1911) ，他方重捌弗教做了許多卉創

個守工作，如i笠立金陽IJ;至址，刻印友行大量佛娃，吋于近的辦肋侍播戶生了很

大的影。向。影H向更大的是色IJ舟、佛芋研究舍和佛教掌堂‘?即國青舍，'，并奈自授i果梁

自超把楊文全汗方新佛竿的一代宗師:“今代治佛掌者，什九皆問文舍之風而只

也。"( <吹冰室文集} ，中固佛法乎已衰沿革i見，五)“晚清所i間新掌家者殆元一不勻佛

字有三是系;而凡有其信仰者，率自依文舍。"( <清代掌木概沱} )楊文舍汗凡「于

先，其后各地相繼創指名科佛教特丸 1936年，中固佛教助金成立佛教研究所。述

蚓弗特完柵拜究机拘不(又提高了出家僧侶的文化素盾，也};]社舍培莽了佛掌研究人

材，把佛教文化和掌朮推向社舍。遠肘，佛教教內成長了一批很有芋鼠的佛芋家，

如太虛、國瑛、弘一、關1日漸、輸育靜、楊度、即將，他們的著作把中囝佛字友

展到新的水平。特買1位提及者是關1日漸。他是楊文封情人，他主主幸的支那內字造

就了一批佛掌大家，如梁自超、嘲麒、熊十力均在!lt就羊。不泣梁、熊二人都由

佛入儒。熊十力的代表作〈新唯i只沱} xt窺基的〈成唯i只i針對己〉作出自己的i平

泣，他那示上是籍法相宗名相剩勾造儒掌新体系，成};]現代新儒生詳的奠基之作。此

朽的文盲文本友表于1932年。 1940 - -1944年，又陷接出版了i剖本文本。因此有

而先后勻支那內轉站甘佛字家們友生了兩次爭尬。其中勻呂掰ì~企1、t!:'f嗯，涉

及印度佛教勻中固樹瑋駐巴本体堆上的差別， 1~閉目乞意火。

呂激是關:日持胎守高足和得力助手， ~車完日、梵、巴幸Ij、藏、英等多神文字，在討

教理自甘由屋且盡i自很高，有的掌者贊方佛掌中乏“首屈一指'。他又才佛教典章害自悼荊克

和釋火，汁中印佛教之比較，可佛教因明和西藏佛教之研究，割甫汗宜11性貢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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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勻熊十力在佛芋問題上思路不同，現有各弄，但就企因過主人;[，的道德自壺，以

剪貼面是討仁自甘于士封里想述一京而泣，二人又是十分接近的。

清末民間棚，道教衰頹之勢尤盛于佛教。五四棚，自蒙思潮河道謝吭例和

打古最7J激烈。居。烈的社金交亂又;中古了道騙她合經濟基拙，整令道教面的生存

危机方此，一些有掌關的道教人士汗始以事酵肋改革和世嘶荊是出一峙廂咱

就思想，這就由球櫻7的‘新仙芋."。他幼刁儒芋，又$最圈中匠。 t由主代科羊精神引

入道教莽生~內丹芋)，打直奔(學指草教的木敏、的申、符獲之美迷信成分，力因把

道教內丹耕牛羊化方追求長生成仙站草。 原筒球櫻于仍不餾甄別學指草教美于長生

劇的妄想，但他把內丹莽生木勻匿字科學抬起末，使之圳輯、主火的秘而不宣

走出末，述就有利于使道幸好早到社舍大來的珊研制人。~代中固社舍一再抑彪的

弄生制觀相對民大程度上屆董事史莽生木走向社合自世吉果

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伊斯三教都只起了各自的文化革新這功和掌木活功，但其芋

木成就虫吋尚不能勻佛捌按其這琳目比伊斯主教在民囡吋期也只起了“伊斯三文化

夏央這去了，。民囝二年，北京等建“清真字舍"規定其宗旨73: 瑕絡字界伊斯主人，

i井求伊斯主掌何，并|捕友之于社舍之上。民固六年，北京正式成立“清真芋社"。其

宗旨是:闡明羊理，研究掌木各宗胃，軍餌美同教之感情，共功宇間，石主步。......庶

几道德因掌木而研月，字木以研究而愈過，宗教固可籍以昌明，社金固家亦胥衷朴

益。 北京、上海、南京、甘肅、青海等地先后建立了現代形式的伊斯主宗幸艘巨只，

致力于經典甜祥、字木著重、披刊宣{芳和出版事~，使伊斯主芋朮研究得以安展起

來 30年代，中固汗始出版〈古主主至〉汶i辛本和一些i全釋;菁作。以后，又出現了一

些闡述伊斯三教的教火、教理、教德、教史的告，誦現了一批有芋i只的伊斯三字

者。其中之著名者有主寬、主育事育、哈德成、速浦生、耳松亭、屁7位兼、棚中明、

司堡、司令陣、司自成、白春疊等。他們或者創5力新式的伊斯主制交，或者副揖伊

斯三控典和阿拉伯世界的掌木著作，或者此事掌朮研究。 J主些文化字木活功，推功

了中囡伊斯三事姐甘現代化不叫尹斯三教芋木的友展。

基督教在近代中固的待播，由于四角勻帝固主文侵竿j盲棋割美系在一起，故一

直受到中固人民和中固主体文{肋堅決抵付方減少中因人關惜的見否度，基督撫弄

!日兩派在民固以末都采取了新的文化絢告。 1919年， 2月教皇本主主任批准中固教

因重新近佇‘天主教中固化"這功。新教則推行所i骨本色化"這功，其文化方面的內

容主要是尋找基督教勻儒字的共同息，“使教合勻中固文化結婚，洗刷西洋的色

彩"，于是就在中園出現了“儒化基督教，和“{弗化基督教，自守主i式教合卉舟、了各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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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福利事並未爭取中間人自叫吉仰，其中之最有意文者就是利用“庚子賠歉，在中國共

亦教育事~o 掘1914年統計，天主教金汗舟、各美掌校有8034所，宇生忌敘述

132850人。基督辦廠加100所，在校芋生有11. 3方人，不管教舍舟字是何居

心，但在客視上封]方現代中囡培弄了大批人材。至于在基督教芋朮方面，中固基督

教針句一些机做如「掌金)曾「泛樓內中因她只界此事文化出版事~，大量藺草辛出

版了一批有美西方文化羊朮的著作;其中既有宗教侍道性買的，也有掌木性盾的。

娜合斯丁的〈至經辭典) (1 916情、 〈宗教(缸里百科全有) (1925情、 〈四福音大

薛典) (1934柄，汪有〈宗教心理特、 〈神掌大主阱。知單宗主主幸的基督教青年

均金出版了一批有美宗教掌木的樹勿，如: {宗教研究且有〉、 〈基督教勻中固文

化〉、 〈干拌勻宗如，且起未看，區法承i人，基督輔相間派在中固其力的

教育事~和文化出版活就直就了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知i只分子， Ä基督教

的掌朮研究和累了一批掌木著作，打下了我固基督教掌相形司甘初步軒出。現代中

固一些基督教領袖人晰晰究基督事納知名字者都是由主神奈件下培卅日成城昧

的。

二、 1949"'1976年:司克思主文一元化指辱下的宗教研究

1949年，中竿人民共和固宣告成立。中因此t屆主入社金主文革命和社金主文建役

的研棚。在毛澤京吋代，一切文叫主式和掌莉脫活劫剖被列Ä覽的事~的一部

分，置于耳克思主文、列于主文和毛澤京思想且守指專之下，因而都具有完性。文化

掌朮的兌'11原則，決定它們必須反吋一切非耳克思主火的曼染。由此也就決定遠一

吋期的宗教掌朮研究和整小文化字木活功的堂的特兒:一由自辱思想的耳克思主又

一元化;二是掌木研珀甘甜台化

耳克思主文宗教1且是人美思想史t最御厲的一神封恥。耳克思、恩格斯i入方，

是人包括神，而不是?帕|站人;是社舍決定宗教，而不是宗教決定社舍。宗教作方

一仲‘顛倒的世界現"乃是“顛倒的世界"的門勿，其社舍功能是均速小顛倒的世界提

供神竿的熱帶戶，道德自神支准和感情的慰藉;方苦班的現封土金罩上神主的支光圈，

Ä套在苦准人民身上自嘲健戴上虛幻的花朵;因此，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但是

宗教作方一神社舍昇化現象，其深刻的根源是私有財戶制度所必然戶生的旁功弄

化。所以，要想消夫宗教，使人此宗教鴉片的麻骨Iff解放出來，成Ä掌握自己命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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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人，首先必須消除芳功昇化現象阿良源一一一私有財戶制度;或者i見，要想消

夾“顛倒的世界現"，首先必須消夾“顛倒的世界"。 述就都未若元戶附級遊行的社金

主文革命。的土金主文社舍中，私有制將被消夭，支配人們生活的社金弄己力量和

芳功昇化現象并特因此而消失，宗教也將隨之而喪失其存在的社金基拙，此而退出

仿史舞台。耳克思闡述的法神宗教理治是毛澤京和中囡共戶兌赴理中固的宗教問

題，制定宗教政策的理地基拙，盎然也是切宗教掌刺脫:&~JJ瑚古自甘冒辱原則。

毛澤京本人沒有系統的宗教理沱割乍， 1旦封甫一些it道:。最集中地初見他的宗教

視的i糙，見于1927年穹的〈湖南Z恨這功考捕民告〉之中，面主里，毛澤京把宗

耕轍tÆ方代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市卿、“聽專中固人民特別是次關個奈級大的

f腸寸之一:

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千中有系統的杖力的支配，即: (一)由一固、一省、一晏

以至一步的固家系佇立關文) ; (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詢服佇立族扮; (三)由

|司廖天子、螂軸王以至土地菩醉的問問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糊申|主制申仙

系統一一屆林之方鬼神系總干材頁)。至于女子，除受拉圭三干林立力的支配以外，注

受男子的支自己(夫梢。述四附克力一一耐克、族杖、慚頁、夫杖，代表了全吉間建

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草草專中固人民特別是衣民的四奈枕划慎重索。 8)

中固共尸究領旱的新民主主文革命就是要井崗種樹丹提請I肢的述四神阱。，其中

包j舌消支“拼耳"。毛澤京當吋就曾在枝民這功中奈自遊行泣胡涂封建于申杖、批判宗

李她信的自蒙幽甘宣侍教育。但是，毛浮京作方革命家，文才如何消夾慚又問題，失

自由是清楚的，他主.iJtt“引而不安"菩店主是衣民立起末的，到了一定吋期投民金用他

們自己的攻手丟卉送些菩醉，元;真旁人泣早地向官丟菩伊。共戶兌吋于述些京西的

宣侍政策眩若是“哥|而不友，罐如也。"菩醉要技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甘孝坊要我

民自己去摧毀，別人向直是不又拍甘。

在建因之后相~~一段吋期里，毛澤末和中固共戶克大体上抗行了述一余弓!而不

友"的明智做策。在1949年的〈共同鋼領〉和以后的克法中都寄道了宗教信仰自由

的奈款，并t師教界愛因人士作方統一自強抽回告訴才象。但是，毛澤京自慢呦攻策

只是因f甜甜戶共戶兌的領早、走社合主文道路的愛自宗教人士，并不取消和放弄司

克思主文世界現反封宗教有神地的斗爭，而只是把述神斗爭放在意i只形否范圍之

內。因此，大力汗展耳克思主文和科掌7Ct刷的守宣侍教育、抵制宗教有神洽封「太

人民的影吶，也是中自共戶免在宗李站長1曳的基本任第之一。宗教信仰者可以有信仰

8) <毛澤碗碟〉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都l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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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輔甘自由，但宗教掌朮研究作方究的事~的一部分，則必須妾受耳克思主文仿史

嘲鄉做守思想指旱，成J:J究其才人間丑行充楠念教育的一神工具溺羊一來，宗教掌

朮研究的自早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京趕吉束了民固吋代芋者自行其是的‘多元化"狀況，

斐成了耳克思主文的一元化;純掌朮的宗教掌朮研究樹助資戶附級的京西而被倒

底否定了，宗教研院完全政治化了。

50年代棚月，毛澤京在僻、分子中友功‘思想改造，這功，一胡同克思主火的文

化掌木，思想，包括世界現上的唯心洽，者|報道成勻新社合格格不入的資戶仰及的腐

朽物，近行批判不晴除。宗教掌、社舍爭之美西方侍來的人文字牙描畫其j中，被宣

布方‘的科芋，\以11:11但基于大字的i井士云和掌木之林。經j立思想自直以及其后一次眾

接一次的政治j孟功，字者、教授和「大失風只分子自1ìt或不自宜地割草巴耳克思主文作

方規范自己言行、指旱芋木研究的唯一科竿的世界視和方法治。耳克思主文一元i企

指早下的宗教羊朮研究几乎完全斐成了耳克思主文哲芋体系的附屆物，或者作方

F中勻辯:ìlED盤?如它相吋立的唯心i它'，或者作方才土含意.ì7W芯，的-f中，通由方史唯

物主文原理給予解:ì5í 至于中外仿史上的宗教理治和宗教掌況，大多是在中外哲掌

堆著中，拭目由勿主文元?恥反封唯心主文有中帥、科掌反吋宗教速神兩神路錢斗爭

的角度，給予ttl:*iJ'[封情形23 由于宗教問題被定位在司克思主文哲羊体系之中，遠

就決定了述一吋期的宗教掌木吾形E的性廣和內容，必然是一神吋宗教和有?申1臼丑行

全面tt們不日否定的故斗封睞。寸刀有夫宗教之理i它不日開史自切脫都具有封申洽宣

待的性盾。所以，以50年代到文革結束自守70年代，宗教芋木領坊的基本情況是:大

字中沒有宗教羊和宗教史自現程，字朮界几乎沒有研究宗李納芳~掌者，也沒有一

份芳~'性的宗教掌木干|時勿。在一些哲字治文中可以見到1持申掌唯心主文自甘tb判，在

一些史字治文中可以見到1才宗教在目史上如何麻醉被庄迫人民自甘昂露。宗教掌基本

理治和宗教史竿的前企f封拜究，硝如‘夙毛麟角"堆得一見。偶示可以看到九五宣

侍封制企常i賄守小朋子，或者i見明世上沒有鬼神狐仙之羹， 1井府‘怕鬼"EF不怕鬼"

的目史故事;或者告知其魂不舍不死，批判算命、看相、風水之美{民主由主信。送些

屬于初級自蒙的淒物，本也是社舍的需要，是區改鼓勛的;但在對吋的社金奈件

下，此刻\冊子封沒有一小作者具有像蔡~吉、也陋、李大制胸中美型的自蒙思想

家所有自帳目只水平和社合自賞，也

芙事求是地i見，耳克思、恩格斯河宗糊甘本關助能，宗繃恤金根源和消亡途

徑，共戶兌赴理宗教問題的政策等問題，本未是有一套相~系統而且深刻的理治

的，如白白才之遊fli菜入的研汁，求得正葫自嘲幸，是可以方中固共戶克和中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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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立宗就攻策開共正關甘理i的耐酌。但劑量的是，如此富有詞語意叉的宗教理沱

問題在‘文革"之前几乎沒有受到注意，得到i人真的研究。倒是耳恩列斯耳!耳目tt判宗

教的只言片眉， ì者如“鴉片姻"、“劣廣酒"、“文光圈"、“精神韻餘，、“精神釗子

手"、“中蚓明只能，之雯，在涉及宗教問題的治文和文件中翻揀覆去，用令不停，至于

述些概念的真正內涵倒几乎未見深究。本末富有人，性解放1青神的人道主主己的司克思

主文宗教理尬，逐漸斐廣11淺薄的政治口弓，常常受到扭拘i臭解和歪曲。道毛澤京

r1958年突友芙現共戶主主己的奇想，要求全國人民立即曳佇惆令決裂"(一是勻侍

繃甘所有制獨于仿底的決裂，二是勻{漿油甘IX_m念那于御底的決裂)的附候，上過主神

左(明嘲喲耳克思主文宗教理制更成了要求消夫的侍統宗糊kJt閱居。毛澤京之所以

在1958年大駒封孟劫和1965年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兩次友劫用行政手段消夾持研品教

自垢功，且每R勻50年代以未宗主缸里i包攻治化的超向有美。

50-60年代封具体宗教和宗教史師服也不矽阱，各神宗教都成了仰及斗爭的政

治自主坊，字木性的探i寸几乎克法避行。道教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倍大一小中

園，除了道教!舟全力、了一小宗教幽守〈道教舍刊〉之外，役有芋朮性刊物。沒有一

小研封草棚悼木I[畸几拘，也投有新的掌木著作!可也 IDIJI976年文革破戶之前的

20余年間，只是重印了眛固符的〈道藏源流動 (1963怕不日間組圳南宋初叫師

道教考) (1 962年)述兩部穹于民固年間的有。基督教只是作方帝固主文侵竿工其，

在治及中固人民的反帝斗爭吋受到史芋界的回眸一噸。伊斯主教則只在史爭家治及

中外文化交流史或中固穆斯林反xt封建王朝的起文斗爭吋穹上几楚。相比之下，佛

教研究的收況且然要好一些。這是因11佛教材中自思想文化有深刻馴向，文史哲沱

著不能不涉及佛教。中固知i只分子仿宋有淡佛i兒子鞘引發充，民固吋代的佛掌重振，

又神見了-ttc佛掌大家， 1949年后，他們大都以概撕中固的姿志留在大惜，繼妥

此事佛教事.illt.和佛芋研究。 1950年9月，中固佛教tj)舍的知名佛芋家注創舟、了刊

物: <現代佛芋} ，眛樞略任社長，呂激任名當社長，巨贊任主編，述三人均層歐

陌漸的支那內芋院系統。<現代佛掌〉除介紹佛教常i只外，仍重規教理的探索。

1955年，中固佛教協全盤只老一代寺.illt.佛教爭者11英文版 <f弗教百科全扮撰穹有

美中固佛教的奈目，后于1980 一 1989年以〈中固佛動〉均有名，分四冊悶頭出

版。 遠套有將汶藏佛教視方中固佛教兩大系統，以防史、宗派、人物、經籍、教

理、伙軌制度以及中外美系等方面，汁中固佛教作了比較全面、准摘的介紹和解

釋。它的撰稿人有呂激、喜提嘉措、法尊、巨贊、王森、周叔迦、黃仟竿、高現

如、林子青、虞愚等汶藏佛芋寺家，般人物之盛、体現了全吋寺.illt.佛芋家可能j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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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指佳，至今仍是了解中固佛糊甘必潰之有。

上一酵己60年代初，呂激友拐支那內有站甘假克，在南京卉郝慷慨， PJ因家培

弄了一批佛芋研究人材。現在活跌于中固佛教掌木領蝴悴者相繼文、方立天、高

振波等都曾受教于呂湖咖鞠且呂激豈吋i財雪白弗教史，其i糊于1978年出版，~

名PJ{印度佛芋源湘略，ìf盼、 〈中固佛掌源湘咯i井〉。呂注姐甘羊朮風格也立去有很

大友展。安事求是地i井，在整/卡佛教研乎在包括中園佛教研為方面，日本一敢上于

領知也位中固佛教芋訢封封人日相斑。

早在1925年，呂活蹦〈印度佛教史恥， 1929年，帶餅撰〈中國佛教郎，

1940年，黃仟竿著〈中固佛教郎，割確不同程度上利用了日本芋都甘成果，參考

了他們的思路。述神借鑒有助于安展豈吋中固的佛掌研究，并4但不事:但因此而推

兔不受別人成見的支配影H向自由悴木判斷。且繃繡著改交了迷糊棚f日本的

收況。他不同巴佛教史看作單t甜甘宗派侍承，而聞則重于分析佛教教理的演化，及

其在不同固度、不同吋{糊不回制在之間的差別。他把佛教哲掌自懶本問題自鍋內

頃刻物自{勒和刊知，以i郎才象)的美系，將‘有音甘，体系定性方“唯芙i它'，般若中

現定性方近乎“唯名眩，;遠些現有比海內外其他各糊糊似更方糊糊深刻。他穹

史立i飾守主持科閱居主要是中固的佛街辛本和中固刻蔽，通{尤于區用印度音帶柵欄可

佛教師豆。遠是因PJ印度本土保存下刺守佛教資州民少，近現代盟友現了一批梵文

經典，但其寄作年代1佳以硝定，甚至其是否方汶i辛本的年前幸也不能硝定;巴利文三

藏只有一套，且不完整，形成年代待定之赴甚多， '1佳以使用。西方和印度人的佛教

師E，社去主要利用六訂閱特至典中文才佛捌嗽i有盼;但如果要財六甘甜掌道行

深入研它， IJ! U，立頓)Á佛經中i幸本中尋找關牛。所以，呂激i兌:在佛教研究中，汶文

和藏文的擇就棋迷具有更重要的參考(介值。遠.1'-i包斬有充分樹居。因PJ現有沒文

i辛籍在1400部、 5700卷以上，主封呆存佛經原典最多的i吾神，其主己年之准硝，經目之

戶密、僧侍之i羊告，更是拳世元出其右者。藏文大攤主則更多地保存了印度佛鞠血

期的原貌，也有很大的史料{介值。自治史的〈印度佛芋源流略i井〉正是以如Jl:11的享的

汶藏文飾物基站出穹成的，其掌朮水平自不吉可喻。他的〈中固佛字輸刺各i恥則

完全打破了中固佛教三所段的|日吋框身摯其中有兩↑重要現有三是系到荷中固佛輔可

整体拭i只:第一，中固佛教)Á初借到佛典的「泛翻悴，主要不是未自印度，而是未

自西城大月氏、安息、康居、?寞和我固的于閩) ;第二，中固佛糊守根子在中固

而不在印度。 以i幸去封于始，就含有中固的內容。中固有兩大商品辛家:鳩摩夢什一直

l拭意浮著林，玄獎也并不那么忠安于原著。呂激早年車訂閱主意中印佛竿的差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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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井原著中印佛教史吋，即特述一研究成果用于硝立中固佛教的狙立性之上。呂澈

的，佛掌研究，前志蒼老一代佛教字者的最高成就。權之而起的是以司克思主文tJ

理i企指早制弗教研究。由于中囡佛教在目史上所起的情?及其財思想文化的菜刻影

H向，研究中固政治史、文爭史、哲芋史和思想史的芋者不能不Jtt-步了解和研究中

固僻史。 5060年代， x才(弗教i怯較多者是越些領域耳克思主文史掌家、思想史

家、哲掌史家11'1汁中固佛教的仿史作用的分析， 3然也攔見了不“政治化"的傾向，

多附級斗爭角度揭示{號宗糊口何服努于反功統治附級;或以唯心 一晰勿、形

而上芋--1ì辛i正法和哲字路錢斗爭分析其哲掌芙盾，但司克思主火。問勿史現早竟是

-f中其有科芋意火的新理治和新方法，在其被座用于中囝佛教史自油市ifl才，也給它

帶未-f中前所未有自嗽，思路，取得安前人之所未友自撕成果

第一令書i式且用耳克思主文憫勿史現去i見明中固佛教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

用的，閻長外F先生主編的〈中囡思想通知。作者以酬勿史j見出友， ))人?士金主制

和思想主前胡椒居美系宋朝見佛攔啡暫未瑚~D哲芋現念，重視封佛就堂?兩級分

析和思想批判;但述神批判是以相3充笑的中固佛教史英方依掘的，因而值得重

棍。他以汁〈按高高憎侍〉的分析中得出判晰i兌:此魏雷南北朝以至唐初，文字僧

太都出于|日的名n大族;由于注1中出身使他們具有中教相守社金瑕系和“名理教文"，

很容易接受魏晉吋代的玄芋侍銳，浮游于佛研計既念世界，由的觀主成中固佛爭的

重要特征。他又樹居唐代僧道宣所述南北朝佛教差別，造一步推ìi:說:南方村佛教

的形式教奈，枷前上還輯色彩，而“遐輯是宗輔圾站章，;北方則對幸宗教{哦，使

佛芋斐成“戒律瑚甘苦行口主"*'，，而“道德便成了宗教分削0/]'。天台這尋思昌定慧灰

卉、禪文兼弘，是反映了因家走向統一的超勢;禪宗之所以在甜甜禍甜的佛字

的正宗，是因方其侍統的社金基石出是社舍的中下崖，武則天之尊崇禪宗，同她在致

治上自用鬧笑:l:tt:1:有笑，反映了“封謝儡彼駒，的傳晶晶If' ;竿戶宗則被副司用

末桶和矛盾，以穩定遠神品直處前端甘再編制。 這些沱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

珊甘目史事笑，可以在芋木上再商榷，個主手中nt牌史史的目崗勿史現的分析，硝是別

卉生面，頗有新意呂激i平其力‘汗荒"之作，是比較允豈的。

文革前，用可克思主文研究佛教取得完成果者閏瑚主愈3 以1955年起， 1由1草案

友表了几篇文章，分另IJì才i企天台宗、竿戶宗、禪宗、淨土宗、法相京新弗教宗派的

哲芋思想以及佛經甜時問題。渴用彤曾經i站立:通佛法有二班，一名牛肆i幹府准，三

微文i胡平1色任駐愈的健芋i企文，有意避用名相辨析和微文i曲事途‘二1世'，而割良

于僻史哲字的宏別醋。他的特府有二，一是座用耳克思主文仿史嘲祕美于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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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拙和上居留jt、附級斗爭理i做晰級分析方法分析各佛教宗派的經濟基石出(都完

經濟)和附級芙廣:二是座用荊細丹i若夫的哲掌史現ο 的未分析佛教火理的哲掌

芙盾。在{封住會的速神社合分析和哲字分析之下，玄奧晦涅的佛教哲理斐得筒草化

了，易于方初掌佛芋者所E輸車。伯世億三5日才前巴佛教哲宇航整体上V3t吉7J唯心主文

体系的前提下，也友現它包含有某的師法因素，區用中固佛教史串串正笑了恩格斯

的所謂佛教補正法的i性行。他封冒出，情唐哲羊在抽事~~$個切白白上通不及債教哲

字。述些現有如此今天的眼光看似乎平平淡淡，元三是宏旨，但在宣吋坪境下卸重新

吸引知i只分子封佛教的美注。這几篇拾文于1962年收編在〈汶唐佛教思想沱集〉

中。 1962年，毛澤京在一份免內文件中就宗教研究問題支出指示。其主要內容是:

(1)戶后批坪。珊代佛芋> , ì且它不是司克思主火的; (2)試方宗教影吶「大人口，

宗教研究有重要意火。如果不tHJIJ神芋，就寄不好世界史、文羊史、哲羊史; (3)建

立一小世界宗教研究所。

毛澤京述一批示汁中國宗教芋朮研究的友展立即戶生了重大的作用。述/?作用既

有不只般的方面，也有消板的方面。毛澤京事案上承i人了宗教在仿史上村子士舍不且思想

文化的巨大影H向，高汗了宗教，就不可能討文掌史和哲芋史有真正的了解，甚至不

可能了解目史本身。由于速項批示，一令妞'1蝴世界宗教研j研第一次在中固大

防建立起末了，它必將培弄起宗教芋木研究的考家芋者，推功中因宗教掌木研究的

支展。事其稿也如此，中固社全科等掃完世界宗教研究所所帽起于中固掌木之林，忱

秀字者不斷浦班，高水准掌朮成果不斷l可世O 述/何形主所至今仍是中固宗教掌朮研

究的中心，受到固內外掌朮界的高度美注。如果沒有湖羊性盾的研究机f名的建立，

中間宗教芋木研究的支展閉住以想象的。但是，毛澤刺lt示戶格規定一切宗教研究

古巴必須以耳克思主文方指旱思想，自問吏{象〈現代佛物品羊一本由中固佛翻白金色IJ

5訂的宗教刊物，也因其不是耳克思主文的而受到指責，字朮思想的天t由主一步縮小

了，佛教內部自守佛芋研究?即但丑行了。(弗糊甘掌朮研究必獨妾受司克思主火，其他

宗教又皂白色例外。在研究方法上，按毛淨京批示:皇宮阱。神字。 1才注-i'ì且法本可以

作正面的E輛車。如果對吋人f](特別是政治領辱人)是用辯旺法精神和輔斬情方掌朮

研究方法的社t帥，'把毛澤京所i見的‘:tl酬申芋可輛平均1才宗李股市目的守探i才、非

j臘月的分析和青w旺自甘窮字，那么，毛澤京述一批示本可以成7JX才我固宗教掌朮事~

9) 按照日丹培夫的視法，哲掌史就是開辟勿主文反河唯心主火，辨旺法反文才形而上掌述兩
奈路錢斗爭的目史。述附加品意ìfUf:三志化的哲掌史;見的0年代以末的哲掌史領域中影
吶般大，借住愈主繃句〈中固哲掌史} (四卷有屆主方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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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有力的推功，促使各人文有收入研院宗教在目史上又祥木、文化和平士舍生

活的全面制向，考察宗教勻文化、宗教勻芝木、宗教勻哲掌、宗教勻社舍政治、宗

教勻人生等等的美系，這就不(又可以大大推功宗教芋木研究，而且可以促遊哲芋社

全科字的全面安展。可是，在~吋那神政治現玄之下，述祥和里解“批卅'的合文是

不可自帥。 以50年代后輝也0年代，勻做完現念刻有切成的決裂仍樹見11毛澤京思

想的是至地火，它F卸持陌喃自考化方“消夾宗教， ，的政渝孟功。在主主神正的台主可候

下，毛;辛京“批判神爭"的指示，必然超出世界現上有神充神、唯JL啪啪悴刺闊

的范固，掌木上x;f宗教神羊自甘批判勢必演交方政治上自甘i才伐。仿史沒有第二奈路可

走。毛澤京批示之后不久，他就友功了“文化大革命"。所級斗爭的急風暴雨橫打中

圓大陷，宗教被列方“四|日，'，成方必須日涂的1才象。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芋刺脫

均被破杯元遇，不仗宗教界人士和「刻都睹被斥方“牛鬼蚓申受到沖吉，而且宗

教研究的掌者也身受其害，不遑于址。剛剛姐磁昧的世界宗教研究F刷字者們在

接受咱也及其魂、也常蝕及皮肉什‘文革洗fflL吃余，也不能不參加到虹耳兵大軍之

中走向社舍，詢:示參加胡涂四|日，消夫宗糊甘斗爭。小別羊者的宗教竿朮研究只能

在風雨如觀甘拜境下，先{昔令人的意志赤暐助那住他對于。

三、 1976年以后:理治和方法的多元化勻三目前宗教字木研究的繁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圓白史回佳得一見的思想晶轍年得冬于到未凡

是劉方泣1958年反右俯孟功以未連接不斷的附級斗爭，恃別是十年文革的掌界中

人，大概都合|‘不念那小平美于?如故正"、“芙事求是"的母召給我們帶宋的思想解

放。一仰棚，大家好象以寒冬的黑夜回到初春的黎明，時卉自己關賄，重新去

欣賞和制腿晨曦普照的世界。涵蓋理性之光也師。了宗教羊朮研究領域宗教研

究者卉始有了一些奈件，有可能以近去創辦宗教芋木政治化的死胡同里走出來，以

一神芙事求聞怔理性否度，用厲于自己的划商去視察和思考宗教(曜且

1976年以末，宗教且是越末越受到社合自海珊，出現了兩仲性盾不同的‘熱":一

神是“宗教信仰熟，\一神是“宗教掌木熱"。一方面，:(:r‘文章，年代初自力庄制而一

度哨再匿遁的各科宗教信仰和崇拜活功，像〈天方商業〉中B肝裝進贖罪酌妖怪一

拌，被過夫打冊瞌，重新放回人|可;另一方面， x才宗教的掌朮研究也日益受到我

固掌木界的美注。宗教自神秘令人眼取賠L，宗糊甘于桂樹吏善男信女方之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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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遠一切則促使宗教芋者河之遊行理性的民思，遠就促避了宗教掌木研究自甘深入和

支展。
此70年代;程加0年代中期，短短15年惘，我固的宗教掌朮研究庸見出朝『蓬勃、

蒸蒸日上的『象，出現了真曲噱茉。其具体衍志是:

1、字木研究的臥伍和机絢大方廿大。除60年代建立的中固社舍科帶完世界宗教

研那阱，一些著名的大氧如北京大字、南京大字、中固人民大字、四川大字、中

央民族大字輛和許多省布(上海市、幸福、甘肅、于夏、云南、河南社金科帶完都

棚提立起自己的宗教自脫所。

2、建立了全聞生的宗教掌金以及地方性、分科↑甜甘宗教研究協舍，因括各地宗

教掌者卉展各式各+鞘甘芋木i才ìí2:舍和掌木交流活功。

3、創5句寺~性掌木刊物。如世界宗教研究戶廂甘〈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

蹄4> 、四川大竿的〈宗教掌研究〉、南京大字的練就〉、上海市的的代宗教

研究〉、中央民族大字的〈宗教勻間如......其他自她全科特肝他經常刊登宗教

掌木治文，各宗捌力全力的宗教I對rJ~勿也有多家。

4、建立走醋莽宗教芋朮研究人才的教育机制。各宗教研究所定財召45ct專士生和

碩士生，北京大字、南京大字、中央民族大掌.....等著名大字梓推倒舟、了宗教芋芳

~，培莽具有掌士掌位的材井大掌生

5、出版社大量出版宗教芋木寺著和介紹宗轍日i只的i支持勿。述小事芙具体反映了

宗教掌朮的繁葉，以及社舍封了解宗繃甘渴求。

遠神繁茉來之不易，直思想解放自備果。人11'1痛仿也臥在剖，如果不胡涂河防冒

司克思主文一元的自旱的被lð輛平，宗教掌木正的台化的局面就不可自E結束宗教芋

者刑台用間的否度未申視苦日櫥見均是至地叉的1J;克思主叉的宗教魂，力求做出

正關甘瑚平和解釋，使它不再像‘文革"吋期研羊成了文化考制主文的怪物。一小吋

期，掌者iì1利用披刊和羊朮研i寸金，大力f~肢革吋蝴附及掛甘宗教政策和宗教

理泣， i人均它那示上是河司克思主火的‘歪曲"。勻此同吋，一些掌者村耳、恩、列

有美宗教間關悅著若于過行真血祥朮研究，友表了一批探i寸耳克思主文宗教親

的理沱勻仿史的掌木地文。有些字者仍然主張耳克思主火材宗教掌朮研究自甘指旱，

但堅決反文松花持一科教奈主文刺吉仰主火的否度，呂大吉在〈宗教掌通i企﹒專訪

中的一盼瞇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神主張-“司克思主火的世界視和宗教現可以方我

們的宗教研封閉共抗呎沱和方法i的喘辱。但是我們決不白白巴耳克思主火的速令現

店或ì1~令理i金三目前在見面自始治或永恆不交的教奈，更不白自由克思、恩格斯、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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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阱。i蝕府主成証明的工具。砌成的辨証法不承i人超吋室的~@X押勿，對然也反1廿巴

司克思主文自身飽吋化。耳克思主文區法是一令卉放的系統，既要敢于隨日才拋弄己

被芙E封閉加斟酌京西，更要不蚵形苦耐問題，吸瞬耐官弄，使自身得到安

展......。司克思、恩格斯、列于并不曾建立一令完整的宗教掌体系，他們的宗教理

治并沒有努尿宗教問題的各令方面，也不是絕汁真理。 1才待主主克思主火的宗教理

泣，我們不能持宗教徒式的迷信蒼度，不能用經典作家的情景去代替神宗教伺題的

具体分析." 10)材于耳克思主火的這干中3輛平和在度，里然思主一吋期宗教芋者思想

解放的一科鳴且把耳克思主久聞平方和‘汗放的系統"這就意昧著字者胡平釋

和血用司克思主火的某一原理或自斬吋，可以本著自己的理性判斷，而不必一站薑

循某令間或的一己之見。遠就有可能早致封司克思主文理尬的理'1生的理解，文于非司

克思主文持比較寬容的否度，有助于克服文化寺制主文c 正是遠神寬容的卉放志

度，估量了掌朮思想的轍，文化色111棚芋木研究自鳴噪， 80年代初，宗教芋木界

曾固繞著耳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述一重要泡斬，展汗不同意見的治爭。列于曾

i站立一句i古:“耳克思且切主旬名言，是耳克思主文政竟在宗教問題上全部世界1蝴甘基

石。"現在，人們甜甜這剛問基石咐‘名言，出現了不同意見，注1掠教問配二的

理i企勻芙蹦嘲[ft}是可想而知的。攻方i企爭的焦，有是京就全否是喃喃昕一方i人方，

如果把宗教林tJ鴉片(麻醉弄郎，則宗教界人士自不是被視力‘毒品販子"，信教者豈

不成了“吸毒販"，宗教豈不象“鴉片"一祥座予消夾?故此方i人方這令i蝕行屆主去被左

的宗韌路錢的思想基拙。另一方則盟等耳克思遠令沱晰的本來，意火， 1，人tJ宗教具有

精神闢眸用是不能否汰的。但慚申鴉片勻物廣鴉片有本廣區別，不能由此早出像

消夾鴉片一桶自夾宗輔甘甜台全部企。被左宗教路往另有根源。 沱箏的后一附段有了

交化，一方不再圭亞妾況宗教鴉片之i且早致板左路錢，而只是i人均司克思穹述句i割才

(1844柄，巨馴|人豈吋尚間再片對作治病慎捕的良蜀，并珀有胡平刑之意不近由于

中固人在中英鴉片古文爭中吃了敗仗，便把怒『友到鴉片身上;于是戶生了討耳克思

i幽的i瓣，悶悶鎮痛良弱的鴉片i攝制原稿平刑，以而造一步i臭解了耳克思遠句

名盲，把宗教當成何禍斬。。遠千中意見思屆主重新解釋鴉片"的文化意火，用司克思

自鴨否i人宗教是闖闖酬。另一派不贊成述糊碎，因方E圳人早在兩令杜拉己之前已

i人均鴉片是騙酬，并非只是鴉片故爭后中固人的偏見。鴉片盎然也是關酬，但

其所以胡富，正在于它具有繭判重能;宗教回白色麻醉信仰者的精神，但也白血賄，

給信仰者以1青神安慰。在社合本身有關站，不能角軒央社金苦1佳的情況下，宗教給苦

10) 且大吉並扁<宗教掌通俗，中回社合科掌出版社， 1989年版，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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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人民師前申上頓捕或麻悴，是社舍的需要，不低詮否忘

事泣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回迂共未看述坊i企爭，否i人宗教是聞稿酬的一方，其思

想改是更用文一些，材被左宗教路繃吼叫更尖銳一些，不仗得到宗教界的封守，

也得到一些宗教羊者的支援。但~吋此方通立耳克思的口i胸片不是麻醉刑，局草

理上推兔牽強附舍，既不符合司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防史事笑。洽箏的那示效果

是和板的，因l]f本管攻方文才耳克思遠句i吉各有不同的解釋，但都反汁泣去那神板左

的理解，1]宗教信仰自由，1]全面理解宗教的社合功能提供了新的治旺。述塌地

爭，既是宗教羊朮領t或思想解放的門勿，也1]思想的i是一步解放作了i睹。攻方用

不同的方式和理由方宗騙她舍&要性作了肯定的答案。宗教掌者可以討宗騙她

全功師日仿史作用問題作更深划喉i寸不日更全面的刊介了。

促遊宗教羊者思想解放，推功宗教掌木繁茉的另一思想源泉是美于“宗教是文

化，、“一令防站甘宗教是;拘成其民族文化的重要內容，自甘人i民述并非什么新第見，

但在道去聊中宗教掌木政治化的社金奈件下，速神宗教文化現自然全被視抽宗教

強目的牙悅在文革之后，宗教芋者們動服現由噫卅日份值。方立天在〈中固

佛教訓扮E文{妙的〈前言〉中穹道:“宗教也是人美文化友眉立千里的也翎昕段，宗

教現象是和人美的文化現象緊劉美系蒼的。" <宗教芋通地﹒辱言〉更b人理治高度可

宗教勻文化的美系作了菊主:“宗教是人美防史上一神古老而又普遍的社全文化現

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在社舍和人生的各令方面對軍若重大影日向的客班班笑。它

閃恩人事洽桑，個方史的神手中斐迂只不泣使它不斷改斐自己的形志。它高居于上居

建筑的頂端，曾劉吏不可一世的君王俯伏于店堂之下， {吏此時夙去的英主餾野草于神

座之前，它在上居哲赫日意.ìm您的各們買t蜻惜了上了自己的印i己，可它們戶生了

「泛而深湛的景爛。哲芋要追求宇宙的胃里，宗教貝目前最高的耳里是上帝的存在;

科芋要解破自然的奧秘，宗教則視神竟是自然的主宰;道德要尋求崇高的善，宗教

則i且最高的善是可神的信和愛;芝木要創潤京心瑚姐咦，宗教則i勝般的美未自

河上帝的部見。述些宗教現念滲透在許多白命不凡的哲掌家、科芋家、思想家、政

治家、芝木家的思想且，在他們前榜真善美的習恃日~t責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天

堂士的位教，因顆巨庄之況，更是深入善男信女的心吏，成方指辱其生活勻行方的

一糊住則。宗教的士金仿史上所起自甘宇用之大，于群俊生活的影E向之深，是封住以原

i湖守。要了解一令因家和間組守社舍、目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特性，而不了解它不日

宗教侍統，聽不i立是隔岸現花，准原其妙。 "11)既然宗教拘成一小民族的文化侍

11) 呂大吉主編: <宗教掌通i鈔，中固社金科掌出版社， 1989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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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那我們旦然不能樹立去耳阱持正宗教文化楚而統之地視力咽1日"勻反功政治筒

草地等同起未一棍子打死。字者1(1就必繡拜究宗教勻各神文化形志的美系，過立宗

教研究去了解民1期守文化以及各闊葉之間的政治天系和文化美系。注1制人i只大大提

高了宗教掌朮研究的份值勻意火，拓寬了宗教芋朮的領域和宗教掌者你腥正正是

在遠神i人鼠的推功之下，述一吋期美于宗教史和宗教理沱研究的內容大大丰富起

末，考i企各神宗教勻文化之美系的字木著作更是不斷推出，展現方宗教羊朮研究中

的一大亮肯。回噸1949年以來宗教字木研究起草切當各，大概可以凶羊氓，沒有一

神理治觀見念， 1安宗教即反功政僧，研羊草草專宗教芋者的思想;也投有倒司一神理

挖到見念， 1筆‘宗教是文化"那羊吋宗教芋者起了那么大自甘解放作用c

改革汗放以末，宗教芋木目睹它的各↑領域，如:綜合性的審iliIli師用賈比較宗教

掌、宗教羊i見史、宗幸好士舍掌、宗教文化字、宗教{缸里字、宗教哲掌......晴、佛教

研究、道教研究、民間宗教研究、各民族原始宗教和肝病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

斯三撕稅、三百代宗教附關脫.....都有大批沱著向世，其妻鐘之大、方向力干、

水平之高，都是前所未見的。宗教芋木研究在囝內人文字科之林中，占有里著的位

置。仗準其中之忱卓者，我們就需要編可-本相對篇幅的有目索引。限于篇幅，此

史上以略。

四:反思和展望

回噸我國見代宗教芋木研究志立的路，我，1(1心中的感慨可能舍有很多，位i賣得出

版吉i它也准以原i且我們劉方泣卉倒吋財莫索的東幸，也神指立竿木政治化帶來的

字木脅著的痛苦......今日能有如此繁茉的局面芙在束之不易，妳足珍貴。宗教研究

和一切芋朮研究一祥，它的共旺友迷需要許多奈件，但虫前最需要的京西仍然是掌

木上的汗放精神。一切芋木研究的遊f荷戶需要科竿的理地作方指辱，但科字的目史

封]告i斥閱(1，各干中剪輯守胃里性，飼料1悴的科芋'1生，都只有相村意火， -r:住也充杖

宣晰的F一家之前提‘你才賣壁"或‘唯一科芋，，，。在仿史上，只要某一神聖沱被宣

布方至高元上的真理，隨之而來的便是信仰上和文化上的寺制主丸，思想就全僵

化，文化就針古萎，道德就走向虛的，子士合于是停滯以至個腿。一切宗教神對虫占

統治的吋卅日地區思主祥，“要點百家，狙尊儒朮唱的中固封建社全是述祥，文化

大革命也屆主祥。材于耳克思主文我們必須持一神卉放的在度，司、恩是創建共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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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11'11生共戶主文体系中的杖威是充可爭泣的;但

他們不是她的宗教芋者，并沒有建立完整系統的宗韌E創本系，他們以沒有像我

fl:(r'被扭才1~了，所{蜘耳畔，把自己的宗教理治版是至高元上的、唯一科竿的。

但是， -1'芙事求是的宗教掌者也全承汰他們的宗教理洽硝有合乎科字的成份，不

區像有些人今天所做的耳阱羊河之盲目否定。正睛的否度區法是 :x才T各神宗教掌

吭，元i金是耳克思主火的，汪是非耳克思主火的，我，1fl者陋采取一晰祥分糊唸

度，不搞主郎才化，不搞宗派主文;既不盲目地視之方“唯一科字"的你才真正里，也不

盲目地i人其方昇己之物而室的廿非斥。字木友展到一旭研段吋，最需要的京西常常不

是別的，而是1見念的革新。把宗教芋木三且處攻治，遠是一神現念，它造成了宗教芋

朮研究的戶重停滯;把宗耕見方一和哎化，又是一神現念，可它帶來了宗教字者思

想自胡平放，現念的更新，掌朮研究的繁茉。那么，我們今天是否可以漏足于現的句

成就，不再需要現念的更主持不時廂她現尼?我們的宗教掌者座i夏文于今珀悴朮成就有

一小比較清醒自."Jì人i只。面可1及左年代，我們可以喜皮事技;但面向世界和未末，准

道我，f1:ì丕意i只不到芋朮水鴨守對間?改革汗放以親甘二十多年間，我，fJii骸向社舍

靖散了大量的宗教掌木成果，其實文量和廣量都通超以倒叫到可年1~。但平心而尬，

其中的很大部分是天才宗教知朗的一般介紹，即使一些屑于宗教掌木分支的汗拓之

作，也仍真有某神不成熟也可于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三糊情形~，近年來

成就突出者仍屆五史的方面，我們有了大部失，多卷本的通史、考題史、晰代史和

宗教史，蔚:7J~士視; {自主神宗教史的研究永進不舍咚話，它的道一步友展，必須有

現念和方法i的強i斯。否則，穹來寄去，都只不近是卷書齣多少，部失的大小和資

料引旺的繁筒而已。治宗教史者~.研走出漿油甘史字方法的|日領地，看一看外面的

世界， ì人真借鑒近現代比較宗教竿的理洽勻方法。西方的比較宗教宇航19偉己70年

代作方人文韓非成立以來，出現了-l以-l齣宗教掌大家，他們各柯4只，推功

述n韓非不晰向前友展，并逐漸分化出宗教人美掌、宗教史掌、宗教心理掌、宗教

社金掌、宗教現象芋等分支背井，至今仍在向城深友展，方共未艾。 1才于他們的理

治和方法;我固掌者注去基本荒草日，現在也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們今天有必要

ill:一步左拐掌木汗放精神，了自她們，芋耳他們，借鑒他1fl其有科掌意火的理白日

方法。主5然，我們同吋也要避兔西方各派宗教字可能有的片面性。一神理i企和方

法，三且其高度系統化耐織‘掌妝，、件系吃后，往往就舍被制在中人奉之方‘高于

一切，的‘主火"，就全自'w:或不自賞士的:住兔具有14Ff也性，斐成某科宗派主丸。注和通

反“芋木卉放精神，的情況，在西方各派宗教掌之間也有其苦苦且其笑，宗教是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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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夏奈的社全文化現象，具有多屋次t掛口多方面'1生一小人可以此速令方面和此

一屋吹去研究，另一令人也可以此另一令方面和彼一屋次封睬。研究的角度和屋

吹不同，得出的結沱隨之而弄;但它們都是滑向-x才象各令方面、各令屋次的t人

鼠，因而都可以其有一定的胃里他以挑明的且体看，它們并不一定互柵1阱，而

是可以互相兼容，彼此扑充的。正是基于述神i人眠，我們主張支拐掌木汗放申訴申，

博采食家之長，努力使各神理治和方法在一小卉放的宗教掌体系中各就各位、各展

所長。耳克思主文有自己的位置，各干中非耳克思主文宗教字也有自己的位置，只要

它們都具有胃里也例如，在研究宗辦才，我們既可以由用耳克思主文蝴崗勿史現

分析它的社合組卉萄師晰級突盾，也可以用宗教人美竿的理i帥方法分析巨作方

一神文化現象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友展的;既可以此宗教心理竿的角度探:ì-rt'1ì1在宗

教信仰者心中的心理干尉居，也可以用宗教社舍竿的理沱末日方法視明它們的社全功

能，注可以用宗教哲字的眉苦里去畔的n的俯值。只要我們不混淆宗教所具有的不

同居次和不同方面，送些理治和方法及其結i企就不至于相互沖突。一令心胸史窄的

文魂，忌是封田之同視均可立，特差昇斐成{婦女;而天才于一于闌干博太自甘肅申未氓，

不同，暫未若多采多姿，差昇包含著統一勻和惜。我相信，如果我們的宗教字者能了

解整令宗教掌友展的目史辛加車，熟悉各派宗教掌i肋守理治和方法，并以一神汗放精

神和桶和女扭它們，就全把我們的宗教芋研討佳向更加「闊的新天地豈然，我

的意思并不是視字木卉放精神是宗教芋木友展的唯一奈件。此美奈件迂有很多，比

如:社舍區i交方掌者樹共必要關勿廣i史告，它i括一神羊朮自由，百家翱蚓守政治評

境......述對區重要，也許更重要。但又才于述些，我們只能寄予希望，封准以自己

之力保i正其努見;而友拐芋木卉放精神，封]是我們宗教芋者區法具有的掌朮品盾，

也是我們主現可以付清笑現的字木理想。 神于法神可以芙班的希望，不妨多i兌几

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