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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2015 年以来，非洲国家刚果（金）因约瑟夫·卡比拉总统谋求第三任期而引发政治
危机，基督教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会在刚果（金）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及宗教根源。基督教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在政教关系中的强势地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教会自身的势力以及宗教领袖
的威望，使得它在刚果（金）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基督教会不能对刚果
（金）的政治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教会在刚果（金）
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仍将发挥其他因素所不可比拟的调和及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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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特别是非洲政治民主化以来，每当发生政治危机，政党恶斗陷入僵局之时，
基督教会便趋于活跃，居间调停，发挥着缓和矛盾、化解危机的作用，基督教会在近年来刚果（金）
政治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自 2015 年 1 月以来，有“非洲心脏”之称的中部非洲大
国刚果（金）围绕总统选举引发的政治危机持续发酵，不仅使国内政坛陷入僵局，还产生了社会安全
A
以及非洲天主教徒人数
等一系列外溢效应，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作为非洲第二大基督教国家，

最多的国家，基督教天主教会在该国政治危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扮演了重要角色。教会不仅
作为调停者，在总统多数派与反对派就选举时间及权力交接等问题僵持不下时进行斡旋，主持了两派
之间的对话，敦促双方签署了“全国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而且扮演组织者的角色，在约瑟夫·卡比
拉（Joseph Kabila Kabange）总统一再推迟选举时间的情况下，支持“世俗协调委员会”在全国各主要
城市组织多次游行示威，向总统施压。事实上，基督教会在刚果（金）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
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及宗教根源。

一、基督教会在刚果（金）政治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基督教会一直是刚果（金）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刚果（金）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并扮演多重角色。争端四起时，它们是和平的呼吁者 ；党派僵持时，它们是调解者和润滑剂 ；为
民主、正义而斗争时，它们是组织者和先锋队 ；民主进程中，它们是恪尽职守的监督者。
（一）和平对话的呼吁者
2015 年以来，刚果（金）大选问题逐渐升温。现任总统约瑟夫·卡比拉的第二个任期本应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结束，但在 2015 年 1 月 17 日，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包含预先进行人口普查等条款的选
举法修正案，遭到反对派抵制，认为政府企图借此延长卡比拉执政期限，为其修宪连任创造条件。1 月
19 日—22 日，反对派在首都金沙萨组织游行示威，并演变为大规模骚乱。刚果（金）政府发言人指出，
此次游行示威共造成 12 人死亡，25 人受伤，300 多人被捕，若干房子、公交车及公共财物毁坏，但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
（项目编号 ：16ZDA168）项目阶段性成果。
A 基督教人口超过 7300 万，约占总人口的 95%，教徒数量仅次于尼日利亚。参见美国歌顿·康维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
心 2015 年全球基督教研究报告。http://www.gordonconwell.edu/ockenga/research/documents/1ChristianityinAfricaFINAL.pdf，2018
年 3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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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权国际协会的数据，至少有 42 人死亡，政府动用了一切手段平息混乱。刚果（金）天主教会的
红衣主教兼金沙萨教区大主教洛朗·蒙桑沃 - 巴辛亚（Laurent Monsengwo Pasinya）随即发表讲话，呼
吁政府停止使用武力，敦促反对派通过法律与和平的手段来反对修改宪法。在各方压力下，国民议会
随后撤销有关争议条款，骚乱随即平息。
（二）政治僵局的调解者
2015 年底，刚果（金）独立选举委员会以技术、资金困难为由明确表示无法按期举行选举，再次
激起反对派不满。为了缓解紧张的政治局势，2016 年 9 月，刚果（金）开启全国政治对话，在非洲联
盟代表、多哥前总理埃德姆·科乔（Edem Kodjo）的斡旋下，总统多数派、温和反对派、公民社会三方
达成部分协议，决定将大选推迟至 2018 年 4 月，并组成由国民议会议员、前反对派成员萨米·巴迪班
加（Samy Badibanga）任总理的全国团结政府。但由于以艾蒂安·齐塞凯迪（ Etienne Tshisekedi）为首
的激进反对派抵制对话，缺席谈判，这一协议事实上并未得到各方的充分认可。在对话陷入僵局之时，
12 月初，新一轮谈判由“刚果全国主教会议”
（Conférence Episcopale Nationale du Congo, CENCO）主持，
在天主教会的调解和斡旋下，激进反对派与总统多数派展开对话，并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最终签署各
方普遍接受的“全国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
，即《圣西尔韦斯特协议》A，规定总统大选于 2017 年底举
行，卡比拉继续留任直至新总统选出，但不得谋求第三任期，过渡期总理一职由反对派联盟成员担任。
2017 年 4 月，卡比拉任命反对派人士布鲁诺·奇巴拉（Bruno Tshibala）为过渡政府总理。
在政治对话这一问题上，即使是非盟出面，也推进缓慢，当非盟代表还在为一个仅仅部分达成的
协议而沾沾自喜时，仅仅两个月之后，基督教会便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进一步成功，促进达成了更加
全面和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协议。
“尽管存在分歧，但没有人离开谈判桌”，一位天主教教士对非洲大陆
著名的法语周刊《青年非洲》的记者表达了他对于这一事件圆满解决的满意。相关人士对于主教们的
B
而这
评价是 ：
“只有卡比拉总统本人掌握着解决后续问题的钥匙，主教们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工作。
”

一问题的解决也凸显了基督教会在刚果（金）政治博弈中，特别是在政治僵局中，作为调解者所发挥
的独一无二的润滑剂的作用。
（三）市民运动的组织者
如前所述，2016 年 10 月起，总统多数派与反对派各方经过数次政治对话，先后将大选日期定于
2018 年 4 月和 2017 年 12 月，并两次任命新政府总理成立过渡政府。但 2017 年 10 月，
“国家独立选举
委员会”
（la Commission électorale nationale indépendante , CENI）宣布完成选民登记后至少需要 504 天后
才能举行大选，导致原定 2017 年底的大选再度延期至 2018 年 12 月 23 日，引发新一轮抗议。蒙桑沃
主教警告说，刚果（金）的光明未来必须要通过斗争来取得。从 2017 年底开始，反对卡比拉总统继续
执政的抗议活动就主要由“刚果世俗协调委员会”
（le Comité laïc de Coordination, CLC）来领导了，这个
组织与该国天主教会关系密切，并受天主教会支持，这个组织也成为这场运动中的核心机构。该组织
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 月 21 日和 2018 年 2 月 25 日组织了三次遍及全国、影响广泛的
游行示威，要求当局尊重《圣西尔韦斯特协议》，卡比拉总统公开承诺不再参与总统大选以谋求第三任
期。为了鼓励将斗争坚持下去，呼唤民主和正义，从 2018 年 1 月起，每周四晚上九点，在全国所有的
天主教教堂里，钟声长鸣 15 分钟。
政府对游行进行了镇压，造成众多死伤，教会多次发声，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刚果全国主教会议”
谴责镇压“损害了每个民主国家都应保证的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对教会的亵渎和对信徒的人身攻

A 因该协议签订于 12 月 31 日新年前夜而得名。在天主教的日历上，每一天都是以一个圣徒即天主教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的，12
月 31 日这一天叫做圣西尔韦斯特（Saint Sylvestre）。
B Trésor Kibangula,“Pourquoi l’Église se retrouve au cœur du jeu politique”, Jeune Afrique, 29 décembre 2016, http://www.jeuneafrique.
com/387961/societe/rd-congo-leglise-se-retrouve-coeur-jeu-politique/, 2017 年 11 月 1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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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并呼吁刚果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A 蒙桑沃大主教也反问道，
“难道我们生活在露天
“我们将如何相信这些无能的领导人来保护人民，保证和平，正
的监狱中吗？”B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
义和人民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干预，让有治理能力的人治理国家”，
“是时候让真
理战胜谎言，让和平与正义之光照耀刚果民主共和国了”。C 金沙萨总主教教区的执事让·雍戈（Jean
Yongo）神甫说 ：
“我们相信，这个国家将继续前进，总有一天将举行选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俗
委员会的号召下不断示威游行的原因，为了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希望举行选举。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希
望在 12 月的某一天将举行选举，在 2019 年将有一位新的总统以应有的方式领导这个国家。
”D 东开赛
省游行被镇压后，姆布吉马伊（Mbuji-Mayi）教区神职人员在致省长的一封信中写道 ：
“在你拒绝与上
帝对话的同时，你就是在攻击人类。因此，我们强烈抗议这些行动，并要求恢复尊严，回归正义。将
来我们不会容忍你滥用权力来操纵舆论。
”
（四）民主进程的监督者
2018 年的选举中，是否使用电子投票机是政府与反对派争论的焦点之一。
“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
的主席高奈依·南加（Corneille Nangaa）认为，电子设备投票可以简化和降低选举成本，将选举材料从
16000 吨减少到 8999 吨，将选举费用从 5.54 亿减少到 4.32 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让刚果人在
2018 年 12 月 23 日之前投票，使用这种创新科技是唯一的办法，否则，仍然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选举。
而反对派谴责这一行为有欺诈的嫌疑，关系到选举透明度的问题，而且它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这
是选举法所禁止的，该法第 237 条规定，不能使用电子投票设备”
，国民议会议员马丁·法尤卢（Martin
Fayulu）说。鉴于这一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教会也对其使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主教们认为
这是选举中一个尚存漏洞的薄弱环节，
“我们感到困惑的是，选举委员会的这个选举方式并没有在所有
政治阶层中达成一致，也不能让人民放心，这必然将会导致一个有质疑和争论的结果”。E 言外之意，
选举委员会有必要考虑一个为各方所普遍接受的选举方案。在各方压力下，至笔者撰写本文之时，这
一问题仍在协商中。

二、基督教会何以在刚果（金）政治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督教会在政治上的显现及其分量，不仅视乎基督教人口在国家中的比例，也视乎它在社会、历
史、宗教等维度下的定位。就刚果（金）基督教会而言，它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在政教关系中的强
势地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教会自身的势力以及宗教领袖的威望，都使它成为刚果（金）政
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在公共领域的贡献使基督教会享有较高威望
自比属刚果时期， 基督教会 就在 开办学校、医院， 从事慈善事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
刚果（金）现代公共事业体系基本上是由教会引进，并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督教会在其中扮演了先
驱者的角色。刚果（金）独立后，即便在政府开办的学校、医院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基督教会在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依然不可低估。
刚果（金）的现代教育就始于比属刚果统治时期基督教传教机构创办的教会学校。由于殖民政府
A Vaticannews, La Cenco demande au peuple congolais «de prendre son destin en main», http://www.vaticannews.va/fr/eglise/
news/2018-02/rdc-cenco-eveques-assemblee-pleniere-kinshasa-elections-kabila.html, 2018 年 2 月 19 日访问。
B TV5MONDE, En RDC, le comité laïc de coordination se dit traqué par le pouvoir, 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video-enrdc-le-comite-laic-de-coordination-se-dit-traque-par-le-pouvoir, 2018 年 1 月 24 日访问。
C TV5MONDE, En RDC, l'indignation des catholiques après la répression du 31 décembre，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
en-rdc-lindignation-des-catholiques-apres-la-repression-du-31-decembre, 2018 年 1 月 2 日访问。
D TV5MONDE, Marches anti-Kabila en RDC : Lendemain de répression meurtrière, 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videomarches-anti-kabila-en-rdc-lendemain-de-repression-meurtriere, 2018 年 2 月 28 日访问。
E TV5MONDE, La machine à voter en RDC : triche ou simplification ? 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la-machine-voter-enrdc-triche-ou-simplification, 2018 年 2 月 2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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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开办世俗学校，教会学校成为刚果人接受教育的唯一来源和培养人才的重镇。1920 年，比属刚果
在校小学生近 20 万，其中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占到 10 万，新教教会学校的学生为 8.5 万 ；而殖民当局
创办的世俗学校的学生仅有 2000 名。1956 年，由天主教会筹建的洛瓦宁大学（坐落在利奥波德维尔近
郊）和新教教会筹建的伊利沙伯维尔大学先后正式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在比属刚果的起步。A 独立
后，刚果（金）仍然沿用殖民时期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与格局，教会创办的各级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快
速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尤其快。1963 年新教教会在基桑加尼创办了综合性的刚果自由大
学，而天主教会在 50 年代创办的洛瓦宁大学则不断发展壮大，到 1965 年在校学生已超过 1500 名，除
刚果本国学生外，还有少量欧洲国家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学生教师约 250 名，共设教育、政治与行政和
经济 3 个系。B 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初，蒙博托政府曾宣布将所有教会经营的大中小学校收归国有，
C
的推广，限制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的扩张 ；然而，由于
并废除学校的宗教课程，以配合“真实性运动”

教会的抵抗，加之受经费短缺和师资力量不足的制约，政府无力担负其职，被收归国有的学校数年之
后便又归还给了各教会机构，继续由教会负责办学。
在世俗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基督教会办学仍是刚果（金）教育体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
刚果小学的 80% 和中学的 60% 为教会学校，D 例如刚果（金）浸礼会与政府协作，保证了 600 多所小
学和 400 多所中学的正常运转，它还同刚果其他基督教会，特别是同为“刚果基督教协会”成员的教
会一起，积极推动一些文化机构，如刚果新教大学、基督教福音派文学中心的发展建设。E
同教育领域的情况相似，在比利时人统治时期，刚果（金）的医疗卫生事业也主要由教会经营。
刚果独立以后，历届政府基本上未对医疗卫生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医疗卫生事业支出在政府财政总
支出的比重，20 世纪 70— 80 年代为每年 2%— 3%，90 年代以后降至每年不足 1%，F2000 年以后缓慢
增长，2015 年为 5%。
；G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从 2000 年的 18.4 美元至 2015 年的 19.8 美元，十几年间仅
提升 1.4 美元。H 这种情况导致刚果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进步不大，教会医院和诊所是医疗卫生服务
的主体。例如成立于 1946 年的刚果（金）浸礼教会，是“刚果新教理事会”的成员，也是“刚果基督
教协会”的创始者。除了福音传教以外，它还致力于公共领域的建设。在医疗卫生领域，它拥有 9 家
医院，96 个保健中心和 2 所护士培训学校，担负着治病救人与培训医务人员等重要的责任。近些年来，
该教会尤其重视在农村地区基本卫生保健工作方面与政府间的合作。
由此可见，基督教会在刚果（金）公共领域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不足或缺失，提
升了它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使教会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教会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威望，使它
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
（二）在政教关系中基督教会始终是一个较为强势的存在
从殖民时期至今，无论是从广义上政治与宗教的关系，还是从狭义上国家（政府）与教会的关系
来看，刚果（金）的政教关系中，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地位与作用始终不容小视。
比属刚果时期，比利时殖民者实行的是国家、天主教会和大公司三位一体的统治，基督教会是刚
果社会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宗教领袖也是刚果传统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1960 年刚果（金）独立之初，百废待兴，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需要倚仗教会的资源 ；新生政权本
身也需要教会的支持，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巩固统治根基 ；此外，新生国家还希望借此维系

《列国志·刚果民主共和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3— 244 页。
A 李智彪编著 ：
《列国志·刚果民主共和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5 页。
B 李智彪编著 ：
C 具有非洲民族主义特征的文化及政治运动，旨在恢复和弘扬非洲传统价值观念，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的独立与自主。
《列国志·刚果民主共和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5— 246 页。
D 李智彪编著 ：
《非洲基督教会政治立场转变原因分析》，
《西亚非洲》，2012 年第 5 期。
E 郭佳 ：
《列国志·刚果民主共和国》，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63 页。
F 李智彪编著 ：
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GHEDGGHEDGGESHA2011?lang=en, 2018 年 3 月 28 日访问。
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apps.who.int/gho/data/node.main.GHEDCHEpcUSSHA2011?lang=en, 2018 年 3 月 2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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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前宗主国的关系，以获取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 ；因此，在这一时期，卡萨武布总
A
的影响，刚果（金）
统将基督教会看作不可忽视的盟友。但是到了 70 年代，受到“回归真实性运动”

（1971— 1997 年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的政教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在独裁政权的高压态势以及弘扬民
族主义的背景下，基督教会处境艰难。尽管遭受打压，但在一个反对党被取缔，新闻自由被剥夺，制
衡机构形同虚设的政治生态下，只有教会是极少数被允许建制存在的社会组织之一，拥有一些有限的
自主权，成为扎伊尔政治体系中的一片“自由地带”。B 此外，教会还从国外的教会组织获得大量的
发展援助，因此，基督教会成为扎伊尔除执政党以外组织机构最为完善的社会团体，最强大的市民社
会组织，以及青年团体、学生社团、贸易联合会、妇女组织和发展事务处等其他市民社会的避难所。
市民社会组织越是受到独裁政权的打压、吞并或肢解，它们就越是被基督教会所吸引过去。C 尽管世
俗政权处于强势，扎伊尔的基督教会仍然利用其掌握的精神、道德资源对世俗权力施加影响。可以说，
刚果（金）的基督教会曾经被打击，但从来未被打败过。
随着 1980 年 5 月初保罗二世教皇访问扎伊尔，基督教会的社会政治地位重新得以提升。据《青年
非洲》周刊报道，在接待教皇前夕，尽管蒙博托总统当时还在极力倡导“真实性运动”，但也不得不遵
守基督教的规定，履行宗教仪式与他的情人波比·拉达瓦（Bobi Ladawa）结婚。D 另外，80 年代的扎
伊尔经济衰落，政治腐败，当权者逐渐失去民心，其政治合法性基础出现松动。在这种形势下，政府
也需要借助教会的力量来争取国际援助，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巩固其统治根基。鉴于此，
蒙博托逐步改变 70 年代对教会的一味打压与限制，开始重新界定与教会的关系，不仅对西方传教士的
到来表示欢迎，还劝说传教士重新接管被收归国有的教会学校。生存环境的改善使得教会逐渐在政治
上趋于活跃，它不仅运用精神力量，而且动用其实体性的社会力量，担当起市民社会的职责，发挥起
“被禁止的反对党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教会推动开启了扎伊尔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时至今日，在刚果（金）这样一个基督教徒人口占全国人口 95% 以上，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中，
基督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显然不容小视。出色的组织动员能力是教会的一大优势，特别是在一个社会
系统几乎无法正常运转的国家。可以说，如今在刚果（金），教会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整个系统内部，从
上到下贯彻执行自身决定的机构，
“教会才是国家之内真正的国家”，E 只有基督教会“有能力超越部
族界限、阶级划分、种族集团、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国家边界同人民对话”。F
（三）在历史上基督教会具有参政的传统
基督教会从未脱离刚果（金）的政治领域。无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还是
冷战终结前后掀起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其中都不乏基督教会的身影。事实上，基督教会在刚果（金）
本次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并非第一次，而是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次政治斗争也被
深深打上了宗教文化的烙印，许多具有政治意涵的流行歌曲里面都含有宗教性歌词，政治斗争的内容
也常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和思想来描绘。

A 这一政治态势演化的突出特征是 ：受到传统政治文化、非洲民族主义思潮及“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政治上，
出现了权力集中化趋势，旨在树立和强化蒙博托总统的个人权威 ；文化上，谋求恢复和弘扬非洲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掀起了
“非洲化”或国有化运动。
B Richard Joseph,“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John Witte ed.,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1993, pp.232-234.
C Richard Joseph,“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John Witte ed.,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1993, p.236.
D T résor Kibangula, "Pourquoi l’Église se retrouve au cœur du jeu politique", Jeune Afrique, 29 décembre 2016, http://www.
jeuneafrique.com/387961/societe/rd-congo-leglise-se-retrouve-coeur-jeu-politique/, 2017 年 11 月 12 日访问。
E Richard Joseph,“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John Witte ed.,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1993, p.236.
F Richard Joseph,“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John Witte ed.,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1993, 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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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会是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开启者。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
云涌，1955 年，比利时安特卫普海外领地学院教授范比尔森（A.A.J.Van Bilsen）用弗拉芒语写成一本
名为《比属非洲 30 年政治解放计划》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法文版在 1956 年 2 月出版后，引发了
殖民地精英阶层内部关于国家未来的激烈讨论，其中，来自较为温和的天主教知识分子集团的反应最
为显著，他们自称为“非洲的觉醒”。该集团的成员包括天主教神父约瑟夫·马卢拉 ；独立后曾任总理
的约瑟夫·伊勒奥等。在 1956 年 7 月 2 日金沙萨出版的《非洲信使报》上，
“非洲的觉醒”集团发表
了一份声明，宣称认可范比尔森教授在《比属非洲 30 年政治解放计划》中提到的刚果政治解放的规划，
并认为这是对刚果未来展开政治讨论的一个良好的起点。殖民地的天主教主教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宣
称已经到了刚果人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了，这份声明也发表在了同日出版的《非洲信使报》上。A 可
以说，教会的反应吹响了比属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号角。
在冷战终结之际勃兴的民主化浪潮中，基督教会更是扮演了开启者、组织者、调解者，乃至监督
者、教育者的角色，其言行对扎伊尔民主政治的确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教会在民主化进程开启前后扮演了鼓动者、组织者的角色。1990 年 3 月 12 日— 15 日，面
对日趋恶化的国内形势，扎伊尔天主教会召开了有 12 位大主教和主教参加的特别会议，并将会议讨论
的内容以公报的形式呈交蒙博托总统，表达基督教会对时局的看法以及对政府治理的意见和建议。主
教们认为，扎伊尔许多“观念、体制和实践”都来源于东欧国家，B 包括政治经济上的集权主义、政
党组织形式、遍布全国的安全体系等。总统的独裁专制使得所有行政部门都听命于他，缺乏言论自由，
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机构可以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从而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其结果是，当东欧国
家政治体系在 1989 年轰然垮塌之际，扎伊尔也因自身政治结构的脆弱性而面临危机。基于现行制度的
上述弊端，主教们建议改变现有的宪法体系，主张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提升全社会的道德素养，
保证民众享有言论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虽然扎伊尔教会并未直接成为该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启者，但
它对现政权的批判对于当权者最终决定进行民主变革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当时还在基
桑加尼任大主教的洛朗·蒙桑沃 - 巴辛亚作为“全国会议”的主席，成为扎伊尔民主化进程的组织者。
其二，在民主化进程中，教会势力扮演了民主复兴和民族和解的调解者、仲裁人，乃至民主政治
的监督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在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后，特别是当党派斗争激化之时，教会势力往往主
动或“应邀”在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居间斡旋、调解 ；当举行多党派参加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之时，教
会又扮演了监督者的角色。此外，教会还注重在公民中进行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教育，使公民了解
选举程序，树立民主意识，广泛参与大选，并在选举中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其三，在维系民主化成果的过程中，基督教会继续扮演监督者和教育者的角色。教会组织虽然在
民主化风波渐渐平息后逐步淡出了刚果（金）政治舞台，但是它们仍在继续关注并推动完善民主，通
过扮演政府监督者与民主政治文化教育者的角色，巩固民主政治成果。例如在刚果（金）2011 年的总
统选举中，当时在任的约瑟夫·卡比拉总统谋求连任，而反对派也不甘示弱，总统派与反对派在大选
前夕就表现出一些违背民主精神的趋势和苗头。为了避免乱局出现，刚果（金）基督教会要求“全国
独立选举委员会”尽快出台一项旨在所有参选党派之间斡旋、调解的磋商机制，与此同时还求助于欧
洲国家，希望它们向刚果政府施加压力，以保证大选在民主框架内进行，并坚持认为包括刚果政府和
欧洲驻刚果使节在内的一定数量的观察员应参与大选，以提高选举的透明度。C 此外，教会还认为，
在“受到毒害”的社会和道德环境中，只有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才能推进刚果人所选择的政治经济
体制的正常运转，带领全社会建立一个更加人道、有效和合理的政治制度。基于这种信仰，它们试图
《叛乱史》，第 2 本，第 19 页和第 489 页。这两份声明都发表在了首页突出的位置上。转引自［刚果］乔治  恩
A 旺德斯登 ：
荣格拉  恩塔拉耶著 ：
《刚果史——从利奥波德到卡比拉》
，沈晓雷译，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1—102 页。
1993.
“The christian churches and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John Witte (ed),
B Jeune Afrique, 20-25. Quoted in Richard Joseph，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oulder Westview, 1993. p.238.
《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宗教风险探析——非洲基督教的视角》，
《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3 期。
C 郭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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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培养公民意识，并努力追求更好的价值观。
（四）天主教会拥有强有力的地方教会及宗教领袖
在刚果（金）基督教会中，相对于新教教会，天主教教会在政治上的参与更为积极和激进，这与
该国拥有强大的地方教会以及可以掌控天主教会的强人具有很大关联。
刚果（金）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人口中约 60％为天主教徒，2010 年
天主教徒人数超过 3200 万，拥有超过 5000 名神父和 47 个教区，天主教堂遍及全国各地。A 尽管拥有
庞大的教会组织架构，但在独立后一段时期内，刚果（金）的天主教会曾经一度被看作是比利时殖民
地的殖民遗产而遭受质疑，而教会通过在蒙博托时期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以及在公共事业中发挥的作
用最终获得了社会威望及政治合法性。在刚果（金），由教会倡导的政治举措更多地源于当地教会的自
主创意，而并非主教区或罗马教廷的旨意，与一些地方教会弱小的天主教国家相比，刚果（金）的天
主教会在政治生活中显得更加独立而有份量。
刚果（金）不仅拥有强大的天主教地方教会，而且还有可以掌控全局的教会强人，即金沙萨总主
教、红衣主教洛朗·蒙桑沃 - 巴辛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蒙桑沃主教就在刚果（金）历史上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扎伊尔开启的民主化进程中，他被任命为“全国会议”主
席，负责民主化进程的组织工作。1992 年担任“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1994 年任过渡议会议长，
负责起草宪法和组建过渡政府，以筹备大选，并因此成为了民主转型时期的中心人物。蒙森沃与现任
教皇弗朗西斯关系密切。2013 年，他曾参与教皇选举，而后被刚刚当选的弗朗西斯教皇任命为红衣主
教团成员，是教皇最亲近的红衣主教之一，同时也成为罗马教廷职能改革“专项委员会”中的一员，
负责为教皇提供建议，并修订罗马教廷的宗教法规。可以说，蒙森沃是罗马教廷的核心人物之一。B
（五）拥有来自罗马教廷及国际基督教组织的支持
如果将上一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看作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神学家，那么与之相比，现任教皇弗朗
西斯更像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因为自从他 2013 年任职以来，梵蒂冈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
活动，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刚果（金）作为非洲天主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其局势受到梵蒂冈的密切
关注。教皇及其使节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 2015 年以来刚果（金）的政治乱局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
危机，表达对当权者实施暴行的谴责，对和平的祈祷，对人道主义危机的担忧，并积极推进党派、公
民社会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实现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事实上，2016 年底刚果（金）各
党派之间之所以能够在教会的斡旋下达成一致，并最终签署《圣西尔韦斯特协议》，与来自教皇的压力
不无关系。因为在政治对话开启前 3 个月，也就是 2016 年 9 月 20 日，弗朗西斯与卡比拉总统进行了
20 多分钟的会面，强调“为了共同的利益，政治家、公民社会代表与宗教团体之间合作的重要性，通
过互相尊重和包容性对话来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C
教皇与刚果（金）主教团有着频繁的接触，经常就刚果时局交换意见。2016 年 12 月 19— 20 日，
宪法所规定的卡比拉总统本应离任的日子，在首都金沙萨爆发了政府军与反对卡比拉继续执政的示威
群众之间的冲突，造成多人死伤。21 日，教皇弗朗西斯在一次公开活动结束时谈及此事，以及他近期
与刚果（金）主教团高层的会晤，呼吁该国政治人士关注人民疾苦，为百姓造福。教皇说 ：
“我再次向
全体刚果人发出沉痛呼吁，愿他们在这历史性关键时刻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愿那些负有政治责任的人
聆听自己良心的声音，能够看到他们国人所受的疾苦，拥有一颗为百姓造福的心。
”
自 2017 年底以来，刚果（金）因选举日期再次推迟而引发新一轮危机，政治治理处于瘫痪状态，
A TV5MONDE, l’église catholique, fusible d’un pays en souffrance, 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rdc-leglise-catholiquefusible-dun-pays-en-souffrance, 2017 年 1 月 13 日访问。
B TV5MONDE, Le pape François, retour sur ses cinq ans de diplomatie africaine, 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le-papefrancois-retour-sur-ses-cinq-ans-de-diplomatie-africaine, 2018 年 3 月 12 日访问。
C TV5MONDE, l’église catholique, fusible d’un pays en souffrance, https://afrique.tv5monde.com/information/rdc-leglise-catholiquefusible-dun-pays-en-souffrance, 2017 年 1 月 1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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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失序进一步加重了东部伊图里、北基伍地区以及中南部开赛地区的冲突和动乱。鉴于此，教皇分
别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和 2018 年 2 月 23 日两次在圣彼得大教堂为刚果（金）的和平祈祷，以此呼吁
全世界关注该地区“饱受战争和暴力蹂躏，并且被所有人抛弃的民众的悲剧”，
“唤起国际社会的良知
和责任”。梵蒂冈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尤尔科维奇（Ivan Jurkovič）总主教 2017 年 6 月 21
日也在人权理事会第 35 届会议上呼吁刚果（金）政府与联合国“密切协商及合作”，
“建立民主进程、
保护平民、促进和平”。
“刚果全国主教会议”也得到了来自国际基督教组织的支持。
“比利时主教会议”密切关注这个与
比利时保持重要合作关系的国家的局势。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刚果基督教会组织的示威活动受到压
制之时，
“比利时主教会议”向“刚果全国主教会议”发布了支持声明。声明中揭露了刚果政府对教会
和教徒的暴行，指出当局对教会人士实施追捕，五名示威参与者被枪杀，圣体节庆祝活动因催泪瓦斯
而中断，数十个教区遭到袭击和洗劫，许多信徒被抢劫和恐吓 ；敦促尊重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
并呼吁比利时、欧洲联盟、国际社会用一切手段介入这一事件。A2018 年 1 月 12 日，比利时教会代
表与罗马教廷使节一起参加了刚果（金）天主教会在金沙萨最大的教堂为遇难者举行的弥撒。
“基督徒
废除酷刑国际联合会”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chrétiens pour l'abolition de la torture，FIACAT)

也在一份声明中“反对这些严重侵犯和平集会权，言论自由权和宗教自由权”的行为。B

三、结语
刚果（金）的基督教会强大而颇具影响力，自殖民时期以来，它就将自己置身于政治舞台之中。
它像一场对话的主持人和中立性质的调解者，身在事外，却又置身其中。它谨慎而有效地缓解紧张局
势，打破僵局，建立起党派之间的对话，在相互对立的政治阵营中斡旋，而不偏袒任何一方，从而消
除危机 ；甚至在必要时刻从调解者的角色转变为反对当权者的力量。28 年前，正是在基督教会的鼓动
和组织下，扎伊尔开启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在民主化风波渐渐平息后逐步淡出政治舞台 ；而 28 年后
的今天，教会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为保护和巩固民主政治成果而斗争，这可以看作是基督教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延续。特别是当主要反对派人士艾蒂安·齐塞凯迪于 2017 年 2 月 1
日逝世以后，刚果（金）的政治格局一度失衡，而基督教会就成为了刚果（金）权力平衡的重要力量。
诚然，一国的政治发展轨迹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宗教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既不能忽视，
亦不能高估。基督教会对于刚果（金）政治走向不足以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基督
教会依然是刚果（金）政治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刚果（金）政治发展中起到其他因素不可
比拟的调和及推进作用。
（责任编辑

王

伟）

A Vaticannews, Les évêques belges soutiennent leurs confrères congolais, http://www.vaticannews.va/fr/eglise/news/2018-01/les-evequesbelges-soutiennent-leurs-confreres-congolais.html, 2018 年 1 月 11 日访问。
B TV5MONDE, Les autorités répondent aux accusations de l'Eglise catholique, https://information.tv5monde.com/afrique/rdc-lesautorites-repondent-aux-accusations-de-l-eglise-catholique-212329, 2018 年 1 月 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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