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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天’’和“天教’’

一兼谈太平天国宗教的正名
．王国平
（苏州大学历史系，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２１）

摘要：。天”在太平天国语汇中使用频率最高，有五种含义ｚ太平天国上帝教的上帝、与太平
天国有关之事物．与天王有关之事物、。天下”和世界、指称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其中，以。天”指称
上帝是最本源最主要的含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义的杂糅。天主教、上帝救、太平基督救、拜

上帝教和。拜上帝会”宗教等五种名称是太平天国宗教的“他称”，太平天国文献在说到太平天国宗
教时使用的名词是真道、真教和天教．。天教”并用以指称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
教，而不是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命名”或命名意义上的。自称”．
关键词；太平天国Ｉ宗教｝上帝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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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平天国文献作文字的统计，会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天”。如果对太平天国
的“天”作概念的求索，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平天国的。天”有着五种不同的含义，是

一个“五位一体”的概念。如果从用法和制度等角度考察太平天国文献中的“天教”一词，就
很难同意“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

ｐ·ｖ、。≯

太平天国文献中的“天”有着五种不同的含义，是一个“五位一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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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指称基督教和太平天国上帝教的上帝，是一个人格化的神。例如：太平天

“·．．．．．￣一矗国曾发布《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的著名布告，所谓天生天养，洪仁开曾这
样诠释；“万邦人之灵魂、灵性由天父所生……万邦人之肉身，是当初夭父甄土以造之，故人
死仍归土也，灵魂则升降也。天父养之，故以日月风而化谷果鸟兽以供食，使丝麻草木以资
衣被……人生在世，又安能一刻忘天父上帝衣食之恩，风光之德，视听之妙乎？，，［妇（Ｐ７７０）就
是说，上帝就是天，天就是上帝。其他如天堂（上帝所在之圣殿）、天教（信仰上帝的宗教）、
“奉天讨胡”、“顶天扶朝纲”、～天讨”、“天威”、“从天妄说是从番”、“任妖万飞，任妖万变，
天要诛他一锅熟。”“皇天（ｅＰ皇上帝）震怒，令我天兄而舍命代人……上天（即上帝）眷顾，
不惜太子而降之凡间”等均是。［２３（Ｐ３１７）王庆成先生撰有专文指出：“太平天国以‘天’称呼
收稿日期：２００ｌ—０６—２１
作者简介：王国平（１９４８一），男，江苏淮安人，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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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作为与上帝意义相同的词，是频繁的，一贯的ｏ－Ｄ３（Ｐ２８９）
第二，指称与太平天国国家有关之事物。如国名。《钦定敬避字样》称：“太平天国，是
天父、天兄、天王开辟之国。”太平天国先后用过的国名有三种即太平天国、上帝天国、天父
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也可简称“天国＂。又如君王名号。洪仁歼说：天王“盖谓系王于天，所
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以与吾真圣主也。蚍妇（Ｐ７６２）天王就是太

平天国的君王。其他如朝名：天朝（天朝田亩制度、天朝九Ｉ『了御林、“天朝号为太平天国”）Ｉ
京名：天京、天都、天城；历法名：天历Ｉ省名：天浦省、浙江天省Ｉ还有天四驸马、天东
驸马、天西驸马、天兵、天将等均是。正如洪仁歼所说：“今我天王蒙天父、天兄下凡带坐山
河，创开天国、天朝，定鼎天京，奉天诛妖，兵皆天兵，将皆天将，官属天官，尽理天事，同
顶天父纲常，故白天王以至某天侯皆冠以天字”。Ｌ１３（Ｐ７６４）
第三，指称与天王有关之事物。如“天酉”。１８３７年，农历丁酉年三四月问，洪秀全在应
试失利后大病一场，历时４０余日，在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异梦。洪秀全的“异梦”在太
平天国运动中占有异常特殊的地位。‘钦定敬避字样》规定“天酉”为敬避字样，将天王异梦
上天的这一。丁酉”年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单是真圣主上天之年称之，以志天恩也。余仍
用丁酉字样。”又如天试，太平天国前期的考试制度为三级考试制度，即县试、省试和京试。
京试每年在天京举行，由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等王府分别开科取士，天王府开科取士称
为天试，余称东试、北试、翼试等，均于各王之诞辰举行。天京变乱后，东王死难，北王被
诛，翼王出走，京试惟余天试一项，天试即为京试。其他如天盅（太平天国钦定敬避字样，颂
天王之诚信美德）、天日（如洪秀全诏书所说：“爷哥在天朕真日”）等均是。
第四，指称“天下”、世界。如天王诏书称：。天下无弃土，普天之下通是爷哥朕土”，
“诏颁普天，咸使闻知一、“苦诏普天进窄门”等均是。
第五，太平天国的“天”在一定的语境中也指称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如＜醒世文）说；
上帝“六日造成天共地，并造山海与人民。”又如东王杨秀清询问访问天京的英国官员：“有
人识得天上有几多重天否？”。有人识得天上重重天都一样高否？”“有人识得天上头顶重天是
何样否？”洪秀全诏书有云：“天地安息太平日”、。天上地下有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其
他如。有父有兄在高天”、“三十三天爷排先”、“天上真神一上帝”、“爷哥在天”、‘‘九重天
廷”、“九重天上一东壬”、“乃念日头好上天”等均是。
毫无疑问，上述五种含义中，以“天”指称上帝应该是最本源最主要的含义。太平天国
的“天一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的神秘存在，“这种‘混沌’状态”正反映了太平天国思想
的特点，太平天国的“天”也是“客观认识和主观认识混一的产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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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以。天一指称“上帝”，其文化与宗教依据如何？这一问题涉及中国的

≥二≤传统文化，也涉及基督教神学。
茹、一、，＆

张荣明著《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指出，至迟在“西周时期，上

帝信仰始终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大概在上帝信仰产生的同时，，还产生了‘天’的信仰。”至
西汉，。以‘天，为最高的政治信仰体系在西汉中期基本创立。”“董仲舒所创造的‘天’不仅
是宇宙世界的主宰神和缔造神，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刨造神和仁义道德的化身。巩妇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天”有多重含义，其中也包括以“天”指称“上帝一。如《书·泰誓上：｝云：“天佑ｔ
下民。”《诗·邶风·北门》：“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礼记：｝孔颖达疏称：“天，据其在上之
体谓之天，天为体称，故《说文：｝云：‘天，颠也。’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为德称也。……
故周札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ＣｓＪ（Ｐ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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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日物质之天，即与地相
对之天。日主宰之夭，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日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
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日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苟
。子·天运篇：｝所说之天是也。日义理之天，乃谓宇宙最高之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
谓性’之天是也。《诗经》、｛：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
《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ｏ－Ｃ６３（Ｐ５５）吴康《诸子学概要）认为，天之概念，
大致为三。其一，有意志的人格化之天（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ｅｄ

Ｈｅａｖｅｎ）；其二，无意志的与变形的

天（Ｔｈｅ Ｎ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ｆｉｇｕｒｅｄ Ｈｅａｖｅｎ）；其三，非人格的自然的天（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ａｖｅｎ）。吴氏认为，儒家关于天的概念的演变为三个阶段，最初为有神论的天

（Ｔｈｅｉｓｍ）；其后衍化为自然神论（Ｄｅｉｓｍ）或泛神论（Ｐａｎｔｈｅｉｓｍ）的天；最后又更趋向无神
论（Ａｔｈｅｉｓｍ）的天。
由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古代经典中的
“天”就是古代经典中的“上帝”。所谓。主宰之天”、。人格化之天”就是“上帝”。但这一点
在基督教史，特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却是一个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复杂问题。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因言语不达，许多宗教名字，颇难取决，天主之名尤为其一。起

初译Ｄｅｕｓ为陡斯，译音而不译义，利玛窦起初取用天主一字，嗣后研究中国古籍，知天与上
帝之名，为中国古圣贤用以指天地之主宰，于是改变初志，以天及上帝名Ｄｅｕｓ而不用天主二
字矣。及读朱熹集注察出朱子之注释，是将古圣贤所解说天与上帝之真旨，改变其意义，以
为天是苍苍之天，而上帝并非有天地主宰之义；利子于是又以天主与天、上帝三名并用之
矣。虻刀（Ｐ２３１）利玛窦“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的理性的头脑印象深刻，他深信，孔子论述上帝
本性的学说在本质上类似于基督教教义；他相信，孔子教导他的信徒不要崇拜可见的天空，而
要崇拜看不见的上帝，即天国之主，这一点可以毫无困难地用基督教的术语来加以解释。许
多基督教注释家对于中国的宗教作出了相似的评论”。［８３（Ｐ１９）
在康熙年间发生的“礼仪之争”中，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向罗马教廷汇报说，。几乎所有的
教士都说，中国的文人们——中国最有影响的阶层，总认为他们遵循和教导的这一阶层的学
说掉入元神论中至少有五百年了。他们全体或几乎全体认为“天”和“上帝”，除了物质上的
意义外，没有任何其他含义，是指看得见的物质的天空，或者至多指天空中的某些天的力量。
他们认为这些力量是万物的本原或源泉。因而，就按这样理解，他们去祭拜天地，也拜其他
星球、山水。在主要的大城市，如北京、南京，他们就到庙里去祭拜天地。他们在一年中某
些特定的日子里到庙里去祭拜天地。尤其在北京，皇帝本人也主持祭天礼。”ｒｇｊ］（Ｐ２１）
不管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天的观念的了解是否有失偏颇，他们确实影响了天主
教界的看法，在天主教看来，中国文献中的天和中国人所崇拜的天是“物质的”。教宗克莱孟

十一世的备忘隶称：“我们宣布这些答覆：在中国话中无法用欧洲词汇适当地表达‘Ｄｅｕｓ’的
名字。‘天主’一词，意即天堂之主，应被允许指‘Ｄｅｕｓ’，它已被中国传教士认可，并在信
徒中长期得到认可并且使用着。．但是另一个‘天’字，和‘上帝’（至高无上的皇帝）刚完全
应该加以反对。－Ｄ］（Ｐ９５）显然，基督教界也不同意以“天”指称上帝。
受西方基督教界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同样不同意以“天”指称上帝。教会人士认为。中
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对天之阐释，乃极主要之论题。不论唐、虞、夏、商、周之上古时代，
或先秦诸子时代，亦不论以老庄为首之道家，以墨翟为首之墨家，均常以天为主要论题。至
若以孔孟为首的儒家，便更不消说了。”。正因为对天阐释太多，使人对天的认识，形成了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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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莫知所从之局。有谓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有谓天是天地万物事理的
最高原则；有谓天只为自然的现象。在基督教的学者与信徒中，有说儒家思想所言之天，即
等于基督教的上帝，又有谓儒家思想所阐释的天，只是哲学思想中的天，与基督教所信全能
之上帝无关；更有谓儒家用阴阳的易理去阐释天理，更用来卜作咎，定吉凶，实导引迷信，与
基督教所相信的全善、全智与全爱之上帝，相去不知其几千万里。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而
彼此之间，不独互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蚍１０３（Ｐ２７）中国基督教界也不同意以“天”指称上
帝。

作为中国基督教界的少数倒外，何世明牧师等人则认为：中国古籍往往以天称上帝，《说
文》云“天者，颠也，至高无上也，从一大。”《礼统》云：“天之为言镇、神也。理统万物，
主宰群生。”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所信之天，的确与上帝并无差异。而敬天、信天、法天、顺
天与祭天，即可以证明中国人乃信神之民族，而所信者更是一神——至高无上之主宰，独一
无二之上帝。此乃绝对无可置疑之事。他还说，他就是想“证明古代中国人之上帝”，是“亚
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但同时也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的
上帝，是普天下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上帝，藉以表示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是以应该归回
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位”，哪里有中外与古今之分？至于说基督教是“洋教”，而相信基督
教便是信仰“西方人的上帝劳的论调，“更不是我们所应当接纳的。，＇ｃ１０１（Ｐ２１）有趣的是，何牧
师们今日所作的努力，和一个半世纪以前洪秀全等所作过的努力何其相似。
结论是，太平天国上帝教以“天”指称上帝，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因为
如此，洪仁开才会说：“虽敬奉耶稣，却与外洋的天主教、辨正教微有不同，究有孔孟敬天畏
天一样道理。巩１１］还应该说一句，如果有朝一日何世明牧师等所作的努力收到成效，我们对太
平天国上帝教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评价。
≈、＾＾榉

中国宗教史上使用“天教”一词作为自称的宗教似乎只有在中国的犹太教。古

≥三≤代入居中国的犹太人自称其宗教为一赐乐业教（一赐乐业即希伯来文以色列的异
：：：Ｖ．．．，＆译），中国古代民间称其为挑筋教。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说：“士人
以挑筋名其教，若辈乐而受之者，所以自别于回教也。若辈又自名其教日‘古教’，日‘天
教’。”ＥＴ］（Ｐ２４）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应为太平天国宗教正名。［１２］
太平天国文献在说及太平天国宗教时也确实常常出现真道、真教、天教等字样。从各种文献
资料看，涉及和似乎涉及太平天国宗教的名称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天主教。太平天国上帝教曾被清政府和封建卫道士视为天主教。１８５４年２月，曾国
藩发布《讨粤匪檄》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ｏＥｌ３］在封建
卫道士看来，基督教就是邪教。“是耶稣诸说，非杨非墨，既属异端，在中国即为邪教。虻“］
（Ｉ ２５１）“耶稣在海外教人为善，海外举为神人可已，在中国则为异端，奉其教者且应诛。巩“】
（Ｐ２６２）

’

（二）上帝教。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两粤八闽，素多天主教，因地方官缉捕严
迫，遂讳其名，改教为会，故有上帝会、添弟会、小刀会诸名目。”“洪逆等结盟之始，日上
帝会，复更名天帝会，亦名添第会。”张德坚的意思是，因地方官缉捕严迫，上帝教才“改教
为会”，称为上帝会。如果真是这样，上帝教就曾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ｏ［１４］（Ｐ２４９）
“上帝教’’名称的正式使用见于成书于光绪年问之清末京师译学馆的‘本朝史讲义）和李
滨的Ｉ：中兴别记》。‘本朝史讲义》“为光绪甲辰乙巳间”汪荣宝“教授京师译馆时逐日讲演之
作书”。该书称：洪秀全“更与云山摭拾基督教义，自树一帜，谓之‘上帝教＂。ｃ１５３（Ｐ９４）《中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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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别记：Ｉ亦成书于光绪乙巳年，书中处处可见。上帝教”字样，如“上帝教匪首洪秀全传教
于桂平、武宣交界鹏化山。”“洪杨诸逆，倡上帝教会。”“一时无识之徒，骇其占地之广，稽
诛之久，至不能定其为何等寇，谬称之为太平天国。余斥而定之日：彼倡上帝教以作乱，此
’即上帝教匪也，又何难定之有哉！－［１Ｓ］（Ｐ９７０）到辛亥革命以后，王钟麟的《太平天国革命史）
一书，也称太平天国宗教“刺取基督教义，自树一帜，谓之‘上帝教＂。［１１（Ｐ７４６）
（三）太平基督教。英国外交官密迪乐最早提出“太平基督教”的名称。他在《中国人及
其叛乱’（１８５６年）中说：。如果我必须将我个人对于太平基督教的观念发表出来，而征引欧
溯的宗派以为例，则可比拟之于‘宣定博派’（Ｓｗｅｄｅｎｂｏｒｇ）的基督教。一“太平基督教则亦是
改正宗的基督教而却受儒道所变化的－０７］（Ｐ１７３９）而到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其
‘宗教考》即以“太平基督教”为题，作为太平天国宗教的专称。
（四）拜上帝教。这一名称使用得最普遍，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太平天国宗教的“专称”
和。正式名称弦，一说到。拜上帝教”，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但是，正
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用“拜上帝教一以名太平天国宗教并不适当，太平天国宗教应称之为
“上帝教”。如徐如雷说：“我国史学界有‘上帝教’之称，这很合适，因为太平天国的确非常
突出‘上帝’，也不必再称‘拜上帝教’。蚍１８３（Ｐ３１１）
（五）“拜上帝会”宗教或。拜上帝会”的宗教。王庆成认为：“‘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
以后已逐渐消失，‘拜上帝会’只存在于从冯云山建会到金田起义前后的几年时间内。”这段
时间洪秀全创立的宗教被称为“拜上帝会”宗教。《“拜上帝会”释论》论述了“‘拜上帝
会’宗教的源头”、“‘拜上帝会’宗教要旨”等。【３３（Ｐ５１）
（六）真教。＜太平天国起义记》述及，金田起义期间，“秀全命令其党徒，凡三合会人们，
如不舍弃旧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１妇（Ｐ２４９）１８６０年１２月的幼主“宗教自由诏旨”也
说到“天爷天爹之真教乃天教”。［１妇（Ｐ３８１）可以说，真教一词的使用频率是最小的。
（七）真道。太平天国文书言及太平天国宗教所使用的词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应数。真
道”。太平天国前期文献如‘诏书盖玺颁行论：｝云：“宣扬上帝之真道，俾识天父之仁慈……
统遐迩亲疏，咸归真道”、“庶几天父之真道万郭皆同”。后期文献如《钦定英杰归真》云：
“所有天情真道，匪特庸庸者流茫然而莫知向往，任是英伟杰出之才，或疑信相参”。“向之身
归真主者，今更心归真道矣ｏ－［Ｉ］
（八）天教。１８６０年８月李秀成对外文告称：“查我久列戎行之士兵素明天教，深知外人
与天朝臣民同拜上帝，同敬耶稣，应视如兄弟”。［２妇（Ｐ５）１８６０年１１月天王诏旨《谕苏省及所
属郡县四民诏：｝云：“各宜遵守条命，信实认真，克守天教”。脚（Ｐ５２）１８６０年１２月的。宗教
自由诏旨圩宣布：“天爷天爹之真教乃天教，耶稣教（基督新教）、天主教（罗马正教）均是
也”。［¨１（Ｐ３８１）１８６１年３月的“天王诏旨一说：“人必有天有日生，齐遵天教习天学”。［２０］
（Ｐ３）１８６１年的＜钦定士阶条例》云：。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
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巩ｕ（Ｐ７４６）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第·，天主教、上帝教、太平基督教、拜上帝教和“拜上帝会”宗
教等五种名称是太平天国宗教的“他称”，太平天国文献在说到自己的宗教时使用的名词是真
道、真教和天教。第二，太平天国文献中的真道、真教和天教意即太平天国所崇拜的天父的
宗教、教道，实际上就是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和太平天国宗教在内的广义的基督教，而不
是太平天国自己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命名”或“自称”。还应指出，按太平天国的制度或实际
做法，太平天国的“自称”往往被太平天国尊为“敬避字样”，如“太平天国”是对国号的自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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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钦定敬避字样）云：“太平天国，是天父、天兄、天王开辟之国，不得渎以妖社稷、宗
庙、百灵等字。”。天国”也是自称，《钦定敬避字样》云：“天国，独我天父、天兄、天王、幼
主太平天国可称，其余列邦及人地各名均以郭字代。”又如“天京”是对京都的自称，‘钦定
敬避字样》云：“天京天都，京都天城也，余不准称京称都。巩妇（Ｐ８０３）可以这样说，凡是太平
天国的自称，均为“钦定敬避字样”。反之，凡非“钦定敬避字样”，．即非太平天国之自称。如
《钦定敬避字样＞中无“太平军打字样，则“太平军”非太平天国之自称。同样，《钦定敬避
字样：｝无“拜上帝教”字样，则“拜上帝教”非太平天国自称。‘钦定敬避字样》无“天教”、
“真教”、“真道”等字样，“天教”、“真教”、“真道”等也不是太平天国的自称‘
据王庆成先生披露的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洪仁歼在被俘后的
一份供词中这样说：洪秀全“后来得了九本书名‘劝世良言》，书内说这拜上帝的道理，他天
生聪明，从此大彻大悟。那道理就是誓书经》内说的，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生之意。乾
吾父也，坤吾母也，故称天父。人都是天生的，耶稣头一个发明天理，放称天兄。虽敬奉耶
稣，却与外洋的天主教、辨正教微有不同，究有孔孟敬天畏天一样道理。巩１１３洪仁开的话应该
这样解读：在洪仁开看来，如果说上帝教与基督教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糅合了儒家思想
中。敬天畏天”的“道理”。就其认同感而言，洪仁圩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尽管上帝教含有儒
学“敬天畏天”的“道理”，但也只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微有不同”而已，而不是相反。说
到底，上帝教仍然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或边缘教派。嗽３（Ｐ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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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唐踔 对太平天国宗教误区的评议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经过洪秀全精心改造的上帝教,唤起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在清末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革命运动.但上帝教毕竟是宗教,它的本质决定了其给予太平
天国的并不都是值得称道的东西,宗教干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终使上帝成了困死太平天国的大敌.宗教本质的非科学性决定了
太平天国宗教必然产生众多误区.

2.期刊论文 崔锐.CUI Rui 从宗教活动考察太平天国的兴与亡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3(1)
太平天国在拜上帝教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这些宗教活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壮大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和致命的.

3.期刊论文 李惠民.Li Huimin 略论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宗教军纪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7(2)
太平天国是军政教合一的政权,对其军民而言,教义教规既是信仰,也是法律,又是军纪.太平军除了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之外,还有严格的宗教纪律.宗
教纪律在约束信仰、规范道德及鼓舞将士的宗教热情和对上帝的虔诚方面的严肃性和威慑力,是保证太平天国整个军纪的重要思想基础,副作用是导致北
方新兵增加了离心力以及贻误战机等.

4.期刊论文 支广正.马英强 对人民版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内容变化的探讨——试以太平天国宗教组织的名称变化

为例 -新课程学习（学术教育）2010,""(5)
河北省实施高中学段的新课程教学,所用历史新课标教材与以往教材内容有明显变化,笔者以两个版本教材内容的一处变化即"太平天国宗教组织名称
"为例,探讨思考其变化缘由,从而加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

5.期刊论文 张群.胡立志 太平天国宗教因素对其政权的影响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2,8(5)
太平天国的失败除了战略决策,领导集团内讧等重要原因外,其宗教的滥觞亦是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文章就此进行了论述.

6.期刊论文 吴鲁耿 "风雨雷电露",太平天国中的"气象"——探析圣神制度与太平天国兴亡关系 -文教资料
2010,""(26)
近代中国伟大的反封建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伴随着浓厚宗教气息与神学的光环.洪秀全根据当时中国情况和农民战争的政治需要,对原始基
督教义进行了一番改造,结合传统的谶语、巫术、自然气象,最终演化成以"风雨雷电露"等气象称号封赐领袖为主要特点的圣神制度.在太平天国上升阶段
,圣神制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却也成为下降时期天朝陨落的重要的思想根源.圣神制度渗透在太平天国政治、经济、军事官职诸领域,于其的兴亡之影
响,亦至深至巨.本文将从圣神制度这一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制度去研究太平天国兴与亡.

7.期刊论文 余伯流 太平天国的政权兴亡与宗教文化——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 -江西社会科学2001,""(11)
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是西学东来、中西合璧的神学思想。太平天国以教兴国，又以教亡国；拜上帝会从革命的理论武器沦为坑人的
精神鸦片；洪秀全晚期鼓吹宗教迷信，实践与理论严重背离，天京政权腐败蜕变最终覆灭……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奇观”为何解读?本文提出了一种
平实而又独到的诠释和论证。

8.期刊论文 夏春涛 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正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5(2)
文章首先考察了"邪教"一词的历史渊源,分析了传统与当代"邪教"概念在具体定义上的本质区别,强调不能沿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将"邪教"视为历
史上民间秘密宗教的代名词.接着,作者针对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一说,就洪秀全是否是一个借宗教起家的"骗子"和"淫棍",如何理解洪秀全在起义前夕
所发布的恐怖性宗教预言及其"造神"举措,如何理解洪秀全对内部所实行的严格控制,圣库制度与邪教敛财是否是一回事等逐一进行了辩驳,对借"邪教"说
全盘否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偏向提出了质疑.作者还就围绕"邪教"说所反馈出的学风等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想.

9.期刊论文 杨军 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与道教的关系 -云南社会科学2005,""(1)
作者从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崇拜对象、宗教仪式、宗教戒律等方面来探讨太平天国与道教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以期对"拜上帝教
"的宗教实质有更明确的认识.

10.期刊论文 张英明 太平天国宗教正名问题商榷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1)
天教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亦即自我命名,但在对外场合使用时,出现过"自称"和"统称"并用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自称"是"统
称"的实质和前提,"统称"是"自称"的外延拓展,亦即天教的"一统之称",所以说到底,天教仍然只是太平天国宗教的"自称".这是它既已独树一帜,又追求
"大一统"的双重文化心态使然,其根植于儒学"大一统"的文化普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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