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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社群中的 /马大现象0
及其社会学根源

) ) ) 以四川南充地区教会为考察对象

王再兴

提  要: 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 对基督教社群中妇女信徒的年龄

知识结构进行分析, 并进而阐述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意义。作者的结论是, 基督教社群

女性多的现象并不表明其单一性和封闭性, 而是在这背后隐藏着社会伦理方面的功能与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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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新约福音书的记载, 在离耶路撒冷不远一个叫伯大尼的小村里, 耶稣有二个

女门徒, 叫马大和马利亚, 是一对姊妹俩。她们很爱耶稣。耶稣在耶路撒冷一带传道的时

候就常去她们家里歇脚, 不仅传福音给她们听, 而且还行神迹救活了她们的弟弟拉撒

路
¹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基督徒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 教会中的女信徒显

得特别活跃, 而且从人数上讲也在新发展起来的信徒群体中占绝大多数。于是人们就把基

督教会中女性多, 女信徒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的现象称作 /马大现象0。

2002年 3月、8月和 12月, 笔者三次到南充地区教会作田野调查, 亲眼目睹了马大

现象的一些表现, 并有意识地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它的根源。现将考察后得到的初步

成果整理出来, 希望能得到学界方家们的批评指教。

一、现象

由于我国现行宗教管理模式和基督教会本身的特点, 想要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数据几

乎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笔者在 12月 中旬这次下去调查时碰巧赶上了南充市基督教三自

爱国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即换届会议) , 并有幸作为特邀观察员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

通过观察访谈, 笔者得到的有关数据是, 全南充地区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信徒人数大约为二

万五千人。在三自爱国会系统之外, 还有称为 /地下教会0 和 /异端教会0 的众多小教

会º , 这类教会的信徒人数很难说得准, 最保守的估计是它们的人数大至与三自教会相当

或略多一点, 而据南充市宗教局的干部介绍, 这类教会的信徒人数每个县都有至少一万

人, 这么算起来就是三倍于三自教会的人数。让我们取一个中间值, 就算二倍于三自教会

的人数, 那么南充地区三自教会和非三自教会基督教信徒人数大约是七万人。这个数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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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南充地区七百零二万人口数字相比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 还不到 1% , 但基督教与中

国传统宗教不同, 它是一种堂会制宗教, 社会组织性较强。各教会组织都有共同的经典

5圣经6, 它们定期聚会, 还有专业或相对专业的传道人, 所以本文称它们为基督教社群,

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马大现象, 这已经不是一个成立不成立的问题, 而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笔者

在南充曾参加上述三类教会的聚会活动, 情形大致差不多, 各教会中女信徒人数约占

90%。少数城区教会 (如顺庆区、嘉陵区和高坪区) 的男信徒稍微多一些, 但女信徒比例

仍超过80% , 而绝大部分农村教会的女信徒比例都在 90%以上。

南部县大桥镇三自教会为每位受洗信徒建有卡片, 因此笔者很幸运地在这里得到的一

份比较精确的抽样统计数据: 该教会正式受洗信徒为 985 名, 女信徒 922人, 占总数的

93. 5%。

信徒中的女性比例如此之高, 那么在教会传道人中的男女比例又是怎样的呢?

在参加南充市基督教第三次代表大会中, 会务组也给我发了一份会议资料, 代表名单

显示: 到会总人数 (既有专业神职人员也有义务传道人) 47人, 女性代表 29人, 男性代

表18人。在会后产生出来南充市三自爱国会委员总共 21名 (这其中只有二人不是专业神

职人员) , 其中女性 12人, 男性 9人。笔者又进一步考察了年青一代从神学院毕业的专职

传道人中的情况, 结果女性 9人, 男性只有 4人。

关于其它家庭教会和边缘教会中传道人的男女比例, 笔者无从获得可靠的数据, 但根

据走访和询问的情况来看, 也大约相差无几, 很可能那些教会中的女传道人还会更多。

接下来再看看女信徒中的年龄和文化知识构成, 仍以南部县大桥镇为例:

1. 女信徒年龄结构情况表

年龄段 45岁以下 46岁至 60 岁 61 岁以上 总数

人数 181 528 213 922

  2. 女信徒知识结构情况表

知识结构 小学以下 初、高中 大专以上 总数

人数 787 130 5 922

  南充市顺庆区三自教会从 1998年开始大力发展青年信徒, 使信徒年龄和文化构成发

生了一些变化, 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信徒中青年少, 文化程度低的局面。该教会牧师将

年龄划分标准定为 45岁以下算青年, 46至 60岁为中年, 61岁以上为老年。由于没有可

靠的登记资料, 这里只能以牧师介绍的情况作为参考, 他说如果按这个标准来估算, 大约

青年占20% , 中年占 60% , 老年占 20%, 也就是他所说的 /中间大, 二头小0。又根据牧

师的估算,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信徒屈指可数, 只有 12人 (其中女性9人) ; 45岁以

下的青年信徒中大多有初高中文化程度; 还有 80%左右的信徒属于文盲和半文盲。这样

的年龄和文化结构基本上代表了南充城区教会女基督徒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将它与南部县

农村教会对比, 二者区别不是很大。

二、根源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 /马大现象0 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 /跟随主0、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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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0。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单单从福音书诸多的女性人物中挑出马大来, 显然是看到了马大

这个女性形象在中国基督教女信徒群体中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妇女, 农村妇女, 农村中那

些遭受经济和文化双重贫穷的妇女构成了当今中国基督教社群的主体, 这从解放神学、妇

女神学、贱民神学以及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更有趣, 但这是神学研究的领域, 笔者在

此不作展开讨论。

直到今天为止, 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农业社会形态, 四川省南充地区可以说是这

样一种典型。文化落后, 经济不发达, 再加上传统上的男尊女卑思想, 使广大农村妇女被

落在了社会的最底层。贫穷和愚昧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当地农村妇女的写照。在这样一种状

态下, 她们如果身体上有疾病, 精神上有苦闷, 自然就很容易把目光投向宗教。从基督教

女信徒反映的情况来看, 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在南充地区还有很高的普

及率, 她们中绝大部分人在信基督教以前都曾有过这方面的信仰经验, 有的甚至还当过巫

婆神汉之类的角色。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农村妇女从传统宗教和

民间信仰转到基督教这方面来, 而极少有相反的情况发生呢?

对此, 香港学者梁家麟认为文革时期政府破除封建迷信给基督教留下了生存空间
»
;

萧志恬先生也认为 /广大群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观念是基督教发展的沃土。0¼这二种观点

各有不同的见地, 但都没有对这样二个问题作出回答, 是一种替代品吗? 还是农村宗教的

范式转变? 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在新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从某种

意义上讲前者还有更优越的条件, 为什么它们就不如基督教发展得快呢? 至于后一种观

点, 有点让人觉得基督教是传统宗教信仰的借尸还魂, 这与事实不符。根据笔者的调查,

绝大部分女基督徒都能明确区分基督教与她们所谓的 /偶像和假神0。

我们仍然遵守游戏规则, 不讨论基督教与传统宗教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而是只从发

生学和范式学上来观察这一宗教社会现象。

在南充地区的许多教会建筑上, 不管是专门的教堂还是借用的民房里, 笔者发现十字

架标志与另一个中文字 /爱0 出现的频率同样高, 有的聚会点甚至只在进门的地方立一个

/爱0 字。在教会生活中, 不管是牧师讲道还是信徒之间的交流, 爱这个字眼也是用得最

多的。笔者在访谈一位在中学做老师的女信徒时, 她说, 我在入教前对各种宗教都仔细比

较过后才信主, 因为基督教牧师在讲台上把爱的道理给我讲清楚了, 而且我在信徒中也能

真正体会到爱的温暖。如果有人任意问一位教会女信徒为什么要爱神爱教会, 哪怕她是一

位年老的文盲, 十有八九会脱口而出, 说 /因为神爱我们世上的人, 还派他的独生子舍命

流血为我们死了。0 有人在批评教会世俗化时说, 大部分信徒是因为身体疾病或家庭生活

不平安才到教会求医治找平安。不错, 表面上是这样的, 但仅看到这一层是不够的。为什

么传统形式的求神拜佛就得不到医治与平安呢? 有的信徒说, 基督教的神格大, 那些神格

小; 还有的说 /我们信的是真神, 那些都是假神0。这样的话虽然不对, 但背后隐藏深刻

的东西。

涂尔干说过, /宗教就是社会0, 又一步解释说, 宗教就是 /一个被称之为 -教会. 的
道德共同体0 ½。他的这一概念从玄学的角度听起来很费解, 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却是一条非常有效的立论。在调查中, 笔者常听信徒说, /教会是神的家0, /教会是弟兄

姊妹的家0。牧师在向信徒通报教会事务时的用语是 /有几件家事要报告0。每逢宗教节日

(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天) 都会开餐吃饭, 也许吃的不过是稀饭和面条, 但大家都说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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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0。无须例举过多的事实, 很明显, 基督教的社会属性是传统宗教所没有的。也许儒教

有一些, 但作为宗教形态的儒教已经不存在了。根据涂尔干的定义, 民间信仰根本就不是

宗教, 因为它们没有 /教会0。当一种称为 /爱的宗教0 以如此生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结合
起来时, 它怎能不吸引人呢。扣紧 /马大现象0 来讲, 中国女性很多都是 /因思爱而成

病, 她们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家人, 更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怀0¾。从非信仰的立场, 与其说

是神医好了她们的病, 给了她们平安, 不如说是在爱的体验中得到了医治与平安, 而教会

就是进行这种社会关怀活动的运动场。笔者在南充顺庆区教会调查时就发现这样一组有趣

的对比, 教堂里做礼拜的 80%以上是女性, 而在离教堂仅几十米以外的临江公园里, 有

一百多张麻将桌在营业, 打牌的 80%以上是中老年男性。虽然很难说有多少女信徒的丈

夫就在其中, 但我们的男性公民爱钱爱 /动脑筋0 与女性公民追求爱本身形成鲜明的反
差。

三、意义

表面看起来, 基督教社群中的马大现象使教会显得单一、封闭、保守、落后。笔者也

确实在调查中听到有的女信徒说她们的丈夫不加入教会是因为 /里面全是女的, 我一个大

老爷们坐在里面没意思。0 其实,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他已经受到了妻子的影响。许多

女信徒都反映, 在她们的影响下, 丈夫也成了匿名的信徒。可见, 马大现象形成的教会在

性别上的单一性并没有导致教会在发展中受到局限。相反,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女信徒在家

庭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倒是首先需要肯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虽然在当今的时代

受到了挑战, 但根基还在。她们的丈夫也许还没来做礼拜, 但很多家庭都因为主妇或母亲

信基督教而改善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和子女关系。有一位青年女信徒与信佛教的婆婆以

前关系紧张, 后来由于这位媳妇在婆婆身上实践了 /舍己的爱0, 甚至为生病在床的婆婆

洗澡, 硬是把婆婆感动得哭了, 还让婆婆改信了基督教。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 一个女信徒可以改善一个家庭的环境, 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除此之外, 基督教女信徒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逐步显露

出来。尽管她们本身并没有社会职业, 但通过影响家庭, 她们的丈夫和儿女们在社会生活

中有了更好的表现。例如, 女信徒家里的儿女与非信徒家里的儿女在外地打工的职业选择

就不一样, 前者多进工厂或做手艺, 而后者则多进发廊、按摩房、夜总会等容易沾染色情

服务的地方。

最后, 基督教女信徒在 /爱神0 /爱教会0 中不知不觉地成了新时代的道德守望者。

一方面她们在教会生活中不仅学了文化, 而且增进了道德意识。如前所述, 彼此相爱是她

们信仰的原因也是信仰的结果。基督教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 与这个群体

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 女信徒作为教会的单性群体通过家庭的感染力正

在将基督教的社会伦理传给下一代。在调查中笔者发现, 二十岁至四十岁年龄段的年青信

徒受家庭影响信基督教的占 60%。这个基督徒新生代中大多具有高中或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 男女比例差别不大。等这一代人将来成长起来后, 教会的单性现象可能就会明显减

弱。根据国家宗教局的资料显示, 中国入关后基督教将会有更多的年青化、男性化、城市

化的表现。而从基督教当前的教牧实践和神学导向来看, 基要派和福音派仍是主流, 这在

一定程度上使基督教群体的道德水准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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