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社會與傳媒

隨"城市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

模城鄉移民運動的展開，近年來已經

有相當多的研究關注「新生」的社會群

體：民工1。多數研究者都承認，從

早期的「盲流」，到後來的「民工」或

「農民工」，這些不同的社會標籤都隱

含了不同程度上的歧視2。作為一個

流行概念，「民工」一詞具有某種社會

歸類的功用，甚至似乎成為了某種特

定人群的代名詞。事實上，民工群體

並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階層」，而是

呈現為各種由行業、地域、籍貫、親

屬等社會關係交錯構織而成的大大小

小的「圈子」3。

在這些「圈子」中，我們試圖來討

論宗教信仰這個長久以來被忽略的社

會認同和歸屬的範疇，並主要以近些

年來發展迅速的基督教（新教）為個案，

探討其作為一種社會邊緣群體的信仰

共同體的生成和維繫機制。具體來

說，在對某大城市的一個民工教會的

白描基礎之上，我們主要思考兩個問

題（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層面），即為

甚麼這些民工成為基督徒並持守信

仰？同時，基督教對於民工信徒來說提

供了甚麼樣的社會性「宗教產品」4？

一　「都市&的鄉村教會」：
民工教會的個案　

在最近三十年前後的中國社會

中，基督教的迅速發展無疑是其中一

個令人關注的現象。在這三十年中，

中國社會發生了、也正發生"急劇的

變化，無論是在經濟政治發展，還是

社會文化生活方面，都出現了可以被

視為結構性變遷的現象，而「轉型」也

成為一個被政府、學界，以及媒體廣

泛使用的一個詞彙。

對於基督教來說，在過去三十年

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一種類似於「轉型」

的變遷過程。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

要是鄉村基督教的發展；1990年代以

後，城市教會得到快速的發展；而在

2000年以後，則出現了一個顯著的鄉

村基督徒隨"城市化進程湧入城市的

現象5，並由此逐漸產生了一種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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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劍波

鄉村基督徒隨+城市

化進程湧入城市，並

由此逐漸產生了一種

位於城鄉之間的信徒

和教會形態。由於這

種城鄉新移民通常被

稱為「民工」，這種新

型的教會也常被稱為

「民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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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之間的信徒和教會形態，筆者稱

之為「都市9的鄉村教會」6。由於這

種城鄉新移民通常被稱為「民工」，相

應的，這種新型的教會也常被稱為

「民工教會」。而在基督教研究領域

中，已有的相關研究多數關注的是鄉

村教會7，以及少量研究集中討論城

市教會8，而少有特別針對民工基督

徒群體的研究9。

以下的討論將從一個民工教會的

發展過程的描述開始。儘管我們對其

進行了前後一年多的參與觀察，但必

須承認，我們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

最多只能說是一種「近距離」，而絕非

「零距離」。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所謂

的民工教會其實存在諸多不同的樣

式，例如，在大型城市、中型城市與

小城鎮中的情況就相當不同bk。我們

這9所討論的主要是大型城市民工教

會的一種形態，而絕非關於民工基督

徒及教會的整體性的全面分析。不

過，這並不影響本文主要討論的問題。

作為研究個案的這個民工教會，

我們稱之為A教會。2001年，一對傳

道人夫婦受其鄉村教會母會的差派來

到這個大都市開展工作，並決定把城

市民工作為主要傳教對象。A教會的

成長速度可以說相當驚人，短短五年

間就發展成為擁有27個聚會點，會眾

超過1,000人的教會網絡bl。在發展的

過程中，教徒平均每年新開4至5個聚

會點，而各個聚會點的建立往往主要

根據信徒的居住地點和聚會需要。如

果有幾個住得較近的信徒想要在一起

聚會，教會負責人就會派人去講道。

剛開始可能只有三五個人，之後逐漸

發展成為一個正式的聚會點。這些聚

會點的大小或會眾人數不一，幾個大

的點有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小的點

只有十餘人。另外，聚會點的分布比

較分散，主要集中於城市郊區或城鄉

接合處，在某個聚會點參加聚會的會

眾基本上都是住在附近的人。

在日常聚會和安排方面，由於傳

道人有限，A教會體系中各個聚會點

的主日聚會時間只能安排在不同的時

候，既有上午，也有下午，有的則在

周六舉行bm。儘管各聚會點每周的講

道人是由教會統一安排，但靈活性也

很大，誰有空誰便去，幾位全職傳道

人經常在各個聚會點之間往來講道。

如果某一個聚會點沒有人能去講道，

會眾就會聚在一起看講道的影碟bn。

除了各個聚會點分散的主日聚會之

外，每個月還有三次全教會範圍內的

活動，分別為一次唱詩會、一次同工

培訓、一次聚會點負責人的交通會，

均安排在周六舉行。每周二，教會還

會組織所有參與講道侍奉的同工進行

《聖經》學習和講道培訓。在周間，各

個聚會點通常也會組織自己的禱告聚

會，有少數聚會點還有查經小組。

無論從信徒人數和聚會點數量來

看，A教會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初

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教會體系。

不過，我們注意到，其信徒構成主要

仍然是從鄉村轉入城市生活的已有信

徒，而不是新增的民工信徒。或者

說，到目前為止，這個教會的功能主

要是已有信徒的收容所。回到本文開

始時希望討論的「為甚麼這些民工成

為基督徒並持守信仰」這個問題，實

際上我們發現，在相當多的情況下，

問題乃是已經作為基督徒的農民信

徒，隨"入城務工而帶來社會身份的

轉換，而不完全是信仰上的轉變。因

此，對於這個人群來說，我們的問題

發生了轉化，新問題是：為甚麼這些

民工信徒在進入城市生活後仍然維繫

和發展其信仰生活？同時，我們也意

從信徒人數和聚會點

數量來看，A教會得

到了極大的發展，初

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規

模的教會體系。不

過，我們注意到，其

信徒構成主要仍然是

從鄉村轉入城市生活

的已有信徒，而不是

新增的民工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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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這些民工信徒的信仰方式和教

會形態，其實仍然與鄉村教會保持相

當高程度上的延續性，而與城市教

會，特別是被稱為「第三種教會」的知

識份子或專業人士團體表現出顯著的

差異bo。

二　實用主義的信仰取向：
 一種解釋的路徑　

考察已有的關於中國基督徒（特

別是鄉村基督徒）歸信原因的解釋，

除了認為乃是上帝揀選和聖靈做工這

一類的信仰宣告和護教性的解釋之

外，不少研究者都提到實用主義的信

仰取向bp。

在針對A教會的研究過程中，我

們確實也發現，不少信徒對信仰常常

採取一種帶有功利性的態度。這樣的

態度使他們相對於教義和理性的信仰

知識而言，會更強調帶有靈恩色彩的

神(奇事和個體經歷，如治病、趕鬼

等。一些研究者認為，這大概表明了

鄉村基督教受到中國民間信仰在不同

層面上的影響bq。的確，改革開放以

後，農村的民間宗教得到復興，拜

佛、拜觀音、跳大神等以前遭受壓制

的民間宗教活動又重新回到了老百姓

的生活當中br。這些民間宗教的突出

特點是所謂的「交換心理」，即人們與

神靈之間基本上是一種交易的關係。

如果人給予神靈以供奉，神靈就應該

滿足他的願望；而在願望實現之後，

他便需要報答神靈。

A教會的一些信徒在歸信基督教

以前，幾乎都有過拜佛燒香的經歷，

而他們歸信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是

因為耶穌基督這位新神比他們以前拜

的神更「靈」，更能「解決問題」。如果

遇到甚麼疾病、患難或是難處，「開禮

拜」是他們常用的「解決」方法，而這

看起來與民間宗教中「許願—還願」的

模式極為相似。一位女信徒如此說：

他跟我媽說，你回家呀，你小姑婆婆

家人不是信耶穌的嗎，你讓她家8開

個禮拜，她那〔病〕就好了，就這麼說

的。俺媽回家說，大哥說的，叫你回

家給你家公公講講，就說叫你公公找

人開個禮拜。

與此相似，另一位信徒在談到其歸信

過程時如是說：

信了主了，進〔教會〕去了，俺們進去

的時候他〔被訪人的兒子〕還在醫院8

住院。進來，守禮拜嘛，等他住了院

我回來守禮拜，進來了守禮拜嘛，守

禮拜那時也說，信主，相信主，我孩

子不發燒好了，以後出院回來給他做

見證，奉獻他50塊錢。就那樣說的

呢。後來回來〔孩子出院回來〕不是給

他做見證呢，給他奉獻50塊錢，在屋

8開禮拜。

斯達克（Rodney Stark）和芬克

（Roger Finke）曾指出：「在跟神靈的

交換中，人們願意給被相信會更易回

應的、範圍更大的神靈付更高的價

格。」而「在追求彼世的回報中，人們

願意接受一個延長的、排他的交換關

係」bs。可以說，在A教會不少信徒的

心目中，耶穌即是比他們以前所拜的

那些神靈「更易回應的、範圍更大的神

靈」。此外，除了今生的回報之外，耶

穌還可以賜予他們「永生」。既然如此，

他們也就願意為此付出更高的交換價

格，即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

並承諾只相信這位「獨一真神」bt。

已有的關於中國基督

徒歸信原因的解釋，

除了認為乃是上帝揀

選和聖靈做工這一類

的信仰宣告和護教性

的解釋外，不少研究

者都提到實用主義的

信仰取向。針對A教

會的研究過程中，我

們也有相同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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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傳道人在講台教導中也常常

強調對信仰的委身和對上帝旨意的順

服，但這仍舊不妨礙普通信徒更傾向

於接受和相信只要禱告，疾病就必然

得醫治，困難必然得解決；而且，如

果「禱告不靈」，他們通常的反應不是

對上帝安排的順服，而是檢討自己

「信心不足」，因此沒有得到醫治或解

決。這恰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們

信仰基督教的實用主義色彩。換言

之，在他們的信仰實踐中，「靈不靈」

似乎是一個比「真不真」更重要，也更

切合他們實際生活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至少在A教

會的個案中，確實有數量眾多的普通

信徒的信仰實踐具有強烈的功利色

彩，但是，這種將基督徒的歸信理解

為主要是實用主義功利訴求的解釋，

嚴重地簡化了基督教作為一種信仰的

宗教本質，而將其化約為追求對膚淺

的物質主義需求的滿足。同時，就算

是有人注意到了信徒對「農民精神需

求」的滿足，也仍然不過是這種簡化

論的升級版而已ck。這種將宗教信仰

歸結為實用主義訴求的解釋路徑，實

際上是基於對中國人在信仰本質上的

實用主義的判斷，是一種過於簡化的

理性主義進路，並不能完全解釋現實

生活中一部分中國人歸信基督教，並

持守其信仰的深刻性和複雜性。換言

之，我們需要在這種解釋路徑之外納

入關於宗教信仰的意義這個維度。

三　信仰對生活的解釋

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其著名

論文〈作為文化體系的宗教〉（“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中認為，宗教作

為一種象徵體系，可以對生活世界中

的不合理和不安提供解釋，從而使得

具體的生活處境以至苦難成為可以被

理解和接受的社會現實。他還特別指

出，在宗教信徒看來，其所信仰的神

靈以及相應的觀念，乃是比可見的現

實生活更為真實的存在cl。

在筆者所訪談的A教會信徒中，

對於苦難的體認和生活艱辛的經歷似

乎是他們歸信基督教的共識性背景。

我們所接觸到的信徒幾乎每個人都有

一段心酸的歷史。在訪談的過程中，

許多人在講述他們過去的經歷時都忍

不住流淚。出於生活所迫，他們背井

離鄉來到了現代化的城市，然而，城

市的繁華與其實際生活並沒有形成交

集，他們只能徘徊在溫飽的邊緣。他

們不僅需要在各種規章制度的夾縫中

尋找立足之地，還要忍受城市人的白

眼和歧視。在訪談中，很多信徒都流

露出對知識份子、對城市人生活的羨

慕，但是這些對他們而言都是可望而

不可及的。如果說人生的苦難在很多

城市人那9似乎是比較遙遠的故事的

話，在他們那9就是身邊的現實。

相應的，A教會的講道信息中時

常凸顯出兩個重要主題：世上的苦難

和天國子民的榮耀。在前一個主題

中，傳道人強調信徒當將自己的勞苦

愁煩卸下給神，在神9面得到安息和

喜樂，正如耶穌應許「凡勞苦擔重擔的

人，可以到我這9來，我就使你們得

安息。」（《聖經．馬太福音》11：28）

下面這段講道信息即為一例：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們看到，人少

年的一個時代，嬰孩的一個時代，他

是以哭來開始的。弟兄姊妹，這是嬰

孩一直到少年的這樣一個階段，是這

樣的一個經歷。那麼成人就會出現甚

麼樣的問題呢？成人的狀況是甚麼樣

在筆者所訪談的A教

會信徒中，對於苦難

的體認和生活艱辛的

經歷似乎是他們歸信

基督教的共識性背

景。我們所接觸到的

信徒幾乎每個人都有

一段心酸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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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就會出現痛苦的這樣一個經

歷。弟兄姊妹，人在少年的時候，人

哭啊，痛苦啊，那麼在成年的時候，

人也會有很多的悲哀，人也會有很多

的這樣一個痛苦。特別是甚麼呢？特

別有很多的人，當我們家庭面臨患難

的時候，當我們家庭面臨疾病的時

候，我們感覺到痛苦；當我們面臨婚

姻挫折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苦；當

我們家庭當中日用飲食不能夠得以正

常的供應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苦；

當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兒女不需要

自己的父母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

苦。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看，在人整個

這樣的一個一生當中，人的一生當中

都是痛苦的。弟兄姊妹，我們看到，

如果不是在耶穌基督8面，人是找不

到真正的這樣的一個安慰，人是找不

到真正的這樣一個滿足感的。

在後一個主題中，傳道人所教導

的信息則充滿了對社會身份、成就、

學歷、財富等世俗價值的否定，強調

基督徒的身份才是真正寶貴和值得追

求的。下面這段話選自與前引文同一

篇講章：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說，我在哪8，

你們也要在哪8。耶穌不會騙我們，

我們不是精神寄託呀，我們不是尋找

刺激呀，因為這是神的話，是真的

呀。天堂是真實的，它不是一個荒謬

的，它不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它是一

個真實的事情，因為這是神的話。耶

穌講，如果沒有，他早告訴我們了，

他不會騙我們。所以我們也知道，今

天我們在這個地上，你現在在城8，

半輩子積蓄，買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

不得了了，裝修裝修，完了以後不得

了了。花個幾十萬塊錢，大不了你在

城8住，花個十萬塊錢，買一個戶

口，那不得了了，城8戶口。但是你

要知道，這一切跟將來比的話，那真

是沒辦法比。我們將來哪是住三居室

的啊，哪兒是木地板啊，現在木地板

都比較好的了。〈啟示錄〉8面講的

啊，你看黃金的啊，碧玉的啊，瑪瑙

的啊，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哈利路

亞——阿門！cm）哪還需要買戶口，不

需要掏錢。城8戶口，跟天國戶口來

比的話，那太遜色了。城8戶口十萬塊

錢，天國戶口免費上。（哈利路亞——

阿門！）

這兩段講道信息精彩地說明了

基督教對現實生活中的苦難的解釋，

其所主要採用的策略是否定現實世

界的意義和「真實性」，因為那些都是

「虛空的虛空」，而強調將來生活的

盼望之真實，並且是「好得無比的」。

這種在末世觀上的前千禧年主義

（premillennialism）cn之所以被中國教

會和基督徒所普遍接受，除了與眾

多持有前千禧年主義的來華宣教士

有關之外，就在於其為當下世界和現

實生活中的苦難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解

釋co。在這些飽嘗生活艱辛的民工信

徒當中，他們的社會身份和生活體驗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強調苦

難、否定現在、重視對將來的盼望的

神學傾向。

這看起來似乎與「宗教不過是精

神鴉片」或「精神寄託」的解釋差別並

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外人如

何解讀，在信徒自己看來，宗教卻不

是甚麼虛假的「精神寄託」，而是比現

實生活更為真實的存在，從而為面對

當下的現實和繼續生活下去提供了一

種「強有力的、普遍的、恆久的情緒

和動機」cp。事實上，在上述講道信息

前千禧年主義之所以

被中國教會和基督徒

所普遍接受，除了與

眾多持有前千禧年主

義的來華宣教士有關

之外，就在於其為當

下世界和現實生活中

的苦難提供了一個有

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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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位只有中學程度的傳道人特地

如此強調道，「耶穌不會騙我們，我

們不是精神寄託呀，我們不是尋找刺

激呀，因為這是神的話，是真的呀。」

四　結論與討論

從中國基督教研究的角度來說，

A教會的擴張速度在人數上來看確實

令人驚嘆，但是，不得不指出，這個

教會人數的增長大多數只是相對而非

絕對的，即更多的是起到為已經歸信

的民工信徒提供屬靈牧養的作用，而

不是開拓城市9的一片「荒地」。在一

定意義上說，A教會集中體現了中國

基督教目前所面對的幾個主要的挑

戰：城市化、民間信仰、神學反思和

構建、教會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健全

等。A教會的走向如何，或者進一步

說，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走向

如何，還有待觀察。

不過，從對A教會的個案考察

中，我們可以至少觀察到民工基督徒

歸信的兩個維度，即信仰在生活實際

中的功用取向，以及信仰對於現實生

活世界的解釋。從個體信徒的層面來

說，後一方面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釋

生活的意義問題，亦即為甚麼民工信

徒在進入城市生活後仍然持續甚至強

化其信仰生活。當然，這同樣可以解

釋為甚麼一些民工在進入城市後，更

為強烈地感受到一些內在的需要，從

而在接觸到其他基督徒的情況下，很

容易就歸信和進入教會。

簡言之，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一

個社會邊緣群體的民工基督徒在其信

仰中有一些值得關注的表現。需要再

次強調的是，儘管這些表現並不是民

工基督徒所獨有的特點，事實上，無

論是所謂的信仰的功利維度，還是與

末世觀相關聯的對現世的態度，民工

基督徒都與多數中國基督徒基本一

致，或者說並沒有、也不能脫離於中

國教會的主要屬靈傳統。但是，我們

也需要看到，他們在城市社會的邊緣

生活狀態，或者說「都市9的陌生人」

身份cq，可能會更為強化這些信仰在

生活上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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