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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非洲独立教会及其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

——以锡安基督教会为例

⊙ 徐 薇

内容提要：		非洲独立教会是指由非洲人在非洲建立的、以非洲人的方式满足非洲人信仰需要的教

会，也称之为“基督教的非洲本土化运动”。本文旨在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非洲

独立教会进行梳理与考察，并以其中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锡安基督教会为个案，

分析非洲独立教会对南非政治、社会、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及未来发展趋势。非

洲独立教会在南非非洲人聚居人口最多的乡村城镇地区发展规模日益壮大，深刻影响

着南非非洲人的精神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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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薇，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引  言

非洲宗教博大精深，复杂多元，基督教自 15 世纪随着欧洲传教士传入非洲以来 A，经历

了数百年的兴衰变革。非洲殖民地人民觉醒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浪潮，与西方教会相

抗衡的新宗教运动兴起，从而催生了近代基督教非洲化的第一步——“独立教会”的崛起。独

立教会的势力在南非和西非最强大，遍布各个城镇与村庄，对非洲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乃

至政治经济都产生着深远影响。什么是非洲独立教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不同的

定义，最接近现实且受非洲人认可的一个定义是加纳学者科菲·阿皮安 - 库比（Kofi  Appian-

Kubi）提出的 ：“非洲独立教会是指那些由非洲人建立的为了满足非洲人特殊需要的教会。成员

和领导者都是非洲人。”B 具体来说，是西方基督教与非洲本土信仰糅合在一起形成的新教派，

亦是当今非洲大陆上发展最为迅速、影响最为广泛的教会，又被称为“非洲本土教会”。自 19

世纪末期以来，作为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与反抗，非洲独立教会的发展逐渐兴盛，引起

了世界性的关注与研究。然而在中国学术界尚缺乏针对非洲独立教会的个案与实证研究。

在南非，据不完全统计，有 6000 多名称各异的独立教会，信众有 1000 多万，占黑人人

口的 30%、基督教信众的 40%。C 为什么非洲独立教会会在南非快速发展壮大？人们能提出

上百种理由，但最主要的两点是宗派主义和南非施行的种族政策。因此，对于南非独立教会

的认识与研究必须基于南非特殊的殖民历史与种族隔离制度背景中来考察，而种族隔离对南

  *   　 本文系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批准号 ：14CSH007）的阶段性成果。

A　 基督教在非洲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公元 330 年阿克苏姆的国王埃扎那（Philip Ezana the Grate）将基督教宣布成国教。但

本文所涉及的基督教的非洲化，是指 15 世纪以来欧美传教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建教会的本土化、地方化过程 ；本文中的

“非洲”，特指“撒哈拉以南非洲”。

B　 Kofi Appiah-Kubi，Sergio Torres，African theology en route ：papers from the Pan African Conference of Third World Theologians，

Orbis Books，1979，p.117. 

C　 G.C.Oosthuizen，“The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in South Africa ：A History of Persecution”，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2000，Vol.14，p.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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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会造成的影响在其制度被废除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广泛而深远。

本文基于对南非非洲独立教会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分析，结合笔者在南非田野调查的实

践感受，以锡安基督教会（Zion Christian Church，ZCC）为个案，剖析当代南非最大的非洲独

立教会是怎样形成、运作、发展壮大并深刻影响着南非人日常生活与社会、政治变革等方面。

一、南非非洲独立教会的起源与发展

南非最早的非洲独立教会起源于 19 世纪末期，历史上第一个从基督教主流教会脱离

出来的南非独立教会——滕布民族教会（Thembu  Nat ional   Church）是由奈海米亚·提莱

（Nehemiah  Ti le）在 1884 年创立的，他曾是卫斯理公会的福音传道者，极具个人魅力和天赋

且工作尽职尽责。A 提莱公开指责白人干预其所属部落——滕布的内政事务且影响酋长的权

威，而卫斯理卫理公会教会（Wesleyan  Methodis t   Church）指责他沉迷政治。1885 年滕布部

落归英国殖民者管辖，提莱明确提出抗议，希望能够赶走部落里的殖民官并废止针对非洲人

的限制通行制度。B

据提莱自述，这是“一场将黑人从欧洲白人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政治运动”C，有学者总结

了提莱在整个非洲独立教会的形成发展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与意义 D ：1、他是非洲独立教会

运动的发起者，为受压迫的非洲人争取人权斗争的领导者 ；2、他是第一位黑人神学学者，他

不仅把神学记录在书本中，还始终关心人民的疾苦 ；3、他带来了新的黑人觉醒意识（强调普

遍的黑人性）；4、他积极挑战那个时代的不公正。5、他为后来兴起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奠定基

础。在某段时期，非洲独立教会运动比任何政党都让南非白人觉得恐惧 ；这场运动亦推动与

影响了当今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在 1912 年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提莱与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同属滕布部落，提莱在 19 世纪

晚期发起了黑人解放运动，曼德拉则在 20 世纪晚期大体上完成了这一目标，这是南非黑人为

寻求自由解放而百折不挠斗争到底的历史见证。

此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神学学者、传教士对于白人殖民者对非洲人部落事务的干预表达

强烈的不满与愤怒，他们强调坚持非洲人传统信仰，比如祖先崇拜、治愈仪式等，并只允许非

洲人牧师在部落里提供传教服务。由于特殊的反殖民反种族隔离历史，南非的非洲独立教会自

始自终都与政治、种族关系密切相关。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受到同一时期美国非洲人

运动影响，南非兴起了埃塞俄比亚运动（The Ethiopian movement）E ；与此同时，从美国传入

两个教会运动，一是由亚历山大·道伊（Alexander  Dowie）于 1896 年在美国芝加哥北部锡安

城 F 建立的基督教天主教会（Christian Catholic Church）；二是使徒信心会（Apostolic Faith 

A　 G.C.Saunders，“Tile and  the Thembu Church Politics and  Independency on  the Cape Eastern Frontie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11，No.4，1971，p.555.

B　 在当时的通行制度下，非洲人出行都要带着由殖民当局签发的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且要在特别的地区出示。

C　 G.C.Saunders，“Tile and  the Thembu Church Politics and  Independency on  the Cape Eastern Frontie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11，No.4，1971，p.567.

D　 同上书，p.570.

E　 “埃塞俄比亚运动”的名称来自于南非独立教会运动早期建立的第一个名为“埃塞俄比亚”的独立教会，历史上的埃塞俄

比亚王国在几个世纪中都是非洲基督教的重要所在地，又因为埃塞俄比亚是历史上从未被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而成为自由

独立的象征。

F　 锡安是基督教和犹太教提到的耶和华居住的地方，可追溯到耶路撒冷南部的锡安山，现今的使用中一般可以指代圣城耶路

撒冷或以色列全境，也可以直接翻译成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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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这两个宗教运动成为 20 世纪南非独立教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A

事实上，以西方白人文化为主导的基督教传播到非洲时并没有考虑、尊重非洲人的传统

信仰与精神需求，而是配合殖民需要在精神上控制、同化、压榨非洲人，这就必然导致非洲

人的反抗与排斥，因此，非洲独立教会在南非的激增扩散不仅是政治因素的推动，更是由主

流白人基督教会对非洲人人格与尊严的蔑视、否定而导致。非洲人在白人教会里只是一个最

底层的庶民，称不上兄弟姐妹和同伴 ；非洲人的所有需求都被忽视 ；非洲人的信仰、哲学、

心理、文化、传统等都被践踏漠视，仿佛它们都不存在。因此，在风起云涌的非洲独立教会

运动中，非洲人特有的社群精神被凸显出来 ：集体性的祈祷、跳舞、唱歌、见证、忏悔等自

由表达情感的形式，以及对祖先灵魂的接纳等，这些是与非洲人信仰生活共生共荣的统一体，

不容分割与否定。

非洲独立教会尊重并包容非洲人的信仰世界，包括祖先崇拜、神灵启示、传统仪式等。

非洲人需要的基督教是来自于非洲人信仰和生活体验中的，而不是一味模仿西方抛弃自我。

在非洲人的文化背景中，圣经、象征符号、诗歌、舞蹈、绘画等都充满着独特的意义与内涵。

非洲人的歌唱天赋极大地丰富了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内涵，却不被西方教会所重视。因此，

非洲人开始了轰轰烈烈地独立自主运动，多数非洲独立教会不再依赖西方主流教会的资助和

捐赠，试图通过彻底的独立来摆脱西方的施舍和操控。

除了政治与精神上的诉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的殖民以及工业革命给南非社会带

来了剧变。随着 20 世纪初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的大量发掘开采，南非经历了迅猛的城镇化

发展，近 60% 的人口聚居在城镇及周边，远远高于其他非洲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在此背景下，

城镇聚居人口在信仰与精神归属上的需求尤为迫切，而当时的主流基督教教会无法满足绝大

多数非洲人的信仰需要，由此非洲独立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起来。对于绝大多数生活

在贫困与匮乏中的非洲人来说，信仰首要且最重要的作用是其实用性，即能够帮助人们解决

现实中面临的困境与疾苦。基督教在南非的本土化运动并非完全脱离西方的基督教会，而是

通过与非洲传统信仰融合变通的方式，建立一套可以让非洲人理解接受的宗教体系，所谓的

“非洲神学”（theology o f  Afr ica）。

从数据上看，主流基督教会在非洲的发展近乎停滞。20 世纪 50 年代，南非主流基督教

会占 75—80%，非洲独立教会仅占 12—14%B，现在看来，前者比例在大幅下降，后者在显

著提高。据 1991 年南非信教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非洲独立教会的信众达到 1100 多万，占南

非基督教信众的 40% ；到了 2001 年，这一比例提升到 43%C，2001 年以后的南非人口统计

不再有信教人数的数据，故难以查证，但从现实来看，非洲独立教会遍布南非的城镇与乡村，

牢牢占据着绝大多数非洲人信仰生活的主导地位。从信众人数来看，非洲独立教会已经超越

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教会。

桑德克勒（Sundkler）对南非新宗教运动的经典研究指出，非洲独立教会主要分为两大类

型 D，其一是最早于 19 世纪晚期建立的埃塞俄比亚教会（the  EthiopianChurches），黑人教

A　 G.C.Oosthuizen，“The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in South Africa ：A History of Persecution”，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14，2000，p.1094.

B　 G.C.Oosthuizen，“The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in South Africa ：A History of Persecution”，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14，2000.

C　 同上。

D　 B. Sundkler，Bantu Prophets in South Africa，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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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因不满白人的教派斗争、教义争论、种族隔离而从白人教会脱离而来。他们强调“非洲是

非洲人的非洲”，在反对白人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巴雷特（Barret t）

所言，“埃塞俄比亚教会将宗教视为追求政治独立的有效工具”A。其二是目前在南非黑人中

发展最快、信众数量最多的锡安主义教会（the  Zionis ts   Churches），强调治病（healing）、

说当地语言 / 部落语言 (speaking  in   tongues) 以及在宗教实践中的原发性情感表达。锡安基督

教会（Zion  Chris t ian  Church，简称 ZCC）是锡安主义教会中最为突出的案例，笔者在 2017

年 3 月— 6 月南非访学调研期间，有幸亲历了北开普省金伯利市周边黑人小镇里的锡安基督

教会活动，笔者将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来深度描述锡安基督教会的形成发展现状以及对南

非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二、锡安基督教会的形成、发展与现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南非社会经历了方方面面的变革，追

求多元平等、包容发展成为南非建设“彩虹之国”首要目标。在此背景下，当代南非的宗教

信仰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教堂林立、教派繁多，其中发展最快、

规模最大、信众最多的非洲独立教会是锡安基督教会。据 1996 年南非人口统计，信奉锡安基

督教的人数有 387 万人，到了 2001 年人数达到 497 万 B，由于最近的 2011 年南非人口普查

中没有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对当下新教人数的统计都是估计，已达到 600 万人，超过南非

非洲独立教会信众的一半以上。

锡安基督教会由恩格纳斯·莱卡尼阿奈（Engenas  Lekganyane，1885— 1948）于 1924

年建立 C。莱卡尼阿奈曾在两个英国圣公会教会学习，1911 年加入博克斯堡（Boksburg）的

使徒信心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接着在 1916 年加入锡安使徒教会（ Zion  Apostolic 

Church）并最终成为传教士。1920 年，莱卡尼阿奈加入了爱德华·利昂（Edward  Lion）创立

的锡安使徒信心会（Zion  Apostolic  Faith  Mission，简称 ZAFM），后成为德兰士瓦省区域领

袖并在几年时间里发展了大量信众。由于教会内部矛盾激化，莱卡尼阿奈最终脱离了 ZAFM，

于 1924 年建立了自己的教会——锡安基督教会（以下简称 ZCC），并声称得到上帝的启示。D

虽然莱卡尼阿奈曾服务于两个锡安主义教会，但其创立的 ZCC 在教义教规上做了很多创

新和改革，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作为锡安主义教会，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通过信仰疗法来赢

得信众，据说莱卡尼阿奈本人就曾治愈了大批信众。为了扩大教会规模，他在波罗夸尼地区

购置了三个农场，并最终将莫瑞亚地区建成为 ZCC 总部，如今已成为 ZCC 信徒心目中的圣

城，每年都在复活节期间举办盛大的朝圣活动。ZCC 在南非东北部德兰士瓦地区发展的尤其

迅猛，因最早吸收邻国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地的移民劳工而快速国际化。莱卡尼阿奈作为

“先知”和有着巨大精神力量的领袖而声名远播，20 世纪 40 年代，ZCC 的集会已遍布南非各

A　 D.Barrett，Schism and Renewal in Africa：An Analysis of Six Thousand Contemporary Religious Movements，Nairob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B　 Census 2001 ：Primary Tables ：Census’ 96 and 2001 compared. Pretoria ：Statistics South Africa. 2004，pp. 25-28. ISBN 0-621-

34320-X.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PDF) on 20 December 2014. Retrieved 1 December 2014.

C　 “Engenas Lekganyane  and  the Early ZCC ：Oral Texts  and Documents”，https ：//www.academia.edu/14338013/Engenas_

Lekganyane_and_the_Early_ZCC_Oral_Texts_and_Documents. 

D　 E.K. Lukhaimane，The Zion Christian Church of Ignatius Engenas Lekganyane，1924 to 1948：An African Experiment with 

Christianity，MA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he North，1980，pp.9-14 ；E.J. Vervey，ed，New Dictionary of South African 

Biography，Pretoria ：HSRC，Vol.1，1995，pp.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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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及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国。转折发生在 1948 年莱卡尼阿奈离世，ZCC 内部

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城镇里的男性劳工信众们普遍支持莱卡尼阿奈的长子爱德华·莱卡尼阿

奈（Edward  Lekganyane）继承教主之位 ；但在农村地区，很多人支持莱卡尼阿奈的幼子约瑟

夫·莱卡尼阿奈（Joseph  Lekganyane）继承教会领导权。两兄弟及各自的信众为此发生了激

烈的冲突和分歧。在莱卡尼阿奈葬礼期间，爱德华的支持者们在约堡金山地区动员组织起来

乘车到达圣城莫瑞亚，武力强占了 ZCC 总部和基建设施，此后爱德华宣布所有信众要公开宣

誓效忠他，其弟约瑟夫在 1949 年脱离 ZCC 成立了“圣恩格纳斯锡安基督教会”（St.   Engenas 

Zion Chris t ian Church），成为 ZCC 的主要竞争对手。A

在新任主教爱德华领导下，ZCC 发生了很大变革。爱德华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个性张扬

的人，他获得南非阿非利卡语神学院的学位，与其父相反，他不太相信信仰治愈和口头证言，

更信赖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义。ZCC 组织严密而统一，不同年龄、性别、场合下，成员们的穿

着打扮不同。比如在周日教会活动中，男人们都穿着绿色裤子，老年女性穿绿色与黄色制服，

年轻女性穿蓝色制服。女性合唱团也穿蓝色制服，且无论年老或年轻的女性都戴着绿色帽子。

在爱德华带领下，ZCC 发展出一个只有男人才能参加的新组织——莫库库（Mokhukhu），这

个组织起初是一个教堂唱诗班，成员们穿着军装式样的卡其布裤子、头上戴着警察式样的帽

子、胸前佩戴独特的五角星徽章，每周三次聚在一起唱歌、跳舞、祈祷。ZCC 另一个显著特

点是，锡安城莫瑞亚在爱德华管理下迅速发展成一座朝圣之城，来自南部非洲各地的教徒们

在每年的复活节假期蜂拥而至朝拜教主和祈祷平安，人数达数百万。B 笔者在博茨瓦纳、南

非调研期间，曾多次在街头与 ZCC 信徒擦身而过，亦曾全程参与教会的传教活动，也曾在村

民葬礼上聆听 ZCC 唱诗班的演唱。ZCC 运用服饰、徽章等诸多外在的象征符号将信众与其他

教派区别开来，并用严格教规约束信众，如禁止酗酒、乱性、吸烟等，且排斥西方现代医学

和非洲传统巫术，坚信信仰能够治愈疾病，形成了鲜明独特的宗教群体认同与文化表征符号。

2017 年 4 月 6 日晚上，笔者在南非北开普省金伯利市附近的一个小镇里全程参与观察了一

场 ZCC 的传教活动。此次传教的主要受众是参加考前集训营的青年学生，牧师既是这个集训

营的学生事务负责人，也是一个拥有超能力、能够给人治病的“神医”。在传教活动的最后阶

段，学生们蜂拥到前台，在牧师激情四射的演讲和领唱带动下，学生们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低

头默默祈祷，牧师开始给每个学生摸顶，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女生突然倒地不起，还有的学

生情绪激动泪流满面与好友拥抱在一起久久难以平复。当牧师为所有学生摸顶之后，有三个女

生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没过多久，这几个学生捂着腹部痛苦地在地上打滚，有人拿毯子给她们

盖上，随后牧师上前抚摸她们的腹部，将她们一个个拉起来，最终这三个学生恢复了正常。礼

拜结束后，笔者问牧师 ：“那几个学生为什么会躺在地上？您是怎样使学生痊愈的？”他兴致

勃勃地告诉笔者 ：“因为那几个学生身体里有疾病，就会倒地昏迷。我有能力治好她们的病痛，

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我经常一个人冥想六七个小时，专注阅读圣经中的字句并从这些

字句中获得了超自然力，运用这种超自然力，我可以让聋子听见声音、让哑巴开口说话、让瘸

子正常走路……”牧师看笔者疑惑的样子，特意叫了一个女学生过来，拉着她的手轻轻一推，

女孩应声倒地人事不省，稍后牧师在她的腹部摸挲了几下，女孩便奇迹般地站起来……

ZCC 从创建伊始便受到五旬节教派的影响，相信圣灵能够治愈疾病帮助人们解除病痛。

A　 Lukhaimane，The Zion Christian Church of Ignatius Engenas Lekganyane，1924 to 1948：An African Experiment with 

Christianity，MA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he North，1980，pp.98-101.

B　 R. Muller，African Pilgrimage ：Ritual Travel in South Africa’s Christianity of Zion，London ：Ashgate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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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治愈能力的牧师既是人们的心灵导师也是圣灵附体的中介，将圣灵传递到普通人身上，

达到治病消灾的目的。今日南非的锡安主义教会，有预言能力的牧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治病，

同时也帮助信徒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疑难杂症，提出可操作的指导建议。

三、后种族隔离时代锡安基督教会在南非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

近百年来，南非的 ZCC 已发展成为南部非洲最大的非洲独立教会，这个融合了西方基督

教教义与非洲传统信仰文化的新兴教会之所以受到多数非洲人的拥护与认同，最大的原因是

它几乎能解决非洲人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所有问题，比如疾病、厄运、巫术、贫穷、失业等。

ZCC 深深植根在非洲人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中，使那些经历着急剧社会变革与传统信仰崩

塌的非洲人能够重新找到心灵的归属与慰籍。事实上，ZCC 的多数教徒是从农村进城的打工

者或者从周边其他非洲国家来南非工作的移民劳工。他们背井离乡，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过着流动的迁徙生活，更需要寻求组织的庇护和精神慰籍。笔者从日常生活、政治与公民社

会建设两方面来具体探讨 ZCC 在南非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一）ZCC 在南非人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ZCC 遍布南非城乡各地，尤以南非北部与东北部为众。笔者于 2017 年 3 月

在北开普省库鲁曼附近的茨瓦纳人村庄调研考察，住在一位虔诚的 ZCC 女信众家里，他的丈

夫在离村 30 多公里外的金矿里工作，每月回家一次，她是全职主妇，负责照顾家里 3 个孩子

以及多个亲属孩子的饮食起居。每天早上六点，女主人和女孩们就起床开始打扫屋子做家务

和早饭。在农村的非洲人家庭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明确，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照

顾老人孩子、做家务、干农活。据笔者观察，女主人在家庭之外的重要社交生活就是参加教

堂的各种活动。每到周日上午，她都会穿戴整齐去参加村里 ZCC 的教会活动。相比于其他教

会，ZCC 在村里的传教活动颇具神秘色彩，首先从外表来看，ZCC 的信众们都在胸前佩戴有

“ZCC”字样的五角星徽章，男人穿着统一的卡其布制服、戴着警察式样的帽子，女人也有统

一式样的服装，通常是绿色上衣帽子、黄色裙子。

在 ZCC 内部存在很多组织，有男性合唱团、女性合唱团、铜管乐队等，其中最重要的一

个组织——莫库库，佩迪语中“棚屋”的意思，全部由男性组成，每周定期在一起唱歌、跳

舞、祈祷、交流学习。他们统一的卡其色军装制服意味着他们是教会的守卫者。这个男性组

织不仅传承延续着非洲人的历史与传统价值，也在教导着刚刚入教的年轻男子如何做正确符

合规范的事情。A

ZCC 在村子里除了每周定期的传教活动，还为每个家庭的重要仪式比如婚礼、葬礼提供

服务。在调研期间，笔者有幸参加了一场邻村的葬礼，全程记录了 ZCC 信众在葬礼中的表现

和作用。非洲人的葬礼通常在周末举行，以便于亲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ZCC 合唱团在

葬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第一天晚上的守灵到第二天早上开始的吊唁再到死者入土为安，

都有合唱团在旁边诵唱舞蹈，时而激昂时而悲伤时而振奋的音乐将整个葬礼过程衬托得庄重、

平和又秩序井然，在抚慰人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ZCC 对南非政治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影响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宗教在民主政体的影响下日益走向多元与融合，信仰基督教的人

数虽然占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并没有形成独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与基督教在南非发

A　 Marcus Ramogale & Sello Galane，“Faith  in Action ：Mokhukhu of  the Zion Christian Church”，https ：//folklife.si.edu/resources/

festival1997/faith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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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经历的重要变化息息相关。詹姆斯·科克伦（James  Cochrane）总结出以下几点变

化 ：“领导模式、新的基督教主导形式并未受限于最初的教会、新五旬节教派兴起的影响、泛

基督教主义运动中认同与目的的混淆以及地方社会变迁。”A 随着南非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

曾经在种族隔离时期主导南非政治的教会团体在该制度被废除后势力减弱，而那些曾经在政

治上保持中立的非洲人教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其中 ZCC 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种族隔离时期的非洲独立教会大都打着反殖民反白人统治的旗帜，彼时的 ZCC 不关心

政治，且由于与时任南非总统博塔关系密切 B 而被指责与种族隔离政府沆瀣一气，但也有

人认为“ZCC 为处在白人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城市扩张高压下的非洲人提供了一个安息之

所。”CZCC 巧妙运用一些新仪式来治疗非洲人所遭遇的病患与痛苦。因此，ZCC 在种族隔

离时期对政治的态度是暧昧含糊的，它既给非洲人提供了一个白人主导社会下的个人与公共

反抗、宣泄空间，又因为没有对种族隔离政权造成威胁而被当局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从而

获得发展壮大的时机。据笔者考察，ZCC 的政治角色在废除种族隔离后的新南非并没有发生

大的改变，依然对国家政治比较冷漠，但其“自下而上”对南非社会的型塑与影响不容小视。

ZCC 在基层社会建立了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信任关系，把来自不同族群文化的人们组织在一起，

促进了社会团结与稳定，同时教导人们过健康向上的生活，为南非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基层

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随着南非经济持续萎靡不振、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 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ANC）频繁爆出贪腐丑闻，导致南非社会动荡不

安，排外风潮兴起，罢工、学潮不断上演，种族与族群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很多时候让人感

觉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在此背景下，诸如 ZCC 这样的非洲独立教会，因为自身的排外、神秘

与专制对南非民主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D 而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 ZCC 从 2016 年

起一反常态，现任主教巴纳巴斯·莱卡尼阿奈（Barnabas Lekganyane）E 在公共媒体上高调

宣布 ：“已向南非政府提交了公开信，对执政党的领导力表示不满，并且申请成立一个新的政

党——锡安党（Zion pol i t ical  Par ty，简称 ZPP）F，参加下一任（2019 年）的总统竞选。”G

事实上，ZCC 主教在竞选总统时具备一定的实力，不论在乡村还是都市，ZCC 都拥有比其他

任何政党更多的支持者和信众，而这种跨越了种族与族群边界的宗教组织，更容易凝聚人心。

对此，已有媒体认为，锡安党将成为值得信赖的政党，并给南非政界带来重大变革。HZCC

主教在一次广播访谈中宣称 ：“锡安党将为南非人民争取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占南非人口 12% 的 ZCC 信众已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能够凝聚不同族群的社会组织力量，

A　 James Cochrane，“Refra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acred ：Readings of Post-Apartheid Christianity，” in Falling Walls ：

The Year 1980/1990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hristianity，ed. Klaus Koschorke，Wiesbaden，Germany ：

Harrassowitz Verlag，2009，p.95.

B　 博塔曾于 1985 年赴 ZCC 圣城 Mario 参加复活节朝圣活动，并强调人们必须要服从于政府。

C　 Perter Walshe，Prophetic Christianity and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Pietermaritzberg，South Africa ：Cluster 

Publications，1995，p.110. 

D　 Khotso Kekana，The ZCC ：82 Years of Mystery and Secrecy，in Challenge Magazine，June/July，1992.

E　 爱德华的长子，自1967年爱德华离世之后继任主教至今已有50年，在他的治理下，ZCC迅速壮大，且更加国际化、组织化，

并且将主教的人选世袭制，他死后的 ZCC 主教一定是他的儿子或者近亲。

F　 截至本文发稿止，南非政府网站上尚无新党 ZPP 的记录。

G　 Staff Reporter，ZCC church to form political party，bishop to run for president，in South Africa Today，August 18，2016.

H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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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种力量紧紧围绕着莱卡尼阿奈家族为轴心，以严密、严格的教规与日常教会活动以及每

年定期朝圣与觐见主教求得护佑与平安的方式，在整个南部非洲，建构了一个与主权国家相

平行的一个拥有共同信仰与价值观的“国家”。A 而这个由精神力量团结起来的“国家”一

旦有机会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政治权威与国家领袖，ZCC 主教巴纳巴斯·莱

卡尼阿奈必将成为下一任南非总统的热门人选，在南非历史上，尚无此先例。非洲独立教会

对南非未来政治的影响充满着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

2017 年 12 月 18 日，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 l  Ramaphosa）当选南非执政党非国大主席，

迫于执政党内部压力与南非严峻的社会现实，时任总统雅各布·祖马在 2018 年 2 月 14 日宣

布下台辞去总统职务，紧接着 2 月 15 日，拉马福萨当选为南非新总统并宣誓就职。被誉为商

界奇才的拉马福萨曾被南非国父曼德拉誉为最具天赋的“新一代”领导者 B，多数人认为南非

极有可能经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上升期。出人意料的是，拉马福萨就职总统后不

久，即与 ZCC 主教巴纳巴斯在圣城莫瑞亚会面，在此之前有 10 年时间，巴纳巴斯都拒绝与非

国大领导人会面。拉马福萨指出，非国大希望将 2016 年地方政府选举中失掉的民意民心找回

来，他还在 ZCC 主教面前虔诚祈祷 ：“愿巴纳巴斯·莱卡尼阿奈主教保佑我们，能得到 ZCC

的护佑，是非国大和整个国家的幸事。”C

四、小结

随着以 ZCC 为代表的非洲独立教会在整个南部非洲的不断发展壮大，宗教在非洲人日常

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 ZCC 为例，其创始人恩格纳斯·莱卡尼阿奈成功

地将西方基督教与非洲人本土信仰融合，建立起一个跨越族群之上的锡安主义者（Zionis t）

联盟（亦可称为“部落”），并在莱卡尼阿奈家族三代主教的传承治理下，形成了一个以主教

为至上权威的跨国、跨族群、跨文化组织，创始人恩格纳斯·莱卡尼阿奈就是锡安主义者心

目中的“国王”。D 琼·科马洛夫（Jean Comarof f）的研究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观点，她认为 ：

“莱卡尼阿奈家族在某种意义上与前殖民时期的酋长制相类似，将神圣与世俗的权力有效统一

在 ZCC 组织结构中。”E 因此，在 ZCC 内部，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仪式与活动形式，

但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意义，所谓旧瓶装新酒，亦可谓传统的再造。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与日落西山的传统部落酋长的境遇相左，ZCC 大主教的权威与势力蒸蒸日上，通过大范围地

吸纳信众，ZCC 跨越了族群与语言的界限，融入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当代民主南非的建设

中，并将或在未来引领南非的政治走向。然而所有这些发展变革都要与南非特殊的社会文化

背景以及基督教全球化、本土化的发展运动相结合才能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责任编辑 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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