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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来源及其中国化
———重读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 朱冯恺

提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离不开对经典原著中深

刻精神的理解。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深刻揭示了青年黑格尔

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局限性、用唯物主义观念阐释了原始基督教的发展规律，其

中最为深刻的是以基督教为例将宗教的来源指向社会存在。恩格斯对原始基督教的批判不仅能指导

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化，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时为正确引导宗教、处理宗教关系提出了指导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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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

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是深入研究和

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重要组成部分的恩格斯经典

原著《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批判以布鲁

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宗教观中的唯

心主义成分，透过对原始基督教的阐释，提出宗教

根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深刻理论，强调唯物史观分析

法的重要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

基础之一。

一、《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相关研究

恩格斯所著《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

文，成文于 1882 年 4 月，被《社会民主党人报》收

稿并见于同年该刊的 19 号、20 号。此时恩格斯的

宗教观已走出早期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宗

教观的整体认同阶段，伴随 1850 年至 1878 年间从

《德国农民战争》到《反杜林论》等多篇文章撰写完

成，恩格斯的宗教观上升为对人异化的揭示，通过

宗教对社会、阶级进行批判。

对于该文的研究，苏联学者 А. П. 卡日丹着重

分析恩格斯是如何从唯物史观角度对基督教的发展

进行论述，用史料丰富了对基督教发展过程的认

识。但受限于作者自身经历，对基督教的评述不太

客观，过度强调基督教的神圣性。①

国内学者对恩格斯论述基督教的研究，多是综

合性解读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对基督教的阐释。吕

大吉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一书中，列举马

克思、恩格斯二人 1843 年至 1873 年间部分关于基

督教的论述，呈现马、恩二人宗教观摆脱青年黑格

尔学派中唯心主义成分从而走向成熟的过程。吕大

吉将马、恩二人的宗教观从形成到发展直至成熟这

一过程提炼出来，脉络清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宗

教观的内在逻辑演进过程。② 李栋林、关春华二人

分别在各自论文《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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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П. 卡日丹、乐峰: 《恩格斯论基督教的起源及其作用》，《哲学译丛》1980 年第 6 期。
吕大吉、高师宁: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版。



● 2019 年第2 期总第 118 期 科学与无神论 ●

《恩格斯晚年对基督教起源问题的分析探究》文中，

再议基督教的产生。二人站在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

的基础上，补充进新发现的史料，充实关于基督教

产生的论述。牛苏林在论文中，综合恩格斯《布鲁

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启示录》《费尔巴哈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论

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等五篇原著，除了论述基督教

的形成，额外补充了原始基督教的特点一节。该节

侧重点在于史料分析，展现原始基督教的主要特

点，是对恩格斯关于基督教论述的一种归纳，对于

研究基督教具有一定意义; ① 李士菊则重在梳理早

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恩格斯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两者间的关系问题，重申早期基督教

和现代社会主义性质不同这一根本原则②。除此之

外，虽有其他论述恩格斯关于基督教的文献，但国

内现有研究恩格斯探讨早期基督教的文献数量不

大，研究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

文的文献数量更少，且发表年份早于 2012 年，因

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重读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

和原始基督教》，仍具有现实意义。

二、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发展与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于 1882 年逝世后，恩格斯写

下这篇《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作为鲍威尔

的悼文以表纪念，并在文中肯定鲍威尔对于基督教

的批判。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历史起源上，不少观

点都是来自鲍威尔对于基督教史考察的结论。鲍威

尔于 1839 年至 1852 年期间发表多篇激烈批判基督

教的文章，不仅影响着恩格斯，对同时期的神学

家、哲学家影响同样巨大。“可是，他比所有这些

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

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

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③在文中，恩格斯对于鲍威

尔在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评价极高。

但鲍威尔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同时也是青年黑

格尔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思想观念中有着

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这些唯心主义成分成为他对

基督教的分析与批判的阻碍，也导致鲍威尔对基督

教与宗教的批判的不彻底。无论鲍威尔还是斯特劳

斯或是费尔巴哈，做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他们

的宗教批判思想的本质在逻辑上依旧属于对黑格尔

宗教批判观念的延续④。鲍威尔宗教批判中继续沿

用着“自我意识”，这也意味着他将黑格尔宗教批判

中历史与逻辑互相矛盾的地方延续下来。

“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

碍了他，他不能做明晰的观察和精准的说明。⑤”恩

格斯如是评价道。鲍威尔在具体联系宗教历史与宗

教内部发展逻辑时，因为唯心主义成分的阻碍，只

能用空话替代，将最终的逻辑终点归为“自我意识”

而不是社会存在。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站在

对青年黑格尔宗教观批判之上，将对宗教的批判，

落在对社会存在的批判上，将从宗教到宗教，引向

了从宗教到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抛弃了青

年黑格尔学派宗教批判的落脚点，将宗教批判从主

观导向客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批判是深刻

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不是用空话替代的，也不是

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学派思想的

决裂，将游离在逻辑体系之外的历史重新拉回逻辑

之中，填补了黑格尔学派里逻辑与历史的断痕，克

服了青年黑格尔学派宗教批判主观唯心中的神秘主

义，将对宗教决定性因素还给社会存在，用唯物主

义代替超验性，这也为从批判宗教到现实批判再到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打下了基础，将实践这一原

则提高到了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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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议基督教的成熟过程

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

的前半段，对于“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

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由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

的无稽之谈，以致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最后竟认为

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

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①这一问题，恩格斯结合鲍

威尔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并从“罗马破坏被征服国

家政治”“罗马消灭被征服国家宗教”与“部分民众

对基督教的需求”三个新角度回答。而《布鲁诺·鲍

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发表至今已一百三十余年，现

如今对于研究基督教的资料远比恩格斯创作此文的

时代丰富，尤其是巴勒斯坦的艾赛尼运动，继而在

库姆兰及其附近地区的考古发现，大量记录文字泥

板出土。因此有必要在恩格斯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用唯物史观再探原始基督教。

依据历史上《圣经》的成书时间，按照成书的顺

序进行阅读，能看到耶和华的形象经过了一个显著

的变化。最开始，无所不能的上帝仿佛不是那么全

能，而且他被拟人化的手法描述出来。《圣经》呈现

出他是用“行走”的方式走过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躲

藏起来时，上帝在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努力寻找他

们，还没有马上找到。可是随着现时间的推移，在

后期的经文之中，书写者对上帝的描写逐步去除拟

人化的手法，上帝开始变得没有具体的形态、变得

飘忽不定。
《马太福音》有这么一段描述用如今基督教的教

义去衡量，会显得很是奇怪。在故事中，有一位异

族的老女人找到了基督耶稣，求他为自己被鬼附身

的女儿驱邪，但是基督耶稣不仅拒绝还说出了和他

现如今形象完全相悖的话: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

狗吃了”，在当时的耶稣看来，把自己的道德关怀

扩大到外族人身上简直像浪费饼去喂狗一般。在基

督教“圣徒”保罗之前，基督教的道德关怀的小圈，

仅容得下犹太人。但是到了保罗那里，他创造性地

提出将跨种族的爱加入到基督教之中，如“将救恩

带到全世界，直到地极”，基督教一直盛行“爱你们

的敌人”这一句话，但其实从历史成书的时间来看，

基督教最早出现类似意思的话是保罗在《罗马书》中

写到的: “应该祝福逼迫你们的人，不可诅咒”，而

《罗马书》成书时间早于《马太》《路加》这两本福音

书，因此提出如此博爱观念之人是保罗，而非“耶

稣”。

古以色列国因约西亚的穷兵黩武走向灭国，此

后犹太人飘无定所，流亡百年。至罗马帝国时代，

基督教虽已在罗马建立了教会，但公元一世纪中

期，因基督徒挑战、否定古罗马本土宗教，挑战罗

马权威，罗马统治者下令对罗马境内的基督教徒进

行暴力镇压，导致大量基督徒死于罗马帝国的暴力

清洗。公元三世纪之前，《马太》《路加》两本福音

书中并没有关怀外族人的话语，而具有排他性的经

文鼓舞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在罗马境内大肆宣扬基

督耶稣的“唯一”性，敌视非犹太人。基督徒们不仅

和罗马统治者矛盾重重，被罗马统治者尼禄大量屠

杀，还和同为犹太人的犹太教徒关系紧张。在当时

的罗马，基督徒和一切非基督徒因为宗教冲突，把

自身处境弄得异常危险，甚至到了不被罗马统治者

所豁免的地步。保罗为了让基督教持续发展，基督

徒就需要得到罗马统治者的认可，所以保罗提出将

道德关怀扩大到外邦人身上的跨种族之爱的说法，

包容性的经文及教义出现，以此缓和基督徒和其他

信徒、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紧张关系。

古罗马在历史上除了版图辽阔之外，还有民族

众多的特点。在保罗更改教义之后，作为一个多民

族国家，需要这种提倡包容性的宗教来缓和国内社

会矛盾、民族矛盾。为了巩固和维护统治，君士坦

丁改信基督教，将国教改为基督教。

四、唯物史观再读恩格斯论基督教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于宗教本质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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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

力量在人们 头 脑 中 的 幻 想 反 映，在 这 种 反 映 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①恩格斯

将宗教归为社会意识的一种之后，从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的角度说明宗教本质，用唯物主义立

场和费尔巴哈、斯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

宗教观中唯心主义部分彻底划分立场。在《布鲁诺

·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强调宗教来源于社会存

在: “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

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

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②基督教

是众多宗教中的一种，基督教的产生脱离不了政

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这二者。恩格斯在文中以“罗马

破坏被征 服 国 家 政 治”“罗 马 消 灭 被 征 服 国 家 宗

教”展现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对基督教的影响。古

罗马帝国征服大量国家，被征服者社会地位降低

甚至沦为奴隶，忍受罗马的剥削与奴役。政治地

位的巨大落差与政治力量的渺小，被征服者心怀

怨恨却无力反抗，这一系列的改变，促使被征服

者走向宗教; 伴随着古罗马帝国的扩张，被征服

国家的社会形式、传统习俗被纷纷破坏，地方宗

教伴随着社会形式、传统习俗的消失而消失。失

去信仰的民众需要新的信仰来代替，这是基督教

在罗马兴起的另一因素。而这两个促使基督教根

植罗马的原因，都能归为社会存在的变化。

在迦南时期的古以色列，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基

督教宗教典籍中的排他性经文随处可见。立足唯物

史观角度解读古以色列历史，古以色列并没有因为

和腓尼基的外交因此开辟出横跨国土的贸易通道，

也没有在和亚述或者古巴比伦甚至古埃及的对峙中

得到任何军事上的好处。到何西阿以先知出场的时

代，古以色列已一分为二，夹在古巴比伦、古埃

及、亚述等强权之间，此时古以色列在外交上没有

平等可言。政治地位低下、军事力量弱小，仇外情

绪与外交孤立主义的需要，排他性经文得以出现及

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因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

从迦南地区传到古罗马的基督教作为社会意识的一

种，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当时的社会存在。罗马帝国

已不是古以色列，从迦南时期延续下来的基督教经

文、教义不再适应罗马社会。为减少基督教在罗马

受到的巨大阻力，保罗顺从罗马政权做出教义、经

文上的改变。正是这些改变使得基督教作为社会意

识的一种，符合当时的社会存在，基督教得以生存

并走向成熟。

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

文中分析基督教时谈到“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

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

的。”③在当时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之外的宗教观，

都有着青年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的影子，甚至是

纯粹的神学宗教思想，对于宗教的解释往往处在

从宗教走向宗教自身。而马克思主义宗教对宗教

的批判只是开始，对现实的批判才是核心。恩格

斯此处将宗教的人为性点明，用唯物主义的观点

强调宗教被社会存在所左右这一核心。人作为社

会存在，根据社会的变化，创造、改变宗教，以

达到目的。对比同属于亚伯拉 罕 系 犹 太、基 督、

和伊斯兰教各自宗教典籍的原始版本与现阶段版

本，皆能明显看见其中人为修 改、删 减 的 痕 迹。

恩格斯除了揭示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存在于社会存

在之中，也将宗教从自发到自觉、从原始到人为

这一发展过程展现出来。

五、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已经结束; 而对

宗教的 批 判 是 其 他 一 切 批 判 的 前 提。”④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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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6 － 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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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宗

教批判的目的落脚点在于对现实的批判。《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到: “社会生活在本

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

合理的解决。”①只有将宗教与社会实践、具体社

会环境相结合，才能把握宗教的本质，解决好宗

教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习近平

总书记的带领下步入新时代，而恩格斯《布鲁诺·

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自 1882 年发表至今已 136

年，恩格斯在一百三十余年前所身处的资本主义社

会和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已然天差地别。

恩格斯对于基督教论述的观点，我们除了学习，还

需继承与发展。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

席傅先伟曾提出，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传入中

国，逃不开与中华文化的碰撞，要做好中国基督教

中国化，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华文化为

要素，让中国基督教生根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这片

沃土上，让中华文化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活水

源头。②

任何宗教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

研究，这一点是把握好宗教本质，做好宗教工作的

关键。我们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另

外还要求我们思维不能固化、不能教条化。在习近

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做到将社会实际

了然于胸，才能把握住当今社会宗教的变化、发展

规律，才能更好地去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

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同时还提出

努力建设“富强民主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社会”。因

此，需要认清当前的社会情况，即仍然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因此宗教产生的根源依旧存在，需要

认识到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所以要坚持党制定的宗

教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引导

宗教界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宗

教自主自办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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