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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欧美基督教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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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１００８７５）

要】２０世纪，伴随着世界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欧美基督教在这种形势下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神学家们都力图创建自己的体系，出现了许多基督教派别。天主教“梵二”会议后，加快了革新的步伐，适应
了新形势的需要，获得了新生。当今社会，欧美基督教在国家政治生活、教育、文化和伦理道德诸方面，仍起
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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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历史悠久，底蕴丰富，与整个人类文明

危机意识形成，欧洲思想界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与

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密不可分。２０世纪，伴随着两

此相应，神学思想发生突变，派系林立，而盛极一时

次世界大战，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科学的进

的自由派神学则遭到灭顶之灾。

步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与民族觉醒，新的神学思潮不

“危机神学”是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影响最大的

断涌现。在这种情况下，为适应新的形势，天主教

新教神学流派，其主要代表是瑞士神学家巴特

和基督教新教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Ｋ．Ｂａｒｔｈ）。他对当时社会之症加以神学的阐释，指
出这是“人的危机”，是人与上帝隔绝而出现的危

一、２０世纪欧美基督教新教的发展

机，人们因感到自己与上帝毫无相通之处而紧张、
沮丧和不安ｎ】（ｍ ４卜４扪。巴特的“危机神学”开创了新

从西方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的发展来看，当代

教神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成了基督教新教思想发

社会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才

展史上的分水岭，他被西方誉为“自从宗教改革以

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大多数人都陶醉于１９世纪

来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２ｌ（ｐ·引。“辩证神学”的代表

末２０世纪初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鼎盛的乐观情调之

人物主要有布龙纳（Ｅ．Ｂｒｕｎｎｅｒ）、图纳森

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打断了这种乐观进程，

（Ｅ．Ｔｈｕｒｎｅｙｓｅｎ）等人。他们反对把神的真理等同于
教义命题、把上帝的话等同于成文神学，强调只有

随之而来的是战祸、灾难、贫穷和饥荒等悲惨景象，

在对于上帝所赐信仰的反应中，有限与无限、时间

这与新教自由主义神学所描绘的人类进步、社会向

与永恒、愤怒与恩典才能辩证地连接起来。布龙纳

善的美好前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人们被抛人严重

所倡导的基督教与世俗文化和其他宗教的对话，对

的社会和信仰危机中，风行一时的自由派神学受到

现代西方有一定的影响。

重创，引起了人们精神上的极大混乱和恐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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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激进的神学思潮相反，２０世纪初期在

４５

西方也涌现了一种保守的新教神学思潮，即基要主

英国１８世纪神学家约翰·卫斯理宗教思想的各教

义神学，主要产生于２０世纪之初的美国，它对于基

会团体的总称，它是目前最有影响的新教教派之

督教传统教义，尤其是对于基督将第二次降临的说

一，信徒约４０００万人。其中美国有正式会友１４００

教深信不疑。基要主义神学一方面坚决反对自由

万人，英国有２５万人，另外还有一些分布在澳大利

派神学的进步理论，另一方面也激烈反对以进化论

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ｐ１２引。

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思想。１９２５年在美国田纳西州

发生的斯科普斯诉讼案，就是基要派对进化学说传

二、２０世纪欧美天主教的发展

播的拼命抵抗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要主义
＼神学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在科学问题上与进步思

罗马天主教会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信仰人数最

潮的论战，转而推动面向大众的福音宣传和信仰复

多的一个宗教组织，其信徒与世界人口同步增长。

兴工作。这种神学思潮在理论领域不占显著位置，

据统计，１９９４年，全世界约有天主教徒９．４５亿，约

但对基层群众有广泛的影响。

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７．６％【４１（－３鹋）。

二战后，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

２０世纪是西方天主教神学发展最快、变化最

进，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的发展呈现出

大的一个时代。直到１９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仍然激

了多元趋势，西方社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科学

烈反对时代潮流。１８７０年的“梵一”会议仍宣布，教

技术的发达和交通信息的发展，使世界在变“小”，

皇的教义永远正确㈣（ｐ８２扪。天主教会在“梵一”会议

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和密切，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也

后采取的保守政策遇到了教会内外的种种抵制和

达到了空前的盛况，基督教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也发

反对。

生了微妙变化，神学家们都力图创建自己的体系。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天主教神学大一统的权

出现了如希望神学、过程神学、人格神学、生态神学

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代天主教理论思潮兴起，

等众多神学思潮。但它们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受到

最初是现代派神学№ｌ（ｐ·¨。世纪之交，天主教现代派

其思想传统和国家地域的限制，不再像以前的神学

便尝试改革天主教，它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天主教向

那样广泛深入。这些五光十色的神学思想，在当代

现代文化开放，维护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个人自

均先后程度不同地影响新教各宗派。在原有的宗

由。这些改革因为遇到教会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失

派中，由于神学思想、教义差别，政治、社会观点之

败，一些人士被革除教籍。但是出于理论和实践需

不同，以及国际形势与地域人文环境不同，各教会

要的经院哲学的重建却获得了很大成功。在罗马

派别也不同程度地重新组合。当今全世界新教共有

教廷的支持下，以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新经院哲

９１个宗派，１９５２４个独立的教会团体。新教虽然宗

学在２０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峰。

派众多，但其主流宗派有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
宗、公理宗、浸礼宗、卫斯理宗等６大宗。

新托马斯主义主张：１．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

与信仰的矛盾，使天主教与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相适

路德宗是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

应。２．强调宗教与人生的联系，提出走出神学院和

各教会团体之通称，目前其信徒分布在瑞典、丹麦、

教会进入生活和社会。３．主张建立以神为中心的

挪威、德国和美国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徒约

完美的人道主义体系，甚至赞成信仰自由。４．强调

６８４０万人１３１（ｍ ９１柚引。加尔文宗是以加尔文神学思

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只要信奉上帝就能得到自由和

想为依据的各教会团体的总称，流行于瑞士、荷兰、

幸福。

英国、北美、南非等地，目前共有信徒４０２３万人。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托马斯主义神学除了在

立甘宗是１６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产物，是英国的

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流传外，在美国和拉丁美

国教，该宗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逐渐传播到美洲、
亚洲和非洲。目前安立甘宗在全世界共有２２５个教

会团体，信徒５０００万人。公理宗是在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中兴起的宗派，目前有信徒２５０万人，主要分

①基要派在田纳西州力量很大，该州议会曾颁布一项法令
禁止讲授否定“圣经里所讲的上帝创造生命”的＼理论。这
个法令遭到现代派的反对。田纳西州中学教师约翰·斯
科普斯因为给学生讲授进化论违反了该州的法律。１９２５

布在美国、英国、英联邦国家。．浸礼宗是１７世纪从

年５月７日，此案上诉到法院，基要派著名人物、三次竞

英国清教独立派中分离出的一个宗派，目前有信徒

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布赖恩（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Ｂｒｙａｎ）

３３３１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在美国。卫斯理宗是遵循

誉自参加了这一闻名于世的诉讼案。最后，斯科普斯被
判有罪，罚款１０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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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也有较大发展。但这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

状和前景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教会与现

局限于新托马斯主义所限定的理论体系中，天主教

实的联系，认为教会存在于人世和关心世俗事务乃

向多元化发展已势不可当。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

天经地义１４】（ｐ２引。由此，天主教对其他非天主教的基

苦难，西方哲学、史学和文艺理论对其精神传统和

督教团体关系也发生变化，“梵二会议”通过了《关于

现状都有深刻的反思，各国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则

普世教会运动的敕令》，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罗马

出现了巨大变革和新的格局，面对这样的时代，夭

天主教第一次正式承认各个非罗马天主教的团体

主教已无法超然回避，教会内外的呼声强烈，改革

也是教会或者教会性的团体…（ｐ９６射。

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天主教对其礼仪极为强调和重视，认为“礼仪

１９５８年，威尼斯大主教龙卡利当选为教皇，称

最足以使信友以生活表达基督的奥迹”１７】（ｐ１４¨。在

约翰十三世，他掀起了当代天主教革新发展的崭新

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天主教礼拜仪式逐渐形成了复

一页，下决心召开一次全世界天主教大会，以引导

杂繁琐的固定程式。改革礼拜仪式是“梵二会议”

天主教会步人现实世界，适应时代的需要，显示出

的重要目标之一，《利益宪章》是最先通过和发表的

教会征服现代思想的威力。

文件。会议制定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并确定了具体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 １日到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罗

的内容，决定要简化礼拜仪式。会议期间以及会

马天主教会召开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梵二

后，教廷不断公布改革礼仪的具体规定和改革内

会议”是天主教会历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会议

容。在弥撒中开始广泛使用本地语言。会议对于天

之一。它是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

主教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强调团体的作用，教

多、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有近３０００教徒参

皇与主教共同管理教会，注意发挥一般神职人员和

加了会议。出席大会的人员来自世界五大洲，具有

信徒的作用，分权给地方教会和地方主教，加强教

广泛的代表性。许多非天主教教徒作为观察员出

会内部的沟通和对话是其组织改革的基本原则。

席了大会。这次大会的文件及其对天主教的改造

为此，１９６５年成立了全球天主教会议，作为罗马教

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会经过激烈讨论和多

廷的常设咨询机构。

次投票，公布了反映其革新精神和内容的１６个文

会议后，罗马天主教改变了一些传统的做法，

件。这些文件作为当代天主教革新纲领，阐明了在

以“开明？、“对话”的姿态面世。各地教会也纷纷运

许多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原则和理论，为其步入现

用其自主权，推进多方面的改革，从而出现礼仪民

代社会的全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族化、教会生活民主化和神学多元化的新气象…‘ｎ ６）０

“梵二会议”是罗马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开端，

大会宣布教会将放弃“宗教专制”，尊重每一个人的

大会表明了天主教会革新及其与现代世界关系的

信仰自由，放弃了“唯我正宗”的传统观点，向一切

方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教会的自我革新”，“越来

非基督教开放。这为天主教会走向当代社会，参与

越多地把罗马天主教不仅同基督教世界的其余部

多层面、全方位的对话铺平了道路。在对待科学的

分，而且同具有其善良意愿的一切人团结起来”ｆ２】（ｐ

态度上，天主教会也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承认科学

９６引，

口号是“适应时代形势”。“梵二会议”的思想经过

的价值与意义，会议号召天主教修士及神职人员对

不断丰富，形成了完整的新神学体系。会议从多方

现代科学的进步应“具有相当的认识，并作适当的

面革新了罗马天主教会，使它以一个现代化宗教的

准备，方能与现代的人交往”【７】（Ｐ４１８）。根据“梵二会

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

议”精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４日罗马教廷正式宣布取

在近两千年的天主教会史上，这次革新变化最

消《焚书目录》，１９７９年罗马教廷宣布撤销１６３３年

为普遍、深刻，主要包括神学革新、礼仪革新、教会

对伽利略的谴责，正式承认地球绕太阳运转之学说

组织机构革新，以及与其他教派或宗教关系的革新

的正确。

等方面。

天主教之所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生巨大的
’

神学革新是理论基础。“梵二会议”的神学家

变化，与２０世纪世界的巨大变化有密切联系。

们在天主教传统神学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构筑了一

首先，世界局势的变化对教会形成了巨大冲

个新的神学体系。新的神学理论认为圣父、圣子、

击。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欧洲一直是最保守、最

圣灵与全人类，与世俗世界和教会有密切关系，并

顽固、最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但是，自１６４０年英国

、以此为根据，重新说明天国、尘世和教会的性质、现

“光荣革命”到１８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从１８０６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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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推翻，到１９世纪末期，许多民

其中新教徒占５７．９％，天主教徒占２１％，其他基督

族国家形成，欧洲脱离了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的皇

教占６．４％１８］（Ｐ７３４）。德国人口中，有８４．５％的人属

权加神权的统治局面。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天主教

于基督教会，其中４１．６％属于路德宗，４２．９％属于

徒的爱国主义和政治热情与教规发生了严重冲突，

天主教会１８］（ｐ６０６）。在法国，天主教徒占７６．３％，新

使教会内部充满了危机。

教徒占２．９％…（ｐ６…）。在英国，基督教徒占６５．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快速变化，加快

其中新教教徒占５３．４％，罗马天主教徒占９．８％，

了天主教改革步伐。二战结束后出现了以苏联为

东正教徒占１％，其他基督徒占１．７％［８１（ｐ ７３引。这么

首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４９年中国也建立了社会主

一个庞大的信徒队伍，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

义政权。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或者被新政权关押、

量，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

驱逐，或者与政府合作而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在西方，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有几个方面：１．直

这使得罗马教廷受到重大打击，失去了与占总数

接参与政治活动；２．对政府部门游说；３．参与与选

１／３的信徒的联系［４１（Ｐ１引。五六十年代，西欧国家

举相关的政治宣传。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前

同美国关系有所松弛，第三世界迅速崛起，东西方

联邦德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手组织了基督教民

冷战出现松动。世界动荡、分化和改组的局势，使

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１９４９—１９６９年间该党

天主教一方面认识到其投身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另

一直是联邦德国的执政党。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

一方面也感到其传统的观念和政策的不相适应，这

党与教会关系十分密切，战后长期处于执政党地

促使天主教进行改革。

位。在美国，二战后各个主要教派都在华盛顿建立

其次，科技进步对天主教神学产生了巨大冲

了公共事务机构对国会施加影响，教会还利用自己

击。在漫长的中世纪，科学和哲学一样，都是神学

的宣传工具发动信徒参加选举活动，美国新教对于

的婢女。在天主教历史上曾出现了火烧布鲁诺、囚

其在国会中的席位十分重视。总统竞选活动，是教

禁伽利略的事件。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突

会关注的大事，新教福音教派为了向基督徒提供信

飞猛进的发展，上帝造人的神话被推翻。特别是第

息，成立了一大批特别组织。美国新教教会不仅大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子能的开发与利用，人造地

力支持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士竞选总统、副总统

球卫星的发射，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和发展，信息技

或者国会议员，有时还直接推荐牧师参加竞选，神

术的进步以及生物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职人员参政成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ｂ】（ｎ １９４）ｏ

步伐，极大地冲击了罗马天主教徒的思想观念。这

本世纪初，著名基要派神学家布莱恩曾三次竞选民

一切迫使罗马教廷彻底改变其反科学的立场，以寻

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求天主教的发展。

为了争取公众的支持和了解，有财力的宗教团
体会利用昂贵的现代传媒工具。如８０年代的美国，

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在欧美

在有关堕胎、校园内祈祷、美国外交政策等问题上，

国家的社会作用

美国基督教福音教派经常在一些全国性的报刊杂
志上标明自己的态度。美国天主教会也曾经花费

基督教在欧美国家作用巨大，在当代的欧美，

数百万美元，通过印刷品发动反对“堕胎”运动眇】。

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

在美国，教会虽然不能直接干预国家政治，但可以

的作用仍然十分强大，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

多种方式影响政治。美国的宗教势力也有自己的

文化、教育以及家庭诸方面都产生巨大影响。

院外集团，美国的宗教利益集团不但在华盛顿对国

（一）在欧美国家中，宗教与政治仍然有十分密
切的联系。

西欧许多国家过去曾经以天主教、新教作为国

会施加影响，极力使国会立法体现本教派的观点，
而且对地方立法机构采取同样的行动。１９８５年，仅
一个星期就有由佛罗里达天主教大会提出的三个

教，宗教是欧美国家民族的精神源泉。欧美国家宗

重要的法案被佛罗里达立法团纳入讨论ｎ ０］‘ｐ１３们ｂ

教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密不可分。现在，教会往往

宗教利益集团通过提供信息和金钱，动员追随者

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成为政府与信徒之间的纽

提供支持或者制造麻烦，影响政治议程¨¨‘ｍ ４０９）。

带，因此，基督教在西欧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

例如，在总统的选举上、在反对核武器与核战争上、

重的地位。比如，在美国，信奉基督教的占８５．３％，

在反堕胎运动上，天主教徒都积极地试图通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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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政府施加影响。－

州二）基督教会对西方的教育有巨大影响。

代后，针对英国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受到世俗
化的冲击，国教教会以及其他新教教会在教谕或教

在欧美，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十

会公告报中，不断号召信徒恪守圣经准则并进行广

分密切。哈佛、普林斯顿等著名大学，最初都是为

泛社会调查，撰写有关报告，促使议会制定或修改

培养神职人员或由教会资助兴办的。教会比较富

道德立法。总之，作为一种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基督

有，经济基础雄厚，能够在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

教、天主教和新教，在当代欧美社会中尚有一定的

发挥巨大影响。

凝聚力。

一文化教育事业是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传统领

总之，２０世纪是基督教发展变化巨大的一个

域，今天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属于罗马

世纪，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新教在神学与教派

天主教会的大学还有２００多所，其中绝大多数在西

方面出现了多元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天主教者

欧。传统信仰天主教的西欧国家都有自己的教会

通过“梵二会议”，完成了其适应时代发展的革新，

学校网，它们自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个巨大的教

解决了自身发展的最大一个问题，天主教也得到了

育网，以其培养的学生从事各行各业，影响着国

发展。进入２１世纪，基督教仍然会进一步发展，著

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法国，天主教会小学约

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对２１＿世纪作了这样

占全国小学的８４％，教会中学约占全国中学的

的预测：“在第三个千禧之年的曙光里，有许多确凿

６０％【４］（Ｐ３７”。在英国，教会是英国教育的先驱。１９

无疑的迹象，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各种各样教派的

世纪以前，学校几乎全靠教会来举办。目前虽然公

宗教复活。”…】（ｐ２９３，这个预言有一定道理。

立学校超过了教会学校，但教会仍有很大影响，公
立学校必须开设宗教指导课程，否则家长就会把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年８月

生送到教会学校。在美国，新教教会是美国文教事

【作者简介】郭家宏，男，１９６５年生，河南济源人，

业的奠基者，殖民地时期的大中小学几乎皆为新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教会所主办。７０年代初期，美国８０３所私立大学

主要从事欧美史研究。

中，新教教会主办的有４８９所，占６１％，为全国大

【责任编辑：王公悫】

学总数的１８％¨】（ｐ２㈧。为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维护

教会在教育阵地上的传统地位，教会还有职业大学
和初级学院、文科学院等，为协调教会大学的工作，

参考书目：

美国新教还设有专门负责高等教育的全国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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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和散发有关信息的文件。现在，美国多数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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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堂、宗教中心、宗教俱乐部。
（三）文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凝聚作用。

基督教伦理道德、传统习俗在西方社会根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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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新教在各地大举兴办慈善、文化、社会福利事

［７］《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

业。他们设立了大量济贫机构、学校、医院、儿童保
育院，既填补了政府照顾不到或者力不能及的地

方，又使教会在群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他们还关
注世界贫困、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社会问题。救
世军等新教教会组织还向监狱提供社会和宗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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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姜艳艳 浅析圣经对欧美文学主题的影响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23)
<圣经>的许多篇章目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圣经有积极的情调,又富于宗教的感化力.它让人认识任何事物、任何时候都兼有黑暗和光明两方面
.在同一页经文里,甚至在一句话中,光辉和阴影相共,失望与希望并存.基督教的叙事还直接构成了一些文学作品的主题,而基督教的善与恶、罪与赎等概
念对许多作家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不同的叙事手法,不同的情节,重复的强调,这些主题,几乎跟西方主要的宗教情怀一基督教精神有着共同的思考模式
.本文将从圣经对欧美文学主题的表现形式及对不同体裁文学作品的影响谈起.

2.期刊论文 强晓如 析基督教对欧美婚姻的影响 -河北法学2000,""(5)
在历史特定社会与文化意识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具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在它渗透于欧美洲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
政治制度和婚姻立法。随着宗教权力的日益强大，基督教教会法中调整婚姻内容的法规越发完备。并在神圣的教权统治下予以实施。人类进入20世纪后
，虽然这种宗教地位与婚姻主权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它的威力逐渐被淡化，但源远流长的教义仍然对当今欧美等国人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

3.期刊论文 张书军 基督新教对欧美职业体育形成的影响及思考 -科技信息2008,""(20)
基督教新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18世纪资本主叉思潮的时代特征,同时对职业体育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长远而深久的影响.职业体育的运动伦理与精神
追求体现了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内涵.

4.期刊论文 沈阳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社会科学论坛2009,""(13)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美所独有.然而唯有基
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
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
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
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
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
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5.期刊论文 李向平 "本色化"与社会化--近代上海"海派基督教"的社会化历程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1(3)
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是西方基督教在上海的社会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上海现象"之一.它历史地具有上海社会、城市文化的区域特征,构
成了"海派基督教"的社会性内涵.所以,欧美基督教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化问题,既指基督教的中国化意义,亦可与当今基督教学界关心的处境化问题应对.

6.学位论文 曹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历史条件解析 2008
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相比，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时间较短，但其传播速度之快、热情之高却是罕见。到目前为止，韩国不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派往
海外传教士最多的国家，而且其到危险地区传教的热情也堪称世界之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基督教界开始派传教士到海外传教，至七八十年代
，其发展速度已是相当的快，是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90年代以后发展壮大的黄金期。因此，有必要探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历史
条件，从中透视其传教狂热性的根源。

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语组成。
引言简要介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及选题价值。
正文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基督教传入韩国的历史进程及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的概况。
第二部分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着重分析七八十年代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迅速发展的世俗条件，并对韩国基督教徒传教狂热性根源进行深
入剖析。
第三部分则从韩国基督教界自身发展出发，详细阐述教会在信徒增长、训练方法、传教策略及教会间的竞争等方面促进境外传教的发展。
结语部分总结韩国基督教境外传教在七八十年代迅速发展的原因，并对这一时期境外传教的动机进行分析，指出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7.期刊论文 周春.ZHOU Chun 试论近代欧美传教士与日本僧侣在华情报活动之差异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4(2)
近代在中国活动的外国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日本佛教.外国宗教人士利用在中国传教之机纷纷进行情报活动.欧美传教士在中国的
情报活动主要是为了教会,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初期的传教活动中,这一特点更为明显,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本国的对华扩张;而日本僧侣在华的情
报活动则完全是受其政府支使,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其目的是为了配合本国的对外侵略扩张.中日佛教同宗同源,使日本僧侣在华的活动更具鼓动性和隐
蔽性,这是欧美传教士不可比拟的.然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同意日本僧侣来华传教,而欧美传教士在华传教则受公法保护.因此,日本佛教团体在华的
区域也相对集中于几个省份,而没能像欧美基督教那样全面开花.

8.学位论文 余云霞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原罪理论初探 2008
根据基督教思想，因始祖之原罪，人类生而有罪并因此承受困苦与死亡。这一教义对于理解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救赎至关重要。然而，自启蒙时期至
二十世纪初，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科学与理性的影响力逐渐超过宗教，罪之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人们迷信科学发展，崇
拜理性力量，并相信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所有的人类社会和群体之间必将建立和谐的关系。
不幸的是，历史无情地粉碎了人类的自信。自二十世纪初始，世界一战、二战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让仿佛已经看到上帝之国的人们茫然不知所措
。时代危机呼吁思想界的反思。在美国，由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倡导的基督教现实主义正是对战后危机的回应的产物。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认为，不
应将历史上的罪恶归之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邪恶的根源就存在于人性之中。
在其代表作《人的本性与命运》一书中，尼布尔阐释了人的本性。在分别指出古典人性观与近代人性观在人性认识方面的谬误后，尼布尔断言，只
有基督教人性观体现了人格中身体与灵魂的统一。基于基督教信仰，尼布尔指出，人的存在是悖谬式的。人处于自然与精神的交汇点上。人既有上帝的
形象，在精神上有超越的自由；人又是受造之物，是自然之子，受自然法的约束。精神的自由既赋予人以创造力，同时也具有毁灭性。人因处于自然偶
然性中而感到不安全，在寻求将其偶然生存抬升到无限意义之域时，就会陷入骄傲之罪；反之，人若沉溺于自然生机，以逃避其自由的无限可能性及自
我抉择的责任，这时，就会陷入情欲之罪。
尼布尔将原罪解释为人类滥用自由、高估其能力与重要性、想要支配一切的倾向。他对原罪的重新诠释被视为他对现代神学的一大贡献。他不仅继
承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传统，认为原罪是在人的自由意志里，同时还吸收了帕斯卡尔与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精髓。作为新正统神学的代表，尼布尔从
不拘泥于任何神学教条。在对原罪的重释中，尼布尔否定了奥古斯丁派将原罪解释为“遗传败坏”这一说法。他认为，正是因为基督教正统派对于原罪
这一教义拘泥于字句的理解，才使得这一教义的概念含糊不清。如果“原罪”是遗传之败坏的话，其遗传不仅摧毁了自由，同时摧毁了人类对罪的责任
。在他看来，原罪不是一种遗传的败坏，而是人类存在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这是由人类精神的本质决定的。尼布尔对原罪的阐释不仅使人认识到罪
性之深刻，同时也明确了人对罪应负的责任。
尼布尔的神学思想以关注现实著称。对他来说，基督教神学绝非只是个人灵修的学理基础，而是要利用圣经中的智慧，尽可能地解决现实社会的实
际问题。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使他在欧美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半个多世纪前，尼布尔的罪论曾经改变了美国新教中过于乐观的神学风气。在经济迅速发展、道德水平却不如人意的今天，他对人类本性中的罪恶
倾向所作的深刻分析，仍有研究和借鉴的意义。

9.期刊论文 李玉忠 论基督教文化对欧美宪政精神的影响 -继续教育研究2008,""(9)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渗透到欧美等国家思想、政治、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基督教文化总体上是一种罪感文化,在
文化心理中植入了幽暗意识与人性的凄惨.这种文化心态严重影响了以宪法为前提、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以人权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欧美宪政精神,并
使其刻意回避创建理想社会的问答.此外,基督教文化关于"情"的伦理--人的自爱与博爱对欧美宪政制度变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直接表现就是:作为"动态
宪法"的行政法的迅速发展.

10.期刊论文 刘建军.LIU Jian-jun 20世纪末以来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新形态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批评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的一致性,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发出的精神渴望.一方面人与上帝成为一种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基督教试图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平台和满足人类共有价值的信仰体系;另一个方面文学领域强调的主客平衡的新
思维及其实践活动.这二者共同规定了西方文学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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