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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中国”的缘起 壹 



（1） 当前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 

 

一、“信仰中国”的缘起 

全球宗教复兴：神圣化Vs.世俗化， 

“宗教幽灵在世界游荡”  

宗教从所谓“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 

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 

宗教的“政治觉醒”， 

国际关系的重要资源和“引爆点” 

国际宗教行为体成为当前 

国际关系的 “第三者”，全球角斗士 



（1） 当前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 
                                                           （续） 

 

一、“信仰中国”的缘起 

国内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成为各国国际战略的考量因素 

地缘宗教与地缘宗教学： 

广泛参与性，主体多元性和软硬实力 

有石油的地方就有宗教； 

有宗教的地方就有国际冲突 



一、“信仰中国”的缘起 

（2）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形象的若干悖论 

 
主流宗教增长、新
兴宗教崛起以及民
间信仰的复兴，成
为全球宗教复兴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仍是中外之间
相互认知水准最低
、信任赤字最大、
分歧最严重的一个
领域； 

尽管中国拥有极其
丰富的宗教传统和
资源，但却处于国
际宗教商品生产链
的底端，没有思想
附加值； 

各种中国宗教信仰在
海外拥有庞大的信众
群体，却未能将其转
化为维护与促进中国
国家利益的因素、在
海外亦形成宗教领域
的“知华友华派”； 

各种权威数据表
明，中国不仅是
传统而且是新兴
“宗教大国” 

尽管中国已是世界上
最大的宗教商品生产
者，但中国在宗教领
域的国际贡献却远未

得到充分承认； 

圣经
印刷 

新丝绸
之路 

耶稣石
雕像 



一、“信仰中国”的缘起 

（2）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形象的若干悖论（续） 

 
中国国际软实力明
显不足，“软硬失
衡”态势，甚至是
“双软”； 

中国未形成向国际社
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
国情以及宗教政策的
论辩能力； 

宗教目前是中国外
交中的“负资产” 

在目前中国国家利益全
球化的背景下，充分重
视宗教在中国国际战略
中的作用，成为中国和
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
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
战略问题。 

不仅制约我国
积极正面的国
际形象的塑造 

也是我国开展
全方位外交进
程中的短板 



“信仰中国”的叙事 贰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1）“信仰中国”的形成 

 
近代以来，中国领土的快速“
内收”与人口的大量“外移” 

伴随着海外华人的足迹遍布世
界各地，中国各种传统宗教信
仰亦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中国人的国际化带动了中国传

统宗教信仰的国际化（双重国
际化） 

 “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 

 国土面积已今非昔比 

 但海外华人的分布之广却远超过
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中国国境线在地理意义上的收缩过程 

 恰恰是其在人口意义上的扩张过程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中国本土以外

形成了至少三

类信仰群体 

中国传统宗教
信仰的海外华

人信众 

此三类信仰群体构成了 
“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2）当代中国四大叙事 

 
政治叙事 

“红色中国”与“自由中国”对立 

“红色中国”等同于“无神论中国” 

经济叙事 

“大中华经济圈”之
类的各种表述 

文化叙事 

“文化中国”（杜维明）三个意义
世界： 

1、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新加坡 

2、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群 

3、各国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群体（
学者、媒体人、企业家、政府官员
等） 

？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试图弥合意识形态的分歧，用经济和文化的流动
性、开放性来消解政治的边界性、封闭性 

通过一种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界定方式，
使数量庞大的海外华人成为非疆域性的扩大
版“中国”的组成部分 

两者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其共同背景是中
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港台、新加坡等华
人社会的经济奇迹 

“文化中国”与“大中华经济圈”正好对应了韦
伯式命题的两端，表达了海外新儒家念兹在兹的
核心关切，即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 

* 经济与文化叙事的共同点（1-4）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采取了以港台为“中心”、以中国大陆为
“边缘”的“差序式”论述结构，其实质就
是将国际经济的分工格局由高到低地复制于
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 

港台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优势，构成了这
两种中国叙事的现实基础 

目前已事过境迁，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
“中心”与“边缘”都发生易位 

* 经济与文化叙事的共同点（5-7）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2）当代中国四大叙事 

 

政治
叙事 

经济叙事 文化叙事 

“信仰中国”叙事 

 “信仰中国”包含三个“信仰板块” 

1、中国大陆与港、澳、台 

2、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宗
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 

3、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外国信众群体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叙事 

“信仰中国”包含三个“信仰板块”：1、中国大陆
与港、澳、台 2、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与各种东西方
宗教的海外华人信众群体；3、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
外国信众群体； 

第一个“信仰板块”正好涵盖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版图，
而第二、三个“信仰板块”则反映了“信仰中国”的
海外版图，是中国“信仰国境线”的海外延伸； 

“信仰中国”亦呈现为差序包容式的同心圆结构，此
一结构反映了分辨“中国、诸夏和夷狄”的传统中华
世界政治秩序； 

对“信仰中国”的反现代国家式的叙述，却是对传统
中国政治文明的回归。 



 
中国大陆与港、澳、
台拥有“信仰中国”
的大部分人口，中
国大陆不仅是第一
个“信仰板块”的
中心，亦是整个
“信仰中国”的中
心；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3）“信仰中国”三大板块及其特
点 

第一
板块 

 
中国大陆是各种传
统宗教与民间信仰
的发源地和中心。
无论是经过本土化
后的佛教，还是直
接发源于中国的道
教以及妈祖等信仰
，几乎所有最重要
的朝觐圣地都位于
中国大陆； 
 

 
传统中国是东亚和
东南亚各国政治上
“朝贡”的中心，
现在中国大陆完全
有可能成为海内外
信众宗教上“朝觐
”的中心。 
 



就第二板块的两个信仰群体而言，出于历史、民族、血缘   

、语言等原因，海外华人与中国有着天然的特殊联系。 

 

 

宗教信仰与建制赋
予海外华人信仰群
体以很强的凝聚力
，从而使他们具有
更高效的社会组织
；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3）“信仰中国”三大板块及其特
点 

第二
板块 

 

这为他们对所在国
民众的中国认识与
所在国政府的中国
政策施加某种程度
的影响（正面或负
面），提供了必要
条件； 

 

 

具有双向和双语优
势，有可能充当宗
教领域的传译者。 

 



 

因中国传统宗教
或民间信仰这一
纽带 

而成为“信仰中
国”的有机组成
部分；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3）“信仰中国”三大板块及其特
点 

第三
板块 

 

更加贴近于 

国外民众与草根
； 

 

 

随着中国宗教信
仰世界性传播， 

该板块在逐渐扩
大。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通过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界定方式，使海
外华人成为扩大版“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大陆的全面崛起，对宗教领域 “中
心”与“边缘”的重新定位； 

更接地气，更具草根性或群众基础。 

* “信仰中国”与“大中华经济圈”和“文化中国”
的异同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基本特征 

多元 

一体 

内外 

一体 

和合 

共生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特征和历史追溯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
内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
海外效应，中国信仰的海
外板块具有影响中国国家
形象和利益的潜能； 

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
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
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
国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
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
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
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
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
大发展的盛况。玄奘西
游与鉴真东渡； 

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
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
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
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
者的角色；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特征和历史追溯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内
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海外
效应，中国信仰的海外板块
具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利
益的潜能； 

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
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
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
国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
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
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
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
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
大发展的盛况。玄奘西
游与鉴真东渡； 

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
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
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
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
者的角色；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特征和历史追溯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内
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海外
效应，中国信仰的海外板块
具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利
益的潜能； 

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
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
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
国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
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
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
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
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
大发展的盛况。玄奘西
游与鉴真东渡； 

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
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
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
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
者的角色；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特征和历史追溯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内
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海外
效应，中国信仰的海外板块
具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利
益的潜能； 

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
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
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
国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
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
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
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都
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大发
展的盛况。玄奘西游与鉴
真东渡； 

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
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
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
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
者的角色；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特征和历史追溯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内
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海外
效应，中国信仰的海外板块
具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利
益的潜能； 

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
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
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
国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
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
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
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
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
大发展的盛况。玄奘西
游与鉴真东渡； 

历史上每当中国试
图在对外关系中采
取积极有为的政策
时，宗教亦常常扮
演着开拓者与中介
者的角色； 



二、“信仰中国”的叙事 

* “信仰中国”的特征和历史追溯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内
宗教实践已具有明显的海外
效应，中国信仰的海外板块
具有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和利
益的潜能； 

超越民族国家、内政外
交的界限，在更广阔的
视域中来理解宗教对中
国的独特意义； 

在中国对外部世界具有巨
大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各个
历史时期，宗教都在其中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
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
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
大发展的盛况。玄奘西
游与鉴真东渡； 

历史上每当中国试图在
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
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
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
者的角色； 

• 传统东亚世界不仅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的“文化圈”、“朝贡圈”、“贸易圈”，
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信仰圈”； 

• 沟通中国与“西域”的“丝绸之路”，
就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
之路”，亦是一条信仰之路。 

 



  “信仰中国”的意义 叁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 

国际形象 国家统一 

“信仰中国”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中国国家安全的隐性防线 国家
安全 

塑造所在国民众
和政府更为正面
的中国认识与中

国政策 

抵消、平衡各种
海外反华宗教势
力的影响力与破

坏力 

在中国自身的国家
力量尚不足以充分
应对国际各种政治
操作与跨国宗教挑
战的情况下，“信仰
中国”有可能成为重
要的牵制力量。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保障 经济
发展 

——“信仰中国”的提出，有助于增强海外
华人与外国信众对中国的向心力和投资效应。 

在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依托下，中国的经济“走出去”战略更有可

能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外部认同； 

消除“经济殖民”与“资源掠夺”等负面指责，从而更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在中东、北非等伊斯兰地区的经济利益的重要实现者与维护者；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投射的信仰保护网络和资源。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中国国际形象的正面塑造 国际
形象 

——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不仅为中国崛起

提供了价值基础，也有助于塑造中国更为正
面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是一国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而宗教形象是分量极重的国际形象要素， 

 处理好宗教问题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环节； 

 “信仰中国”有助于消除外部世界对“无神论中国”、

“重商主义”的印象和疑虑。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中国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 国家
统一 

 在台湾，发源于中国大陆的各种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堪称除棒

球运动以外为数极少的可以同时被蓝绿阵营所接受的共识； 

 佛教、道教、妈祖、王爷等宗教与信仰在两岸交往中，始终扮

演着开拓者的角色； 

 佛指舍利赴台瞻礼为两岸佛教界的世纪盛事 

 “宗教直航”先于两岸正式直航 

 为强化台湾信众的祖国认同提供了条件； 

 对于海外华人而言，信仰上的归属感使其更加心系国家统一。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中国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 国家
统一 

 佛指舍利赴台瞻礼： 

 根据台湾地区佛教界的请求，经中央政府特别批准，历

代供奉于西安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真身佛指舍利于2002年

2月下旬至3月底赴台湾地区供奉瞻礼。 

 此举成为两岸佛教界一大盛事。  

 佛指舍利系佛陀的真身指骨舍利，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

第九大奇迹，是佛教徒心目中最崇高的圣物。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信仰中国”的意义 

中国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 国家
统一 

 “宗教直航”： 

 在两岸未能实现直航的情况下 

 台湾当局特许的一种比照“小三通”方式的台湾宗教界

人士经金门到福建湄州进香的“特殊直航”。 

 2001年1月2日，载有五百多名马祖进香客的“台马轮”

徐徐驶出马祖福澳港，经四个小时航程，抵达福州马尾

港，完成两岸分隔五十二年来首次“宗教直航”之旅的

首站行程。 

 此后，“宗教直航”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 



  “信仰中国”的意义 叁   “信仰中国”的实现 肆 



把“信仰中国”论述的潜在意义转化为
现实的国家利益 

需要中国国家力量的积极塑造和展示 

而中国物质力量的急速提升为此提供了
条件 

四、“信仰中国”的实现 



四、“信仰中国”的实现 

（1）—— 

在“宗教直航”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放和加强两岸
各种民间信仰和建制宗教
的交流， 

从而“增加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我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推动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促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依托中国所拥有的宗教圣
地、圣物等宝贵财富， 

 请进来走出去， 

提升中国在国际宗教舞台
的对话和论述能力，全面
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四、“信仰中国”的实现 

（2）—— 

中国所拥有的宗教圣地、
圣物等宝贵财富 

如：四大佛教名山（五台
山、峨眉山、九华山、普
陀山） 



四、“信仰中国”的实现 

（3）—— 

• 发掘宗教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资源， 

• 通过中央、地方与民间社团相结合，公共外交
和民间外交相结合的方式 

• 积极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宗教影响力， 

• 将我国宗教的国际吸引力从目前的“圣物”（
如“圣经事工展”、“佛牙/佛指舍利赴外供
奉”）和实践层次（如“少林武功”、“家庭
教会”、“圣经出口”、“各教和谐”） 

• 逐渐提升到制度、范式和思想层次 



四、“信仰中国”的实现 

（4）—— 

• 充分认识到海外华人与外国信众团体的组织
和动员能力， 

• 积极参与塑造所在国民众和政府对中国宗教
现状的正确和正面认知， 

• 切实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图：2008年5月15日，美国南加州侨界为四

川地震灾区举行赈灾义演活动，华人华侨踊
跃捐款，募集捐款20余万美元。 

同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露天集装箱市
场――切尔基佐夫市场，上千名旅俄华人自
发向祖国地震灾区捐款。 



结  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中，一个体现历史传统和广大中

国民众精神诉求的“信仰中国”正

在逐渐浮现而变得清晰。 



结  语 

       “信仰中国”的论述和塑造，

不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价值

支撑，也有助于实现国内宗教发展

、跨国宗教交流与国家总体外交三

者的良性互动， 



结  语 

       加强因宗教信仰关系而结成了各

种海内外“神缘”，弥合中国外交中

“软硬失衡”、“内外有别”、“上

下脱节”等多重差距，从而推进中国

国家利益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