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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和联系
毕传平
（安徽大学 马列部，安徽 合肥 !F""F# ）
摘 要：宗教与道德，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不同形式，他们 相 互 区 别 ，相 互 对 立 ，同 时 又 相 互 影 响 ，相 互 渗 透 ，
相互作用。从总体上说宗教不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但宗教道德的某些内容与社会主义道德并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发挥
有益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宗教；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文献标识码：5

中图分类号：GC#F

文章编号：#""CB!-DF$!""#%"-B""FHB"!

!" #$% &’((%)%"*%+ ,"- ./""%*#’/"+ 0%#1%%" #$% 2%3’4’/5+ ,"- 6/*’,3’+# 7/),3’#’%+
ＢＩI6021 B J718

$&’J2+9)’19 /4 K2+L7<) 21> M’1717<) N’2(6718, 51607 :17;’+<79=, O’4’7, 51607 !F""F#%
80+#),*#9 P’3787/1 21> )/+2379=, $’<J@ </(7237<9 )/+2379=% 2< 9Q/ >744’+’19 4/+)< /4 </(723 (/1<(7/0<1’<<, >744’+ 4+/) 21> (/1R
437(9 Q796 ’2(6 /96’+@ S1 96’ /96’+ 621>, 96’= 71430’1(’, 2(9 /1 21> J’1’9+29’ ’2(6 /96’+@ T1 )/<9 (2<’<, 2 +’3787/1 7< 1/9 2
)/+23 J/Q’+, *09 96’+’ 2+’ </)’ 42(9/+< 71 +’3787/1< 71 62+)/1= Q796 </(7237<9 )/+2379=@ :1>’+ (’+9271 (/1>797/1<, 96’ 4/+)’+
(21 J32= 2 +/3’ 9629 *’1’479< 96’ (/1<9+0(97/1 /4 </(7237<9 )/+2379=@
:%; 1/)-+9 +’3787/1U </(7237<9 (/1<9+0(97/1U (/1<9+0(97/1

一、 宗教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
宗教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

其次，宗教与社会主义道德产生和发展规律不同。宗教
和道德虽然都是社会历史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

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依然影响着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产生的，但道德的产生比宗教要早得多。从史前文化的考古

宗教与道德，特别是与社会主义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的不同

资料来看，宗教观念最早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不过

形式，二者各有不同的本质规定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

十余万年。而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三百多万年，调

首先，宗教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及反映社会现实的方

整氏族和部落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道德观念和

式不同。宗教本质上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颠

行为准则早就产生。宗教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部落宗教（氏

倒的反映，它是以一种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曲折地反映

族宗教）、民族宗教（国家宗教）和世界宗教三种历史形态。在

客观世界，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而社会主义道德则是我

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被消灭，

国现阶段用以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

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已基本消失。随着宗教赖以存在的其它

行为规范的总和，是对社会生活比较直接的反映。它一方面

条件的消除，宗教将逐步走向衰落和消亡。而道德大体上有

通过社会舆论和系统教育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和心理，

原始社会道德、奴隶社会道德、封建社会道德、资本主义道

形成人们的情感、意向、善恶观念和内心信念，另一方面又以

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等形式。社会主义道德是在无

传统习俗和规章制度的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确定下来，成为约

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

束人们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原则和规范。因此，社会主义

制度的建立而确立起来，它和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有着本

道德作用的发挥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不需要用神灵鬼

质的区别，并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而继续存在和不断

怪、天堂地狱的形式来曲折地加以表达。社会主义道德虽然

提升。

也需要依靠信仰的内在力量，但社会主义道德信念是在现实

再次，宗教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理想不同。宗教信念的理

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着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善恶认

想境界是彼岸的 “美好天堂”或 “极乐世界”这样一些人间所

识，而宗教的信仰只是一种盲目的对神的屈从。

没有的神秘境界。这种理想不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人生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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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而是号召人们去寻找死后的 “快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杜绝上述现象的产生等方面，都能提

乐”，这只能给处于绝望境地而又不能自拔的人们提供一点

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精神安慰，使他们幻想在天国摆脱绝望的处境。而社会主义

第三，宗教道德在社会公德方面的清规戒律与社会主义

道德的最高理想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想是建

道德规范有相通之处。宗教道德的内容主要由各种戒律来体

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现，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清规戒律。佛教有 “五戒”、“十善”、

之上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必然趋势的正确反

“四摄”、“六度”，要求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恶、不妄语

映，表达着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并从道义上激励和鼓舞着

（不说假话）、不两舌 （不挑拨离间）、不恶口 （不骂人）、不绮语

人们切切实实地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奋斗。

（不花言巧语）等。基督教的 “十诫”告诫信徒不许杀人、不许

此外，宗教和社会主义道德在善恶标准和修养方法等方

奸淫、不许偷盗、不许作假证诬蔑别人、不许贪恋别人妻子财

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宗教把是否信神作为评价善恶的最

物。伊斯兰教禁止偷窃、奸淫、谎言、伪证。道教规定不得杀人

高标准，主张脱离社会实践的自我虐待、自我残害性质的禁

夺物、不得欺凌孤贫、不得谋害国家等等。各种宗教的道德律

欲、苦修和向上帝、神灵的祈祷与忏悔，使人成为上帝的牺牲

令尽管多寡不一，内容有一定的差异，但不可否认它们都与

品。而社会主义道德则以是否有利于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

社会主义道德的 “四有”、“五爱”要求有一致之处，对于调节

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善恶的最高标准，主张通过社会

人际关系，规范宗教信仰者的社会行为，约束和制止不文明

实践活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水平。

行为，遏制堕落犯罪等方面，都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有

二、宗教与道德密切联系，宗教道德的某些内容对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

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第四，宗教道德关于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和

宗教与道德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

要求，在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加强职业道

由社会存在决定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都是关涉人类终级关

德建设等方面，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宗教神学虽然大都

怀的，二者异中见同。同时，宗教与道德又相互影响、相互渗

强调 “出世”，但由于宗教信徒源于家庭，不可能彻底脱离社

透。在当代中国，宗教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

会经济生活，因此，各种宗教也都有自己的家庭美德和职业

在：

道德思想。如佛教强调众生平等，诚实可信，节衣缩食，养亲
第一，宗教道德 “弃恶从善”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弘扬社会

事亲，要求信徒戒酒、精进，乐善好施，自利利他，与别人和睦

主义道德的主旋律。宗教道德作为一种与世俗道德相对的道

相处，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做有利于大众的事。伊斯兰教强

德，不管其出发点和归宿如何，也不管形式如何多样，但去恶

调孝敬父母，尊重亲友、邻里，团结互助，待人真诚，买卖公

从善的基本原则还是一致的和值得肯定的。如佛教道德的基

平，禁止饮酒赌博、讲卫生。基督教要求信徒要互相友爱，爱

本原则是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要人们 “止恶行善”“自利

人如已，孝敬父母等等。这些道德内容表面上看过于锁碎，但

利他”。基督教宣扬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要

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对于当前大力加强以尊老爱幼、男女

人们“爱人如已”。伊斯兰教把行善和归信真主并列为对人们

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

的两项主要教诲，认为善有善报，行善“能消除恶行”。宗教道

建设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

德把 “行善”和 “爱”等作为自己道德内容的中心和基本原则，

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建设，稳定社会伦理秩序，纠正行

尽管掩盖不了宗教史上借 “善”和 “爱”之名所行的争杀之实，

业不正之风，还是大有裨益的。

调和不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但积善去恶的

第五，宗教界对传统宗教道德规范所作的有利于社会主

道德说教对我们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

义的新解释，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各

则的社会主义建设，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主旋律，形成扶正

种宗教大都宣扬谦卑、顺从、忍耐，基督教要求信徒要学会谦

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还是有所帮助的。 !
第二，宗教道德关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某些内容和要

卑、顺从，一切听命于神，服从于神，服从地上的掌权者；伊斯
兰教更是把顺从作为信徒的基本德行和最高的善功，要求信

求，对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民个人的道德素质有可以

徒要顺从真主，顺从使者，顺从真主的一切意志。在剥削阶级

之处，为了帮助信徒消除自我烦恼和痛苦，求得个人的解脱，

占统治地位条件下，这些道德说教麻痹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

各种宗教都十分重视个体的修持活动。在基督教看来，现实

神，消磨了他们改变现实苦难处境的斗志，使他们甘愿受统

的痛苦源于肉体和灵魂冲突，为此，必须在精神上和肉体上

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历史上曾起过维护剥削制度的消极

苦修，戕来肉欲，克制物欲，弃绝物质幸福和感官的快乐。只

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宗教界进步人士适应社会发

有经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求得个人道德的完善。伊斯兰教把

展要求，从实际出发，对于这些宗教道德说教作了有益于社

“坚忍”看作是人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美德，教导信徒遇到困难

会主义的新解释，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宗教道德体系的非

要坚忍，信仰安拉，为主而战要坚忍，只有坚忍才能逢凶化

科学性，但他们号召广大信教群众要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拥

吉。佛教和儒教要求信徒要坚定信念，忠于信仰，禅定、慎独，

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努力将思想上的信仰与政

纯化心灵。这些个人修养要求和方法，虽有愚昧和荒谬的色

治上的爱国统一起来，这不仅有利于爱党爱国、遵纪守法风

彩，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在目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理想信念

气的形成，而且有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主义

失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有所抬头，一些腐败、丑恶现象又

制度的巩固、发展。

重新蔓延的情况下，宗教道德的这些内容对我们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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