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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苏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 农村信徒仍为主体,城市基督教组织地位日

趋重要,境外渗透加剧,原教派活动意识强烈。未来信教群众将会以每年 3% - 4%的速度平

稳增长,信教群众思想日趋成熟,教会的威信和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当地基层组织, 将会成为

基层党组织的潜在竞争者,境外渗透和邪教侵蚀也将是未来基督教自身发展和政府管理宗教

事务共同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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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传入江苏后,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

传教活动,到今天,已在江苏深深扎根。江苏基督

教在全国乃至世界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

后,我国基督教界的领袖人物丁光训等人都曾在

江苏工作。著名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是我国培养高

层次基督教人才的主要基地, 目前,全国和各省市

基督教主要代表人士大部分从金陵神学院毕业。

南京爱德印刷厂是世界印刷 圣经 最多的厂家,

1986年建厂以来共印刷 圣经 5000多万册, 除了

满足中国基督徒的需要, 还大量出口许多国家。

一、江苏基督教现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全省基督教

信徒 4万余人, 1966年有 7万多人, 1982年 21万

多人, 1996年 97万多人, 2002年为 120万多人。

目前,全省有信徒 150多万人, 有牧师 222人, 长

老 300 余人,经基督教两会考试派立认可的传道

员 3000多人,义工传道员 2000余人。为全面提

高江苏基督教整体素质, 1998年经国家宗教局和

省政府批准,建立了江苏省基督教圣经专科学校,

10年来培养了 600多名基层传道人,现有在校学

生 110多名,专职教师 14人; 圣经学校还专门开

办了为提高基层传道人讲道水平的教牧班,在校

生 120人。目前,全省基督教堂点有 4323 处, 其

中教堂 476个,固定处所 3847个。全省基督教面

广量大,信徒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徐

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 5个市,有 100余万,

约占全省信徒总数的 80%多。全省县(市、区)三

自组织有 70 个, 13 个省辖市及省里均成立了基

督教两会组织。

从目前我省基督教总体态势来看,基督教人

数非正常快速增长的势头有所减弱, 基督教教会

自身也感到, 教徒人数发展太快不利于管理。目

前全省信徒每年增长 3% - 4%, 基督教与我省政

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相适应,和睦相处。

二、基督教面临的主要形势和挑战

基督教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受国际、国

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督教自身传教等诸多因

83

!社会纵横 /201 0! 3



素,基督教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逐渐扩大,基督教与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生活基本相适应,在稳

定治安、邻里和睦、人际交流、心理慰藉、和谐文

化、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等许多方面,都在发挥积

极作用。

农村基督教信徒仍然是我省基督教信徒主

体,主要集中在苏北。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以及基督教自身活动特点的

吸引,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把基督教信仰活动作为

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对农村经济社会文化

和人文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农村教会实力和社会

影响进一步扩大。农村人群公共聚集最好的场所

是教堂。苏北农村几乎每个县和镇都建有富丽堂

皇的教堂,能容纳数千人左右。教会组织信教群

众开展修桥铺路、捐资助学、看望五保户和贫困户

以及为灾区捐款捐物等社会公益活动热情很高,

受到乡村群众的好评。

城市基督教组织的地位日趋重要。高学历、

高素质的老板及留学归国等所谓∀精英#信教人数

日趋增多,出现文化基督徒现象。有境外背景的

所谓家庭教会活动日趋活跃、影响增大;农民工、

经商、求学等流动人员群体,对城市基督教越来越

发挥影响。城市信徒中年轻人、退休人员、农村进

城务工人员、知识分子、私营业主也在增加。引人

注目的是,高校学生中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并经

常到教堂的人不断增加。

境外基督教渗透现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开放

而不断出现。苏南地区来自韩国、美国的渗透比

较活跃;苏北地区也发现境外基督教渗透,但打着

基督教旗号的邪教活动较多; 境外一方面利用互

联网、影像资料、宣传品等渠道, 从面上传播基督

教,扩大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利用基督

教组织、机构,从条线上建立组织、培植势力。

基督教原教派活动意识强烈。不少原教派要

求单独批点活动, 教派之间矛盾成为基督教领域

自身如何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形成上述发展态势的原因有:

一是复杂的国际背景。由于近代中国的基督

教来自西方,其神学、文化特征、教会体制、活动形

式等内容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范畴。西方敌

对势力正积极把基督教作为一种对我演变的渠道

和突破口加以利用。

二是社会变革时期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不

力。因为群众精神上、思想上出现困惑,感情得不

到慰藉, 家庭邻里关系紧张,缺少文化娱乐,前途

理想渺茫, 生存、贫困、生病得不到社会的关怀和

照顾,加之一些基层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在求告无

门的情况下只有转而向教会求助, 教会也会主动

去找他们。

三是与基督教神学教义、活动方式有很大关

系。基督教强调∀因信称义#, 只要信,就可得救上

天堂;信徒人人皆可为祭司,都有传教的义务;信

教人数越多,理想的天国就能愈早降临人间。

四是政府管理基督教事务上的难点问题多年

来久攻未克。由于我省信徒成份以农村人口为

主,这些人文化素质较低, 分辨能力差, 基督教信

仰中夹杂有许多民间信仰和成份, 在缺少正确的

引导情况下,基督教发展既∀热#又∀快#,进而导致
乱发展,这样势必带来混乱现象的产生,甚至被坏

人利用而危害社会、危害基督教自身。

三、基督教发展趋势预测

信教群众数量将会以每年 3% - 4%的速度

平稳增长,但在全省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

信徒人数增长与我国社会转型有很大关系,如同

曲线即到峰顶,某些地区可能还会增加,但大部分

地区信徒人数不会出现大幅度增长。预测未来

20年,江苏全省基督教信徒在全省总人口所占比

例不会超过 6%。理由: 中国传统文化的树干作

用,不易撼动; 中国社会转型完成后,对基督教的

狂热会趋于理性;中国基督教自身经过努力∀去洋

加土#,本土化色彩会日趋明显; 人文理念和社会

文明的进步,人们会以更加包容的心态,理解基督

教,以平和心态看待基督教。

信教群众信仰思想日趋成熟。经过教会多年

的传教,信教群众对基督教教义、教规有较深的理

解;了解党的宗教政策,有一定的法制观念和政策

观念,大多数信徒信仰思想趋于理智。教会负责

人和信徒都认为教会应当服从政府的管理,信徒

与周边不信教的群众很少发生矛盾纠纷。对周围

个别群众的歧视也持一种不计较、不争执的态度。

从信教原因分析: 一是因病、因贫信教。身体有

病,听说信教能治病、能保佑平安,但也并不排斥

就医问药; 另外, 由于村民的经济收入低, 生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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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艰辛,希望神能保佑有个好收成,家庭各方面都

顺利。二是看到别人信教后, 家庭和睦了、孝敬老

人了,受亲友及周围信徒的影响而信教;三是亲眼

目睹了教会做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改变了对教

会的看法, 由不理解到认同,直至最后加入;四是

受基督教在农村文化生活中的影响而信教。教会

在礼拜日、节日和农闲时以简单、通俗、群众易于

接受的形式,在教堂高唱∀主#的赞歌,表演基督教

内容的歌舞节目,来宣扬信教的好处。我省农村

有的教会在星期日礼拜或有重大宗教活动时, 鼓

乐齐鸣, 并在教堂架起炉灶, 招待来客吃饭聚餐,

其活动吸引周边乡邻纷纷前来, 甚至周边村的党

支部、村委会也来祝贺。而城市年轻人信教大多

出于好奇心和外出打工时,随大伙凑热闹,时间长

了,也就不知不觉地信上了,有些知识分子则是在

国外留学时受洗信教。

教会的威信和影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

已超过当地基层组织。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

是群众基础不同。党的基层组织和教会领导班子

的主要负责人产生的方式不同, 村支部和村委会

虽然由党员和村民代表选举产生, 有一定的群众

性和代表性,但也有按上级领导意图产生的, 缺乏

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教会的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

人均由信徒直接选举产生,信徒在选举时有一定

的民主性。二是党的基层组织和教会工作运行机

制不同。村支部、村委会既要向村民负责,更要向

上级负责;而教会领导班子则主要向信徒负责,受

信徒监督。三是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党的基层组

织主要靠行政命令指挥群众, 而教会则主要靠信

徒都是神的仆人来沟通, 教会内信徒之间以弟兄、

姊妹相称,具有亲情感,更容易使人接受。信徒家

庭有灾有难,教会都能及时看望、慰问, 由于教会

与信徒之间有较浓的情感因素, 教会成为信徒之

间沟通感情的载体。四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

教会开始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做事, 赢得了社会的

赞誉。在宗教工作部门和当地基层组织的引导

下, 信徒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带头上缴公

粮、各种提留、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及实行计划生

育。教会还定期邀请党政干部和农技人员,向信

徒们宣传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讲授种植养殖

科学技术,信徒从教堂得到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并学会了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些信徒成

了周围群众的政策解答员和科技咨询员。

正确处理农村基层组织与教会民间组织的关

系成为宗教事务管理中的重要课题。从目前来

看,基层党组织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是好的。一是能经常到教会宣传党的宗教方针政

策。教育信教群众爱国爱教, 引导好信教群众;二

是对教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能及时帮助解决, 如

教堂维修、扩建过程中各种手续的办理、费用的减

免等,都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与教会之

间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但是,在与党员干部和一

般群众召开的调研会中,多数人对党的宗教政策

的理解不够全面, 村支部书记和镇统战委员上任

时间较短,对管理宗教事务觉得无处下手,不能摆

正自身在基层宗教工作属地管理中责任人的位

置,甚至错误地认为党的村级组织与教会之间是

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关系,有的甚至依托教会来

做基层农村工作。如何巩固农村基层组织,正确

处理好党支部、村委会与教会民间组织的关系,值

得我们关注。

境外渗透和邪教侵蚀将是未来基督教自身发

展和政府管理宗教事务需要长期共同面对的问

题。我国 宪法 明确确定,中国宗教坚持独立自

主原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由于我国是社会主

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由于西方某些

势力不愿看到中国和平崛起, 由于西方基督教传

教的使命感,因此,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我进行的

渗透将是政府和基督教自身共同面临的一项长期

任务。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组织, 也将是影响

基督教自身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还

有利用基督教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达到险恶

政治目的的所谓文化基督徒。对这些问题绝不可

掉以轻心,要依法处置。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

于我们的教育引导, 在于做好我们自身的工作,增

强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自我识别能力。 ∃

责任编辑:黄 杰

85

!社会纵横 /201 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