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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和欧洲人的宗教生活有什么不同？ 

问1：中国人有宗教信仰吗？ 

答：可说有，也可说没有。说有，是因为在中国有像耶稣那样的圣人，比如老子，佛祖，和孔

夫子等，他们的类似圣经的宗教思想被中国人满腔热血，执拗地钟爱着。说没有是因为在

中国没有像西方教堂这样组织民众宗教生活的机构和设施。 

问：那你是说， 在中国宗教信仰是一种看不见的，无组织的，只是存在于每个人脑子中的无形
的东西吗？ 

答：是的。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的教堂，所以有人主张把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当作哲学思想

来看待。 

问：可是我在中国旅游时，不仅看到了佛家的寺庙，道教的寺庙等，而且还参观了孔子庙等。  

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在中国的寺庙和西方的教堂之间画等号。 

问：你刚才说到在上述的宗教思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与差别。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

宗教的争斗。 为什么？ 

答：我想，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三大宗教的创始人生前都研究过他人的思想，并且一再声明自己
的思想不是唯一的真理。 

问：他们承认其他理论的正确性，不认为他们自己的理论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吗？ 

答：是的。 

问：对于我们西方文化来说， ‘真理’只有一个。如果说有不同的‘真理’， 而且他们又是
相互排挤的‘真理’的话， 我觉得不好理解。 

答：这个问题， 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就曾有人向佛祖提出过。佛祖为了阐明这个问题， 让人
牵来了一头大象，找来了数十个盲人。让他们摸象， 并将自己摸到的大象的形态告诉大家。 

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头， 说：‘大象像一个大桶’。 

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 说：‘大象像石头筛簸。 

还有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臼齿， 说：‘大象像犁头。 

另外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 说：‘大象像犁柄。 

摸到大象身体的人说：‘大象像粮仓。 

摸脚的盲人说：‘大象像路杆。 

摸到象背的人说：‘大象像研罐。 

 
1 作者曾在德国“成人大学”和“高等文理中学”担任过多年的中文教学工作，认识了许多德国学生。
在和上海以及武汉中学的友好交流中，又认识了不少的中国学生。本文以对话的体裁写成：学生问，毛

文老师答。以后缩写成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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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到象尾的人说：‘大象像扫帚。 

之后佛祖对学生们说， 这头大象就好像是‘人间世界’。每个盲人都只是摸到了它的一部分。
而对另外的部分尚无所知。所以他们对大象的描述既对也不对。佛祖对各种宗教思想之间

的关系通过盲人摸象这个道理进行了极其精辟的阐述。事实上， 每一种宗教思想的世界观
都只是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种经验，都是片面的。但是他们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 都是片
面正确的。只有将他们综合起来才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人对因宗教观点不同在欧洲历史上所引起的无数战争， 觉
得不可思议。 

        比如说，老子，佛祖和孔夫子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思想，但是在中国从未发生过孔子派与
老子派的角斗。  

问：原来如此。西方人对中国人能同时容忍不同宗教思想存在的态度感到莫名其妙，而中国人

则认为西方人不能同时容忍各种宗教观点的存在而感到不可思议。你曾说， 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站在老子和佛祖的立场上对孔子的批判，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答：毛泽东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以为他是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对孔子进行的批判。 

问：把西方的宗教思想和中国的宗教思想进行比较，那种思想更接近真理？ 

答：这个问题恐怕只有像老子，佛祖，孔子，耶稣那样的圣人才能回答。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 西方宗教是占绝对优势的宗教。 

问：你是指信仰的人数占绝对优势吗？ 

答：不是，是指该宗教所培育的文化占绝对优势。 

问：你是说西方的文化吗？你认为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是比其他文化优秀的文化吗？ 

答：是的。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西方宗教的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如此强大，就

是因为西方宗教比其他宗教优胜的原因。 

问：你为什么认为西方的文化就是西方宗教文化？ 

答： 这是非常明显的。 西方的音乐，绘画艺术， 还有建筑等不都是以服务于传播宗教而开始
的吗？！ 

问：可是现代艺术并不服务于宗教啊！ 

答：但是西方所有的艺术形式不都是在为传播宗教思想的背景中诞生和形成的吗？！除此之外

西方的政治权利也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问：你是说，西方的政治权利的实现是离不开宗教的吗？ 

答：是的。 西方的政治统治是和宗教信仰是手牵手并肩进行的。 

问：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开始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退出教会的事情， 
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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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知道。任何事情发展到了顶峰， 必然会走下坡路。西方宗教和文化也不例外。 

问：按你所说， 西方文化也处于走下坡路的阶段。 

答：是的。 

问：西方文化没有了西方宗教可以继续发展吗？ 

答：我想按照目前的情况大概是不可以的。 

问：如果要维护西方文化， 那么就必须维护西方宗教吗？为什么？ 

答：因为西方文化是在西方宗教这块肥沃的土壤里生长的， 离开了宗教土壤它怎么可以发展呢？ 

问：你认为西方的科技发展都是与宗教信仰分不开的吗？ 

答：是的。 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讲清楚的问题。 西方宗教培育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可是科技文
化和宗教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也许科技文化将是宗教未来的掘墓人。 

问：如果我们从科技文化出发， 圣经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许多人认为相信圣经是愚昧无知的， 
所以他们退出了教会。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退出教会吗？ 

答：也许会的。科技越发展， 宗教信仰越受怀疑。 

问：你也认为宗教观点是不符合科技思想的吗？最终还是会被淘汰的吗？ 

答：不是的。 科技思想强调的是实事求是。如果我们戴上科技思想的眼镜来看待 圣经的话，
那么它全属是捏造。可是我认为宗教是精神粮食， 不能用科技的思想来衡量。 

问：为什么？ 

答：凡是实事求是的故事， 就像事件报道， 讲述一件事件。 但是不具有任何魅力。 作为宗教
思想必须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 宗教思想永远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问：如果不是事实那么也就无所谓真理而言了。 

答： 不见得。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初象的东西。 比如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是不能用
语言讲得清楚的。借用神话来解释，这是宗教思想诞生的背景。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事实。 

问：那么从科技观点的尺寸来衡量宗教思想的正确如否是完全错误的吗？ 

答：这是不言而喻的。 

问：那就是说西方有创造另外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可能性， 对吗？ 

答： 是的。那种新的文化正在诞生之中。 有关这个问题我将进行专题回答。不在此讲。2 

问： 你刚才说西方的宗教是比其他的宗教优越的宗教， 那么，它的优越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2 在“互联网科技时代的德国 与中国”一文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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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优越性主要是表现在该宗教对民众生活的渗透。通过教堂对民众生活的组织，使其思想

变成了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问：你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答：比如说，凡是信教的人，每个星期天都穿上节日的礼服去教堂做礼拜。教堂里装饰着最优

秀的艺术作品。做礼拜唱的赞歌是德国伟大的音乐家巴赫作曲。而赞歌的唱本则是具有最

高文学造诣的‘圣经’3。每个西方的公民都在这种教会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艺术，

音乐和文学的修养。 

问：你所说的，是古代的宗教生活，现代人的宗教生活已经和你说的有很大的差别。 

答：是的。现在星期天不去做礼拜的，大有人在。也许去的只是少数人。但是无论怎么说今天

的西方宗教仍然是两千多年西方宗教发展的结晶。 

问：你认为欧洲人在艺术，音乐和文学方面比其他文化的人高吗？ 

答： 也许是的。这是大家有规律地从事宗教生活的结果。 

问：你 认为教堂生活提高了西方人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水平吗？ 

答：不仅如此， 而且共同的教堂生活还使西方人不知不觉地统一了他们的生活节奏。而生活节
奏的统一，则是实现民主主义和平等化的重要前提。这种因信仰所得到的成果并不是西方

宗教从一开始就加以追求的目的， 他们只不过是附带的果实而已。 

问：这样看来衡量一种宗教的标准不仅是该宗教的纲领性的目标，由该宗教生活所引起的附带

效果也必须加以顾及。 你所说的共同的宗教生活是指的什么？ 

答：比如说，大家每个星期一块做一次礼拜。还有， 西方的节日全部是宗教性质的。工作时， 
大家一起工作，休息时，一起过宗教节日。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共同的宗教生活。 

问：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家觉得圣经写了谎话。大家相信了这种谎话， 上当受骗，正后悔莫
及了。圣经说玛利亚处女生耶稣。十二月二十四号是耶稣的生日，大家为庆祝他的诞生过

‘圣诞节’。 耶稣死后又复活。这就是‘复活节’的背景与来源。反正说去说来，所有的
宗教节日都是圣经编造的谎言而带来的结果，都是和真理背道而驰的。正是如此许多人退

出了教会。 

答：也许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不认为圣经编造了一个谎言。我认为应当说是一个美好的

“神话”。在西方社会大家把这个“神话”故事当成宗教真理来坚信不移，并且将这个

“神话”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变成了自己的宗教生活，将故事中的主人翁的信仰作为自己的

宗教信仰。西方宗教的强大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过节在西方不是单纯的休息，而是

虔诚信教的实践。这意味着西方人的生活被分成两个部分，过节的日子即信教的日子， 是
过的神话般的“神圣的宗教生活”。学习工作劳动做事的日子则是过的非神话的“凡人生

活”。西方的假期显然比中国长的多。 

问：你认为这种有宗教信仰生活是比其他无宗教信仰的生活高一等的吗？ 

答：是的。 因为这样的生活具有“神圣”和“非神圣”性的节奏。 
 

3 据说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语言。 



5 
 
问：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有类似耶稣教的宗教组织生活， 他们为什么不和耶稣教同样强大呢？ 

答：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在历史上， 在现代也是耶稣教的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犹太教是耶稣
教的先祖。但因其人数有限，再加上有点儿陈旧，所以不可能成为像基督教那样的大气候。 
至于说伊斯兰教嘛，我虽然对其宗教思想不甚了解，但是凡是我所知道的东西都让人感到

该宗教太有点缺乏时代精神。 

问：你可以举例说明吗？ 

答：就那 Ramadan4来说， 教徒们四到六个星期不吃饭不喝水，严重影响身心健康。还有女子
外出必须带头巾，也让人感到不美观。 

问：但是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你的看法太落后于时代精神了。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精

神是不应当进行优势与劣势的划分的。所有的文明与文化都是一样的伟大。 

答：你说得很有见解。 我完全赞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和你同一观点的话， 那么世界将会千
秋万代和平共处了。我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处于转折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许就在不

久的将来一个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崭新社会会代替现在的社会。西方文化也许已经发展到

了顶峰阶段，人们开始向它告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啦。 

问：那么中国文化正走在超车道上吗？蒸蒸日上的中国文化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西方文化吗？ 

答：不会的。 

问： 为什么？ 

答：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模仿， 而不是自己的创造。再怎么发展也
只不过是一种‘模仿性质的文化‘。 

问：可是中国具有五千年自己的文化啊！？ 

答： 如果中国在自己的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更不可能超过西方了。 恐怕连现在的水平也不
能达到。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早就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了。遗憾的是中国没

有取自己文化的优势，创造出一个克服西方文化弱点的先进文化来。 

问：西方文化是一个总的概念。其实在南欧的国家就出现了一些颓废的现象。从经济发展来看，

也许德国目前是西方唯一的一个健康发展的国家。看来希特勒当年认为德国人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人种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像希腊，西班牙， 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是耶稣教的国
家。但是其发展都没有德国稳定。你的看法呢？ 

答：据我看， 德国人和其他的欧洲人也许真的是有一些差别的。而这些差别不是人种的差别， 
而是和他们对于宗教的态度差别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问：你的意思是， 这些国家虽然都是信仰耶稣教的， 但是他们信仰的方式方法和德国人不一
样吗？ 

答：你说得对也不对。 我是想说，信仰可以是形式上的， 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德国人重视形
式上的信仰。 而欧洲南部的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则更重视精神上的信仰。 

 
4 伊斯兰教最重要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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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认为德国人重视形式上的信仰， 可以举例说具体一点吗？ 

答：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应当强调的是，形式上的信仰是看得见的东西，所以或多或

少都会受到集体或相互的监督。正因为如此，在德国，没有人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吊儿郎

当，敷衍了事，不穿节日的盛装。另外，大家一般在节假日不做私活。干私活，是会受到

他人指责的。节假日， 所有的人都一同休息，不允许例外。我刚来德国时，不知道这点，
节假日受到邀请时， 总是以要学习的理由进行推卸。后来才知道德国的节假日是不允许学
习和工作的。假节日工作被看作是大逆不道亵渎上帝的行为。上述例子都可以视为德国人

重视‘形式信仰’的具体事例。 

问：这样看来，德国人认为只要将形式上的信仰做好了，那么就是从内心虔诚地信仰上帝啦。 

答：也许是的吧。德国文化就是首先用这把“形式信仰”的尺子来衡量大家对上帝的爱心的。 

问：你是说，德国人认为，“形式信仰”做得越好，那么就是对上帝越爱吗？ 

答：大概是的吧。精神上的信仰是看不见的东西，德国人对此不加以过分地追究。 

问：你觉得重视形式上的信仰比精神上的信仰好吗？ 

答：虽然不能说‘好’或者‘不好’之内的话， 但是其内容是不一样的。 

问：为什么？ 

答：因为精神上的信仰是看不见的东西， 而形式上的信仰则是有形态的信仰。正是因为这个缘
故， 德国人在追求形式化的信仰中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非常优越的生活节奏感。他们将
这种生活节奏一只保持到今天。我们知道，在工作节奏极快的当今高科技的数码互联网社

会， 个人成功的秘诀就是自己超人的生活节奏的形成与培养。德国人在这个方面占有绝对
的优势。 

问：精神上的信仰是虔诚的信仰， 形式上的信仰则是虚伪的。 你认为形式上的信仰比精神上
的信仰优越，我还是觉得不太明白。 

答：在注重精神信仰的社会中，人们的情绪波动会很大。 比如说极端的‘爱’的情绪啊， 或
者是极端的‘恨’的情绪等。 一旦该情绪左右人的日常生活，就会成为人们创造物质财富
的障碍。你读过康德的有关 “理智”的理论吗？ 

问：没有。你认为如果信仰导致情绪的非正常化时， 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吗？ 

答： 是的。因为人类的生存不仅是精神的， 而且也是物质性的。对于人来说没有精神生活的
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没有了物质生活人是不可能生存的。 

问：照你的说法， 信仰只应当是形式的， 而不应当是精神性的。越形式化越好，越精神化越
糟糕。 

答：你大体上是 把我的理论搞明白了。 

问：刚才我们说到西方宗教走下坡路的问题。你觉得西方人的宗教生活有复兴的可能吗： 

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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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刚才说西方文化的发展取决于西方人对于宗教的态度。那么西方文化注定要灭亡吗？ 

答：灭亡虽然是肯定的， 但是不是马上就灭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吗？ 

问：你觉得东方文化会代替西方文化吗？ 

答：我刚才已经说过，中国也好，日本也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都是模仿性文化， 也就是
说对西方文化的模仿。所以他们是不可能带替西方文化的， 更不可能超过西方文化。 

问：在西方，有的人说中国没有宗教， 有的人说孔子的儒教， 老子的道教，还有佛教， 虽然
不是宗教， 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点儿也不亚于西方的宗教。 如果论及佛教的话， 
没有人不认为佛不是宗教的。可是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的有规律的教堂式的宗教生活。

所以我觉得佛教严格地衡量起来，也许真的算不上是 宗教。 

答：是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谈论过了。 如果我们戴上西方宗教的眼镜来看佛教，儒
教以及道教的话， 那么中国人真的没有宗教。我觉得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仅在形式上区别
于西方的宗教， 而且也从思想本质上和西方宗教决然不同。 

问： 是吗？你可以说一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答：上面所说的三大家思想， 如其说是宗教思想不如说是哲学思想。尤其是老子的学说，虽然
诞生于两千六百多年以前，但是却 闪耀着现代的辩证哲学思想的光辉。儒家的思想在中国
老百姓中是不吃香的。道教和佛教的思想非常受老白性的青睐。而这两大思想的世界观却

非常相似。 

        对于佛教和道教来说，最大的道德莫过于“无为”。其意思是说，“无所作为”。进一步
解释就是说，做“出人头地”的事情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什么叫出人头地呢？如果有人做

事比其他人聪明能干，那么就是出人头地，其结果必然是让众人显得愚蠢。同样，发财的

结果就是让众人贫穷。所以中国人或多或少对富人持反感的态度。这都是和道教佛教思想

的影响有一些直接的关联。对富人的反感则是培育共产主义思想的温床。所以上个世纪的

中半页，凡是信仰佛教的亚洲国家，日本除外，共产主义思想占绝对优势。 

        两千年以来， 西方的宗教在巩固和维护政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
西方政权统治是依靠宗教信仰来实现的。西方的历史就是宗教和国家权力手牵手的统治历

史。西方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实现政治权力统治的工具。 

      问: 为什么中国的宗教没有象西方的宗教那样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呢？ 

        答：  因为 中国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的。与西方的耶稣教不同，佛教和
道教从其信仰宗旨观点上是“反政权”的。所以虔诚的佛教徒和道教徒或多或少都是个无

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坚决反对暴力行为。 

         应当指出的是，孔子的理论是服务于政治统治的。他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理
论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所

以老百姓都不喜欢孔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