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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论述, 主要集中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政党

的关系、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无神论等方面。他们都主张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 坚持无神论,强调对

无神论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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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 illiant expo sitions o fM arx, Enge ls and Len in to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socia lism and relig ion focused on: the

re lationsh ip be tw een re lig ion and sta te, re lig ion and party affiliation, secu larism, freedom of re lig ious be lie f and a the ism

and so on. They have advoca ted separation of church , freedom of re lig ion, atheism, em phasizing the prom otion of athe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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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 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 不再维护

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

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

教中解放出来,就在绝大部分还在信教的情况下, 国

家也完全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 1 ]
他强调, 只有

国家和宗教相分离,才能实现国家的本质。在马克思

看来, 民主制国家, 真正的国家则不需要宗教从政

治上充实自己。确切地说,它可以撇开宗教, 因为它

已经用世俗的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而所谓

基督教国家则相反, 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 又从

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 [ 1 ]
基督教国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主导地位,必然会排斥异己以及强迫民众信教或参

加宗教仪式行为, 凡没有充足理由星期日不到教堂

做礼拜者,课以罚款或监禁。 [ 1]
基于俄国国情, 列宁

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

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

出的要求 [ 2]
。针对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前教会占有

大量土地, 大多数农民处于无地和少地的现状, 列宁

说: 没收教会、寺院、皇族和皇室的土地, 把它们 (包

括官地 )交给统辖城乡地区的大的地方自治机关, 同

时把移民所必需的土地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

水域交给民主国家掌管。 [ 2 ]
这表明苏维埃国家把宗

教、皇室的土地权转移到了自身。为了满足农民的意

愿,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 列宁指出: 地主的和私人

的所有土地,以及皇族和教会等的土地,都应该立即

无偿地交给人民  [ 2]
。同时, 苏维埃共和国还明确了

宗教立场: 苏维埃共和国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它

置身于一切宗教之外,力求使宗教同苏维埃国家分

离。 [ 2 ]
各教派平等的地位获得有赖于国家从宗教束

缚中解放出来, 国家和宗教相分离。列宁还指出, 无

产阶级国家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根本不同

的, 就拿宗教、妇女的毫无权利或非俄罗斯民族的

被压迫和不平等地位来说吧!!这都是资产阶级民

族革命的内容!!许了愿,但没有兑现。在俄国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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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中,就不存在这种对倍加可恶的中世纪制度

和对#神圣的私有制 ∃的可恶的#尊重 ∃。 [ 2]

2 关于宗教与政党的关系

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活动中,面对党内对宗教问题

的争论和忽视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

的情况。1847年, 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

关于宗教问题, 我们认为是完全次要的问题, 这个

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同一党派内的人们相

互争执的理由。 [ 1]
这并不是放弃无神论思想, 马克

思政党是无神论者, 在任何时候都要和宗教作斗争,

更要向工人宣传无产阶级思想,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

治活动。如果 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

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

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 1]
但社会民主党人更需要分清

目前自己的主要任务。列宁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

况指出: 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

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

宗教、被贱视的等级去争取平等权利。 [ 2 ]
1905年列

宁更是明确地指出, 宗教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一部

分,但不是首要任务, 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

观,我们必须跟某些 #基督教徒 ∃的不彻底性进行斗
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

有的首要地位  [ 2]。虽然党内党员以及有些工人仍
有宗教信仰, 但是不能采用粗鲁的手段把他们赶出

党,赶出国家, 因为我们坚信, 实际的斗争, 在战斗

行列中进行的工作,会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 抛弃有所无生命力的东西。 [ 2]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通过的 %爱尔福特纲领 &
中 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  , 这条原则主要是对国家
而言的。针对第二国际别有用心的机会主义者,藉此

声称宗教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也是私人的事。在 1905

年,列宁写了 %社会主义和宗教 &进行了反驳, 他说:

我们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联

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

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  用我们的书

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对我们来
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 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

阶级的事情。 [ 2]

3 关于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  的提出, 源于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统治和基督教相勾结。由于资产阶级和以往的统

治阶级一样,也需要利用宗教作为自己统治的手段,

未能真正实现 政教分离  。而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
比资产阶级内容更丰富、更深刻的 政教分离  原则。

早在 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曾说过: 当国家摆脱

了宗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

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 同样, 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

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它在政治

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 [ 1] 1848年,他们又主

张 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水一律由各

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 1]
另外,马克思、

恩格斯还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采取的 政教分离 原
则,说它摧毁了僧侣势力, 使学校和科学摆脱了教会

的束缚,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 不受教会和国

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 而且

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 1]
在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中, 他们更是明

确了政教分离内容: 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

一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

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

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 [ 1]
1902年, 列宁在此基础上

指出,要使 政教分离 原则有宪法保证。强调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主要任务是在民主宪法基础上建立共

和国,并且民主宪法应该保证 教会同国家分离, 学

校同教会分离。 1911年他在 %纪念公社 &中再次高
度评价巴黎公社实行过的宗教政策: 公社宣布教会

同国家分离, 取消了宗教预算 (即国家给神父的薪

俸 ), 使国民教育具有纯粹非宗教的性质, 这就给了

穿袈裟的宪兵以有力的打击。 [ 2]

4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和封建主义作

斗争中,提出了 宗教信仰自由  的要求, 这一主张得

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同, 他们更是从工人和

农民的利益出发给予了新的阐释。为了驳斥鲍威尔

认为的犹太人要想获得政治解放, 就必须放弃信仰犹

太教的观点。马克思引用法国 %人权宣言 &中关于信

仰自由的规定指出: 在人权这一概念中并没有宗教

和人权互不相容的含义, 相反,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

信奉宗教、履行自己特殊宗教的礼拜的权利, 都被明

确列入人权。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 [ 1]宗教信
仰是人的基本权利, 也是人权的一般表现,宗教和人

权没有矛盾之处。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还

阐述了信仰自由的内容, 并且区分了资产阶级的信仰

自由和无产阶级信仰自由的不同, 信仰自由, 每个

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

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资产阶级的 #信仰
自由 ∃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 而

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  [ 1]
。

列宁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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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每个人不仅应该有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完全自

由,而且还应该有传播任何一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

全自由。哪个官吏都根本无权过问任何人信什么教,

因为这是个信仰问题,谁也不能干涉。 
[ 2 ]
他强调 宗

教是私人的事  的益处: 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

情!!,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 才能结束以往那种

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教, 而

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 [ 2]十月革命

胜利后,列宁说: 按照我国宪法, 按照我们共和国的

根本法, 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绝对有保障

的。 
[ 2]

5 关于无神论

5. 1 宗教与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不可调和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

的传播,出现了一些工人政党和基督教会把宗教和社

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 1843年, 针对法国共产主

义者认为 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的错误主张, 恩格

斯讽刺地指出,只要他们认真研究圣经就会发现, 圣

经的主要精神同共产主义显然是对立的。同时,由于

克利盖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活动的过程中,企图使爱

的宗教成为真理,把共产主义当成是爱的宗教、天国

等,其严重背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1846年, 马

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内部展

开了对克利盖的批判, 指出 克利盖是在无神论的共

产主义幌子下,贩卖基督教的, 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

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

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 [ 1]
他们进一步指出,

基督教把幸福寄托在彼岸,来世, 宗教只是一种宗教

的信仰活动,不可能真正的解放, 只有无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革命运动才具有变革社会的实践意义。 1909

年,列宁继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是以马克思

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善于同宗教有神论作

斗争, 宣传 无神论 思想。

5. 2 坚持无神论 加强对无神论的宣传

早在 1871年,恩格斯在致卡菲埃罗的信中就明

确指出: 您在我们的所有出版物中都会感到无神论

的精神,此外,我们不接受任何在章程中稍有一点宗

教倾向的团体。 
[ 1]
列宁也曾说过 我不能也不想同

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交

流。 [ 2]
1905年,随着俄国革命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

进入低潮。这时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便鼓吹只有宗教

才能解决俄国现状, 宗教思潮要重新发展, 于是俄国

便出现了 寻神派  造神派  。两者从本质上讲都是
试图利用宗教引诱群众放弃社会主义运动。对此, 列

宁主张: 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

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 (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

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 )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

作之一 
[ 2]
。他强调在宣传无神论过程中, 要坚持唯

物主义的观点, 向信教群众说明宗教的产生根源, 同

时 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 而

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

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 [ 2]
。1922年, 针

对俄国当时反宗教宣传搞得太过肤浅,没有同自然科

学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没有指出宗教的社会根源, 不

能满足革命年代工人迅速成长的要求, 列宁说: %在
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杂志要成为战斗唯物主义的刊
物,就必须用许多篇幅来进行无神论的宣传, 评介有

关的著作, 纠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工作中的大量缺

失。特别重要的是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实和对

比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

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

子。 
[ 2 ]

5. 3 反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对待宗教 左  的倾向
针对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认为宗教是为封建统

治阶级服务的, 憎恨之情流于行为, 主张用法令来取

消神的这种极 左 做法, 在公社中没有神父的位

置, 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遭到禁止。 [ 1]
马

克思、恩格斯严肃地指出, 布郎基主义者在无神论方

面比所有人都激进, 强制人们信仰无神论,实际上是

阻碍了无神论思想的发展。 1876年, 小资产阶级空

想社会主义者杜林, 鼓吹未来的共产主义要取消一切

膜拜,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的谬论。恩格斯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分析宗教的产生、发展、

消亡的规律后尖锐地指出: 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

这样自然地死掉。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不仅反

对天主教, 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 他唆使他的未来的

宪兵进攻宗教, 以此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 [ 1]

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宗教问题,列宁

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对待极 左  行为的批判态度。在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中, 列宁再次重申了恩

格斯对布郎基主义者和杜林极 左  观点的批判, 并

且提出向宗教宣战, 其实是把群众推向了敌人, 反而

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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