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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指导“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研究

⊙ 王潇楠

内容提要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宗教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一带一路”

与宗教研究成为我国宗教学界的热点。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才

能正确认识和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的宗教问题，利用宗教文化促进民

心相通，合理规避宗教冲突的风险，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咨询、理论支持和舆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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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王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丝绸之路是 2000 多年前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

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曾经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

要道路。今天，我们国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

倡议，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却是要在 21 世纪重新开拓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的

共同发展的愿景。“一带一路”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

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

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倡议和进程及相关宗教研究的必要性

1.“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进程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

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

平同志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

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言时，专门谈到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与佛教

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的事实，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事物的常态 ；文明之间是平等的 ；

文明交往的常态是和平对话、交流互鉴。这表明习近平同志对于宗教在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是肯定的。

2015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要在已有基础

上，推动沿线 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

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7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做主旨发言，重申了“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提出要将“ 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和

平之路、繁荣之路、创新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离，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至此，历经 4 年多，“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大、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

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倡议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2.“一带一路”宗教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沿线有 64 个国家和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各不相同，特别是我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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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与很多国家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宗教文化相遇，有些国家的

宗教甚至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对我们“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宗教动态进行认真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和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宗教问题的研究随之展开。与中国相比，

这些国家无论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民族宗教、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各有特点。“民族宗教无小

事”，这句话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教问题同样适用。宗教学者在相关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只有正

确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准确解读各国宗教问题，从理论上因势利导，

积极引导宗教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才能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

共存，为推动各方经济和文化的互惠互利共赢做出贡献。

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教的传播得以维系和延续。今天我们对于古丝绸之路上

的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传播和交流进行研究，可以为

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A

我们要深入了解域外宗教文化，特别是研究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

对“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古丝绸之路所联通的国家和地区，跨越了欧亚大陆的各大文

化板块。以伊斯兰文化为例，今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 38 个穆斯林居民为主体的伊斯兰国

家。只有从伊斯兰文化的多样性、伊斯兰教与其国家的政治生活关系、宗教文化思潮的影响等方面，

充分考虑宗教文化因素，才能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项目的顺利实施。B

历史上丝路的宗教文化传播中，伴随着血雨腥风，但更多数情况下呈现了和谐平稳发展态势。例

如，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元代曾经出现了“回回满天下”的现象，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伊斯兰教主动采取了中国化路线。明末清初的“回儒对话”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国

的“一带一路”在落实阶段却遇到诸多困扰，如一些国家杜撰“中国威胁论”，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将取

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冲突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和分裂势力，都会对中国“一带一路”软硬环境造成冲击。因此，研究宗教历史，借鉴古丝路宗教交

流发展的积极经验，发挥宗教软实力人文外交优势，深化中国与沿途国家宗教文化交流，提升宗教在

维护安全、防堵极端主义思潮、根治恐怖主义，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特殊作用。C 世界各

大文明体系最初大都是以宗教文化为表现形式。“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包括宗教在内的物质、精神、政

治等方面的文化建设。宗教学者必须认真考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思想文化、心灵情感等方面因素，

鼓励我国的爱国宗教界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文明互鉴。D

二、“一带一路”的宗教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 70 年的艰苦奋斗，把我们的国家从

贫穷落后建设得繁荣强大，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彰显我国的国力，实践我们推动世界政治经

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因此，实践证明，“一带一路”的宗教学术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

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才能服务好“一带一路”倡议的事业。

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既是一个社会政治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认识和解决的理论

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分析、看待当今的宗教实际，

迎接历史提出的挑战，为我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大政方针提供理论支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是在新世纪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实践的眼

A　 卓新平 ：《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1 期。

B　 吴云贵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1 期。

C　  马丽蓉 ：《中国“丝路战略”与伊斯兰教丝路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1 期。

D　 吴云贵 ：《“一带一路”建设与文明对话互鉴》，《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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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群众路线的眼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A

2016 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宗教理论，为理论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宗教理论体系指

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在“导”上，

导不是简单地疏导，而是管、控、调、疏多管齐下，这就从方向、方法上解决了究竟应该怎样积极引

导的问题。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更加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屹

立在世界东方的高速发展的大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应当发挥大国的义务和责任，积极协

调周边国家共同引导宗教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中国与周边各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整个

世界的和谐进步。B 同样，“一带一路”中的宗教问题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助推其创新发展。

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各国
宗教进行动态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我国宗教学界对于相关国内外的宗教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潮，从不同视角逐步开展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内容涵盖宗教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各个方面，

探讨因宗教引发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基金项目、

国家教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均部署了一系列的重大课题，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都举行了

“一带一路”倡议宗教与相关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对我国“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中的政策制定、理论支撑和舆论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研究成果说明，我国传统宗教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还与其它国家特别是周

边国家息息相关。我国南传佛教有“地缘 - 跨地缘政治”“国际文化交流”等区位优势，发展呈现跨

区域化发展，世界各国对南传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提升。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开拓包括宗教文化

在内的多渠道外交，形成文化与经济交流互补的深度立体融合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

借助宗教文化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建立深层的国际文化合作机制。C

作为古丝绸之路中四条通道之一的草原丝绸之路，曾是连接古代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身为游牧

民族的蒙古族居民就栖居于这条通道的沿线，他们有着中国文化和蒙古民族文化的双重文化背景。而

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蒙古族作为跨境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可以发挥在人

文历史纽带和民族宗教文化认同方面的独特桥梁优势。D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东商人曾频繁往来于中国东部沿海与波斯湾之间，形成了“伊

斯兰走廊”。今天，浙江宁波已是中东国家在中国的最大贸易地。义乌有常驻中外穆斯林近 2 万，有

3000 多家境外公司企业设立代表处，其中一半来自 20 多个伊斯兰国家，已经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伊斯兰教重镇。新丝路的兴起激活并重组了古丝路多重信仰遗产，都将发挥独特的纽带作用。E

由此可见，宗教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发挥宗教文化的

积极作用，包括宗教学者在内的各方都应该投入努力的。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宗教风险。”通过对美国、日本、俄

罗斯等国对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以及宗教因素与政治的相互影响也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

日益放大等，威胁着当地国家的政权，也威胁着世界和平，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将会对“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研究宗教风险，探讨其发生规律，以化解和降低宗教风

A　 卓新平、龚学增、曾传辉、郑筱筠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世界宗教文化》2014 年第 2 期。

B　 卓新平 ：《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的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3 期。

C　 郑筱筠 ：《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世界宗教文化》2016 年第 2 期。

D　 乌云格日勒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蒙宗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2 期。

E　  邹磊 ：《新丝绸之路上宗教与贸易的互动 ：以义乌、宁夏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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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对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A

蒙古国紧邻我国北部边界，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蒙古国在元代曾经接受

了基督教的信仰，史称“也里可温”，但是随着元代的灭亡，基督教信仰也随之消失。1921 年蒙古人

民革命后，蒙古国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是无神论的，但其国内藏传佛教信仰占绝对优势，此外还

有萨满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影响，外来宗教势力的渗透影响也不能忽视。鉴于蒙古国宗教文化和

国家政治的多元复杂性，对于该国的宗教法制程度、民族宗教关系、宗教信仰格局、政教关系情况、

宗教教派矛盾、宗教极端势力影响、跨国宗教问题、宗教风俗禁忌等方面，都应该进行充分的风险评

估。特别是达赖喇嘛问题影响着中蒙关系全局，因此对中国而言，中蒙关系中的宗教因素风险程度非

常高，相关宗教方面的研究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扫除宗教不稳定因素。B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同样存在宗教因素的风险。众所周知中西方价值

观有所不同，一些非洲国家持有西方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容易给“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造成隔阂。非

洲基督教会参政也会影响非洲政治走向，给“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实施带来不确定因素。而基督教与

伊斯兰教教派之间的冲突，更会导致某些基督教极端势力给“一带一路”实施造成阻碍。当前，价值

观层面的基督教人文风险更加突出，加强非洲基督教研究、中非基督教人文交流和中非安全领域合作，

可以对“一带一路”顺利实施提供安全保障。

四、结语

2017 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入新阶段，我国与各国的合作硕果累累，顶层设计和规划持续细

化，理念不断升华，朋友圈持续扩大，中国理念世界共享。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

向世界郑重宣示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理论，包括宗教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一定是为国家根本长远利益服务的。

2018 年 1 月 16 日，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学习领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与把握新时代对统

一战线的新要求结合起来，与立足统战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把学习的成效转化为高度的政治觉悟、科

学的思想方法、强大的工作动力。要以问题为导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着力研究

破解统一战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C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战理论，势必需要中国宗教学者

在宗教学理论上的全力支持和贡献。

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宗教研究，是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长远利益的，正确对待我国

和他国宗教问题，兼顾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开放包容，积极引导，这同样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宗教理论的范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我国与各国的各种宗教相遇并发生关系，势必影响彼此的

眼前和长远利益，宗教研究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指导下，才能为我国的宗教政策和方针

提供切合实际的实践依据。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所来源的实践，就是宗教同国家利益关

系的实践。这一理论的完善者，首先要有明晰的国家利益观念，还要有对社会现实和宗教实践的深入

全面持续的了解，要有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吸取历史经验与其他国家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在实践的检验中，进行理论的发展与创造工作。D

（责任编辑 周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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