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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野中的美国政教关系

宪法、政治和文化的分析  

钟瑞华*

摘 要 20世纪七十年代始的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强势回

归,使政教关系问题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也引发了美国政教关系研究的又一个高潮。

日益显明的是,长期以来的美国政教关系是一个包括宪法、政治和文化等多维度在内的稳定结

构:在宪法安排上,政府和教会这两大组织机构、两大权力中心被要求保持适当距离;在政治生

活中,教会是政府的密切伙伴,新教是美国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根基;在社会文化上,新教信

念和新教价值观居于美国文化的核心,提供了共和国必需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当代美

国深陷“文化战争”和“路线之争”的窘境,根源即在于这一稳定结构因多元主义极度扩张和新

教共识被打破而几近坍塌,极端的政教分离做法在此过程中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

的政教关系观念和实践有其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不宜于被奉为公认的法律或政治准则予以普

遍适用。

关 键 词 政教关系 确立条款 教会与政府相分离 政治与宗教相分离 基督教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约自20世纪七十年代起,与宗教最终必然随现代化进程消亡的预言相悖,〔1〕在全球范

围内突如其来地出现了宗教的强势回归,这既表现为传统宗教的复兴,也表现为新兴宗教的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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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见(美)彼得·伯格:《世界的非世俗化:一个全球的概观》,载(美)彼得·伯格编著:《世界的非世

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李骏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现———宗教多元亦随之进一步增强。宗教既有思想性又有实践性,既有个人性又有群体性,既
有私人性又有公共性。正如托克维尔等学者所言,“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

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2〕“宗教实践的变化,无论是保守的基要派复兴还是表达宗教承诺

的激进构想,都将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3〕随宗教多元化而来的是生活方式乃至政治观念

和政治立场的多元化,当宗教领域的多元化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当复兴或新兴的宗教逐渐

由私人领域扩展及公共领域,并越来越多地以群体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会对既定的社会

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秩序和法律体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几乎与宗教复兴

和宗教多元化增强同时,宗教势力在国际和各国国内层面上重返公共舞台,提出权利(力)申
张,对既存的政治秩序和法律体系,以及以世俗化为预设的现当代政治学和法学理论提出了严

峻挑战。〔4〕由此引发的冲突使人们对迄今为止“关于国家、政治和宗教之间关系的根深蒂固

的信念”产生了质疑,不得不开始反思“政治秩序的哲学基础”。〔5〕宗教在世纪之交的影响是

如此普遍、深刻而明显,以致美国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
2008)禁不住宣称:“21世纪是作为宗教的时代而开始的!”〔6〕

美国是现代西方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一个,政府与教会的关系(Church-StateRelations)

自殖民地时期起就不时引发讨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Politics-ReligionIssues)也长期吸

引着一些学者的关注。〔7〕作为此次宗教复兴的一个中心,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的

思想、观念、问题、群体和讲道有了引人注目的复兴,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这一

世纪先前的水平”。〔8〕宗教特别是保守的基督教右翼重返美国公共和政治生活,重新占据美

国公共广场,使原本一直存在的政教关系问题更趋复杂,有关的理论争议也愈发激烈。耶鲁大

学法学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L.Carter)著书———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宗
教的复兴给美国政治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或许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

呈现出日益高涨的态势,越来越成为“众多政法文化舆论的代言人”即使不情愿也必需要严肃

对待的问题。〔9〕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学界、政界、宗教界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各界,从宪法、政
治学和文化等多个视野就政教关系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促成了美国政教关系研究的又一个高

潮,而美国政教关系的真实面目则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观点也随之流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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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3页。
(美)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黄凯、吴

志浩译,徐以骅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页。
参见周少青:《政教分离在当代世界的困境》,载《中国民族报》2019年2月12日,第007版。
(意)沃克·考尔:“哈贝马斯、拉马丹和沃尔泽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对话”,冯红译,《国外社会科学》

2012年第1期,第61页。
(意)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261页。
参见董江阳:“美国施行的是政教分离模式吗?”,《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04期,第137-151页。
亨廷顿,见前注〔6〕,第249页。
参见(美)斯蒂芬·L.卡特:《怀疑的文化:美国政治与法律对宗教信仰的影响》,陈定家、陈保志、徐

蕾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更加广泛。在21世纪刚刚过去的第一个20年里,美国政教关系实践中的张力和理论上的争

议不仅未见缓和迹象,甚至还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2017年,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以行政命

令废止了意在限制宗教参预政治的《1954年约翰逊修正案》,〔10〕虽然该修正案的象征意义大

于实际意义,以行政命令废止国会立法的做法也效果有限,但美国总统的这一举动及其在舆论

界所引发的震动———很多媒体因此惊呼“美国的政教分离政策”要因此寿终正寝了! 〔11〕———
依然凸显出美国社会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和尖锐对立。

我国学界一向比较重视对美国政教关系理论和实践的跟踪研究,〔12〕有关的学术论著不

在少数,译著尤多。〔13〕这固然有助于我国在处理同类问题时吸取美国成功经验或避免重蹈

美国覆辙,有助于我国构建适合自身需要的政教关系制度,但美国国内的一些偏见、分歧和误

解也不可避免地会流传进来,甚至还会因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隔阂而以讹传讹,错上加错。在

我国学界和实务界流传非常广泛的所谓美国政教分离原则,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美国政教关系

的片面看法。〔14〕“政教分离”,在我国文化和观念中并不存在类似物或对应物,是纯粹的舶来

品。〔15〕但一经产生,中文术语“政教分离”就自动获得并传递了非止一种的含义,既可指政府

与教会的分立或分离,也可指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或二者兼而有之。〔16〕大体而言,经常被翻

译成“政教分离”的英文词组主要有三个: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政府与教会相分

离)、Disestablishment(去国教)和SeparationofPoliticsandReligion(政治与宗教相分离)。
此外,用于指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前半句的theEstablishmentClause,有时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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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TheJohnsonAmendment,即美国税则第501(c)(3)条的修正案,因其在1954年由后来成为美国

总统的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提出而得名。
《美国运行60余年的政教分离政策,在特朗普治下或寿终正寝》,载凤凰资讯网,http://news.if-

eng.com/a/20170203/50644724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月18日。
参见徐以骅:《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
近些年较为专门的中文论著如金泽:“西方宗教学视野下的政教模式与张力”,《世界宗教文化》

2018年第5期,第8-14页;董江阳:《迁就与限制:美国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张惠玲:《新
基督教右翼与当代美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宁玲玲:《论美国政治一体化的宗教文化基础》,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近年来影响较

大的译著如(美)卡尔·埃斯贝克:《美国宪法中的政教关系》,李松锋译,胡晓进校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美)迈克尔·W.麦康奈尔:《美国的立教与法律———立国时期考察》,程朝阳译,赵雪纲校译,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美)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程迈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

版;(美)小 W.科尔·德拉姆、布雷特·G.沙夫斯:《法治与宗教:国内、国际和比较法的视角》,隋嘉滨等译,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美)约翰·维特、朱尔·A.尼克尔斯:《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第三版·2011
年),袁瑜琤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尚未见有中文译本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

参见胡岩:“国际视野下当代中国的政教分离”,《兰州学刊》2018年第5期,第24-33页;张惠玲,
见前注〔13〕,“前言”第2页;宋尧玺:“现代国家政教关系的一般法理”,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9辑,法律

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23页;王作安:《坚持政教分离 追求政教和谐》,载《学习时报》2009年11月23
日,第01版;等等。

参见周伟驰:“王炳耀与中国近代政教分离思想的提出”,载《宗教与哲学》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8年版,第276-288页。
关于“政”“教”等术语的可能歧义,可参阅董江阳,见前注〔13〕,第2-3页。



被翻译成“政教分离条款”。这几个英文词组,虽然互有关联,但实际上差别很大,其背后的思

想根源、产生和存续的时间、具体的指向,以及各自的实然性和应然性程度,都大不相同,是不

能随便混用的。一些英译汉著作不加区别地将这些英语词组一律简译成“政教分离”,读起来

固然朗朗上口,但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把汉语“政教分离”的多重含义又或

多或少地反射到了所对应的那些英语词组之上,进一步增加了准确理解这些概念及作为其语

境的整个文献的难度,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美国政教关系问题现在变得更加令人困惑难解了。

如有学者即已指出,“不少人将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译为政教分离,导致误解为信

仰与政治的分离,与原来强调教会与国家这两个实体分开的意思相距甚远”。〔17〕

另一个消极后果就是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学界对“政教关系”及相关词语的理解上的混乱。

例如有人主张狭义地理解“政教关系”中的“政”和“教”,指出“政教关系中的‘政’和‘教’是有特

定指向的。‘政’不是指‘政治’而是指特定政府和国家,……‘教’指的不是抽象的‘宗教’而是

实在的宗教团体(即所谓‘教会’)。宗教和政治都是多层面和多领域的,人们常说的‘政教分

离’,指的是宗教团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而不是宗教与政治的全部关系”。〔18〕有人则主张给

予最广泛的理解,认为通常所说的“政教分离”往往兼有政权与宗教分离、政府与宗教分离和政

治与宗教分离这几方面的含义。〔19〕还有人将错就错,承认“政教关系”中的“政”与“教”存在

多种可能的“歧义”,但同时认为将英文“therelationshipofchurchandstate”翻译为“政教关

系”,“尽管是一种误打误撞,但应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并且认为“不论是英文表述还是中

文表述,其具体含义和指涉均存在着诸多理解的可能性”,并建议对其“可能涉及的不同宽泛或

狭窄程度,以及可能存在的含混与歧义性,保持一种适当的警醒与自觉意识”。〔20〕但是,考虑

到“政府与教会相分离”“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二者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

题,且“政教分离”这个术语含义模糊、指代不明、似是而非、引人误解,因此本文将视具体语境

尽可能分别采用“政府与教会相分离”“政治与宗教相分离”“禁止立教”“去国教”等指代更为明

确的术语,凡不可避免使用了“政教分离”字样的,则烦请读者如学者所建议的“保持一种适当

的警醒与自觉意识”。

那么,美国政教关系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所谓的政教分离原则在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思想和社会根源何在,当如何评价其实际的社会效果? 在美国社会随宗教复兴而趋向传统

和保守的新时期,美国政教关系实验又表现出哪些新趋势? 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如标题“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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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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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见前注〔1〕,第49页译者注。还有学者指出,“政府与教会相分离”的含义广泛,其在最低限

度上可指教会和政府的区分、分立,进一步又可指法律不得建立、支持或确立宗教,甚至更激进地指教会和政

府应保持 距 离,避 免 接 触。SeePhilipHamburger,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02,pp.2-3.而且,废除或不设国教只是政教二元并立的一种特定制度形式,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政教

分离。见该书,pp.9-11.
金泽,见前注〔13〕,第8-14页。另请参见宋尧玺,见前注〔14〕;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
参见胡岩,见前注〔14〕。
董江阳,见前注〔13〕,第2-3页。



视野中的美国政教关系———宪法、政治和文化的分析”所示,尝试在一个广阔、多维的语境中对

美国政教关系进行较为准确而全面的理解。文章以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条款及有关司

法判决的分析为起点,追溯美国宪法上“教会与政府相分离原则”的源起,接着逐层介绍美国政

治哲学中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正当性及适宜地位的理论探讨,以及文化视野下有关美国

是否“基督教国家”的争论及这一争论在美国政教关系上的义涵,然后再总结并介绍新时期美

国政教关系实验向保守主义立场回归的若干新趋势,最后以对美国政教关系实验和所谓政教

分离原则的反思结束。

二、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条款与“教会与政府相分离原则”之滥觞

单从正式的文字立法看,美国调整教会与政府关系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1789年通过、1791年生效)中的确立条款,该条款规定寥寥不足数语,翻译成中文是:“国会不

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的法律”。〔21〕在产生后约150年的时间内,确立条款一直默默

无闻,直到1947年的Eversonv.BoardofEducation案判决。〔22〕之后,美国迎来了政教关系

诉讼的一个小高峰,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确立条款做出了一系列判决,为解决具体的政教关系纠

纷尝试了多种原则、准则和标准。以确立条款及法院司法判决为基础,美国学界就政教关系问

题展开持久深入的理论探讨,最终形成了蔚为大观、错综复杂的政教关系法理学。而Everson
案判决,则被看成是关于宪法宗教条款解释适用的一个无比重要的里程碑,被认为确立了有关

确立条款的“现代司法原则”,“标志着美国联邦法院现代宪法法的一个新开端”,〔23〕“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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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结合该条款原初目的及英文措辞,本文认为其更为准确的简称应为“禁涉立教条款”。“立教条款”
“不立国教条款”“政教分离条款”“确立条款”等常见译法,都难免因望文生义而引人误解的缺憾。但为方便

计,本文仍从“确立条款”译法。确立条款与自由实践条款,作为美国第一修正案两个分句的内容,关系甚为密

切。本文主要讨论确立条款,仅在必要时才论及自由实践条款,原因在于这二者在性质和功能上有着本质的

区别,不宜混淆。确立条款所处理的是“政府(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意在确立政府与教会、世俗权威

与宗教权威这两大组织、两大权力中心的适宜关系,即确立美国政教关系的基本框架,关键性判决有1947年

Eversonv.BoardofEducation案、1971年Lemonv.Kurtzman等,具体争点涉及宗教学校使用公共资金,公立

中小学校例行祷告,公立学校给予某些宗教教育,在法庭、市政厅等公共场所摆放宗教标志,议会开会前聘请

牧师祷告,总统以“上帝”的名义宣誓效忠等问题。自由实践条款所处理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人的宗教自

由问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司法判决或国会立法的形式给予作为个人的宗教信徒一系列出于宗教原因的

豁免,使其免于履行刑法、行政法或税法等法律所规定的责任或义务,赋予宗教个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诉请司

法保护的豁免权和特权,直白地说就是给予宗教特殊的便利(accomodation,有人也称为“调适”),关键性判决

有1963年Sherbertv.Verner案、1990年EmploymentDivisionv.Simith案等,晚近比较重要的立法则有

1993年《联邦宗教自由恢复法》(FederalReligiousFreedomRestorationAct)、1994年《美国印第安人宗教自由

法修正案》(AmericanIndianReligiousFreedomActAmendment)、1996年《联邦福利改革法》(FederalWelfare
ReformAct)等。本文主题所限,集中讨论的是确立条款,对自由实践条款,拟留待今后专文详述。

Eversonv.BoardofEducation,330U.S.1(1947).
董江阳,见前注〔13〕,第355页。



开启了当代宗教自由的新时代”。〔24〕坊间关于Everson案判决的讨论汗牛充栋,本文认为其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如下三点。

其一,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判决中首次对确立条款明确做出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司

法解释。布莱克(HugoL.Black)大法官在代表法院撰写的多数意见中宣称,该条款在“教会

与政府之间”竖起了一道“隔离墙”。〔25〕分别撰写了异议的另外两位大法官,杰克逊(Jackson)

和拉特利奇(Rutledge),亦持分离论立场,只是比布莱克更为激进。与布莱克所说“教会与政

府相分离”不同,杰克逊进一步主张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宣称确立条款最重要的是“要把激烈的

宗教争议阻挡在公共生活之外”。〔26〕拉特利奇则更直接地宣称,修正案的“目标要比狭义地

分离教会和政府更加广泛。它意在通过全面禁止对宗教的任何一种公共资助或支持而在宗教

活动和公共权威这两个领域实现完全的、永久的分离”。〔27〕Everson案判决,作为联邦最高法

院关于确立条款的第一个有重大先例意义的司法判决,以“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置换了确立条

款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的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使原本不见于任何法律

文件的“教会与政府相分离”上升到宪法性法律的地位,使这一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和影响力。后来有些人干脆以“政教分离”来概括第一修正案宗教条款,甚至将确立条款简单

地等同于“政教分离”原则。〔28〕即便是那些反对“隔离墙”之说及其涵义的法官、律师、学者、

记者及普通美国人,在讨论美国宗教自由和第一修正案时也不得不使用“政府与教会相分离”

的措辞。〔29〕

其二,不顾确立条款仅适用于“国会”的明确限定,Everson案判决宣称该条款“因第十四

修正案而适用于各州”,“命令州‘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的法律’”。〔30〕这根本性地

改变了第一修正案设定的权力格局,极大地扩展了确立条款的适用范围,使联邦政府接管了原

属各州管辖的宗教事务,打开了联邦权力大规模干预美国各地既定政教关系格局的大门。

1947年后很多政教关系争议涌入联邦最高法院,使联邦政府的这一分支成了裁决各地政教关

系争议的重要场所。亦有越来越多的州法院开始追随联邦法院解释本州宪法,结果是全国有

关政教关系的法律渐趋统一。〔31〕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以及绝大多数州

和地方历史上长期立教实践的遗风,因此受到重大冲击。

其三,在Everson案判决中,最高法院据以“吸纳”适用确立条款的,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的正当程序条款,即任何一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仅

如此,法院的多数意见和两份异议都没有区分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确立条款与自由实践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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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维特等,见前注〔13〕,第443页。
布莱克为Everson案撰写的法院意见,supranote22,p.18.
杰克逊在Everson案中的异议,ibid.,p.27.
拉特利奇在Everson案中的异议,ibid.,pp.31-32.
参见董江阳,见前注〔13〕,第202页。

PhilipHamburger,supranote17,p.9.
布莱克为Everson案撰写的法院意见,supranote22,p.8.
参见维特等,见前注〔13〕,第203页。



的性质与功能,而是把二者混为一谈,从而暗含地把确立条款解释成了以保护个人宗教自由为

目的的权利条款。〔32〕由此一来,“禁止立教”或“政教分离”就成了对个人宗教自由的庄严承

诺,“政教分离”成了宗教自由的同义词,严格的“政教分离”被笼统地当成了第一修正案所列举

的权利。〔33〕宪法所保护的宗教自由与“教会与政府相分离”之间的根本性区别被抹杀了:大

量美国人开始用“教会与政府相分离”来指称他们的宗教自由,而宪法所承诺的宗教自由也经

常以“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面目呈现出来,“教会与政府相分离”在很多美国人那里成了一项

宪法权利。〔34〕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确立条款赋予了个人以“远离宗教的自由”。〔35〕

Everson案之后,“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观念继续向前发展,于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

美国达到高峰,联邦最高法院这一时期的判决也趋于极端。在1962年Engelv.Vitale、〔36〕

1963年SchoolDistrictofAbingtonTownshipv.Schempp和 〔37〕1970年 Walzv.TaxCom-

mission〔38〕等案判决中,法院在Everson案判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陆续提出了检测政府行

为是否违反确立条款的三项具体标准。在1971年Lemonv.Kurtzman案判决中,法院将这三

项标准予以整合,统称“莱蒙测验”。依据“莱蒙测验”,若要通过违宪审查:“首先,法律应该有

一个世俗立法目的”;“其次,法律主要的和根本的效果,既不应该是促进也不应该是阻碍宗

教”;“最后,法律绝不能助长政府与宗教的过度纠缠”。〔39〕同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还放松了

关于诉讼资格的程序性要求,使个人能够很容易地依据确立条款提起宪法诉讼,质疑州或地方

有关立法或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同样是在1963年SchoolDistrictofAbingtonTownshipv.

Schempp案判决中,法院宣称不需要证明某种特定的宗教自由已然被侵犯,就可依据确立条

款提起诉讼质疑州立法。1968年Flastv.Cohen案判决 〔40〕则更进一步宣称,联邦纳税人可

以挑战任何涉及为资助宗教而征税与开支的政府方案。

经由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适用,确立条款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20世纪晚期美国的文

化战争中加剧了宗教领域的对抗。从1947年起,“美国的各个派系,当他们围绕公共生活中的

宗教角色出现争论时,都试图要求联邦法院在这些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大范围的文化战争

接踵而至,‘不设立国教条款’成了美国人围绕美国的含义进行争执的主战场”。〔41〕令人始料

不及的是,对确立条款的分离论解读在文化战争中慢慢变成了世俗自由主义者攻击美国主流

宗教———基督新教的有力工具,遍布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的新教痕迹成了确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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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参见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184-186页。
参见董江阳,见前注〔13〕,第290-291页。

SeePhilipHamburger,supranote17,pp.1-2,9-11,esp.Chapter15.
参见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258-259页。

Engelv.Vitale,370U.S.421(1962).
SchoolDistrictofAbingtonTownshipv.Schempp,374U.S.203(1963).
Walzv.TaxCommission,394U.S.664(1970).
Lemonv.Kurtzman(I),403U.S.602(1971),pp.612-613.
Flastv.Cohen,392U.S.83(1968).
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191页,尤请见该页注[123]。



诉讼首要的冲击对象。例如,公立中小学校例行祷告,公立学校给予某些宗教教育,在法庭、市
政厅等公共场所摆放宗教标志,议会开会前聘请牧师祷告,总统以“上帝”的名义宣誓效忠等很

多习以为常的传统做法,以及星期日歇业法、反同性恋法、反堕胎法等有着宗教源起或与宗教

诫命相一致的法律规则,都被放在“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透镜下一一接受检视,其中很多被废

除或推翻了。例如在1961年Torcasov.Watkins案判决中,最高法院禁止各州要求官员做宗

教宣誓,〔42〕在上文提到的1962年Engelv.Vitale案判决和1963年SchoolDistrictofAbing-
tonTownshipv.Schempp案判决中,美国公立学校一直存在的祷告和圣经阅读项目被禁止

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还因为害怕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主动采取自我审查,停止或

废止了可能被诉违反确立条款的做法。
在联邦最高法院于分离论的道路上一路狂飙突进的同时,针对其激进司法活动的严厉批

判也一直不绝于耳。〔43〕有人批评说,第一修正案确立条款所承诺的是“不立国教”即“免于国

教的宗教自由”,这和“教会与政府相分离”有着根本性区别,联邦最高法院将确立条款解释为

“教会与政府相分离”,背离了宪法原意。〔44〕有人指出,在福利国和保障国已深深地介入到当

代生活各个方面的背景下,再按照传统的理解来要求国家在“宗教团体生活中的作用要维持在

最低限度”,实际上是行不通的,〔45〕迫使宗教组织选择要么放弃在平等基础上争取公共资金、
参与社会服务的权利,要么放弃其核心的宗教信仰,对宗教而言是“残酷的”“自我毁损”。〔46〕

有人分析说,在“政教分离”的幌子下,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与宗教道德义务相一致的世俗法

律、以特有的宗教观影响政治的权利、宗教组织在完全世俗基础上接受政府惠助的权利,都遭

到了质疑,最终的结果是保护了那些有意识独立于教会者或排斥宗教者的极端个人自由,而真

正的个人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反而受到了严重削弱。〔47〕严格的“教会与政府分离”要求神职

人员不得试图影响投票和政府活动,不得代表其所属教会发表政治言论,政府也不应向宗教组

织发放国家福利,这造成了对宗教的公然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使宗教组织及归属于宗教组织的

宗教信徒受到了最严重的限制。〔48〕还有学者从根本上指出,教会和政府、法律和宗教能够被

隔绝于互不渗透的封闭隔间,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教会与政府的密切互动、法律与宗

教的内在联系,是无可否认、无可回避的事实,任何无视这一事实可能后果的宪法安排,都必然

会造成种种非正常现象。〔49〕在政府与教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无数种既不属于确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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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Torcasov.Watkins,367U.S.488(1961).
参见(美)马克·R·李文:《黑衣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江溯译,中国法制出版

社2012年版,第46、58页;格里纳沃尔特,见前注〔13〕,第6页;维特等,见前注〔13〕,第4-5、294页;等等。

PhilipHamburger,supranote17,pp.9-11,479-481.
参见维特等,见前注〔13〕,第371-372页;德拉姆等,见前注〔13〕,第122页。
参见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159页。
参见董江阳,见前注〔13〕,第246-247页。

PhilipHamburger,supranote17,pp.13-14.
SeeJohanD.vanderVyver,“LegalDimensionsofReligious Human Rights:Constitutional

Texts”,inJohanD.vanderVyverandJohnWitte,Jr.(ed.),ReligiousHumanRightsinGlobalPerspective:

LegalPerspectives,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6,p.XXVII.



教,更谈不上是政府和教会联合的联系,因为“没有政府或教会能够在文化的真空中,脱离其他

社会机构而发展其法律或信仰。教会有别于政府,但并非完全与政府脱离;除非教会或政府被

完全抛弃,否则难以理解二者如何达到彻底分离”。〔50〕类似言辞激烈的批评随处可见,不胜

枚举。美国宗教社会学家亨特甚至宣称,“所有美国法学的观察家都认为”,“最高法院在这些

案件上表现得相当‘古怪和没有原则’、‘不可饶恕的自相矛盾’”。〔51〕无论如何,当“教会与政

府相分离”的观念和做法在美国达到高峰时,基督教势力与美国政治体制的合作也开始解

体。〔52〕一方面,宗教逐渐退出或被逐出社会和公共生活,日益变成个人的私事,丧失了对国

家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国家和政治生活越来越世俗化,美国公共广场出现了信仰

和价值观的真空———这被形象地称为“空荡荡的公共广场”。〔53〕

三、“空荡荡的公共广场”与重构美国政治哲学的努力

但是,公共广场不可能长期处于“空荡荡的”状态。在美国,由传统主流宗教退出所腾出的

空间,迅速被各种异质信仰和价值观填满,宗教生态领域的这种此消彼长,在社会和公共生活

中引起了冲突和挑战。恰如本文开头部分所指出的,这促使各相关领域的学者更多地关注并

讨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1984年,天主教神父纽豪斯(RichardJohnNeuhaus,1936-
2009)公开出版《空荡荡的公共广场:美国的宗教和民主》一书,指出将宗教和以宗教为依据的

价值观排除在公共活动之外,特别是抛弃或最终废除主流新教的国教地位,在美国造成了“空
荡荡的公共广场”;而“空荡荡的公共广场”是荒谬、脆弱而危险的,它不仅会使其他虚假宗教和

价值观趁虚而入,而且最终将扭曲并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实验。〔54〕1993年,法学教授斯蒂芬·
卡特在《怀疑的文化:美国政治与法律对宗教信仰的影响》中表达了类似忧虑,这本书在更大范

围内引起了更多的共鸣。〔55〕面对“空荡荡的公共广场”,面对普遍流行的“怀疑的文化”,许多

人开始思考:国家、政治和宗教的适当关系到底是什么? 宗教在政治及公共生活中的效用和正

当性到底如何? 确实要像大法官杰克逊在Everson案中所主张的那样,要以第一修正案确立

条款“把激烈的宗教争议阻挡在公共生活之外”吗? 〔56〕再具体一点说,政府决策人员,包括议

员、总统、州长和法官等等,能否以宗教观点作为支持或反对某项立法,或判决某疑难案件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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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Hamburger,supranote17,p.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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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ichardJohnNeuhaus,TheNakedPublicSquare:ReligionandDemocracyinAmericaSec-
ondEdition,Eerdmans,1986.

Ibid.,pp.ix,8-9,80.
该书英文标题为“TheCultureofDisbelief:HowAmericanLawandPoliticsTrivializeReligious

Devotion”,现有中译本翻译成《怀疑的文化:美国政治与法律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略微不够准确,译为《不信

的文化:美国法律与政治是如何轻视宗教信仰的》,似更接近作者原意。见卡特,见前注〔9〕。
杰克逊在Everson案中的异议,supranote22,p.27.



由? 法律和政治辩论是否应该、是否能够以理性和中立的名义将宗教或其他整全性理论彻底

排除在外? 〔57〕在美国社会新教共识被打破、多元主义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如何使各种相互冲

突和竞争的真理主张和平共处,共建稳定繁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以及,脱离了基督新教这个

根基,美国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存续是否还有可能? 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由主义和保守主

义两大阵营纷纷从本派立场出发,试图重整美国公共哲学,改造美国政治实践。
影响特别大的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Rawls),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应

将公民的宗教信念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因为这些信念无法接受理性的审查,且不能为其他持

不同信仰的公民所理解。〔58〕罗尔斯提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必然存在道德和宗教的多元

化,既然这些整全性信念体系根本而言无法调和,那么社会的统一就无法建立在宗教信念的统

一,而只能建立在政治观念的共识之上,为了达致社会的和谐稳定,公民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应

搁置个人的宗教、哲学或道德信念,而仅仅诉诸各方均可理解的公共理性,找到各方均能接受

的政治原则。依据罗尔斯的理论,公民在参与政治讨论时应隐藏真实的宗教信念,而将其转换

成其他各方均能听懂或接受的语言。这样的主张实际是将宗教彻底逐出公共领域,否认宗教

在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要求严守政府与教会、政治与宗教之间的楚河汉界。“公
共理性”“权利优先于善”和“重叠共识”等著名理念为上述主张提供了支持。但是,有些持保守

主义立场的人,则力主宗教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意义与合法性,如纽豪斯神父即主张,应重

新思考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抛弃对宗教的冷漠或敌意立场,允许个人和群体将信仰

带到公共生活之中。他呼吁美国的犹太教、天主教、路德宗、东正教、福音派、基要派的追随者

抛开歧见,以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重建美国公共哲学,重新阐释美国民主实验的宗教

基础;否则,“空荡荡的公共广场将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实验、一个错误提案的最后阶段”。〔59〕

对罗尔斯“价值中立”和“权利优先于善”等原则提出系统批判的,是政治学学者桑德尔

(MichaelJ.Sandel)。桑德尔以“程序共和国”来概括美国当前的“宪政实践”,认为形塑这一实

践的公共哲学由“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中立性的理想以及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无负荷的自我

的观念”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构成。〔60〕桑德尔指出在程序共和国中,国家在宗教问题上持

守中立,搁置了关于实质性道德的讨论与判断,这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在政教关系和宗教自由领域尤甚。但桑德尔指出,在宗教问题上使个人权利优

先于道德判断,将宗教自由作为一种自主、自愿选择的权利予以尊重,完全背离了传统上的良

心自由观念:现代程序共和国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因在于个人的自主选择,而传统上之所以尊重

良心自由乃在于良心的不自由,宗教要求特殊对待的理由即在于此,即在于其并非是个人自

主、自愿的选择;如果宗教真是个人自主、自愿的选择,则不应给予宗教自由豁免;最高法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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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参见(美)珍·L.科恩:“政治宗教与非建制———对21世纪政治神学的反思”,贺翠香译,《国外理论

动态》2017年第6期,第57-65页。
详见(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

RichardJohnNeuhaus,supranote53,pp.263-264.
参见(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曾继茂译,刘训练校,中信出

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宗教自由吸收到以个人自主为依据的一般个人自由当中,实际上是对宗教自由特殊性的否认

与消解。〔61〕桑德尔承认现代自由主义坚持宽容、公正的程序以及尊重个人权利有其重要意

义,但质疑“为了政治一致而悬置道德和宗教争议”的合理性。〔62〕桑德尔宣称,“至少在一些

重大的道德问题面临考验的时候,把政治、法律和实质性道德判断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为了政治一致而试图从公共领域中悬置我们的道德与宗教论证,可能会导致政治话语的贫乏

化,并侵蚀自治所必需的道德与公民资源”。桑德尔担忧,“程序共和国不可能产生生机勃勃的

民主生活所具有的道德能量,它导致了道德空虚,从而为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说教敞开了大

门;而且,它也未能培育公民共享自治所需要的那些品质”。〔63〕

无论是纽豪斯的“空荡荡的公共广场”,还是桑德尔的“程序共和国”,所描述的都是美国公

共生活中价值观缺位及随之而来的责任和道德缺失现象,且二人都或多或少地将之归因于公

共生活对宗教的放逐,并提议在美国恢复宗教、道德与政治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对宗教、道德

和政治这三者间密切关系的承认,在美国早期的建国者中间几乎是一种共识,最著名的代表人

物有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及其继任者亚当姆斯。弗吉尼亚圣公会背景的华盛顿,在告别演说

中有关“宗教原则”“国民道德”和“政治繁荣”关系的宣告,在美国几乎是一项妇孺皆知的政治

学常识。〔64〕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总统亚当姆斯,深信“最好的共和国将是美德的”,但因为

人本性堕落,美德若没有宗教即不可能发扬光大,惟有宗教才能驯服人类的凶残本性,有能力

从摇篮到坟墓规范人的行为,造就共和国需要的好公民。〔65〕

两位总统的洞见不仅仅是他们作为个人的体认,更主要也是对美国殖民、独立和建国历程

的一个经验总结。美国由来自英国和欧洲的宗教异议者所建立,他们是“新教徒中的新教徒,
异议者中的异议者”,崇尚自由、反权威、反政府、个人主义是其根深蒂固的性格特征。〔66〕“在
哪里也找不到像我们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地方,其人民完全地蔑视国家,彻底地使国家

涣散”。〔67〕这样一群人,具备建立并维持一个强大共和国所必需的美德、共识和凝聚力吗?
亚当姆斯认识到,如果美利坚要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宗教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因
为在君主制下,可以通过暴力来控制邪恶,而在民主制之下,普通民众的美德就变得至关重

要。〔68〕毕竟,相较于君主制或其他专制制度而言,民主共和制对公民在判断力、自制、勇气、
奉献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历史证明,在美国提供了这些的,恰是基督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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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66〕

〔67〕

〔68〕

同上注,第75-98页。
参见桑德尔,见前注〔60〕,第26页。
参见桑德尔,见前注〔60〕,第31页。
参见(美)约瑟夫·J.埃利斯:《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邓海平、邓友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135-136页。

StevenWaldman,FoundingFaith:Providence,Politics,andtheBirthofReligiousFreedominA-
merica,RandomHouse,2008,pp.37-38.

(美)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7
年版,第7页;钱满素,见前注〔52〕,第336页。

转引自塞缪尔·P.亨廷顿,同上注,第61页。

StevenWaldman,supranote65,p.38.



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基督教各大教派当中,经路德、加尔文改革所形成的

新教,以其不同于以往的信仰训练塑造了美国人的道德和精神风貌。〔69〕路德和加尔文的上

帝,与天主教不同,临在于信徒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期望每一位信徒都成为纯粹

的基督徒,要求他们主动地从内到外、连续不断地全面进行自我审查、自我规训。恰如马克思

所言,“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

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

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

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70〕新教徒的精神训练,在宗教信

念的基础上强调勤勉、奉献、克制、友爱等宗教品格,在信徒中建立了内在的心灵秩序,在公民

中培育起公共精神,缓冲或抵消了新教徒作为“宗教抗议者”天然具有的个人主义、反政府反权

威、强调自由和权利的倾向。

学者们还注意到,新教是重视共同体建设和自治的宗教。如美国法制史学家伯尔曼指出,

路德宗和加尔文宗都“有着强烈的共同体主义倾向”,其“对信众聚会之统一体和团契的信仰,

有助于形成以上帝为中心的紧密结合的立约共同体”。无论是接受牧师的领导还是由长老负

责,新教徒的聚会“都是紧密结合的自治的‘立约的’团契”,以上帝与其子民以及不同行业的基

督徒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神圣契约缔结而成。〔71〕加尔文主义者尤其重视教会共同体的建

造,重视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协作。加尔文主义清教徒的教会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其圣约思

想,有助于形成新的基督徒共同体,抵消有形教会权威在宗教改革中被废除后产生的离心分散

现象。“加尔文宗清教教义从根本上而言乃是倡导共同体主义的宗教。它强调一个神圣盟约

的存在,根据这个盟约,信徒的聚会”乃是“山上的一座城”。它在强调勤勉、禁欲、节俭、纪律、

自我修养等被称为清教伦理的诸种美德之外,还“强调人类关于公共责任、社区服务、团体企

业、相互信任,以及其他诸种牵涉于公共精神之品质的契约的神圣性”。〔72〕而对早期美国影

响最普遍、最深刻的宗教,恰是加尔文主义清教。

对于宗教对西方宪政民主的关键辅助作用,我国学术界也早已有所认识。如谢文郁即曾

指出,西方特别是美国是基督教主导的文化,基督教信仰培养并维持着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

与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权利意识达成制约与平衡,而我国缺少这样的宗教辅助机制、缺少基督

教的罪人意识,在脱离基督教的语境中发展民主,单纯地强调权利意识,最终会走向暴民式民

主。〔73〕恰是出于对宗教与民主宪政关系的这种体认,美国宪法学学者如肯特·格里纳沃尔

特(KentGreenawalt)等人主张,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乃至司法判决中应给予宗教理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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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71〕

〔72〕

〔73〕

托克维尔,见前注〔2〕,第332-349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收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43-184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二卷):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文龙

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以及第26-27页。
同上注,“导论”,第11页。
谢文郁:《自由与责任四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的关注。〔74〕他们承认当今美国的基本制度和主要机构建立在世俗主义原则之上,但并不因

此而否认宗教在公共领域存在的正当性,而是力求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框架内承认宗教参

与政治、宗教信徒在政治对话中采用宗教修辞,在公共和政治活动中依据宗教信念采取政治行

动的正当性。肯特·格里纳沃尔特挑战了罗尔斯等政治思想家的理论主张,敦促重新思考宗

教在自由民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75〕他针对美国社会提出的具体建议是区分宗教信念

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审议中的不同作用,即一般公民在考虑艰难的政治问题时应自由地依赖其

宗教信念或其他类似观点,而政治家、法官及决策者在进行公共审议时则应该尽可能避免以宗

教为依据的论证———只在例外情况下才依赖其个人信念,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则应该为其决策

识别出能够为公众所理解的理由。〔76〕

无论理论上争议如何,美国社会的多位观察家都承认政治与宗教在美国事实上的密切关

系。如有人指出,宗教自始是美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宗教大规模、持续性、多方面地参

政议政是美国的一个悠久传统。〔77〕有人认为,宗教实践的多元主义和行动主义,是美国生

活、政治及代议制度的重要力量。〔78〕著名的托克维尔将宗教视为美国最主要的一种政治设

施,指出美国的“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而且以后从未中断这种关系”。〔79〕杰出教会

史学家斯威特亦提出,在美国存在世俗历史与宗教历史的重合,美国政治史与宗教史在很多地

方明显相互促进。〔80〕20世纪晚期以来新基督教右翼在美国的崛起及其向政治的回归,再次

显示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佐证了观察家们有关美国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观察结论。

美国基督教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M.Marsden)说:“晚近的基要派与福音派政治冒

险最好能够被理解为是这个国家主要政治传统之一的一种复兴”,“无论好歹,宗教与政治的混

合始终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81〕无疑,历史与现实、实践与理论均已证明,宗教与政治

的密切关联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在21世纪的美国,真正的悬念或许是:在宗教复兴

与宗教多元所造成的“诸神的争斗”中,最终胜出的会是哪一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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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77〕

〔78〕

〔79〕

〔80〕

〔81〕

SeeKentGreenawalt,ReligiousConvictionsandPoliticalChoic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

PrivateConsciencesandPublicReasons,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StevenL.Carter,“TheReligiously
DevoutJudge”,NotreDameLawReview,Vol.64,1989,pp.932-944;MichaelJ.Perry,Morality,Politics,

and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etc.
SeeKentGreenawalt,ReligiousConvictionsandPoliticalChoice,OxfordUniversityPress,1987.
SeeKentGreenawalt,PrivateConsciencesandPublicReasons,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pp.

151-163.
参见赫茨克,见前注〔3〕,第23-44页;刘澎,见前注〔18〕,第291-312页。
参见赫茨克,见前注〔3〕,第23-24页。
托克维尔,见前注〔2〕,第333页。
参见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144-145页。
(美)乔治·马斯登:《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宋继杰译,陈佐人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版,第71页。



四、有关美国是否“基督教国家”的争论及其政教关系义涵

“美国是上帝护佑之下的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既是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一项重要思想传

统,也为美国宗教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以及法学界的一些知识精英,甚至一些非右翼美国

人所共享。在美国福音派盛行的历史时期,“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信念普遍存在,不仅很

少新教徒怀疑这一点,而且新教领袖们也认为美国文明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基督教原则通过

在民众中提供一种坚实的道德基础而将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82〕这样的信念不绝于缕,直
到20、21世纪之交,包括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公众依然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

教国家”。〔83〕但截然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美国是一个政治上世俗的民主立宪国家,美国宪法

是一部“无神论宪法”,宗教右翼企图废止国父们确立的政府与教会相分离原则,是对美国历史

的歪曲和片面理解。〔84〕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作为一个世俗共和国被建立的,“合众国政府是

世俗性的政府……是一个与上帝毫不相干的政府———应当抛弃一切与‘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

基本事实不一致的做法和惯例”。〔85〕有人颇为令人信服地指出,确立条款有关禁止确立国教

的规定已足以权威地反驳“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观点,“消极地禁止设立国教,意味着积

极地设立一个世俗的公共秩序”。〔86〕这反过来又迫使“美国为基督教国家”观念的信奉者详

细追溯确立条款的历史背景,探究其确切的原初含义,甚至进一步探讨何为适宜的宪法解释方

法。有人主张在历史的语境中理解美国宪法,指出“在建国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看来,这很明

显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即便是其中那些因不管何种原因而轻视教派归属或公共敬拜的名

人,也高度尊敬圣经宗教,视之为这个正冉冉升起的新生共和国的文明和公共美德的根

基”。〔87〕对此又有人以“活的宪法观”予以批驳,提出建国先贤留下来的是一部生生不息的

“活”宪法,它要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成长、改变。〔88〕换言之,即便美国最早是作为一个基督教

国家被建立的,但世易时移,现在的美国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即便国父们确曾想建

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时过境迁,现在也没有必要继续抱残守缺,而应对宪法予以与时俱进的

解释。
有关美国是否“基督教国家”的争论在美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战争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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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第4页。
参见亨廷顿,见前注〔6〕,第259页。
参见科恩,见前注〔57〕;IsaacKramnick,R.LaurenceMoore,TheGodlessConstitution:A Moral

DefenseoftheSecularState,W.W.Norton&Company,2005.
转引自(美)杰伊·塞库洛:《美国大法官的法理及信仰》,牛玥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

174页。
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258页脚注〔465〕。

EllisSandoz,“ReligiousLibertyandReligionintheAmericanFoundingRevisited”,inNoelB.
ReynoldsandW.ColeDurham,Jr.(eds.),ReligiousLibertyin WesternThought,ScholarsPress,1996,p.
245.

参见亨特,见前注〔51〕,第129页。



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争论之所以经久不息、难以化解,乃因其有着重大的文化、政治和法律义

涵。争议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即亨廷顿所谓的何为美国、何为美国国民特性的问题。〔89〕世

俗主义者认为,美国是一个政治上世俗的民主立宪制国家,这要求在象征层面上的政教分离,

要求政治制度、公共空间和民族认同都以公民为基础,国家与一个或多个宗教符号的紧密联系

会损害共和国的包容、平等、独立等特征。〔90〕而“美国为基督教国家”的观念认为,新教特别

是其中的清教信仰为美国人提供了核心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为美利坚共和国提供了强大的民

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美国人借助清教徒的修辞和象征建构出了一套建国神话,这套神话

的核心观念,如“上帝的选民”“新以色列”“与上帝立约的子民”“山巅之城”等等,为美国人形成

“上帝护佑之下的国家”“与上帝立约的国度”“基督教国家”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基础。“清教徒

们以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提供了日后成为美国象征的那套东西”。〔91〕

而政教双方的密切合作,恰是17、18世纪新英格兰清教统治的一项重要传统。清教徒们

的异象是在殖民地建立“山巅之城”“地上天国”,他们试图在神授的道德原则下实现国家的统

一,反对教会与政府的过分分离,力主基督教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92〕在此传

统下,政府与教会有着密切的协作关系,政府支持教会、教会参与政治、公共生活中使用宗教修

辞、公共广场出现宗教象征等,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早期新英格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体制”,但“教会权威与民事权威,各司其职又紧密合作”,“后世的政教

分离概念,对这个时期的人民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93〕政府与教会、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在当时是如此密切,以致新英格兰的清教统治被一些学者不无理由地看成是“政教合一”的神

权政治。〔94〕也恰恰是在新英格兰,法定、正式的国教一直存在到19世纪上半叶。对“美国为

基督教国家”观念的信奉者来说,“政教分离”唯一可能被接受的解释就是政府与教会这两个组

织机构的分立———而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宗教免遭国家祸害,帮助宗教更好地完

成其自身的使命。

那些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即新教国家的美国人,很自然地会同时认为政府应该

支持众所公认的新教教义和伦理要求。〔95〕而由于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在20世纪中期以来

的重新结盟,这就体现为对犹太———基督教或泛基督教传统和价值观的维护。例如,在2016
年去世的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其本人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即认为,从美国历史及制宪者的

理解看,宪法允许对信仰者的支持大过对无信仰者的支持,也允许对犹太———基督教一神论的

支持大过对其他宗教教义的支持。美国的历史实践表明,确立条款允许漠视多神论者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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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亨廷顿,见前注〔6〕。
参见科恩,见前注〔57〕。
(美)萨克凡·伯克维奇:《惯于赞同:美国象征建构的转化》,钱满素等译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第81页。
参见马斯登,见前注〔81〕,第72-73页。
董江阳,见前注〔7〕,第138页。
参见钱满素,见前注〔52〕,第294-295页。
参见埃斯贝克,见前注〔13〕,第179页注[72]。



信仰不相干神灵的人,也允许漠视无神论者。因此斯卡利亚不认为支持一神教宗教信仰超过

其他信仰———如印度教和佛教———的行为存在什么错误。〔96〕在“美国为基督教国家”观念之

下,对囊括在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个大框架中的圣经一神论信仰,与印度教、佛教、伊斯兰

教、各种新兴宗教以及世俗主义无神论等与圣经一神论完全异质的世界观,给予区别对待是合

理且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毕竟,“既然每一个宗教团体都被赋予了最基本最首要的自由权,

那么,给予某一更加植根于所在国历史和文化的宗教团体合理程度的更优惠待遇也是说得通

的”,只要这些“区别待遇”“合理以及透明”。〔97〕

美国是否“基督教国家”不仅是一个历史或文化的判断,它还有着现实的政治和法律义涵。

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和政治学家都认为,美国整个政治体制和自由民主等政治原则

就是建立在新教根基之上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对此有着尤为深刻的系统论述,他宣称美国政

治体制必须以新教文化为支撑,没有新教文化,美国政治体制也将不复存在。教会与国家在美

国是携手并进的关系,“教会的宗教目标从一开始就与形成中的美利坚国家的政治目标具有相

通之处,并为后者的实现提供了支持”。〔98〕在一些人看来,美国的法律体系也建立在基督教

或圣经的原则之上,直接或间接体现了圣经的伦理价值观,基督教甚至被一些法官、法学家看

成是英美普通法的一部分。〔99〕从19世纪早期的肯特(JamesKent)法官和斯托里(Joseph
Story)法官时代,英美法的法律史学家们就详细追溯现代早期的宗教法和中世纪教会法对美

国法律体系的影响,晚近的一些的学者则关注新英格兰清教徒对殖民地法律、18世纪洗礼派

对美国宗教自由法的影响。在著名的1892年ChurchoftheHolyTrinityv.UnitedStates判

决中,〔100〕布鲁尔(DavidBrewer)大法官详细追述了美国的基督教历史,从政治和法律文书中

援引大量声明,极力证明美国的宗教性质,证明基督教信仰已经并且应当继续影响合众国的法

律。布鲁尔认为,美国法律、商业、习惯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都证明“这是一个基督教国

家”。〔101〕但在20世纪中期后,联邦最高法院不再像此前那样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尤
其是自由派大法官们更不愿意强调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Everson案判决后法院

对确立条款日益严格的分离论解读,对“美国为基督教国家”观念之下很多习以为常的,有着宗

教起源或与宗教诫命、宗教价值观相一致的法律,提出了挑战。例如根据“莱蒙检测”,只有同

时满足“有一个世俗立法目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效果,既不应该是促进也不应该是阻碍宗教”
“绝不能助长政府与宗教的过度纠缠”这三个标准,一项法律才能通过违宪审查,而严格说来,

星期日歇业法及其他很多从殖民地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做法显然都不符合这样的标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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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琼·比斯丘皮克:《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传》,钟志军译,中
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德拉姆等,见前注〔13〕,第429页。
亨廷顿,见前注〔66〕,第252页。
参见塞库洛,见前注〔85〕,第37-41页。

ChurchoftheHolyTrinityv.UnitedStates,143U.S.457(1892).
Ibid.,p.471.
参见维特等,见前注〔13〕,第102页。



那么,是不是要把所有此类法律或传统做法都一律推翻呢?

可见,有关美国到底是否“基督教国家”的争论,不仅因关乎如何解释美国的过去而有着深

刻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因关乎如何决定美国的未来而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在多元主义和世

俗主义看似势不可挡的时代,到底要把未来美国建成一个怎样的社会呢? 当冲突不可调和、共
识无法达成时,谁又在此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103〕在激烈的文化战争中,“法律是决定性的象

征领域,因为它体现着国家的执行权力”。〔104〕围绕确立条款及政教关系的论战,与有关美国

国家性质的争议纠缠在一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成了谁是美国传统的捍卫者、谁
是立国之父的真正传人,从而谁在将把未来美国建成一个怎样的社会这一根本问题上最有发

言权的道统之争。目前看来这一争论还没有要尘埃落定的迹象,很多美国人相信这是“一场战

争,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观与反对上帝的世俗人本主义观的相互交战”,“西方文明正在存亡绝

续的关头”,〔105〕现在就是“两种远象,两个美国”的“决战时刻”。〔106〕

五、新时期美国政教关系实验向保守主义立场的回归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在宗教复兴的浪潮中重新转向宗教,保守的基督教教会满足了他

们的精神需求和道义关切,福音派新教徒的人数和比例以及福音派组织的数量和活动都大为

增加,这“使得宗教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使基督教重新成为美国特性的一个中心

特点”。〔107〕联邦最高法院也随之调整了其政教关系立场,一个重要标志是对“隔离墙”概念的

反思与批判。其实1947年Everson案判决后不久,即不时有一些大法官对“隔离墙”概念提出

质疑,但最高法院以多数意见的形式对其予以集中批判和彻底否定则发生在80年代。在

1984年Lynchv.Donnelly案中,由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多数派撰写的法院意见,从多个角度

详细批驳了“隔离墙”观念。在1985年 Wallacev.Jaffree案中,伦奎斯特大法官又“从词源、词
义上,历史背景上,提案起草上和实际应用上,对法院遵循的‘分离墙’这一隐喻,实施了毁灭性

批判与打击”,主张“完全放弃对这个隐喻的使用”。〔108〕如果说1947年Everson案判决对“隔
离墙”概念的使用,标志着联邦最高法院正式采取了分离论立场,那么上述判决中对“隔离墙”

概念的深刻反省与系统批判,则标志着联邦最高法院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开始由分离论撤退,转
而更多地容忍教会和宗教对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参预。

联邦最高法院政教关系立场的调整主要表现出(但不限于)如下几种趋势。一是更加尊重

联邦主义和分权主义,愿意将有关纠纷留待各州或联邦政府立法分支来解决,甚至还显露出把

宗教条款从第十四修正案“分解”出来,恢复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宗教自由双轨制的宪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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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苗头。〔109〕国会在宗教方面的立法确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84年《平等进入法》(E-
qualAccessAct)规定宗教有权平等使用公立学校设施,为公立学校的祷告和读经活动开了绿

灯。二是收紧了提起确立条款诉讼的当事人资格,增加了个人提起或赢得此类诉讼的难度,使
确立条款诉讼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同时更多地以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为

宗教自由提供平等保护。〔110〕如在1981年 Widmarv.Vincent、1990年BoardofEducationof
theWestsideCommunitySchoolsv.Mergens、1993年Lamb’sChapelv.CenterMorichesU-
nionFreeSchoolDistrict和2001年GoodNewsClubv.MilfordCentralSchool等案件的判

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在第一修正案确立条款之外另辟蹊径,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

保护了校园里的宗教言论。三是更经常地以美国传统或历史为据来支持某一常规惯例,抵制

基于确立条款的质疑,更多地显示出对美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与惯例的承认与尊重。〔111〕例

如在1983年Marshv.Chambers、1984年Lynchv.Donnelly、1985年 Wallacev.Jaffree、1989
年CountyofAlleghenyv.ACLU和2004年ElkGroveUnifiedSchoolDistrictv.Newdow等

案件中,法院依赖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实践和宗教传统,维护了议会雇佣牧师祷告,以“上帝助

我”“在上帝掌管下”做效忠宣誓,在政府大楼摆放“十诫”,在城市公园里展览耶稣诞生图景等

传统做法的合宪性。
虽然有学者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承认“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允许“宗教多数派影响政

府”,承认“地方的宗教多数派有合法权益在其共同体的公共领域进行宗教展示”,“政府可以将

道德宗教的绝对性纳入其法律规定之中”,“宗教在本质上是有价值的,‘自由’的宗教自治组织

对培养道德态度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应该以非宗教的、‘中立的’方式与宗教建立密切联系”,
实质上是试图以“整合主义范式”来取代早先的分离论。〔112〕但无可否认的是,大法官们之间

的分歧依然巨大,法院有关确立条款的司法判决也一如既往地缺少一致性,时常在分离论和迁

就论之间摇摆。〔113〕而美国学界和社会上关于政教适宜关系的争论也远未结束,有些法学家

和学者表现出要抛弃教会与国家相分离原则的倾向,而有些组织和个人则依然坚持严格的“政
教分离”立场。例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人政教分离联盟和国家教委联合会等组织,即一

如既往地视“政教分离”为美国宗教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根本保障,亦有学者宣称教会和国家的

分离是宗教自由领域最重要、最原始的原则,也是今天必须维持的原则。〔114〕对联邦最高法院

向保守主义立场的回归,有学者和法律人认为这不仅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精神,而且也构成了

对少数派宗教和不信宗教者的不公。〔115〕更有学者认为,企图将宗教的象征意义注入到政治

和公共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以“中立”的名义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破坏,是对民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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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维特等,见前注〔13〕,第5、295页;科恩,见前注〔57〕,第64-65页。
参见塞库洛,见前注〔85〕,第333页。
参见维特等,见前注〔13〕,第292-293页。
参见科恩,见前注〔57〕,第63页。
参见董江阳,见前注〔7〕,第148页。
参见维特等,见前注〔13〕,第371-373页。
参见董江阳,见前注〔13〕,第298页。



的背叛,会产生危险的神权政治。〔116〕针对美国社会中可能存在的支持设立国教的微弱声音,

有宪法学者明确表示“希望这种观点失去影响力”,因为“教会自由‘绝不意味着多数人可以借

用国家机器来实践自己的信仰’”。〔117〕

但恰如上文已指出的,联邦最高法院政教关系立场的调整,与整个美国社会向传统与保守

的转变是一致的。所谓司法的非政治性和中立性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很多重大的社会问

题上,美国法官们的立场和法院的司法判决都是美国主流民意的体现。例如,1947年Everson
案中九位法官一致的分离论立场,即与当时美国的民意相一致,甚至可以说该案判决实际上是

对美国此前长期的反天主教和政教分离思潮的集中反映与司法总结。〔118〕也正是因为司法机

关并未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超然独立,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子在美国历史上经常是各

派势力觊觎和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美国社会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分歧日深,难以达成共

识,过去几十年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法官提名问题上的博弈也变得越来越

激烈,1987年里根提名保守派法学家博克(RobertBork)任大法官,2018年特朗普提名卡瓦诺

(BrettMichaelKavanaugh)任大法官,都在全美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此可以说,联邦最高法院在政教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最终到底趋向保守还是自由,或者继

续纠缠于保守和自由之间,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美国民意的整体流向。历史学家亨利·梅

(HenryF.May)曾指出,美国拥有一个被基督新教和启蒙精神“分裂的心灵”,“美国新教根基

及其幸存者”与“18世纪启蒙思想”的冲突时至如今依然“未获解决”。〔119〕本文以为,政教关系

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的摇摆不定以及美国社会和学界的激烈争议,乃至于围绕“两种远象,两

个美国”的路线斗争,恰是美国和美国人这种“心灵分裂”的反映。但梅同时也曾指出,在很多

历史时刻,当温和派和妥协者被迫要选边站的时候,美国历史,而不仅仅是美国智识历史的一

个主要事实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会选择站在基督新教一边。〔120〕在21世纪的美国,梅的经验

之谈还会继续有效吗?

六、反思性结论

出于对欧陆和大不列颠宗教改革以来血腥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的反思,17世纪的英格兰

哲人约翰·洛克大胆提出,割断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承认宗教自由,不仅不会危及政治稳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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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p.3;TheEnlightenmentinAmerica,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pp.xi-
xii.

HenryF.May,TheEnlightenmentinAmerica,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p.xv.



而能为政治体制提供合法性,最终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121〕历史发展到今天,“政教分

离”在很多人看来俨然已经成为一项被美国实验证实的有效政治原则和宪法原则。〔122〕

但恰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政教分离”及其上位概念“政教关系”,都是含义非常多元而含

混的术语,既可指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关系),也可指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关系),或二者兼而有

之。即便确实存在一项“政教分离”的原则,那么它所指的到底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还是政治

与宗教的分离? 如果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那么二者分离的具体界限又在哪里,是否允许在特

定事务上的合作,教会能否与其他性质的社会团体至少获得同等的法律待遇? 如果是政治与

宗教的分离,那分离的具体程度又该如何,宗教修辞绝不允许出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过程之中

吗,这从逻辑上看是否可能,从历史经验看是否现实?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相关问题都在美国

引发了争论,在宗教复兴的背景下甚至更为炽烈。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美国长期存在的是一个

复杂的稳定结构:在宪法安排上,政府和教会这两大组织机构、两大权力中心被要求保持适当

距离;在政治生活中,新教教会是政府的密切伙伴,新教信念是美国政治信念的主要来源与动

力源之一;在社会文化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以清教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新教信念和新

教价值观居于美国文化的核心,并为维持一个强大共同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身份认同和民族

凝聚力。在这一复杂结构中观察就会发现,通常所谓的美国政教分离原则其程度和意义都被

不适当地夸大了,以之形容美国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以之为对美国政治与宗

教关系的真实写照则是大谬不然。

不仅如此,美国以“政教分离”为特色的政教关系实验,其最终效果目前看也遽难定论。短

期看,在美国各州废除基督教在法律上的主导地位后,教会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得到了加强,国
家得到了教会系统的支持,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将目光稍微放长远一点看,政府和教会的

适度分离有利于维护宗教自由,有利于宗教的多元共存和共同发展,促进了美国宗教生态的繁

荣。但若将观察的视角进一步拉长就会发现,就像人类大多数用意良好的制度最终都可能走

向其反面一样,美国在政教关系方面的很多做法已经随多元主义的极度发展,而成为为文化多

元主义、真理相对主义张目,在美国积极推进去基督教化和世俗化进程的工具,这最终撬动了

美国的新教根基,动摇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1世纪,美国人在经济社会、婚
姻家庭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可弥合,世俗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战争”和政

治上的“路线之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深度撕裂和国家内耗,其根源即在于新教共识被打破和

多元主义的极度扩张,而“政教分离”的一些激进做法在这一过程中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美国政教关系实验对他国构建适合其自身需要的政教关系制度,到底可能有何种提

醒、启发或可资借鉴之处? 托克维尔在论到美国联邦宪法时,曾谓其“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

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123〕这一断言,

本文以为,作为对美国政教关系制度的判语也是适当的。美国有关政教关系的观念和实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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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多元而复杂的思想、历史和社会根源,在各个时期又夹杂着不同的宗教、政治和利益冲突,归
根结底是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民情秩序和宪政体制等多种因素所结成的无缝之网

中的一环。被视为美国政教关系最大特点的所谓政教分离原则,又因深受所处时代神学、政
治、利益等各因素,乃至大法官个人宗教观和历史观的影响,而不断变换着形式与内涵。在美

国尚且如此,那么如果脱离了美国语境,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那个环环相扣的无缝之网,单纯

而笼统的“政教分离”就更不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也不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历史传统、社
会文化和民情秩序迥异于美国的社会,若是把仅适用于特定时空特定人群的地方性知识当作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其奉为一项公认的法律或政治准则不假思索地尝试予以普遍性适

用,并非明智慎重之举。

Abstract:Theglobalreligiousrenaissancesincethe1970sandthestrongreturnofreligioninpublic

andpoliticallifehaveonceagainarousedacademicattention.Ithasalsoledtoanotherresearchclimaxin

therelationshipbetweenstateandchurchinAmerica.Itisincreasinglyclearthatthereforalongtimehas

beenamulti-dimensionalstablestructureinAmerica:Inconstitution,thegovernmentandthechurchare

requiredtomaintainadiscreetdistance.Inpolitics,thechurchisaclosepartnerofthegovernment,and

Protestantismisthefoundationofthewholepoliticalregimeandlegalsystem.Sociallyandculturally,

ProtestantbeliefsandvalueslieattheheartofAmericanculture,andprovidetheidentityandnational

cohesionrequiredbytheRepublic.ContemporaryAmericaisdeeplyinthedilemmaof“culturalwar”and
“linestruggle”,whichisrootedinthecollapseofthisstablestructureduetotheextremeexpansionof

pluralismandthebreakofProtestantconsensus.Extremeseparationofpoliticsandreligionhashelped

fueltheflamesinthisprocess.Americanconceptsandpracticesofstate-churchrelationshipareunique

andirreproducible,andthereforearenotsuitableforuniversalapplicationasgenerallyacceptedalegalor

politicalnorm.

KeyWords:State-churchRelationship;EstablishmentClause;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Sepa-

rationofPoliticsandReligion;Christian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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