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广义内涵、
生成演化与深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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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关系具有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信仰本身的多重内涵，具有与党和政府、社会、国际以及

宗教自身互动的多元维度，涵盖了宗教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复杂因素，是一种相对持续稳定的互动结

构。云南多元宗教在特定的时空场域和社会情境中生成，政治关系上的边疆开发、文化关系上的吸

纳融合、经济关系上的互利共赢、民族关系上的交流融通、日常生活上的交往互动、宗教生态上的

平衡制约等机制促成多元宗教和谐相处。提炼云南多元宗教的生成机制及其和谐相处的演化机制，

可以坚定我们从广义视角审视宗教多元关系的理论自信与方法自信，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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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准确把握宗教关系的广义内涵

作为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复合词语，“宗教关系”并没有被收词 7000 余条的 《宗教词典》①

收录。过去，人们通常从狭义角度理解宗教关系，将之局限在宗教信仰本身，而不指涉宗教与外

部环境的广义内涵，进而限制了宗教学的想象力。恩格斯 ( Friedrich Engels，1820 － 1895 ) 认

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

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② 宗教是现实社会的折射和反映，同样，宗教

关系也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折射和反映。多元宗教关系对应着多元社会关系，是不同宗教信徒、宗

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基于宗教交往和社会交往而形成的复杂关系。宗教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社

会关系和谐与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理顺包括宗教关系在内的各类社会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 “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

系。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

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③ 讲话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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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宗教关系具有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信仰本身的多重内涵，具有与党和政府、社会、国际以

及宗教自身互动的多元维度，涵盖了宗教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复杂因素，是一种持续稳定的互动结

构，为我们更为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宗教关系，构建健康、理性、和谐的宗教关系指明了

方向。
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认为: “宗教关系是客观存在着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相对于宗教冲突、

宗教融合，宗教和谐是最为理想的宗教关系类型。”① 如果忽略宗教关系的广义内涵，局限于从

信仰角度理解“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将之狭隘化，实际上不利于从深厚的历史脉络与广阔

的现实背景审视我国宗教关系之所以整体和谐的原因。如果仅仅关注教缘关系而忽视了血缘、地

缘、业缘、治缘、文缘等关系，人为缩小了宗教关系的范围，也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处理

现实社会中的宗教关系。
宗教处在《华严经》比喻的 “一多互摄，重重无尽”的 “因陀罗网”中，与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叠合累积，相互影响。正是因为宗教 “多缘”，所以导致了宗教

“多元”，而宗教“多元”又导致了宗教 “多缘”，而多缘与多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使得特

殊情境中的宗教关系呈现或和谐、或冲突的关系面貌。从宗教 “多缘”到宗教 “多元”有客观

规律可循，不分析其“多缘”因素，仅仅基于 “教缘”的信仰内涵很难全面认清多元宗教和谐

相处的动力和原因，也会对宗教工作和宗教治理带来危害。
要正确认识、客观分析宗教这一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超越单纯的信仰因素。宗教

关系作为广义社会关系的反映，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根植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宗教

关系实际上是信教群众人际关系的表征，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体能够和谐相处，则宗教关系和谐，

宗教关系和谐有助于信教群众关系和谐; 反之，宗教关系紧张也会导致信教群众关系紧张，而信

仰不同宗教的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往往引发宗教冲突。
《尚书·尧典》说: “毋相夺伦，神人以和。”② 宗教具有信仰和社会两个维度，通常借助

“人与神”的虚幻关系，表现着、处理着“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宗教

关系与社会关系可以相互促进。黑格尔说: “尽管神本身是纯粹心灵的统一体，它也显示现实的

人，与尘世事物直接交织在一起。”③ 作为特定人群集体意志的载体和信条，宗教在特定社会情

境中具有特殊乃至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宗教演化与社会演化息息相关。宗教和谐有助于社会

和谐，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决定宗教和谐。
当前，我国整体和谐的宗教关系，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而堪称多元

宗教和谐关系典范的云南，在宗教和谐的生成过程、经验模式、逻辑内涵、理论模型和现实启示

等方面，也具有典型性，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描述云南多元宗教

生成的历史过程、现实状态和模式特征，提炼出云南多元宗教的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动态

分析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内在逻辑、客观规律、过程路径，提炼出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

演化机制。生成机制的核心功能是引导不同人群的信仰需求，使特定区域汇集多种宗教; 演化机

制的核心功能是促进不同宗教互益共享、包容并蓄、并行不悖、和谐共处，即使存在冲突，也能

通过交往沟通进行化解。我们将立足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分析如何准确把握宗教关系的广义

内涵，精确阐释云南多元宗教的生成机制与和谐相处的演化机制，在文化多样化与全球一体化的

现实世界中全面借鉴云南宗教和谐相处经验的深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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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多元宗教的生成机制

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宗教活动，莫不在特定时空之中展开。宗教的诞生与演化，同特定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史记·龟策列传》说: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
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① 考

古资料证明，从上古开始，云南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就具有土著居民与外来族群、本土宗教

与外来宗教的交织互动。在本质上，多元宗教对应云南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在功能上，多元

宗教适应云南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有助于推进民族关系和谐。
( 一) 云南多元宗教生成的时间脉络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

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云南的多元宗教格局大体经历了原始宗教独立演化，本土宗教与佛教互

动，本土宗教与佛教、道教互动，本土宗教、佛教、道教与伊斯兰教互动，本土宗教、佛教、道

教、伊斯兰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互动等阶段。各大宗教互动交往的程度深浅不等，从冲突到和谐

的实现路径有别，与封建王朝官方意识形态融合的程度也有差异，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有快有

慢，但置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大格局之内，既有历时性的演化关系，也有共时性的并存关系。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存在多种社会发展形态。有些民族仍然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信仰原始宗教，保留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形式。有些民族处于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的发展阶段，也有个别民族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五大宗教与原始宗教、民间宗教都有其信仰市场。云南是当之无愧的 “宗教文化博物馆”，各民

族在发展过程中沉淀的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紧密交织，诸如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毕摩文化、
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藏传佛教文化、回族的伊斯兰教文化等，既是本民

族的民族文化，也是本民族的宗教文化。
值得关注的还有基督教与云南某些少数民族的关系。迄今为止，基督教在云南传播已有 138

年历史，通过开办学校、设立医院、创立文字等措施，对苗族、傈僳族、怒族、彝族、景颇族、
佤族、拉祜族、哈尼族、独龙族、白族、傣族等民族的部分群众产生影响。彼时基督教开办的社

会事业有助于敲开宗教事业的大门，客观上也推动了信教群众的发展进步。作为最后传入云南的

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与云南流传上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其他几种宗教产生了微妙关系。然而，宗教

信仰力量的大小，不能简单以传播时间先后进行判断。在人类宗教史上，先来者排斥后来者，后

来者置换先来者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历时性的云南多元宗教，无论是本土的、先来的、后来

的，最终达成了共时性的和谐相处。
( 二) 云南多元宗教生成的空间场域

云南立体的气候和民族分布，也使宗教分布呈现立体特征，似乎被折叠堆放起来，从县域到

乡域乃至村域几乎都能找到多种宗教共存。我们随手翻开任何一部云南方志，都能看到当地存在

至少三种以上宗教信仰的记载。
流经云南的大江大河，除长江上游金沙江最终注入东海、珠江水系的南盘江与北盘江最终注

入南海，其余如澜沧江、怒江、红河等流经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最

终注入印度洋或太平洋。自古以来，沿着云南山川河流的走向，不同族群迁徙往来，形成了诸多

天然走廊。血缘、地缘、文缘、治缘、教缘等因素长期陶冶涵化，使得云南境内的民族走廊同时

也成为宗教走廊、文化走廊。云南逐渐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汇聚的典型区域，在复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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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作用下，沉淀出影响范围大小不等、文化特色相对鲜明的民族—宗教—文化板块。各板块保

持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但其界限并非一成不变，有些历史上一度兴盛现在却难觅痕迹。大体而

言，主要有佛教文化圈 ( 可进一步分为汉传佛教文化圈、阿吒力教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
南传佛教文化圈) 、道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基督宗教文化圈 ( 可进一步分为半成熟的天

主教文化圈与半成熟的基督教文化圈) 、民族民间宗教文化圈。
云南的多元宗教关系，可以通过上述八个宗教文化圈的重叠互动从中观层面展开探析。每一

个宗教文化圈占据着特定地域，影响着特定人口，拥有特定资源，形成一个类似于社区的共同

体，其和谐相处而不是竞争冲突的关键，在于能否共享圈层内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乃至能否

共享宗教信仰资源。例如，如果一个人既可以是佛教徒，也可以是道教徒，还可以是民间宗教信

徒; 一个宗教场所内既可以供奉佛教神灵，也可以摆放道教神灵，还可以祭祀民间宗教神灵，那

么各宗教因为争夺信仰资源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小。相反，如果每个宗教都想扩大自己的影

响，争夺对方拥有的信徒和资源，则很可能引发冲突。国家、社会和宗教自身，是决定不同宗教

能否共享资源、和谐相处的三大主体，换言之，正是国家—社会—宗教之间的互动博弈，决定了

宗教文化生态的面貌，是一元宗教还是多元宗教，是多元宗教冲突还是多元宗教和谐。具体到云

南，在特定自然地理单元中，各宗教文化圈有自己的 “谱系”，一些民族与宗教形成一一对应关

系，但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宗教为多个民族信仰，或者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借助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因素，同一宗教文化圈内部各民族交往互动频繁，不同宗教文化圈之间各民族也经

常交流互动。民族是宗教的信仰载体，历史上，特定宗教文化圈一般都有一个主导民族，由于大

民族主义思想作祟，时常影响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实现各民族不分大小一

律平等，为新型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提供了必要前提。
( 三) 云南多元宗教生成的社会情境

多元宗教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折射，更是多元社会的反映。宗教文化作为社会信息和民

族信息的储存库、记忆库，可以从宗教文化演变中反推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演变。云南多元宗

教的发生学依据，在于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多元带来了多元信仰需求，客观上要有多元宗

教才能满足多元信仰需求。
云南 26 个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世居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或者一个民族信仰多种

宗教，或者多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或者一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在信仰形态和地域空间中交织

互构、重叠互生，形成多元和谐的宗教文化生态与宗教文化圈层。宗教与民族的特殊关系，使得

我们可以从民族交往与信教群体互动的角度探寻宗教关系的历史演化与现实维度，寻绎云南边疆

民族地区宗教关系折射的民族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之内涵。如果没有长达数千年的民族迁徙交

往、社会文化互动与宗教信仰变迁，云南多元宗教信仰的生成与和谐相处模式的确立将成为空中

楼阁。反映在学术研究中，如果不进行历史地、动态地、全面地考察，不结合民族交往与社会交

往的宏观背景，仅仅静态地描述现象，就很难把握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本质，也就很难精确把握

广义宗教关系的内涵。借助广义宗教关系诸多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推动，宗教和谐最终在

特定社会情境中成为现实。

三、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演化机制

班班多杰教授认为，民族杂居、国家统一、经济互补以及文化因子的作用推动青海各民族和

谐相处，各民族信仰的多种宗教同时受到尊崇，宗教元素相互采借。① 张桥贵教授认为，云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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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宗教和谐相处的主要原因是各民族经济上相互依赖，各民族之间一直通婚，各宗教之间势力均

衡。①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促进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关键机制归结为政治关系上的边疆开

发、文化关系上的吸纳融合、经济关系上的互利共赢、民族关系上的交流融通、日常生活上的交

往互动、宗教生态上的平衡制约。这些机制有机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云南多元宗教

和谐关系的持续呈现。
( 一) 政治关系上的边疆开发

边疆是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但似乎又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政治因素、社会因

素、文化因素、军事因素乃至民族因素、宗教因素等，都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对边疆的认识。② 考

古资料证实，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云南的土著人群就与生活在祖国西部、中部乃至东部的人群发

生交往联系。传世汉文古籍也有很多关于云南上古时期与中原文化关系的记载，从 《禹贡》所

载的梁州，到《史记》所说的西南夷、古滇国、益州郡，到 《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
记载的南中，再到魏晋南北朝以降的宁州、两爨、南诏、大理、云南行省、云南省，云南边疆分

化与整合、拓展与收缩的变迁演化过程，亦伴随宗教文化的变迁演化。历史上，伴随着中原王朝

的边疆经略，回族移民将伊斯兰教、汉族移民将儒释道三教和民间宗教带入云南，拓展了云南的

宗教文化版图。1881 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从缅甸入境，在大理租房设堂传

教，拉开了基督教在云南传播的序幕。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的多元宗教关系，同多元民族关系、多元文化关系相互作用，共同塑

造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边疆、民族、宗教是互构互动的特

殊过程，彼此赋予对方意义内涵。相对而言，边疆比内地聚居了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

氛围也更为浓厚，民族和宗教对边疆的影响也更深。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关

系和谐时，宗教关系也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反之民族关系紧张时，宗教关系相应紧

张，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边疆

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宗教工作，消除了一些地区世代相传的民族隔阂，理顺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

系，使民族关系更加团结，宗教关系更加和谐。
( 二) 文化关系上的吸纳融合

作为不同文明核心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是所谓 “文明的冲突”③ 的主要表现，虽然我国

的宗教有来自印度的佛教、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宗教、起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犹太教、祆

教、摩尼教等也曾经一度流传，但这些宗教尤其是佛教，很大程度上已经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一文明内部，即使发生宗教冲突，最终也可调适化解。基于国家的政治需

要和中华文明的文化需要，将外来宗教从“他者”转化为“我者”，这一过程交织着复杂的政治

性、社会性、宗教性和人文性。将外部问题作为内部问题予以解决，需要政治智慧、信仰理性和

社会基础。庄蹻开滇尤其是秦汉王朝设立郡县以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多元宗教信仰逐渐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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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桥贵: 《云南多宗教和谐相处的主要原因》，《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2 期。
张桥贵、孙浩然: 《边疆宗教治理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6 年第 3 期。
亨廷顿认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两大一神教之间的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关键部分。他说: “造成这一冲突模

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 12 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 20 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

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

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
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 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

待世界; 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者，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当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它们又都是负有使命感

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参见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2 页。



效整合进中华文明一元格局之中，这是没有发生大的宗教冲突或者发生冲突最终得以化解的深层

次文明原因。
( 三) 经济关系上的互利共赢

经济交往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受制于经济基础，宗教交往同样也受制于经

济交往。马克思指出: “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

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是货币。”① 多元宗教和谐相处作为一种交往关系，有其经济动

机和经济基础。为了保证经济交往顺利进行，人们倾向于尊重和宽容对方的宗教信仰。经济交往

能够加强宗教交往，宗教交往也可以促进经济交往。当经济交往促使不同地区、不同信仰的人们

互通有无、共享利益、互利共赢时，将对宗教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反之则产生消极影响。
纵观世界各地，占据交通贸易优势之处，往往也是多元宗教共存之所。云南自古就是内地通

往东南亚的交通孔道，当古代蜀身毒道、西南丝绸之路、牂牁江商道、五尺道之要冲，《华阳国

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② 可以推测早在汉朝，缅

甸、印度的侨民和商人，在带来异域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域的宗教。明代大批涌入边疆的汉

族移民带来的信仰形态和神灵体系在云南生根发芽，以至我们可以根据其宗教信仰判断这些移民

原籍何处。来自江西的移民修建万寿宫，祀奉许真君; 来自福建的移民修建天后宫，崇拜妈祖;

来自四川的移民修建川主庙，供奉二郎神。进入六大茶山的汉族商人，也将关帝信仰、财神信仰

等带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近代在云南传教的柏格理、富能仁等，也有意利用集贸市场的开

放性，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兜售圣经小册子，敲锣打鼓引人注意，趁机宣传基督教，为云南宗教

生态注入了新内涵、增添了新景观。
( 四) 民族关系上的交流融通

在云南，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的联系非常紧密，二者互动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

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等关系因素。多元宗教的生成与上述诸因素有关，至于多元宗教和谐相处，

也应从上述诸因素中探寻动力机制。正是在诸因素发挥正功能、消除负功能而相互交织、彼此融

合的基础上，以中央王朝臣民 ( 现在则是国家公民) 、边疆地区移民、社区邻居等身份角色表现

出来的各民族成员和各宗教信徒，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相处，演化形成多元共聚的和谐宗教

关系。宗教和谐关系的形成，不仅使宗教在民族内部发挥重要社会功能，也在民族之间扮演关键

角色。宗教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诸因素相适应、相建构的过程，也使宗教关系在不

同程度上、不同情境中表现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和民族关系。
( 五) 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

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 ( Friedrich Max Mueller，1823 － 1900 ) 说: “哪里有人类生

活，哪里就有宗教。”③ 实际上也可以说，哪里有宗教，哪里就有人类生活，宗教生活与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吴梓明认为，很难在神学世界解决宗教差异与冲突问题，只有把目光从神学世界拉

回此世，共同关心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保护、艾滋病流行、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才能实现宗教间

融合共处、和而不同的愿望。④ 在实用主义的信仰情境中，当宗教的神圣逻辑遇到日常生活的世

俗需求，往往会退避三舍。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互构，使制度化、体系化的宗教与日常

化、常识化的宗教并行不悖，使宗教矛盾在生活熔炉之中逐渐化解，从而避免在信仰层面出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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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2 页。
( 晋) 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5 页。
［英］ 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陈观胜校《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版，第 51 页。
转引自张凤梅、郭长刚: 《“全球化与宗教多元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6
期。



突。在云南一些多民族共居社区，例如，汉族、白族、藏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七个

民族共居的洱源县郑家庄，人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在日常交往中互助互益，各民族相

互通婚，无论在家庭层面还是社区层面，不同民族身份、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能和谐相处。可

以说，云南宗教和谐与民族和谐相互转化、良性循环，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
( 六) 宗教生态上的制约平衡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 Sidney Mintz，1922 － ) 率先应用生态学理论研究人类文化，中国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 “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① 云南堪称宗教文化的熔炉，除原始宗

教，还将来自祖国内地的儒教、汉传佛教、道教，来自祖国西藏的藏传佛教，来自南亚东南亚

的南传佛教，来自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教以及来自欧洲美洲的天主教、基督教有机熔铸起来，使

得不同宗教在包容并蓄中和谐共存，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日常交往中和睦相处。当然，云南边疆

民族地区并非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现在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的美好图景是经过长期演化形

成的。
以多民族多宗教和谐相处著称的贡山县丙中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宗教冲突，每次都经

过调适达成新的平衡。清朝道光年间 ( 1821 － 1850) ，丙中洛怒族与前来传教的藏族喇嘛发生冲

突，后来部分怒族在保持原始宗教的同时开始信仰藏传佛教。清朝光绪年间 ( 1871 － 1908) ，原

始宗教、藏传佛教又与传播进来的天主教冲突，在清政府干预下达成和解。民国时期基督教传

入，经过调适与上述宗教和谐相处。若细分起来，丙中洛的四种宗教至少存在九种互动关系。越

晚传播的宗教，面临的宗教关系就越复杂。当然，若前面传播的第一种乃至第二种、第三种外来

宗教都已经本土化，那么就可简化为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外来宗教本土化调解了外

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紧张关系，有助于维系宗教生态平衡。

四、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深层启示

当今世界，文化多样与社会多元、宗教多元是难以回避的现实，一个良好的宗教关系与社会

秩序，与任何人都有关联。如何促进不同宗教间互相理解、交流对话、和平共处，是 21 世纪宗

教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巴尔塔萨 ( Hans Urs von Balthasar，1905 － 1988 ) 认为，基督宗教

对待他者宗教的态度有排他主义、兼容主义、多元主义三种。② 坚持用多元主义的态度对待其他

宗教，进而维系宗教关系和谐是中华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多民族、多宗教的云南表现

得尤为典型。云南边疆多元宗教和谐相处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也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建

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模式在比较宗教学领域的研究

价值十分明显，基于本土经验总结提炼的理论模型可以同西方的宗教多元论展开学术对话，蕴含

的政策智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 一) 坚定从广义视角审视宗教多元关系的理论自信与方法自信

西方学术界关于多元宗教关系的理论模型，主要从狭义的宗教关系角度展开分析，着重探讨

各个宗教对待自己与其他宗教时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其中，排他主义固守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

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可以通向真理。兼容主义也以基督宗教为中心，认为其他宗教的信徒若能遵

行基督教的原则，最后也能得到救赎。这两种立场已经遭到学术界批判，此不赘述。实际上，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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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国: 《多元文化中的云南宗教———兼谈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宗教与民族》 ( 第四辑) ，宗教文化出

版社 2006 年版，第 114 页。
宋旭红: 《巴尔塔萨的基督教多元主义思想》，载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 ( 第五辑)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7 年版，第 130 页。



在通过建构宗教共同体而建立宗教平等 “新秩序”的当代宗教多元主义①，虽然受到较多学者

拥护，但其对宗教关系的理解仍然是狭义的。从广义上对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关系进行理论提炼，

可谓基于多元主义理论脉络做出的 “守正创新”。
关于多元主义，学术界有诸多界定。贝格尔 ( Peter L. Berger，1929 － ) 认为，多元主义是

“很多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在同一个社会空间的共存共处。”②《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

多元社会定义为“一种包含着两个以上的成份或者社会秩序的社会，这些成份或者社会秩序在

一个政治单位内共存，但互不相联。”③ 多种文化、多种民族、多种宗教共存是多元社会的一个

重要特征。为了将多元凝聚为一体，需要共同文化作为中介。菲利克斯·格罗斯 ( Felix Gross)
认为，在承认并尊重不同行为规范的同时，也要制定一套为人们普遍接受、共同实践的行为规范

和程序规则，拥有共同的最高价值核心，否则文化多元社会将无法运行。④ 不幸的是，一些信仰

群体一味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其文化差异，反而引起分裂和冲突。如果仅强调存异而忽视求同，或

以强制手段求同而不存异，都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保罗·尼特 ( Paul F. Knitter，1939 － ) 非常欣赏中国宗教多元共存体现的 “差异性统一”，

认为“中国宗教生活的这种混合特质就表达在中国的 ‘三教’观念中。‘三教’即儒教、道教和

佛教。同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可以同时接受儒道佛。”⑤ 最初，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与中

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有过冲突，但佛教成功中国化之后则和谐相处。佛教与儒释道鼎足而三，被视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唐宋以后，封建王朝倡导推动的 “三教合一”出现高潮，也影响了民

间社会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涵养了将本土宗教、外来宗教有机统一的宗教文化生态。元朝以

后，云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大量出现同时供奉孔子、释迦牟尼、太上老君的 “三教宫”。“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⑥，既然三教可以合一，那么四教、五教甚至更多宗教也都可以和谐

相处。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状态⑦，都是以共同的文化作为中介，每一

个民族群体、信仰群体都可能从中找到一致认同的内容。只有多元，没有一体，多元将不可持

续。多元必须寻求一体才能成为稳定的整体，多元与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换言之，我国的

多元宗教必须在一体的政治格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明体系 ( 中华文明) 、文化价值 (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之内寻求一致认同，这也应成为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所遵循的道路。
中国和云南的多元宗教和谐关系，可以坚定我们从广义视角审视宗教多元主义的理论自信与方法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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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探寻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模式

当前世界上仍然存在宗教冲突与矛盾纠纷，我国是世界上处理宗教关系最为成功的大国之

一。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无论在宗教种类多样还是宗教关系和谐方面，都堪称典范。云南的

多元宗教、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自古以来就与中华文明一体相连。历史上，我国的多元宗教和

谐相处的路径，有自上而下的王朝路径，也有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两种路径时常层累叠加。中

华文明借助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拓张，不仅影响云南的政治格局，也影响其社会格局、文化格局

和宗教格局。不断迁徙而来的汉族人口，逐步打破云南边疆地区相互隔绝的自然地理和文化环

境，使原本不相往来或很少往来的人群彼此交往，原本隔绝的宗教相遇、交流进而冲突竞争或和

谐相处。庄蹻王滇、秦汉设郡、魏晋南北朝开发、隋唐经略、元明清一统，使得云南宗教与中原

宗教关系异常密切，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云南经验就是中国经验。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为中国

乃至世界贡献的经验智慧，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在探寻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模式时，应

特别注意动态模式与静态模式的区别联系，亦应时时处处将宗教与其信仰人群———有时表现为特

定民族，有时又超越特定民族的范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历史上，云南由于高山大川的阻隔，一些偏远地区交通闭塞，虽然生活着众多民族，每个民

族都信仰自己的宗教，但封闭的地理容易导致封闭的社区，他们很少交往也就不会冲突，由此呈

现的和谐共处状态属于静态模式。若打破封闭，彼此交往，最初可能产生冲突，但通过政治、经

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交往而逐渐化解冲突，最终和谐共处，则属于动态模式。我们的研究应关

注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动态模式，从本质上说，和谐相处不是一个简单关系演化的存量结果，而

是一个多元变量导致的社会过程。换言之，在特定情境中，我们宁愿选择交往的冲突，也不要封

闭的和谐，如同清代闭关锁国虽然带来了片刻的宁静，但最终却不得不面对世界潮流更加无情的

冲刷打击。开放的社会与开放的宗教，更容易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产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

社会效果。云南历史上不同宗教在交往过程中发生过很多适度可控的冲突，但最终在多种调节机

制的作用下转化为宗教和谐。
与西北的陆地边疆相比，西南边疆的地理、气候等更为多样，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更为和

谐，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影响也更为持续，更为深远。与东北的陆地边疆相比，西南边疆受到近代

工业文明的影响相对较浅，民族宗教文化更为多样。在我国西南边疆中，云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

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将云南边疆作为狭义的西南边疆，因为西藏边疆可以视作西部边疆，而广

西与广东地域相连，可以视作南部陆海边疆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多元宗教

关系研究，在边疆宗教研究中具有典型性。
( 三) 提供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政策借鉴

由于涉及的因素、层面、维度广泛而复杂，推动宗教关系和谐是一项艰巨任务，世界上不少

国家都有因为宗教关系处理不好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的教训。我国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

局面来之不易，其成功经验值得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

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

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

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① 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系统总

结我国处理宗教关系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多元宗教和谐关系持续呈现。
在云南民族地区，宗教关系可谓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宗教和谐有助于民族团结，宗教矛盾往

·93·

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关系的广义内涵、生成演化与深层启示◎

① 习近平: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http: / /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 /2016 － 04/23 /c_ 1118716540．
htm． ( 阅读时间: 2018 年 9 月 2 日。)



往引起民族冲突，我们都应爱护云南宗教和谐民族团结的宝贵局面。宗教和谐来之不易，而宗教

冲突有时只需一个细微问题即可引发。多元宗教和谐相处，既符合宗教自身利益，也符合整个社

会利益。概言之，多元宗教关系和谐还是冲突，都是诸多整合因素与分裂因素较量博弈的结果。
若整合因素的力量大于分裂因素，则宗教关系和谐，反之分裂因素的力量大于整合因素，则宗教

关系冲突。整合因素主要包括: 政治凝聚、文化认同、社会交往，分裂因素主要包括: 政治分

裂、文化冲突、社会排斥。
多元宗教如何和谐相处，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对于西方理论，我们不是简单地照着讲、接着

讲，而是要创新讲。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学术上，我们都有必要开创宗教对话和宗教多元的中国理

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可圈可点，我们将基于云南的社会情境，回应西

方学界的宗教对话理论和宗教多元理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云南本土的经验模型和理论认识。
除了理论探析，我们还应提出推动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持续呈现的对策建议，以求在更广范围

内推广，对维护宗教和谐、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做出贡献。

( 责任编辑: 李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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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研究》

彭瑞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 12 月出版，定价: 86 元。

本书通过对菩萨戒的起源、形成、内容、发展、流传进行系统的考证、梳理、分析，提

出了创新性的学术观点，菩萨戒起源于印度大乘佛教，早于小乘戒律传入中国，形成了梵网

系、瑜伽系、优婆塞系和密教菩萨戒，以梵网系菩萨戒最为流行，并发展成为与小乘戒律并

行流传的戒律体系。本书研究了菩萨戒在中国内地和敦煌地区的流传，菩萨戒向韩国、日本

的输出，揭示了菩萨戒在敦煌地区的流传特点及其对日本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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