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毛澤

東認為1：

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

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

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

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

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

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

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

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

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

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

界。

這反映到政治和思想層面，則是：

「單有1956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

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

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

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

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

革命。」2在這種大背景下，深受政治

影響的宗教界，迅速被捲入時代的漩

渦。筆者以江蘇為例，具體論述50年

代末中國宗教的改造運動。

反右與江蘇的宗教改造

● 伍小濤

1949-1956年中國政

府對宗教界的改造，

只是表層的，還沒有

觸及人的靈魂深處。

李維漢分析說，宗教

職業者是一支勞動

力；有一定現代文化

和科學知識。改造得

好一點，就能更好地

為社會主義建設服

務。他們多數人不同

程度地向左轉化。基

於此，在宗教界迅速

掀起了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和反右派運動。

一

1949-1956年中國政府對宗教界的

改造，只是表層的，還沒有觸及人的

靈魂深處。當局認為有必要加快、加

深改造的力度。李維漢說3：

能不能使改造進行得好一點、快一

點？（1）有需要。從社會主義建設方

面看，他們（宗教職業者）是一支勞動

力；有一定現代文化和科學知識。改

造得好一點，快一點，就能更多地調

動和發揮積極作用，更好地為社會主

義建設服務。就他們自己方面來看，

也需要改造得好一點、快一點，才能

跟得上形勢的發展。（2）有可能。

甲：形勢逼人，空前孤立。乙：他們

的內部局面——多數人不同程度地向

左轉化。丙：我們方面，全黨動手。

基於此，在宗教界迅速掀起了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和反右派運動。

周恩來為了防止在運動中出現

「左」的行為，特作了如下批示4：

在宗教界不提整風，不提反右鬥爭，

只提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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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8日上海市

宗教事務局局長盛志

明作了動員報告，動

員大家打破顧慮，大

膽鳴放。在鳴放大會

上，丁希尹說：「現在

幹部二流子，做事大

娘子，苦死老頭子，

哭死小孩子。」另一代

表楚光說：「今天的

幹部只顧自己拿錢，

不管老百姓死活，過

去國民黨因不管人民

生活而垮台的。」

雖是右派，但在教徒群眾中還有影響

而目前又和我表示合作的領袖人物，

採取談而不鬥或鬥而不狠的方針，加

以保護。只對其中最惡劣、最反動，

在教徒群眾中影響極大，非打不可的

極少數骨幹份子，才進行鬥爭。使其

在群眾中孤立起來，搞臭登報，以利

於分化右派，爭取中間，教育教徒群

眾。

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在全國第四次宗

教工作會議上，對批示又進行了發

揮。他說5：

宗教界的問題很複雜，簡單處理不

得，否則就會出問題。在宗教界進行

反右派鬥爭，必須從宗教界的實際情

況和特點出發。有兩種情況：一種是

宗教界的本身情況，一種是我們的工

作情況。對於這兩個方面，我們必須

很好地去分析。

宗教事務局根據周恩來的批示和

習仲勛的講話，決定把社會主義教育

運動與宗教界的反右鬥爭結合起來。

為了能夠詳細勾勒出當時如何開

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

情況，筆者以華東五省一市佛教社會

主義教育座談會為例，具體展示思想

改造的深入過程。

為了召開這個座談會，1958年2月

10日，上海市佛教協會邀請了五省一

市佛教代表共十六人，在上海舉行華

東區佛教界社會主義學習座談會預備

會議。除了討論有關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及佛教活動外，還特意討論了對即

將召開的座談會的看法和反映，大多

數代表都認為中國佛教協會提出要在

漢族佛教界進行一次社會主義學習是

非常必要的。

1958年3月8日，座談會正式開

始。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局長盛志明在

會上作了動員報告，說明這次座談會

的意義，動員大家打破顧慮，大膽鳴

放。大會決定先採取大字報的形式，

再鳴放，再爭辯。代表們紛紛寫出了

一張又一張大字報。江蘇省代表當場

寫下一千多張；大字報的內容涉及對

我國宗教政策、農業合作化、計劃供

應、^生、交通等各方面的意見。其

中有個別的大字報對共產黨和中共政

府提出尖銳批評。在鳴放大會上，

江蘇代表丁希尹說：「現在幹部二流

子，做事大娘子，苦死老頭子，哭死

小孩子。」在丁希尹的帶頭下，許多

代表直言時政。江蘇省另一代表楚光

說：「今天的幹部只顧自己拿錢，不

管老百姓死活，過去國民黨因不管人

民生活而垮台的。」4月12日，大會領

導召開內部幹部會議。16日，由外部

小組作轉入反右的動員報告，初步決

定在大會上鬥爭並戴上右派帽子的人

為十五至十六人。18、19日，對右派

份子進行批判。一些右派份子在「猛

烈的火力下」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

化」，仰三說：「我感覺很懺悔，都是

自己態度不好。」經過這次大會，左

派「自認為有些認識，通過學習，才

知道認識不深」；中派表示今後必須

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

路，要靠攏進步份子；右派「要痛改

前非，跟共產黨走」6。

經過批判，宗教界大多數人的認

識發生了變化。但是，想通過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和反右鬥爭，使宗教界一

下子納入到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中來，

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些人稍講了幾句

過頭話，就被打成右派，不少人被管

制、批鬥，甚至自殺。江蘇的惟靜為

了使自己不被打成右派，趁大家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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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被人發現。大會責令他交代燒毀材

料的內容及與右派份子仰三的談話，

並對他進行嚴厲批判。在這種情況

下，惟靜「畏罪自縊」7。江蘇的基督

教徒邵鏡三由於在省政協和省人大等

會議「開始他猖狂的進攻」，等大會準

備批鬥時，他也「畏罪自殺」8。

江蘇省宗教事務局根據國務院宗

教事務局發出的《關於加強思想動態

工作，進行上層人物排隊》的通知9，

進行了具體規定：（一）收集思想動態

的對象：以各教的上層代表性人物為

主，包括左、中左等各種類型，其中

以中間份子為主；（二）收集思想動態

的內容包括：1、對國內外重大事件

的反映；2、對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

政策的反映；3、對我們工作方針的

意見；4、個人政治和思想情緒四個方

面bk，並以此在宗教界進行了排隊。

它的標準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

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所提的六條，

即bl：

（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

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

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

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

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

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

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削弱這個

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

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

（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

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

是有損於這些團結。

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

路和共產黨的領導。根據上述標準，

在宗教界劃分了左派、中左、中中、

中右、右派、極右六種層次。表1是江

蘇省宗教界上層人士的排隊情況bm。

根據排隊，對「中中、中右和反

動情節不太嚴重的一般份子一般採取

排而不鬥或談而不鬥的方式；對那些

政治上表現很壞，代表性較大，又為

我所要使用的，不經過一定鬥爭不能

就範的右派則鬥而不狠；對極右份子

則鬥深、鬥透、鬥臭；而那些左派，

中左份子則自然是我們依靠和重用的

對象」bn。

同時，天主教徒又進行了反對梵

蒂岡的鬥爭。1958年中國政府發現了

梵蒂岡致「中國與宗教保持和平通功

1958年中國政府發現

了梵蒂岡致「中國與

宗教保持和平通功

者」的通論。通論

說：你們的教區，甚

至曾經蒸蒸日上的，

都墮入了悲慘的境

地。通論號召教徒勇

敢地堅持在我們大家

所聯結ó的和因而獲

救的信德上。針對這

種言論，國務院發出

通知，要對梵蒂岡的

反動本質，再進行一

次深刻的揭露和批

判。

左派 中左 中中 中右 右派 極右

天主教 汪浩 沈初鳴 李維光 康思成 楊鄰德

孫持方

基督教 丁光訓 孫漢書 吳貽芳 雷智伯 王恆心

韓文藻 韓彼德 丁玉璋 沈子高 楊鏡秋

呂澄 徐平軒 高鶴年 惟靜 范成

佛教 映徹 道航 妙真 （已死） （已死）

妙華

道教 許鶴梅 騰啟方

吳明皋 鄭明岫

姓
　  名

教別

　政治
　  排隊

表1　江蘇省宗教界上層人士的排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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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通論。通論說：「你們的教區，

甚至曾經蒸蒸日上的，都墮入了悲慘

的境地；教士們，包括卓越的總主

教們，甚至我們的公使都被迫不得不

離開；中國聖潔的主教們、神甫們、

修士、修女們和許多教友們，關在牢

}，受~萬般折磨。」號召教徒「聽普

世之父的慈音，堅定起來，勇敢地，

純潔地堅持在我們大家所聯結~的

和因而獲救的信德上」bo。針對這種言

論，國務院發出通知：「把通論公布

出來，發動教徒群眾和神職人員，採

取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式，對梵蒂岡

的反動本質，再進行一次深刻的揭露

和批判。」bp於是，中國各地掀起了反

對梵蒂岡鬥爭的高潮。蘇州天主教

教區專門召開全體神職人員、修女、

貞女和教徒代表會議，就中國天主教

與梵蒂岡的關係進行了充分辯論。

多數代表認為：通論反動透頂，是對

共產黨、人民政府和愛國的神長、教

長進行惡意的誣衊，是在公開干涉中

國內政。要求與梵蒂岡一刀兩斷bq。

另外，基督教界抓住港澳一些基

督教徒不斷向國內各地基督教教牧人

員投寄大批所謂反動書刊的機會，掀

起了批判《聖經》的運動br。佛教、道

教也舉辦短期政治學習班，對僧尼、

道士進行政治思想培訓。

二

隨~宗教界思想改造的深入，中

共對宗教組織加以整頓並進行了適當

調整。首先加強共產黨對宗教工作的

領導。1957年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宗教

工作黨內歸口問題的通知》。中央決

定：今後有關天主教、基督教和佛

教、道教和伊斯蘭教的工作，在黨內

統一由各級黨委統戰部主管；在政府

內統一由各級宗教事務部門掌管，宣

傳、公安、外交、青年團、婦聯等

有關部門加以協助，並保留黨的宗教

工作委員會，繼續協助黨委研究有

關宗教工作的政策，統一宗教工作步

調bs。根據國務院的指示，江蘇省宗

教事務局召開了全省宗教工作會議，

加強對宗教組織工作機構和幹部的精

簡和調整，該設的設，該裁的裁，特

別在宗教工作薄弱地區配備一些有一

定水平的幹部bt。這樣就大大加強了

中共對宗教的控制，從而有利於宗教

工作沿~中共所指引的方向發展。

其次，宗教界內部也進行了自我

整頓。從1957年到1958年，天主教、

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都先

後召開全國工作會議。除了加強思想

改造外，各自在組織上進行調整。江

蘇南京主教區和蘇州主教區進行了自

選主教的活動ck，李維光、沈初鳴的

當選，從組織上徹底擺脫了梵蒂岡

教廷的控制，真正實現獨立自主和自

辦教會，因此得到了全國天主教同

會的極大響應。基督教也進一步加強

教徒中青少年的工作，通過青年團、

民青聯組織和教內外青年積極份子，

團結廣大教徒青年，吸收他們參加

民校、戲劇、歌詠、讀報等活動，推

動其轉變，同時對內部紛紜複雜的

派系進行了整頓合併。據統計，基督

教南京教區解放初期有三十八個派

別，到1958年底減少十七個派別cl。

佛教也進行了整頓。寶華山住持仁

暑能力差，在群眾中沒有威信，中國

佛學院顧安和尚被上面派回來進行

管理cm。

綜上所述，宗教組織的領導權，

基本上納入了中共的控制網絡，為宗

教界的進一步經濟改造創造了條件。

隨ó宗教界思想的改

造，中共又整頓宗教

組織，加強黨對宗教

工作的領導。1957年

中央決定：今後宗教

工作，統一由各級黨

委統戰部主管。宗教

界內部也進行了自我

整頓，派系進行了整

頓合併，基督教南京

教區的三十八個派

別，到1958年底減少

十七個。宗教組織的

領導權，基本上納入

了中共的控制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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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改造完成後，毛澤東等中共

領導大力推行一條激進主義經濟路

線，具體表現為總路線、人民公社、

大躍進三面紅旗的實施。反映到宗教

界，則要求宗教職業者與各界人民一

樣參加人民公社，而絕大部分寺觀、

教堂「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在做

好宗教界上層份子和教堂群眾的思

想工作後，由公社統一規劃移作別

用cn。同時，為了削弱宗教界上層領

導人從經濟上對各地神職人員和僧

尼的控制，於是改變原有的補助辦

法，不再統一發款給教區和協會，神

職人員和僧尼的生活一律由當地政

府解決co。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群眾

紛紛要求將現有教堂進行合併，騰出

多餘的教堂、廟宇支援工業建設」cp。

南京基督教界於1958年6月底將原來

二十三個較大的教堂合併成七個聯合

禮堂，把騰出的十六個教堂分別暫借

工廠、學校等單位使用。但是許多地

區的領導「由於有急躁情緒，想很快

把宗教消滅，因而不採取教育協商的

辦法，不走群眾路線，而依靠行政手

段把教堂拿過來」cq。1958年，江蘇省

常熟縣開展一個群眾性的「獻寺廟」和

「獻教堂」運動。全縣原有教堂三十四

所，其中天主教二十五所，基督教

九所，通過獻交，只給他們留下各一

所cr。儘管上級領導機關再三強調：

要注意防止強迫命令的辦法，但「獻

教堂」、「獻寺廟」運動還是如火如荼

地開展起來。我們可從表2窺見一

斑。

由於教堂、寺廟被捐獻給工廠、

學校、機關或被合併，因此，如何

解決宗教職業者的生活成為中國政府

的一個重大議題。江蘇省宗教事務

表2　1952-1959年江蘇省（九市二十四

　　 縣統計）教堂、寺廟變化情況表

1952年 1957年底 1959年初

天主教堂 659 180 41

基督教堂 586 321 83

佛教寺廟 43,750 2,428 467

清真寺 82 75 39

道觀 535 182 42

合計 45,612 3,186 672

教別

所
　數

時
　間

局按照中央「妥善安排」的精神決定：

除確定保存的重點寺觀、教堂內的少

數僧尼、道士和神職、教牧人員，仍

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公社社員，又是

宗教職業者），繼續住在寺、觀、教

堂}面，並允許其在參加勞動生產

過程中請假進行一定的傳道活動

外，其餘的宗教職業者則以還俗或轉

業看待cs。按照這個指示，江蘇省許

多宗教職業者還俗作為社員參加農業

生產勞動，或轉業到工廠、學校、機

關工作。表3是無錫市宗教職業者轉

業的情況ct。

在大躍進時期，政府

要求宗教職業者與各

界人民一樣參加人民

公社。「各地群眾紛紛

要求將現有教堂進行

合併，騰出多餘的教

堂、廟宇支援工業建

設」。1958年，江蘇省

常熟縣開展「獻寺廟」

和「獻教堂」運動。全

縣原有天主教堂二十

五所，基督教堂九

所，通過獻交，只給

他們留下各一所。

原人數 轉業人數

基督教徒 15 10

天主教徒 12 7

佛教徒 150 120

道教徒 50 38

人數

教別

表3　無錫市宗教人士轉業情況表

在宗教職業者的還俗和轉業過程

中出現了教堂寺廟、道觀的財產被大

量挪作他用的現象。如教堂}的禮拜

凳、縫紉機、風琴、棕墊{、被子被

一些公社平調。常熟治塘公社把老宅

天主堂的一架童貞女私人用的縫紉

機，作價十元，賣給一農民dk。甚至

有的地區將「祭衣」（舉行宗教儀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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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為「戲衣」，由業餘文娛宣傳隊

來穿戴，還有的地區甚至砸壞佛像，

說是破除迷信dl。

由於教堂、寺廟、道觀的大量合

併和宗教職業者還俗、轉業，宗教活

動在這個階段大大減少。復活節、聖

誕節本是天主教、基督教最隆重的節

日，往年參加的人數很多，熱鬧非

凡，而這一時期，據新海連市宗教事

務局稱：活動很簡單，只由一個長老

領了一個禮拜，講了講「耶穌誕生的

道理」，所到教徒只有近一百人，其

中80%又是婦女，多數來自農村，市

區居民很少dm。

總之，這一時期由於經濟層面的

變化，宗教工作呈萎縮狀況。表4詳

細反映出這方面的情況dn。

四

1957-1960年宗教的深入改造，

對中國宗教界產生了深刻影響。

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擊右

派，對宗教界來說是一次思想清洗，

許多人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以

當時南京市基督教教牧人員104人為

例：左派由原來的8.65%上升到運動

後的13.46%，中左由原來的30.65%上

升到32.12%，中中由原來的34.61%上

升到36.54%，中右則由原來的32.69%

下降到運動後的19.04%，右派由原來

15.38%下降到8.65%do。從而，宗教

工作在思想上進一步走上了「與社會

主義相適應的道路」。佛教界提出了

「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口號；基

督教也說「榮神益人」，「為了來世修

好現世」。他們以積極入世的態度參

加社會主義建設dp。

合併教堂、廟宇，組織教徒僧尼

參與社會生產，一是使宗教人士銳

減，宗教界出現了繼建國初的第二次

減員高峰。二是緩解了由於經濟建

設的迅猛發展而出現人力資源相對

貧乏的狀況。三是使宗教職業者參加

了勞動。天寧寺和尚大祥說：「農民

兄弟終年勞動，我們不能四肢不勤，

再去欺騙人民，現在政府組織我們搞

生產，我們要做促進派，不能做促退

派。」dq

上述變化，與當時的指導思想不

無關係。基於宗教界「大多數人是屬

於資產階級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

子，是剝削階級或者是從剝削階級分

化出來的份子，他們受帝國主義的毒

素很深，思想更加落後」dr，依據馬克

表4　1960年江蘇省各教基本情況統計表

解放初期 大躍進以前 現有 經常進堂人數 備考

天主教 170,000 120,000 80,000 1,800 大節日有

15,000人進堂

基督教 41,500 64,100 41,900 3,000

和尚 17,000 8,000 6,000 750

尼姑 8,000 3,000 2,000 250

居士 5,000 1,500 500

合計 241,500 196,600 130,400 5,800

時
 期

教別

人
　數

1957-1960年宗教的

深入改造，使許多宗

教界人士的思想發生

了重大變化。宗教工

作在思想上進一步走

上了「與社會主義相

適應的道路」。佛教界

提出了「莊嚴國土」、

「利樂有情」的口號；

基督教也說「榮神益

人」，「為了來世修好

現世」。他們以積極

入世的態度參加社會

主義建設。



122 人文天地 思「宗教是鴉片」之說，認為只要走社

會主義道路，就能徹底消滅貧困，過

上幸福生活，不需要以宗教來慰藉人

的心靈。因此對宗教採取了削弱甚至

消滅的政策。江蘇省宗教事務局局長

張錫伍就赤裸裸地道白了這一點ds：

我們共產黨人，對宗教的態度不是去

鞏固它、發展它，而是在可能的條件

下去動搖，削弱以至最後消滅它。我

們認為宗教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上

層建築，我們不能也不需要利用宗教

去動員人民。我們不可能設想把宗教

改造成社會主義的宗教。我們需要限

制宗教的發展和它的活動範圍。

這樣，宗教工作中出現了嚴重的「左

傾」錯誤，一些積極份子起來搗毀佛

像，有的縣甚至提出「無宗教縣」的口

號。從表面上看來，宗教工作似乎取

得了「卓越」的成績，實際上，宗教工

作遭到了嚴重挫折。宗教本身所固有

的凝聚功能、行為規範功能、心理消

解功能、群體整合功能和情操美育

功能，在政治強力的驅動下，一步

一步地消失掉，宗教工作完全變為政

治的附屬品。但宗教畢竟有深厚的

群眾基礎，1960年又逐漸出現了回潮

的局面，宗教活動私下又大量地開

展起來，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數逐漸增

多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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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宗教事務局局

長張錫伍曾說：我們

共產黨人，對宗教的

態度不是去鞏固它、

發展它，而是在可能

的條件下去動搖，削

弱以至最後消滅它。

我們不可能設想把宗

教改造成社會主義的

宗教。我們需要限制

宗教的發展和它的活

動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