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无神论的使命和任务
——— “ 中国无神论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8 年学术年会冶 综述
管素叶摇 黄艳红
2018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无神论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8 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 会

议由中国无神论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办。 来自全国 30 多所高校、 相关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近百人出席研讨会。 会议的主题为 “ 新时代无神论的使命和任务冶 。 会
议开幕式由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习五一主持。 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朱晓明在开幕式
上作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为表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先生在科
学无神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学会授予其终身成就奖。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 “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与实践研究冶 “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冶

两大主题, 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新时代如何承担起马克思主义无
神论的使命和任务等议题。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16 年 4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科学分析了宗教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深刻阐明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指导我们做好新形势下
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教育部社科中心研究员田心铭认为,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是党的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和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 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
的趋势和规律冶 , 是由宗教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是总结宗教发展史所揭示出
来的客观规律, 是制定 “ 积极引导冶 方针的重要客观依据。 《 科学与无神论》 杂志社社长张新鹰认
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宗教工作与党和国家其他事业一样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与实际工作层面的
“创新推进冶 相比, 理论界论证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特别是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根本精神, 还有较大差距。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
院研究员龚云指出, 新时期无神论研究应全面准确贯彻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应创新推进民族宗教工作, 区分有神论者和有神论研究者, 正确
把握怎样研究和怎样宣传的问题, 正确表达社会正能量。
学界应充分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创新要点, 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指示和要求,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 多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深层理论与实践问题
加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 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认识和指导
宗教工作实践, 深刻揭示其新变化应对新挑战。
田心铭认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用 “ 温和的冶 态度团结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 又用 “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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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冶 精神在世界观上坚持无神论、 反对有神论, 这两方面的统一构成了全面、 完整地对待宗教和无
神论的科学态度。 不能将这两方面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分别安放在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头上,
从而否定列宁的 “ 战斗的无神论冶 。 做好宗教工作关键在 “ 导冶 , 要 “ 在 ‘ 导爷 上想得深、 看得透、
把得准冶 , 必须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 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 张新鹰认为,
从理论层面继续推进宗教工作创新发展, 我们不能脱离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认识、 对待宗教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和党的纲领、 性质去谈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冶 , 不能用教条
主义的态度对待以前包括 “ 拨乱反正冶 在内的特殊历史时期形成或侧重的某些宗教理论, 而应该结
合新情况, 在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实践中, 认真考虑宗教工作中长期存在和使用的一些提
法、 概念, 不断开拓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新境界。 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研究员加润国
指出, 宗教问题关系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 加强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需要按照 “ 导冶 的重要理
念处理好无神论与有神论、 中国化与非中国化的矛盾,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和宗教中国化
大方向。 从 “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冶 出发做好 “ 导冶 的工作, 核心是遵循中国标准和中国规
矩。 习五一认为, “ 教族一体冶 的理念在当前依然拥有主流话语权。 实际上, 民族与宗教有着本质
的差异。 “ 教族一体冶 论最大的弊端就是导致民族的封闭。 用特定的宗教捆绑特定的民族, 让民族

浸透宗教的特质。 以宗教作为民族核心价值会增强对其宗教发源地的凝聚力, 出现离心和异化迹象,
会减弱信众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打破教族一体的束缚,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赋予
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维建提出 “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检
验当代中国宗教中国化的唯一标准冶 , 并阐释了这一相适应理论与中国化理论之间的本质联系、 逻
辑关系, 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时代性的中国化,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
持中国化方向。 相适应和中国化, 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改革开放的一部分, 是理论与
实践的统一。 辽宁大学教授叔贵峰认为, “ 无神论冶 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
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逻辑演进过程, 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根据超越了以往的无神论, 从而使实践
成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本质特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珍阐述了宗教中国化对于当代中华文
化建设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 宗教中国
化政教关系的模式应为政主教辅, 宗教中国化理论建设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
概括地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深层理论与实践问题, 既要遵循宗教发展和宗教工作规律,
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政策; 既要立足现实, 也要面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
既要坚持理论的彻底性, 也要考虑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 既要考虑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 也要考虑
不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 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
3. 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和推进方法
如何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 是与会者讨论的一个焦点。
朱晓明认为,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内在构成因素, 是
共产党员 “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冶 的重要思想基础,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理论工作者承
担的为新时代培根固本的重要职责。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左鹏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史
进行了梳理, 认为其中的经验和启示是: 中央对宗教工作的清醒认识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
工作的基本前提,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
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加润国指
出,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 研究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
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 如何降低宗教信众的增加速度, 如何抵御宗教对群众的精神诱惑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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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
军队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丁郁认为,
人民军队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 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是宣传科学无神论的重要生力军。
新疆也是当前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点地区。 新疆财经大学副教授张春霞认为, 当前新疆去极端
化的一系列措施为科学无神论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 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从基层干部、 基层群
众、 中小学、 大学等四个层面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
此外, 武汉大学副教授黄超认为, 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原是无神论在国家和政治层面的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称实现了政教分离的国家是无神论国家。
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管理权、 话
语权的内在要求, 既要考虑教育内容、 方式、 手段, 也要区分不同的教育对象, 既要立足新时代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抓住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 也要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手段。
4. 以理论创新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
与会者一致认为, 在新形势下, 我们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必须加强理论创新研究。
田心铭认为, 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无神论, 反对一切唯心主义和有神论, 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所固有的理论品格。 坚持还是否定列宁 “ 战斗的无神论冶 的争论, 其实质在于当代中国要不
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反对有神论的问题。 朱晓明认为, 我们应努力建设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无神论学科体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张新鹰认为,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需要进行适当的话语转换、 权重调整和理
论重构, 自觉地实现对于部分思想观念、 思维模式的推陈出新。 还有学者对近年来在中国异常传播
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对其神学本质进行了批判。
加润国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中国无神论学会 2018 年学术年会是一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夺取新时

代无神论事业新胜利的重要年会。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能力、 有信心战胜各种有神论思想
的渗透蔓延, 从根本上扭转无神论宣传教育的被动局面, 开辟新时代无神论事业的新境界, 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出新的贡献。

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以下共识: 在新形势下, 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创新, 不

断繁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 是历史赋予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伟大使命和神圣职责。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宗教理论, 实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理论研究与实践的 “ 中国化冶 。 与此同时, 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
和政治鉴别力, 筑牢思想防线,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 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捍卫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
( 作者单位: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编辑: 张摇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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