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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农村社会发展铱

宗教信仰行为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 D 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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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工业化、城市化与劳动力流动不仅造成中国部分农村社区人口结构上的“ 空心化冶 ,也导致一些农
村社区发展处于停滞,农村社区“ 失范冶 现象非常普遍。 如何提高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度成
为当前农村社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文章利用 2012 年江苏省 D 市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宗教密集的农
村地区居民是否信仰宗教及其信仰程度对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信仰宗教的
农村居民比普通村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更高,且信仰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比信仰程度一般的村
民更加乐于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本文的研究为在我国一些宗教密集的农村地区推进农村社区重建以及我
国宗教事物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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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形式到村委会形式的转变。 改
革开放进入新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以及农民流动性和独立性的增强,农村居民对社区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趋于淡化,农村社区遭遇认同和信任危机,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社区的持续发展,也不利
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冶 要求的实现。 如何提高农村社区的凝聚力、提升
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和信任,被认为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 因此在新型农村社
区的发展路径方面,学者们都不可避免地指出需要提高农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度。
徐勇提出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凝聚力和认同感 [1] ;项继权指出通过加强
农村公共服务,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居民的社区及社会认同和信任,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
体 [2] ;龚世俊、李宁也认为应健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强化社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感 [3] 。 当前中国农
村地区正掀起一股“ 宗教热冶 [4] ,宗教组织逐渐成为农村第一大组织 [5] ,而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说,宗教
属于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因此不禁要思考:农村
宗教组织的发展是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是否影响农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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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否影响农村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从而影响到农村社区的发展。
目前国内对于宗教信仰与农村社区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部分研究认为宗教有利于农

村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6-7] ,可以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扶贫济困,对社区公共设施建
设和教育做出贡献 [8] 。 当然宗教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对农村基层正式组织产生干扰、对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冲击等 [9] 。 当前客观现实要求深入考虑宗教因素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和在社区建
设中的地位,因此需要将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和农村社区的建设联系起来,把宗教信仰和宗教组织的
力量转化为建设和发展社区的动力。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分析宗教信仰行为及其信仰程度对农村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研究案例较
少,且很少有学者对此开展定量分析。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使用宗教信仰密度较高的江苏省 D 市的
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村居民宗教信仰行为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考察是否
信仰宗教以及信仰程度对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接下来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层面解释宗教信仰与村庄认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关
系,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宗教信仰与村庄认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逐步放宽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我国信教人数不断增加,宗教组织不断发展。

根据 World Value Survey 的调查,中国信教者的比重迅速上升 [10] 。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经批准开放的
宗教活动场所近 15 万处,宗教教职人员 40 多万人,宗教团体 5500 多个,此外我国一些宗教团体还办
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数量达 100 多所淤。 虽然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根本区
别,但宗教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信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相悖,反而有其贴近及吻合之处,宗教
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忠、信、爱的实践,均可以构筑宜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场景、氛
围及话语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 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冶 [11] 。

宗教组织是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共同体,通过信仰、情感、仪式和教义来引导和约束成员的观念

和行为。 宗教的整合功能透过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强化了其信徒集体生活所依赖的社会联系,这在
无形中增进了共同体的整合程度,增强了共同体内成员的团结、互信与合作。 王佳等的分析表明,虽
然宗教信仰不会显著增强亲缘信任和熟人信任的水平,但却可以显著增强普遍的外人信任 [12] 。 阮荣
平、王兵的研究同样发现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

在本文调研地区,佛教较为集中,佛教教义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真正的解脱,因此佛

教徒崇尚无我的境界,舍弃私欲,先人后己,强调为他人、民族和社会投入积极的感情。 其他宗教教义
中也或多或少有类似内容,比如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博爱,要求爱人如己,伊斯兰教同样追
求团结与和平,要求坚守正道、热心济贫和慈善事业。 维系功能也是宗教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信仰
活动和行为,宗教信徒对一个群体文化和信仰的认同不断增强,集体意识也不断增强,从而维系一个
共同体,实现共同体的承续和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宗教信徒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宗教信仰中的集体
意识表现出来,这就不难解释在调研中发现信教居民似乎更在乎邻里关系。 基于此,笔者认为农村居
民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他们培养集体意识,增强对包括农村社区在内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从而
推动农村居民积极投身于社区公共事物的民主决策、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区环境的整治等。

宗教组织作为典型的“ 第三部门冶 ,能为政府减轻负担、为社会排忧解难 [14] ,同时宗教主要借助

于信仰、感情、仪式、教义来约束和规范行为,相对于其他非政府组织,有着更强大的组织资源、信仰资
源和道德资源,更容易集聚人力、物力和其他社会资源,并且通过宗教教义的引导和鼓励,将这些资源
运用到社会服务和社会协调中,因此宗教能够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教育、医疗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公
共产品。 Hungerman 研究发现,宗教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对政府活动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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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品供给减少时,宗教组织会弥补这一不足 [15] 。 国外的宗教组织者会对居民的工作情况给予帮
助,并利用教会基金创办宗教学校 [16] 。 通过对生病人群、孕妇、幼儿、老年人的照顾,宗教组织还为人
们提供社会保障服务 [17] 。 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一些农村地区,宗教能够部分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
足所面临的困境,从而重新凝聚分散的群众,村民的需求得到满足,对农村社区的认同自然提升。 而
反过来,农村社区认同和信任的培养,也有利于农村非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进一步发展。
据此,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

H1 :信仰宗教的农村居民更愿意为农村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即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物的民主

决策、社区中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社区集体经济的建设。

H2 :不同宗教信仰程度的农村社区居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信仰程度较高的

居民更倾向于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 2012 年在江苏省 D 市的调研。 虽然近年来信仰宗教的人群不断扩大,然而

与不信教人群相比,信教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然偏小,随机抽样可能会导致信教人群比例过
小,所以在此次调查中对于不同的调研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抽样方法。 对于信仰佛教的人群进行的抽
样方法如下:将佛教信仰者集中所在的村作为抽样框,随机调查 3 个村,对于每个村的佛教信徒挨家
挨户逐一进行问卷调查。 对于不信教的人群则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基层政府提供的村民名单中
随机选择并进行实地调查。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280 份,剔除数据缺失、异常、有误的问卷,最后得到
有效问卷 250 份。 为更深入地了解详细资料,本次调研还对 58 位当地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
2. 模型设定

本文中农村社区的建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物的民主决策、积极参与社区
中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参与社区集体经济建设。 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结合调研数据
抽取三个指标作为因变量放入模型,分别为参与社区民主决策的频率、为社区居民提供物质或精神帮
助的频率、参与社区基础设施修建的频率。 这三个因变量均为五分制变量,从 1 -5 分别表示“ 频率非
常低、较低、一般、较高、非常高冶 ,因此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 i = F( 茁1 huzhu i +茁2 sex i +茁3 age i +茁4 age2i +茁5 edu i +茁6 duty i +茁7 outwork i
+茁8 lnincome i +茁9 belief i +茁10 belief i *activity i +着 i )

(1)

其中,huzhu 表示受访者是否为户主( 否 = 0,是 = 1) ;sex、age 和 edu 分别表示受访者的性别( 男 =

1,女 = 2)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或中专 = 3,大专及以上 = 4) ;duty 表示是
否担任村中职务( 否 = 0,是 = 1) ;outwork 表示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 否 = 0,是 = 1) ;income 是年收入
水平;belief 和 activity 分别表示是否信仰宗教( 否 = 0,是 = 1) 和外出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非常低 =
1,较低 = 2,一般 = 3,较高 = 4,非常高 = 5) 。
F( ·) 是某非线性函数,具体形式为:

ìï1,摇
ïï2,摇
F( y * )= í
ï左摇
ïï
î5,摇

摇 摇

y * <滋1

摇 滋1 <y * <滋2
摇 摇 摇 摇 左

摇

(2)

摇 y * >滋4

其中,y * 是 y 背后存在不可观测的连续变量,称之为潜变量,滋1 <滋2 <…<滋4 称为切点,均为待估

参数。

3. 样本描述

如表 1 所示,有 67. 2% 的受访者为户主。 从性别来看,男性所占比较大,达到了 74. 4% 。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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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年龄为 45. 47 岁,中老年人比例相对较大,通过年龄结构分析也发现 40 岁以下的青年人只有

28. 8% 。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将近 70% 的受访者其学历在初中及以下水平。 从是否担任存在职务来
看,仅有 32 名受访者表示在村中担任过职务,大约 87. 2% 的部分受访者均为普通村民。 从是否有外
出打工经历来看,比例比较均衡,表示“ 是冶 和“ 否冶 的受访者各占到一半。 2011 年受访者家庭的平均
年收入为 30595. 11 元。 从是否信仰宗教来看,由于在抽样时的特殊处理,样本中信教者比例达到了

53. 6% 。 信教者每月花费在宗教事务上的支出从 1 ~ 100 元不等,平均支出大约 8 元。 外出去寺庙烧
香拜佛频率非常低和较低的受访者超过总样本的 50% , 主要是绝大多数非信教村民选择了这一
选项。

表 1摇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因变量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1

参与社区民主决策频率

2. 363

1. 128

1

5

2. 865

1. 108

1

5

y2
y3

自变量

huzhu
sex

age

edu

duty

outwork
income
belief

activity

为居民提供物质或精神帮助频率
参与基础设施修建频率
户主
性别
年龄( 岁)
受教育程度( 年)
是否担任村中职务
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
年收入( 元)
是否信仰宗教
外出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3. 504

0. 837

0. 672

0. 470

1. 256

0. 437

1
0
1

5
1
2

45. 472

11. 474

20

82

0. 128

0. 335

0

1

2. 232
0. 500

0. 718
0. 501

1
0

4
1

30595. 11

20334. 11

2000

100000

1. 768

0. 941

1

5

0. 536

0. 500

0

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信仰宗教变量的 Wald 检验结果分别为 28. 75、40. 62、31. 08,均具有统计显著

性。 交互项检验结果分别为 153. 93、253. 33、363. 90,也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说明模型使用信仰宗教
和信仰宗教与参加宗教活动频率交互项作为自变量是恰当且有效的。

信仰宗教的系数分别为 1. 124、1. 347、1. 226,且均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这说明与没有信仰宗教

的农村居民相比,信仰宗教的居民参与社区民主决策、为社区居民提供物质或精神帮助、参与社区基
础设施修建的频率均更高。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宗教所具有的整合功能,能够通过宗教理念灌输和宗
教仪式的引导,逐渐将不同的信徒整合为具有共同意识的思想共同体,并且宗教的维系功能能够实现
这一共同体的承续和发展。 因此具有宗教信仰的社区居民更易形成并维持集体意识,一旦树立这种
社区共同体意识,他们将更愿意为这个共同体做出贡献,体现在社区生活中,就是对社区中公共事物
的关心、与周围居民互帮互助、积极参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护社区环境等。 研究假设 H1 得到
基本验证。

信仰宗教与外出参加宗教活动频率的交互项表明信仰宗教的居民在不同的宗教信仰程度下,对
参与社区民主决策、为社区居民提供物质或精神帮助、参与社区基础设施修建贡献程度的差异。 交互
项 2 代表信仰宗教同时外出参加宗教活动频率较低的居民与信仰宗教但外出参加宗教活动非常低的
居民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交互项 3、4、5 同理。 选择外出参加宗教活动与宗教信仰进行交互,主要出
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当前国内宗教形式多样并且不同宗教、不同个体之间信仰程度不一,仅仅用信
仰与不信仰这种非是即否的衡量标准可能并不准确;对于不同的宗教,虽然教义、活动方式等都会有
所不同,但参加其宗教活动的频率应该是最简单、最直观的评价一个信徒信仰程度的指标;此外,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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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义、活动方式等,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这一变量可以运用李克特量表进行直接衡量,方便数据
的获取与处理。 从表 2 中可以看到,交互项 5 的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这表明信仰
宗教并且外出参加宗教活动非常多的居民比外出参加宗教活动较少的居民为社区建设做出贡献的概
率更高,也即宗教信仰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为农村社区建设做出贡献。 研究假设 H2 得到
基本验证。

表 2摇 宗教信仰行为对农村社区建设影响的 o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淤
参与社区民主决策
Coef.

户主
性别:女性
年龄
年龄的平方

-1. 096
-0. 875

***

RobustS. E.

***

0. 169

-0. 001

Coef.

0. 336

-0. 716

0. 060

0. 093

0. 329
0. 001

**

为社区居民提供帮助
**

-0. 582

*

*

-0. 001

RobustS. E.

参与社区基础设施修建
Coef.

0. 324

-0. 542

0. 056

0. 116

0. 327
0. 001

*

-0. 501

*

-0. 001

*

RobustS. E.
0. 328
0. 323
0. 060
0. 001

受教育程度:
摇 初中

摇 高中或中专
摇 大专及以上
担任村中职务
有外出打工经历
收入对数
信仰宗教

0. 032

0. 520

0. 291

**

-0. 716

1. 411 ***
-0. 081

1. 124 ***

-0. 401

0. 371

0. 979

0. 328

0. 750 ***

0. 113

-0. 084

0. 169

0. 227

0. 229

0. 215
0. 386

*

-0. 121

***

0. 508 ***

0. 210

1. 347 ***

-0. 184

0. 266

-0. 333

0. 375

0. 224

0. 763

0. 259

1. 029 ***

0. 117

-0. 010

0. 177

***

0. 472 ***

0. 211

1. 226 ***

0. 208
0. 291
0. 182
0. 098
0. 220

信仰宗教与外出参加宗教活动频率的交互项:
摇 交互项 2

0. 181

0. 553

-0. 506

0. 462

-0. 277

0. 486

摇 交互项 4

0. 053

0. 523

1. 148

0. 703

-0. 731

0. 614

摇 交互项 3
摇 交互项 5

信仰宗教项系数的 Wald
检验

交互项系数的 Wald 检验

0. 242
5. 596 ***

0. 596
0. 630

chi2(1)28. 75

Prob>chi2 = 0. 0000
chi2(4) = 153. 93

Prob>chi2 = 0. 0000

0. 023

5. 598 ***

0. 543
0. 684

chi2(1) = 40. 62

Prob>chi2 = 0. 0000
chi2(4) = 235. 33

Prob>chi2 = 0. 0000

0. 074

8. 249 ***

0. 546
0. 749

chi2(1) = 31. 08

Prob>chi2 = 0. 0000
chi2(4)= 263. 90

Prob>chi2 = 0. 0000

摇 摇 注:(1) ***、**、*分别表示 1% 、5% 、10%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2) 交互项 2、3、4、5 分别表示信仰宗教与外出参加宗教活动
频率较低、一般、较高和非常高的交互。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信任危机的普遍存在和有效整合机制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农村社区重建的迟缓甚至
停滞,广大农村居民对其所在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及信任度的提高是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在。 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和集体的意识形态,宗教能够发挥促进资源有效整合、维持社会和谐稳定
的作用,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农村社区认同和信任的缺失,同时宗教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信
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明显的贴近及吻合之处。 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信仰宗教的人群较为集
中,宗教信仰行为已然成为影响这些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
普通居民,信仰宗教的农村居民更愿意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即社区观念更加强烈。 这一结论对于如
淤 该模型引入 xi3 编码将分类变量重新编码再进行有序 probit 回归。 xi3 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不同的编码方式,本文选择的是
“ 向后对比编码冶 ,比较样本与前一组样本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而非固定与某一组进行比较,以更好地考察某个变量的组间差异。

21

第 15 卷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何提高农村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一些宗教信仰较为密集的农
村地区,应当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和有效引导。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鼓励和引导信教居民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应当合理利用信教居民更愿意为社区发展
做出贡献的事实,将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社区发展内容相结合,引导社区中信教居民参与到社区
建设和社区公共事务中,促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满足社区需要。 应当全面调动信教居民在农村
社区建设中的积极性,带动社区内部凝聚力和信任水平的提升。 应当充分利用宗教的整合功能和维
系功能,推动农村社区的有序发展,充分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和沟通功能,推动农村社区的和谐进步。
第二,依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宗教信仰行为在
客观上能够发挥促进农村社区重建的作用,但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来实现。 应当积极发展农村地区的正式组织,有效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鼓励和引
导社会各界人士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并从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全社会关心、支
持、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良好氛围。 通过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努力,提高广大农村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促进广大农村居民对社区建设的认可、支持和参与。
第三,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对于当代中国宗教的基

本态度应该是“ 积极引导冶 ,由此而“ 加强管理冶 ,使之能“ 独立自办冶 [12] 。 对于宗教表达的“ 真、善、
美冶 和“ 忠、信、爱冶 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的理念应当采取肯定、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对于宗教
信仰中保守的、落后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则需要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逐渐
改造,从而得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宗教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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