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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墨西哥政教关系的历史演进 *

⊙ 徐文丽

内容提要：		20 世纪墨西哥的政教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特征，它随着政治和宗教力量

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冲突与妥协构成了墨西哥政教关系最重要的特征。政教双方博

弈的过程中，国家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国家的宗教政策对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而处于国家统治边缘的天主教会则通过社会运动，积极进行形象重

塑，努力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其独立性与现代性不断被激发，进而推动了墨西哥社

会进步及民主转型。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相互限制、相互影响是墨西哥政教关系

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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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文丽，历史学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天主教传入拉丁美洲已经有 500 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天主教仍然是拉美最重要的宗教

之一，可以说，天主教对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拉美各国的天主教与政府的关系

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本文将以墨西哥为例，分析 20 世纪以来墨西哥政教关系的演

变，总结政教关系的特点以及变化的原因，探究墨西哥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规律，为中国制定

相关宗教政策提供实际借鉴。

一、导论

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开端，美洲大陆旋即被视为天主教的“新世界”。整个殖民时期，天主

教会是殖民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19 世纪初期拉美国家取得独立后，天主教会被视为国家发

展进程中保守势力的象征。20 世纪之前，天主教也一直被认为是愚昧、落后、不思进取的代

名词，这与马克斯·韦伯认为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A 相差甚远。有学

者曾指出拉美地区盛行的天主教伦理是拉美落后于北美的文化根源 B。

20 世纪前天主教会在墨西哥的发展与大多数拉美国家有类似性也有特殊性。天主教在墨

西哥的传播与西班牙对墨西哥的殖民过程同步发生，其实质是殖民者从文化形态上对殖民地

人民的征服。C1518 年，天主教传入墨西哥。1528 年，首任主教在墨西哥城任职。为了传

播的便利性，天主教逐渐与墨西哥的本土文化符号相融合，形成了以瓜达卢佩圣母（Nuest ra �

Señora � de � Guada lupe）崇拜为特征的独特的天主教文化。1821 年墨西哥取得独立，天主教

并未随着殖民者的溃败而消退，反而被新国家的掌权者克里奥尔人（Creoles）所接受，成为

了墨西哥的国教。独立之后，为了构建新的民族国家，墨西哥国内掀起了持续几十年的反教

� *���　�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中国龙’进入‘山姆大树’后院——中、美、拉三边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

15XWB10）的阶段性成果。

A　�［德国］马克斯·韦伯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B　�王晓德 ：《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与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C　�张青仁 ：《宗教与现代性的自反性构建 ：一项对墨西哥天主教历史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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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动。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对天主教会态度的不同 A，反教权运动是渐进的、曲折的。直

到 1855 年的“胡亚雷斯法”和 1856 年的“莱尔多法”，教会的特权才真正受到限制。1874

年，墨西哥取消了天主教为国教。但是，1876 年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 i r io � Díaz）夺取

政权之后，天主教的颓势得以扭转。为了巩固政权，他不再打压教会，而是与教会达成了协

议。他归还了教会的地产及其他财产，并放松了对教会积累财产的限制。但墨西哥天主教神

职人员的委任，必须经得迪亚斯的同意。天主教会开始成立诸多组织，如天主教工会和天主

教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劳工组织、教育领域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由于实力的增长以及民

众的信任，天主教会重新成为墨西哥最重要的的社会力量，某种程度上争夺世俗政府的权

利。但必须指出的是，天主教会不再是政治秩序必要的组成部分，发展缺乏独立性，必须依

附于国家。

迪亚斯的独裁统治激发了 1910 年墨西哥革命。从墨西哥革命之后，革命制度党（PRI）

开始了长达 71 年的连续执政时期，直到 2000 年国家行动党执掌政权才得以实现政党交替。

可以讲，整个 20 世纪墨西哥政教关系的演进，实际上体现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对待宗教的态

度变化以及教会对国家宗教政策的反应。随着墨西哥历史的演进，天主教会的社会及政治角

色在不断变化，与之对应，政教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墨西哥革命时期 ：从紧张到缓和

1910 年，墨西哥爆发了革命，1917 年宪法则是革命的产物。由于革命者认为天主教会是

迪亚斯独裁政府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因此，革命结束之后，打击教会逐渐成为了立宪派的主

要主张，最直接的手段就是通过宪法取消和限制天主教会的特权，借以消除天主教在墨西哥

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从而构建国家的权威。

该宪法对天主教会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进一步扩大了胡亚雷斯改革的范围，可以说，

这是一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的宪法。该法直接取消了教会的法人身份，并禁止其参与除了宗

教活动以外其他任何社会活动。宪法第 3 条规定任何宗教团体、机构和牧师不得建立或指导

初等教育机构，这其实强化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第 24 条规定任何公共的宗教活动应当严

格限制在教堂内举行，教堂永远要受政府监督。第 27 条规定教会的不动产予以没收，同时也

没有资格拥有或经营不动产。政府对教会财产给予了限制，并试图削弱教会与慈善团之间的

联系。第 130 条规定，政府可以干预宗教事务，禁止外国传教士，教士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1917 年宪法触动了天主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威胁到天主教的合法性和生存

权，因此政教关系陷入了紧张状态。

而 1926 年“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 les）法”的签署直接导致政教关系的破裂，从

而引发了持续三年的基督战争（Cristero � Rebel l ion）。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两败俱伤，1929 年

以基督派军队投降和政府的让步结束，政教双方最终签订了和解协议。政教关系的紧张态势

暂时得到了缓解。政府承诺不干涉教会在精神方面的自主权，但教士需登记在册 ；政府允许

在私立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程，但僧侣必须尊重法律和服从政府的命令。B 自此以后，墨西哥

A　�保守派希望保持殖民地时期的旧秩序，反对思想自由，主张维护天主教的权威 ；自由派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教会要服从国家

的领导。自由派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总统法里亚斯（Valentín�Gómez�Farías）主张将教会地产分配给世俗土地所有

者，并废除高级僧侣的特权。但是改革却引起了掌权的克里奥尔人的坚决反对。当保守派掌权时，教会则恢复了特权。

B　�顾蓓 ：《论反教权运动与墨西哥的现代化》，载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研究学

术讨论会”论文汇编，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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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诺以和解的态度实施宪法，诉诸武力解决政教问题的计划告一段落。

但是，经历了“基督战争”的政教双方并没有真正的达成和解，彼此的矛盾和隔阂依然

存在。1931 年，墨西哥政府出台了严格限制各州教士数量的法令。1932 年，教皇庇护十一世

（Pius� XI）表示支持墨西哥教会反政府的活动，从而再次引发了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公开冲突。

这一时期墨西哥政府的反教权运动更加极端，试图摧毁一切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切断民众与

宗教的联系，重构墨西哥人的信仰。墨西哥政府声称要解散教会，并将教皇驻墨西哥的使节

驱逐出境。1933 年 12 月，政府提出的“六年计划”，确立了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墨西

哥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教育纳入了宪法，这一做法再次激起了天主教会强烈

的不满和抗议，政教关系进一步恶化。大主教莱弗洛雷斯（Leopoldo� Ruiz � Flores）将那些把

孩子送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农民逐出教会，以此来威胁民众和抗议政府。据联邦统计数据，

在札莫拉教区内，1935— 1936 年，5000 名孩子仅有 391 民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A 日趋紧

张的政教关系在总统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得到了缓和。

卡德纳斯认为，经过激烈的反教权运动，政府已经没收了教会的大部分土地，可以适度

放松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并可以利用教会作为其宣传工具。他认为，“目前，天主教不是国家

的首要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宗教狂热现象，不是宗教信仰。”B1936 年，卡德纳斯宣布墨西哥

革命事业的根本性质是社会和经济的，并表示“不打算发动反对宗教的活动”。C 而为了避

免与政府的正面冲突，1935 年，天主教会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精神革新运动”，卡德纳

斯政府对教会这个做法表示支持。此外，卡德纳斯同教士一样，也深恶痛绝那些使人民堕落

的不良习惯，作为总统，他发起了禁酒令，禁止生产和销售骰子、扑克牌和赌博。D

卡德纳斯时期相对缓和的政教关系不仅体现在政府在社会层面给予教会的支持，而且在

立法层面也放宽了对教会的限制。1937 年，墨西哥最高法院减少奇瓦瓦州违规的牧师人数，

而且同意通过了牧师人数应参考当地信众人数而定的提案。E 在这一期间，之前关闭的教堂

重新打开了大门，被迫流亡海外的牧师也逐渐回到了家乡。

作为回报，天主教会运用其社会影响力，帮助政府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起到了维护其政

治统治的作用。1938 年，在石油国有化的运动中，卡德纳斯就曾派官员与教会洽谈，希望他

们可以站在政府一方。与此同时，新上任的主教马丁内斯（Luis  María  Mart ínez）F 也向政

府伸出橄榄枝。在这次运动中，他积极呼吁天主教信徒同政府团结一致，帮助国家偿还外债，

以此来表示天主教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G 这次石油国有化运动中教会的表现，标志着教会

A　�Jean�A.�Meyer，“La�iglesia�católica�en�MÉXICO�1929-1965”，Documentos de Trabajo del CIDE，Núm.30，mayo�de�2005，p.14.

B　�Albert�L.�Micheals，“The�Modification�of�the�Anti-Clerical�Nationalism�by�General�Lázaro�Cárdenas�and�its�Relationaship�with�the�

Church-State�Deténte�in�México”，The Americas，Vol.16，Núm.1，Julio�de1969，p.41.

C　�［美国］迈克尔·C·迈耶、威廉·H·毕兹利著 ：《墨西哥史·下册》，复旦人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80 页。

D　�［美国］迈克尔·C·迈耶、威廉·H·毕兹利著 ：《墨西哥史·下册》，复旦人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11 年版，第 578 页。

E　�Felipe�Cuamea�Velázquez，La Iglesia Cátolica en México ：en la Arena Política，Revista�Mexicana�de�Políticas�y�Sociales，

1996，p.148.

F　�1937—1956 年被教皇庇护十一世任命为墨西哥大主教，任职期间与总统卡马乔、阿莱曼、科尔蒂内斯是私交很好的朋友。

在 1936—1937 年，这一期间墨西哥被任命的主教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教会发展有着新的见解和看法，愿意暂时搁置

政教问题，并支持社会体制改革，但需要政府在教育方面做出让步。

G　�Albert�L.�Micheals，“The�Modification�of�the�Anti-Clerical�Nationalism�by�General�Lázaro�Cárdenas�and�its�Relationaship�with�the�

Church-State�Deténte�in�México”，The Americas，Vol.16，Núm.1，Julio�de1969，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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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并公开地参与政治生活。A 此后，政府更是放宽了对教会的限制，墨西

哥天主教会和一些保守人士创立了独立于革命制度党的政党。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墨西哥政府试图将天主教会排除在政治框架外的做法并没有成功，

却激起了天主教会的强烈反抗，直到卡德纳斯时期政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领域，政教

关系才得以缓和。

三、20 世纪 40—80 年代初期 ：和平与妥协期

40 年代以后，墨西哥政教关系开始缓慢上升，政府主张与天主教会建立更密切的相互关

系。政教双方之间形成了某种稳定的、非正式的协议，即双方都同意在共同关心的范围内进

行合作，尽量不挑起可能冲突或无法解决的问题。

20 世纪 40 年代，卡马乔（Manuel �Ávi la �Camacho）总统及其继任者阿莱曼总统（Miguel �

Alemán�Valdés）、科尔蒂内斯（Adolfo � Ruiz � Cor t ines）谁也没有再推行早期的反教士主义纲

领。B� 这一时期，墨西哥政府仍然推行世俗文化为主，但政教关系却未出现明显的冲突。政

府和教会的信任逐渐加深，之前被迫关闭的教会学校又重新办了起来，流亡国外的牧师重返

墨西哥，大大小小的主教辖区也重新建立起来。1940 年，卡马乔总统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

表示“我是基督徒（yo�soy�creyente）”C，他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在他执政期间，墨

西哥政府正式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反对教权，并积极推动政教关系友好发展。例如，1945 年，

卡马乔政府重新将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教堂附近的地区改为原来的名字——圣母镇。1948 年，

墨西哥政府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这表明墨西哥政教关系发展到新阶段。

1958 年，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Mateos）就任总统之后，随即宣布自己将站在“宪法

范围内的极左方”D。墨西哥政府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政策都发生了转向。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

开始强硬，在世俗教育领域不断限制教会的作用，加强国家对教育的绝对控制。1960— 1963

年，马特奥斯政府时期大力推动农村学校的建设，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发统一的小学课本，

由于世俗教育与教会教育的冲突，两者在课本内容设定上分歧很大，政府的这项免费义务教

育政策引起了教会的强烈不满。E

60 年代末期，墨西哥的政治权利结构发了变化，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遭遇到了严重的

挑战，墨西哥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的发展危机也隐约出现，社

会争端与矛盾更是层出不穷。1968 年，数百名学生和抗议者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北部的特拉特

洛尔科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军队的射击，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一事件其实是革命制度

党执政危机的直接体现。为了应对危机并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1970 年上台的埃切维里

亚总统（Luis�Echeverría�Á lvarez）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对天主教会做出了诸多让步，以

降低了来自天主教会的压力，帮助革命制度党渡过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与此

同时，墨西哥非常注重与梵蒂冈的关系发展，双方之间的密切交往间接促进了国内的政教关

A　�Jean�A.�Meyer，“La�iglesia�católica�en�MÉXICO1929—1965”，Documentos de Trabajo del CIDE，Núm.30，Mayo�de2005，p.19.

B　�［美国］霍华德·弗·克莱因 ：《墨西哥现代史》，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 319 页。

C　�Claude�Pomerleau，El Problema de las Relaciones Iglesia-Estado en México，Estudios�Internacionales，1987，p.231.

D　�Burton�Kirkwood，The History of Mexico，Greenwood Press，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2000，p.185. 转引自林被甸、董

经胜 :《拉丁美洲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96 页。

E　�Felipe�Cuamea�Velázquez，La Iglesia Cátolica en México ：en la Arena Política，Revista�Mexicana�de�Políticas�y�Sociales，

1996，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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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969 年，墨西哥政府签署了《美洲人权公约》。其中第 12 条规定，“所有美洲人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力”。1974 年 2 月 9 日，埃切维里亚总统出访梵蒂冈，会见了教皇保罗六世

（John�Ⅳ）。1979 年，新任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 I I）出访墨西哥，主持在普埃布拉召开

的第三次拉美主教会议。

墨西哥政府温和的宗教政策，赢得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在二战中，天主教会选择了和墨西哥

政府站在统一战线。1942 年，墨西哥对轴心国宣战后，墨西哥大主教随即发布了一封牧师信，公

开支持政府的立场和决定。可以看出，此时的天主教会对于政府是顺从的，虽然教会对苏联的忧

虑从未消除。冷战时期，天主教会和墨西哥政府在反共立场上找到了共鸣。教会加入了政府打击

共产党的运动中，主教们呼吁信众支持墨西哥政府做出的打击共产党的政策和行动 A，因为“无

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墨西哥政府是唯一一个可以决定对外活动的政府……如果有疑问，

根据天主教教义我们要站在政府这边。”B 梵蒂冈向所有天主教会发出指令，禁止教徒登记

为共产党员，禁止发表或传播共产主义，否则将被视为叛教并开除，因此庇护十二世（Pius �

XII）被称为“第一个冷战斗士”。此时，基于反共立场的一致性，墨西哥政府与天主教会的

矛盾进一步得以平息，天主教作为墨西哥政治秩序组成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C

这一时期，政教关系虽然也存在一定的波折，但双方都选择了妥协与克制。古巴革命后，

墨西哥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却发生了转向，开始不遗余力地声援古巴革命，天主教会担心遭

到政府古巴式的打压 D，在诸多问题上采取了冷处理模式。面对特拉特洛尔科惨案事件，天主

教会本应坚持普世价值为弱者发声，谴责政府的暴力行为，但事实正好相反，天主教会选择

了保持缄默，仅在一次公共场合上对此事件做出表态，“天主教会理解政府在管理国家时遇到

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接受出于任何目的的犯罪行为。”E

天主教会选择与政府的妥协与合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身力量不足以与政府对抗。50

年代后，教会将精力投身于社会运动中，摈弃了传统的保守形象转而关注更多的现实问题，

积极致力于社会形象的重构，其主要策略是不断增强在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以增强与政府讨

价还价的能力，重新成为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这一时期墨西哥的天主教会主要着手组建各种社会组织，如住宅管理中心、劳工阵线及

公众发展提升中心等。F 这些组织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广泛，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教会批评政府的底气。教会认为，“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模式，都应该符合天主教会

的基本理念。我们不接受这种以分配不均为代价的 GDP 高速增长模式。国家应尽力确保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同样在发展。”G

A　�自 1940 年起，墨西哥开始了铲除卡德纳斯残余与徘徊在工人中间的共产党与左派组织的行动。而冷战初期，梵蒂冈与西方

国家结盟，共同反对共产主义。

B　�Felipe�Cuamea�Velázquez，La Iglesia Cátolica en México ：en la Arena Política，Revista�Mexicana�de�Políticas�y�Sociales，

1996，p.152.

C　�张青仁 ：《宗教与现代性的自反性构建 ：一项对墨西哥天主教历史变迁的人类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 1 期。

D　�1959 年古巴革命之后，一些天主教教士参加了反抗新政府的暴乱。1961 年，古巴新政府驱逐了 133 名天主教教士和一名主

教。1962 年，政府强行关闭了 400 多所天主教学校。古巴对待宗教的态度，不仅引起国内信徒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罗马

教廷和拉美天主教国家的强烈反感。参见刘澎 ：《古巴宗教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15 年第 2 期。

E　�Felipe�Cuamea�Velázquez，“La�Iglesia�Cátolica�en�México ：en�la�Arena�Política，Revista Mexicana de Políticas y Sociales”，

1996，p.156.

F　�Peter�L.Reich ：“The�Mexican�Catholic�Church�and�Constitutional�Change�since1929”，The�Historian，vol.60，Issue1，1997，p.77．

G　�Jorge�H.�Portillo，El Problema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la Iglesia y el Estado en México，Costa-Amic�Editores，1982，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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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年代之前天主教会由于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已经焕然一新。因

此，教会可以大胆地批评政府行为，不断增强其社会参与度，而不用过度担心政府的制裁。

天主教的社会运动与其他的社会运动，如工人、农民、城市大众的社会运动形成了合力，共

同推动了墨西哥社会发展。

但 60 年代之后，天主教的社会运动发生了转向。其一，革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日益

严重。一部分神职人员长期和中下层民众接触，导致了革命神学、解放神学的出现，但这种势

头很快就被扼杀。实际上，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革命神学等主张过于激进，难免引起政府的

敌视和打击，表示不支持不鼓励。因此，六十年代末期，教会内保守势力逐渐成为了主流。这

时的教会需要时间进行内部整顿，不愿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解放神学和基层基督教组织被视

为左翼运动，尤其在南美国家，通过政变上台执政的军人对异己分子大力清洗，教会的左派也

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时任墨西哥主教阿尔塞奥（Sergio� Mendes� Alseo）主张教会的活动要适应

当下的社会形势。天主教会不再公开地批评墨西哥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选择了对政府的妥协。

其二，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会还遭到了其它各种教会组织的冲击，信徒不断流失，教义传

播也遇到了阻力。与此同时，拉美天主教会最大的危机来自于美国的影响。60 年代，解放神

学及基层基督教团体在拉美比较活跃，美国认为这些活动已经威胁到了自身的利益和阵地，

试图以物质利益诱使天主教徒改变信仰。因此，争取更多的信众，站在民众信仰的高地，成

为拉美天主教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教会反共产主义过激的行为也逐渐消失，天主教会强

调所有的宗教教派的团结，强调所谓的“人类的共性”。这与冷战初期教会主张的与共产主义

冲突和对抗的做法有所改变。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政府温和的宗教政策使政教关系相对平稳。天主教会则通过社会

运动，积极重构自身形象，提升了社会影响力，扩大了与政府对话的能力。�

四、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 2000 年 ：论战与调整期

如果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处于休眠状态，大多时候选择了与政府

的妥协，但 80 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教会被重新激活了，不仅敢批评政府的社会政策，

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开始发声。这一时期，天主教会敢于和国家公开进行论战，公开指

责政府的不当行径，质疑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打破了此前较为平稳的政教关系。

1980— 1982 年，墨西哥的主教们发布了“全球牧师计划”，公开谴责政府的政治体制，

认为真正的民主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墨西哥的现状与理论存在巨大的差距。除此之外，牧师

们还认为当下的政府已被垄断，在司法机关和人民工会中都存在着腐败。A 德拉马德里任期

内，最大的选举舞弊事件发生于 1986 年北方奇瓦瓦州，这次作弊的程度和性质非常明目张

胆，以至于该州的主教感到有必要进行公开诉求。他们在墨西哥城的《至上报》上刊登了整

版广告，呼吁德拉马德里政府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重新进行选举。虽然这次呼吁没有得到政

府的回应，但却引起了墨西哥全境的主教们的响应。主教们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威胁要

停止该州所有的弥撒活动。最后，虽然有梵蒂冈代表进行干预调和，但教会对政府的不满已

经明显暴露。各区的主教在其教区内散发牧函，投诉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行为以及相关的

侵犯人权的做法，不断宣扬公民的责任和公正选举的重要性。

面对来自教会的指责和质疑，墨西哥政府却无力应对。墨西哥政府不得不承认教会的影

A　�Felipe�Cuamea�Velázquez，“La�Iglesia�Cátolica�en�México ：en�la�Arena�Política”，Revista Mexicana de Políticas y Sociales，

1996，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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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并决心进一步改善政教关系。革命制度党希望公开的结盟，以获取教会对政权合法性

的支持，并强化对天主教会的渗透。1917 年以来，墨西哥政府一直在规范教会的活动，教会

的行为必须限定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为了拉拢教会，给予教会更大的政治参与度，有必

要处理立法与执法之间存在的历史性鸿沟。在这危机时刻，修改宪法的举动意味着政府将拥

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政治盟友及合法的伙伴。A 具体原因如下 ：

首先，革命制度党自身出现了执政危机。虽然墨西哥并未发生军人政变，在职团主义构架

下政治也保持了相对稳定。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党制遭到了很多民主人士的诟病，政治

民主化和自由化成为广大民众和反对党的呼声。1982 年，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当选总统后，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政治腐败事件时有发生。90 年代以后，

革命制度党试图巩固执政地位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党内分裂以及政治斗争不断，仅 1994 年，

就先后发生了两起党内成员被暗杀的事件，这大大削弱了革命制度党的凝聚力。而 1982 年债

务危机的爆发加剧了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困境，墨西哥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其次，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遭到了反对党的威胁和挑战。80 年代开始，反对党开始崛起，

1992 年以后，国家行动党（PAN）绿色生态党（VERDE）、民主革命党（PRD）等反对党势

力不断增强，并赢得了一些州的大选。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在南美一些国家，

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党开始直接参与政治，在墨西哥，天主教会并未直接参与政治，但是却成

为各大政党拉拢的对象。面对一个在全国拥有 80% 信徒的宗教，不仅革命制度党、墨西哥地

方的各个政党均积极表现出与天主教会结盟的意愿。

再次，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由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引发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波

及到了拉美，这助长了天主教会的社会运动，推动其更广泛地参与墨西哥民主转型。许多教士

和教徒成为了民主斗士，开始谴责南美军人以“保卫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价值观”为幌子

的践踏人权的行为。长期以来，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对各种反对势力采取或恩庇或镇压的路

径，没有独裁但缺乏自由和民主，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各种组织的发展大都缺乏独立性。

基于上述原因，墨西哥政府决定重新界定与教会的关系。1988 年，萨利纳斯（Carlos �

Sal inas）当选总统。他认为，墨西哥以往的宗教政策必须做出调整，应该完全给予民众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 ；在继续维护国家政教分离的历史原则基础上，应该给予教会以基本权利。B

萨利纳斯对天主教会的示好，梵蒂冈及墨西哥教会都给予了回应。在萨利纳斯就职典礼上，5 位墨

西哥主教以及梵蒂冈驻墨西哥代表出席了仪式。1990 年，教皇访问了墨西哥。1991 年，萨利纳斯

总统对梵蒂冈进行了国事访问，会见了教皇保罗二世，宣布重新建立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1992 年，墨西哥颁布了新的宪法，对原宪法的第 3、5、24、27、130 条进行了修改 C，

从法律层面赋予了教会更多的权利，天主教会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多元化。国家

允许神职人员更多地干预社会 ：教会和宗教团体被认为是法律实体，直接干预教育的禁令消

失了 ；教会拥有了选举权与公民权利。教会的社会权利逐渐扩大，墨西哥民众对天主教会的

A　�María�consuelo�Mejía ：“Cambios�Recientes�en� las�Relaciones� Iglesia—Estado�en�México�y�su� Impacto�en� los�Derechos�de� las�

Mujeres”，Potencia�Presentada�en�el�XX�Congreso�Internacional�de�Latinamerican�Studies�Association，Guadalajara，16-20de�

abril�de�1997.�

B　�杨仲林 ：《萨利纳斯执政后墨西哥的政治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 年第 4 期。

C　�Decreto�por�el�que� se�Reforman� los�Artículos�3，5，24，27，130y� se�Adiciona�el�Artículo�Decimoséptimo�Transitorio�de� la�

Constitución�Política�de� los�Estados�Unidos�Mexicanos，Diario�oficial，1992，Núm.19，Págs.3-5.�http://www.dof.gob.mx/nota_

detalle.php?codigo=4646748&fecha=28/01/1992［201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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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和信任远远超出其他的社会组织。

修宪对天主教会意义重大。在教育以及社会领域，天主教会的话语权显著增强。根据墨西

哥全国私立学校组织（CNEP）的统计，从 1992 年宪法允许教会开办学校至 2010 年，在墨西

哥注册的天主教小学有 1399 所，每年有将近 36 万的小学生接受了天主教的思想教育。A 此外，

据梵蒂冈统计局统计，截止到 2015 年，墨西哥天主教会已经开办了 197 所医院，1471 家诊所，

33 个为老人或残疾人建造的疗养院，383 所孤儿院和幼儿园。B 由此可以看出，天主教会在国

家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小，政教关系呈现出全新的格局。

但是，革命制度党对天主教会的拉拢，以及从法律层面对天主教会的重新定位与政策调

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萨利纳斯认为，革命制度党已经通过修宪给予了天主教会更高的地

位和权利，天主教会理所应当是政府忠实的盟友，面对天主教会批评政府的行为也采取了最

大限度的克制和容忍。但 1993 年墨西哥红衣主教欧康柏（Juan� Jesús� Posada� Ocampo）在当

地机场遭到枪杀使天主教会与革命制度党之间心生嫌隙 C。墨西哥城大主教诺贝尔托·卡雷

拉 D（Norberto �Rivera �Carrera）更是经常就各种全球化问题以及政治腐败现象提出批评，当

然也包括对墨西哥政府的批评。这使萨利纳斯感到十分恼火，曾扬言要通过一项禁止牧师评

论政治的法律，但并未付诸行动。1996 年以后，塞迪略（Ernesto � Zedi l lo）政府上台执政，

与教会的联系并不算紧密。萨帕塔农民运动 E 爆发之后，当地教会以及外国教会多多少少都

参与到此事件之中，甚至有一些教会组织鼓动恰帕斯的土著人不断向政府施压，恰帕斯危机

不断被国际化。墨西哥政府认为这不利于危机的解决，对教会的行为颇为不满。但是，出于

政治目的，塞迪略政府又不得不维持与教会表面友好的关系。1999 年，墨西哥城外一所新教

堂建成，塞迪略亲自出席了落成典礼。

可见，20 世纪以来的天主教会通过社会运动构建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了与政府对

话的能力，进而影响了政府对教会的政策，倒逼政府对执政理念做出改革，成为了墨西哥社

会进步及民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2000 年，国家行动党与墨西哥生态绿党组成的竞选

联盟在大选中胜出，政党政治首次出现交替，这被认为是墨西哥政治民主化完成的标志。

五、结论

通过分析 20 世纪墨西哥政教关系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关系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特征，它随着政治和宗教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

首先，冲突与妥协构成了墨西哥政教关系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因为存在政教关系的冲突，

这才构建了政教关系的基本问题。换言之，这一问题是政教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整个

20 世纪革命制度党执政时期，政教关系从激烈的冲突开始。经历了 40 余年的缓和时期，二者

之间的冲突又再次升级。就算是“表面和谐”、趋于缓和甚至有着较好合作关系的政教关系，

A　�Jalisco ：Cada�vez�más�Escuelas�Laicas，el� Informador，31de�Mayo�de2010.�https://www.informador.mx/Jalisco/Cada-vez-mas-

escuelas-laicas-20100531-0146.html�［2018-08-01］

B　�Hay110Millones�de�Católicos�en�México�según�el�Vaticano，el� Informador，5de� febrero�de2016.�https://www.informador.mx/

Mexico/Hay-110-millones-de-catolicos-en-Mexico-segun-El-Vaticano-20160205-0168.html�［2018-08-10］

C　�枪杀案发生以后，墨西哥一些媒体经过追踪报道，发现案发之后枪手在警察的保护下离开，因此，一些人认为这是一起有

预谋的凶杀案，但始终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

D　�1995—2017 年担任墨西哥城大主教，1998 年成为红衣主教。

E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这天，在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了以维护当地印地安人利益为目

标的萨帕塔运动，他们的军队称为民族解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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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是双方互相博弈和妥协的结果，不等同于已经彻底解决了政教关系的内在矛盾。因为

政府和教会的利益诉求始终存在交叉重叠的领域，为了获取对世俗的社会权力的控制，两者

必然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必然要上演控制与反控制的戏码。

其次，在墨西哥政教关系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占据了主导和优势地位。可以说，政教关

系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当政权不稳定时，当权者依靠宗教阶层的支持获得统治合法性 ；

当国家政权稳定时期，当权者就开始限制宗教。但天主教会再也不是政治秩序核心的组成部

分，其对政府的工具性特征更为重要。政府和教会的利益诉求始终存在交叉重叠的领域，为

了获取对世俗的社会权力的控制，两者必然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必然要上演控制与反控制的

戏码。可以说，宗教问题不仅是信仰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还可以是政治问题。需要指出的

是，从最初的反教权主义到缓和与妥协的过程，不再是简单的实现政教分离，而更多是从意

识形态、社会文化等方面与教会争夺话语权。但政府试图控制教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

再次，在与政府博弈的进程中，天主教会通过社会运动进行不断的抗争、反思与革新。

这使其独立性及现代性特征则逐渐凸显。面对世俗文化、其他宗教组织和政府的三重威胁，

以及信徒人数递减的趋势，为了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命运，天主教会不管是正面抗争还是

被迫屈服，都是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形势的手段。虽然，天主教会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可能是

出于保护教会的权益和发展，但政策外延的效果和影响却可能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其政策

掺杂了世俗化的特征，忠诚于原则还是忠诚于利益、意识形态至上还是教会利益至上，这都

是摆在天主教会面前必须做的选择题。因此，教会政策的调整带有世俗化的特征，某些方面

与教义本身难免会有冲突之处。

最后，国家和天主教会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相互限制、相互影响，这种状态仍将长期

持续。宗教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无非就两种可能，即宗教团体处于优势地位或者政府处于优

势地位。但是，即使政府在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却始终无法彻底压制和消灭天主教会。

天主教文化对墨西哥民众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天主教会的革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激进

的、暴力的宗教政策和做法，势必会引起教会对政府的敌视和对抗，进而打破政教关系的平

衡，甚至引发极端的宗教情绪，其严重性程度和后果往往是政府不能预期和不愿接受的。因

此，对宗教的治理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宗教，如果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试图彻底消灭宗教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基督战争期间，墨西哥政府花费 30%~40%

的国家预算，却依然没能平定局面，最后只能妥协让步。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天主教徒在墨

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仍有相当大的比例。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 年，墨西哥

天主教徒的比例为 88%。A 墨西哥的经验已经证明，缺乏足够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宗教改革，只能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推行，其效果必将大打折扣或适得其反。�

总之，20 世纪墨西哥政府和天主教会始终处于博弈的状态。在博弈的过程中，国家处于

相对强势地位，国家的宗教政策对天主教的传播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处于国家统治边

缘的教会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进行社会形象的重塑，努力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与空间。政府

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如何引导宗教组织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最终零和博弈，20 世

纪墨西哥政教关系的演变为此问题提供了某些借鉴与启发。

（责任编辑 王皓月）

A　�INEGI，“La�Diversidad�Religionsa� en�México（2000）”，p.3.� http://www.asociacionesreligiosas.gob.mx/work/models/

AsociacionesReligiosas/Resource/34/5/images/DiversidadReligiosa.pdf�［2018-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