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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共产党宣言》与宗教问题∗

牛 苏 林

摘　 要：把宗教学说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并且公然声明这一理论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只有这二

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有机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诞生的根本标志。 毋庸置疑，《共产党宣言》
的公开问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理论基石，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宗

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从而使《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史上最光辉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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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无产阶级

革命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第一次完整系统的阐述。 它以宣言的形式向全世界

庄严宣告：要用无产阶级崭新的世界观来改造旧世

界。 它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无产阶

级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开端，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宗教学说的真正诞生和它在人类思想史上伟大变

革的实现。

一、《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理论基石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 自从

１９０９ 年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

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

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

石”①这一论断之后，一百多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

宗教观的基石问题，并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解答，
而这一问题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认真解

答的基本问题。②

笔者认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唯物史观作

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

诞生的根本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

全部世界观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的社会生活过程，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科学概念，并把

“物质生活条件”看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策源地，是产生社会意识的根

源。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
一伟大的科学理论的发现，构筑了整座历史唯物主

义大厦的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石。
是否承认物质生活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

用，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理论分界。 在马克思

恩格斯看来，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

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

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 在这方面，青年黑格尔

派的历史观是比较典型的。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

整个德国哲学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 他们把

宗教解释成一切社会关系和历史现象的终极原因，
把宗教的存在与统治当成解释社会现象的前提，一
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都被宣布为宗教关系；政
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而具

有政治、法律、道德属性的社会人，却被简单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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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帝的创造物。 总之，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历史上

宗教观念的存在和作用，而没有看到这些观念背后

的物质动因。 因此，他们对历史时代的描述与阐释，
总是把宗教设想为该时期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力

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

出，虽然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做了深入的

分析，但他们仍然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被宗教的和

政治的原因所决定的观念变迁的结果。 “而德国人

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

为历史的动力。”③

与这种历史观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人

类历史的一般进程之后，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如下的

概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

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

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

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

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

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
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样做当然

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务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务这

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

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

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

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

念形态。”④

恩格斯曾经多次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或
者说构成《宣言》的核心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从 １８４４ 年至 １８４７ 年间，马克

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

中，已经陆续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观点。 《宣言》贯彻并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一

新的世界观。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构成《宣言》核

心是属于马克思的。 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

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

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

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

能得以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

原始氏族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

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

间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

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

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

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
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

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⑤恩格斯这里所指出的

正是《宣言》中最基本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从物质生产、经济基

础去了解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发

展；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

斗争的历史；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通

过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阶级

社会发展的动力。 必须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和

方法，分析阶级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无产阶级只有消

灭阶级和剥削，解放全人类，才能使自己获得彻底解

放，这是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 这一贯穿全书

的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分析阶级社

会宗教问题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人们的思想观

念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一定历史时期

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随着人们的生活

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

变的。 人类思想史证明，人的精神生活是随着物质

生产改变而改变的，任何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

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随着每一次社会历史

的巨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 因此，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

被基督教战胜了。 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

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

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⑥。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做的

经典表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物质生活

与精神生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本质关系。
这个原理的提出，对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宗教

学说，都具有革命的意义。 这个原理为人们认识、研
究、把握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宗教现象，提供了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解决宗教上的一系列基本问

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指导原则，指明了研究

宗教现象的正确方向和途径。 因此恩格斯曾自豪地

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

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⑦

从唯物史观出发去剖析宗教现象，使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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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宗教学说科学地解答了宗教领域中一些最根本的

问题，即宗教的本质，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阶级根

源，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

历史规律，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

政策和策略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些宗教基本

问题的阐述过程中，始终清晰地贯穿着一条历史唯

物主义的主线，脱离了这条主线，离开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也就不复存在了。

二、《宣言》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宗教问题

《宣言》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出现

所产生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

所起的进步作用有：资产阶级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破坏、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开拓

了世界市场，从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资
产阶级创立了现代城市，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消
灭了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资产阶级在不到一

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无论从深度和广度

来说，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水平。 马克思恩

格斯从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方式中的地位和作

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宗教问题，揭示了资

本主义社会宗教现象的本质特征。
１．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宗教领域

内产生的积极影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致使一切与

封建腐朽专制相应的传统观念，诸如宗教、神明、王
权、教权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冲击。 随着科学

的昌明和理性的张扬，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

范围逐步缩小，宗教昔日巨大的社会作用也日趋衰

退。 这是历史进步在精神文化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世界的经济过程愈明显，彼
岸世界的宗教幻想也就愈暗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愈大，宗教的

社会影响和作用也就愈小。 换言之，生产力愈发达，
社会形态愈高，宗教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就愈失落，其
影响和作用也就愈有限。 这是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

必然结果。 正如他们在《宣言》中所说，随着社会生

产方式的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会发生深刻的变

化，“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

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

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

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

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
他们的相互关系”⑧。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

大变革，它不仅造就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

系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反对封建

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思想革命。 资产阶级却用公开

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封建的由宗教幻想和

政治幻想掩盖的剥削。 它彻底破坏了封建的宗法制

和黑暗的宗教统治，彻底改变了中世纪宗教垄断一

切的格局，极大削弱和限制了宗教过度膨胀的权力

和作用，对宗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在

法律上给予合理的定位，从而把宗教的存在和发展

纳入了一条正常、有序的轨道。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

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宗教已经失去了它

昔日的辉煌。 这个社会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和小

市民的伤感，统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冷水之中。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

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⑨

资本主义社会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

的职业的神圣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

者都变成金钱的雇佣劳动者。 它把利己主义作为社

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把金钱作为调节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尺度，从而取代了过去的政治

关系、宗教关系和道德关系。 毫无疑问，这相对于中

世纪宗教神学一统独大的封建垄断格局，无疑是一

种历史的进步。
２．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历

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必然

要在思想上冲破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 “宗
教信仰自由”思想的提出，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反

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垄断统治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

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 马克思

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

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

治地位罢了。”⑩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代替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必然在宗教领域里

引起深刻的变革。 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对国家而

言，废除了政教合一的政教体制和宗教特权，实现了

国家和宗教的分离，使国家从宗教垄断中解放出来，
国家和社会不再把某种宗教奉为国教；对教派而言，
在宗教内部，宗教（特别是较小的宗教派别）从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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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被奉为国教的教派）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不
承认在宗教信仰和派别上有什么正统派和异端、异
教及其异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个人而言，
信什么教，用什么样的方式信教，这完全是个人的私

事。 无论宗教信仰如何，公民在其他方面的权利一

律平等。 在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里，政府不得

规定推行某种宗教或压制某种宗教。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思想自由首先表现为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 路德

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宗教信仰自由奠定了历史起

点和思想基础。 “因信称义” “众信徒皆教士”是路

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

理念。 路德用信仰的权威否认教会的权威，用信仰

自由代替教会和僧侣在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作用，突
出信仰的合理性和自主性，体现了德国市民阶级独

立的民族意识，表达了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和信仰自

由的愿望。 路德所倡导的“众信徒皆教士”的原则，
在思想上既是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平等的表现，
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观念的反映。 在上帝面前

“众生平等”，同时也是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政治平等

在宗教观念上的折射，其政治意义在于否定封建主

义的特权等级制，争取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地位。
所以恩格斯客观地指出，创造自由和平等，“正是资

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虽然这在最初不

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

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

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

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而
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
乃是道德上的义务”。 同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直

接把加尔文新教作为自己革命的旗帜，“资产阶级

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

成的战斗理论”。
由此可见，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

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首创，也不是从马克

思主义宗教学说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基本策略。 在实

际上，宗教信仰自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洲各国

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提出的一个具

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原则，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问

题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必然产物。 实

践证明，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历史的今天，宗教信

仰自由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

本人权，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因此，由资产

阶级提出并最早实践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在
实质上已经成为人类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它并不是

一个狭隘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而是具有普遍的人类

意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宗教信仰自由思想的继

承和肯定，实际上是对人类的进步理想与先进文明

的继承和肯定。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宗教信

仰自由是无产阶级自创的口号，并没有给它涂上马

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标记，并不认为宗教信仰自

由是工人政党首创的纲领。 相反，他们却明确指出，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的‘信仰自

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
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 但是

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工人政党要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就必须不

断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一切社会根源，为人们的信

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创造有益的条件和环境。
３．资本主义时期的宗教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

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对

宗教解放的意义，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解放是非常

有限的。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宗教不仅存在，而且

还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资产阶级不再硬

性规定某一宗教为国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在实

际上被废除，更不是说人们已经从宗教信仰中解放

出来。 事实上，资产阶级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废除国

教，从而使国家的事务不受宗教势力的控制和干涉。
然而，这只不过是国家把宗教从公法的范围转变到

私法的范围，使信奉宗教成为人们自己的私事。 宗

教在政治、法律和人们的观念上仍然是必要的、合理

合法的存在，只不过是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具有至高

无上的权威。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社会占

统治地位的阶级，不仅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而且必

然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并且在总体上控制和支配

着这个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

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被当成一种道

德约束力、一种美好的幻想、一种对不公正命运的安

慰和一种为不平等现象辩护的道德上的标准和信仰

上的根据。 因此，他们在《宣言》中深刻地指出，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丧失了任何民族性的无产阶

级来说，“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指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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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注）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

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三、《宣言》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

宗教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无产阶级崭新世界观的

同时，也明确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

本立场。
１．无产阶级要建立新世界，必须同一切陈旧落

后的传统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宣言》向无产阶级提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

史任务：要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对社会进行根本的变

革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预言道：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此，马克思恩

格斯在《宣言》中提出著名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
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

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宣言》中关于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体

现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 它要求无产阶级和

共产党人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

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 但要实现这两个

决裂，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只有社会生产力

高度发展，才可能为彻底消除私有制及其与之相应

的各种陈旧观念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那种离开社

会发展水平而强制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办法，那
种靠行政命令强行消灭宗教、取消宗教信仰自由、强
迫人们接受所谓科学的世界观和无神论的做法，不
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相反，还会造成社会混乱，给
人民带来灾难，破坏无产阶级的既定目标。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改造旧的社会体制和破除一切陈旧的

传统观念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但没有现代化大生

产创造的物质条件，是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的，更不可能实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 归根结

底，一切由物质条件派生的观念，最终还必须在新的

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才能改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在

改造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过程中丧失了积极的意义。
相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在克服

各种迷信、旧观念之前，是不可能彻底解放全人类和

自身的。 科学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在改造旧

世界、破除旧观念中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而要真

正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破除旧观念的思想路

障。 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宣言》中并没有放

弃对各种宗教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２．无产阶级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必须肃清各

种错误思潮

为了使宗教迷雾不妨碍无产阶级意识的觉悟和

提高，为了使工人运动在长时期内不受这种或那种

形式的宗教社会主义错误思潮的干扰，马克思恩格

斯在《宣言》中，把反对各种宗教唯心主义和资产阶

级思想的斗争作为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建设的一项重

要任务提了出来。
把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同在一起，利用

共产主义世界观宣扬各种宗教说教和神秘主义，是
当时在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比较盛行的一种错误思

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基督教社会主义

思潮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例。
１９ 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有两个历史根

源。 其一，它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伴随现象。 随着封

建主义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一些封建主义的

宗教思想开始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并
采用宗教的方式援助穷人，怜悯无产者。 但是，只要

触犯到封建贵族的利益，他们马上就会宣称这是对

上帝最大的不敬。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
深刻地揭示道：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

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

同行的。 基督教不是也曾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

婚姻、反对国家吗？ 它不是提倡行善和求乞、独身和

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 所以，要给基督

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

过了。 实质上，“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

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其二，它
是早期工人共产主义运动自发的伴随现象。 无产阶

级在其运动的初期阶段，在理论上的“空想”色彩和

实践上的“自发”倾向还比较明显。 “空想社会主

义”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最初的简单形式，从实质上

看，它的“空想”同宗教的“幻想”并没有原则的区

别，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

在幻想的阶段。 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说明他们头脑

中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往
往求助于上帝的意志，并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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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认为永恒的真理一经被发现，人们就会免遭剥削

和不平，世界就会重见光明，犹如耶稣基督的再度降

世。 正如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所说：“现
代无产阶级在其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早期基督

教，同卡贝和魏特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自发的工

人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形式，都带有宗

教色彩。”《宣言》中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为了

建造空想的空中楼阁，不得不更加系统地卖弄宗教

幻想来宣称对共产主义的奇功异效，这种企图只不

过是一种“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这种超乎阶级

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

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

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

斗争的过程。 早在 １８４６ 年《反克利盖的通告》一文

中，他们对“真正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克利盖“宗教

共产主义”的批判，就很具代表性。
“真正社会主义”是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产生于德

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的派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

把共产主义宗教化和庸俗化的一种错误思潮。 它的

主要代表人物有莫·赫斯（１８１２—１８７５）、卡·格律

恩（１８１７—１８８７）、海·克利盖（１８２０—１８５０）等人。
这些人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同费尔巴

哈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糅合在一起，把抽象的“人”
和“爱”当作出发点，用“人的本质”作为衡量一切的

价值尺度。 他们宣扬抽象的人性，提倡人道主义，主
张用“爱”来实现人类解放，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

是“使爱的宗教变为真理”。 他们以此宣称揭示了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谛，提出了“真正的社会

主义”真理。
针对这种错误的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对其展开坚决的斗争。 １８４５ 年，恩格斯在《〈傅立叶

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中，首次对“真正

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批判。 此后几年间，他
们先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反克利盖的通告》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

义》《德国制宪问题》，直至《宣言》等著作中，对“真
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抽象的人性论，相
继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对他们在宗教问题

上错误论点的剖析，则主要体现在《反克利盖的通

告》（１８４６ 年）一文中。
１８４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

员会讨论和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

盖的通告》的决议，指出了克利盖在美国的言行完

全违背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他所鼓吹的“爱的

宗教”和“爱的呓语”，极大损害了共产主义学说在

欧美的声誉，毒害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工人运

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

信仰上的纯洁性，反对把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相混淆，反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或以各种宗教虚幻

花朵对无产阶级意识的侵害和浸透。 克利盖在共产

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宗教幻想，用一些神话和《圣经》
中的形象来谈论无产阶级，用宗教臆想来取代无产

阶级现实的奋斗目标，这只能使无产阶级的现实斗

争变成“爱的呓语”。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

通告》中，揭露了克利盖把爱的宗教作为共产主义

斗争目的的谬论，指出，这些爱的呓语，只不过是用

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歪曲共产主义的性质，使实际

运动变成空洞的、爱的说教。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

出：“克利盖是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

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

相反的。 信念，即对‘共同圣灵’的信念，这正是共

产主义为求本身现实时最不需要的东西。”“如果

从这一宗教观点出发，那末对一切实际问题的解答

就只能是一些使任何一种意义都模糊不清的宗教的

夸张形象，一些华丽的标记如‘全人类’、‘人道’、
‘人类’等等；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

词句。”

毫无疑问，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宗

教，实质上是把共产主义混同于神学人道主义和宗

教神秘主义。 这种泛爱的说教，不仅在理论上抹杀

了共产主义学说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神学

的根本区别，而且在实践上也起到了麻痹工人阶级

意识的恶劣作用。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克利盖的

批判，不仅在理论上、思想上划清了共产主义和资产

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各种宗教神学的界限，捍卫了共

产主义思想原则的纯洁性，而且在实践上防止了各

种宗教唯心主义思潮对工人阶级的渗透和腐蚀，在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

基本原则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信仰自

由”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给出了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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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一方面，“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

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人们有信仰宗教

的权利，无产阶级政党赞成宗教信仰自由，这是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坚持的主张。 另一方面，无产阶

级要建立新世界，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

的观念（包括宗教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

阶级在克服各种旧迷信、旧观念之前，是不可能彻底

解放全人类和自身的。 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不代

表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信仰上认同宗教，始终

保持思想信仰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反对不同宗教

观念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成员的影响和侵害，是无

产阶级政党基本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一贯坚持的主张。 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当同

宗教作斗争。 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

物主义，他们更进一步。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无神论

立场并不是要把宗教问题提到首要位置，对宗教的

批判必须同消除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的具体实

践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宗教的策略是

十分严谨的，他们反对到处炫耀无神论，更反对向宗

教宣战，认为公开向宗教宣战或用行政命令取缔宗

教信仰的做法都是十分愚蠢和有害的。 １８７４ 年，恩
格斯在反对布朗基派用行政命令取缔宗教信仰的

“左”倾错误时指出：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

好手段！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

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

性的信仰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

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１８７５ 年，马克思在《哥达

纲领批判》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

可能实现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

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列宁更加明确地指

出：“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这
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

亡的最好手段”。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曾精辟论述了这一

思想。 他说：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企图用行政命令

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

有害的。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

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

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总之，《宣言》的问世，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宗

教观和无产阶级运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融合，从而

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在理论上达到一个新的境

界，在实践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此，宗教领域的

基本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诠释，无产阶级政党在认识

和处理宗教问题时，有了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这无疑是人类思想历程在宗教认识领域中的一

次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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