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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关系史角度解读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历程

郭 佳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101) *

摘 要: 从基督教与非洲宗教关系史的视角梳理，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 世纪下半叶至 7 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入北非及非洲之角，与非洲传统宗教短暂接触并相互排斥，随后逐渐

为伊斯兰教所取代; 第二阶段从 15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开始正面接触，但肤浅而

表面，非洲人的生活依然深受传统宗教影响; 第三阶段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 60 年代，基督教依托殖民扩张和

非洲传统宗教的包容性得以快速发展，独立教会将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融合在一起，但传统宗教的世界观

还在非洲基督徒中存续; 第四阶段为非洲国家独立至今，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面临如何在两种信仰间建立

对话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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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笃信宗教，宗教信仰在非洲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非洲宗教信仰格局

呈现传统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和新教) 与伊斯兰教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传统宗教是非洲各个族群固

有的宗教，是非洲原生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是外来宗教，它们在与非洲传统宗教的碰撞与交

融中逐步发展壮大。
以往学术界大多侧重于从国际关系史，特别是欧洲与非洲关系史的视角，来研究基督教在非洲的传

播历史。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宗教关系史的视角对之进行解读，以便更加全面、客观、清晰

地展现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历程。虽然目前非洲基督教信徒已大大超越传统宗教的信徒，但是传统宗

教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实际上，基督教在传入非洲后便逐步吸纳了

传统宗教信仰的成分，这也是基督教得以在非洲立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世人论及这一宗教信

仰时，常常要在基督教前面加上“非洲”这一限定词的缘由所在。简言之，从宗教关系史视角梳理基督

教在非洲传播的历史，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基督教在非洲与传统宗教发生交集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从相

互排斥、对抗，逐步过渡到相互吸纳、融合的演化脉络。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比较研究显示，无论是从宗教关系史的视角，还是从国际关系

史的角度，两者对基督教在非洲传播历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往的学术著述多将基督教

在非洲的传播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从 1 世纪下半叶至 7 世纪中叶，第二个阶段

从 15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第三个阶段从 19 世纪至今。①笔者以为，鉴于非洲国家独立后在文化层

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因此亦可将基督教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非洲的演化轨迹划为一个单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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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将原第三个阶段“一分为二”，即以 1960 年“非洲独立年”为分界线，此前为第三个阶段，时间跨

度从 19 世纪至 20 世纪 60 年代; 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专门阐释基督教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非洲的

演化轨迹。

一、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的短暂相遇( 1 世纪下半叶—7 世纪中叶)

通过对有关欧非关系史及基督教在非洲传播史的文献资料的检索和梳理显示，基督教创立不久即

传入非洲大陆。不过，早期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均衡，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北非地区

和非洲之角。由于地理阻隔、疾病传播等方面的原因，基督教未能深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督教在非

洲的传播路径是由北而南逐次展开的，其动力主要源于传教会和传教士的能动性。

公元 1 世纪，基督教由巴勒斯坦传播到北非地区，北非成为基督教登陆非洲的第一站。至公元 3 世

纪，基督教在北非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督教信徒遍及整个马格里布地区，教会规模也不断扩大，除了

主教区，很多小型基督教团体也散布在城市中。基督教会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民族的大批信徒，

包括罗马人、腓尼基人、闪米特人，甚至还有远离城镇的科普特人和柏柏尔人等，亚历山大和迦太基等城

市成为北非基督教的中心。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继续向南深入，传入非洲之角的阿克苏姆王国

( 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努比亚王国。直到 7 世纪，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北非的基督

教趋于衰落并逐步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只有埃及科普特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正教会保留下来。②

关于早期基督教在北非消亡的原因，多数学者是从国际关系史角度解读的，但实际上也有宗教本身

的缘由。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基督教与当地传统宗教相互排斥，特别是基督教对当地传统宗教信仰

缺乏起码的包容度。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北非居民多信奉带有血缘性和地区性的部族宗教，包括拜物教

与多神崇拜等，同时也受希腊与罗马文化影响。如迦太基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流行的宗教信仰就是对

罗马神的崇拜，埃及人崇拜的神灵也吸收了希腊诸神的元素。基督教在北非的传播主要停留在大城市，

同乡村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分享十分有限，并没有融合当地文化，建立更深的根基，也难以为当地各

阶层的人所接受。因此，当伊斯兰教传入北非时，北非的许多基督徒很快就皈依了这一新的外来宗教，

甚至还协助伊斯兰教在北非地区的扩张。［1］258

不过基督教在地处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的传播经历与北非的不同。有学者认为，埃塞俄比亚的

基督教会之所以得以在 7 世纪之后继续存续下来，是因为它们拥有独特的习俗、独特的正典圣经以及独

特的建筑，［2］68而这种所谓的“独特性”，就源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与本土宗教的融合。在基督教传入之

前，埃塞俄比亚信仰的是拜物教与多神崇拜，其最高神叫马赫雷姆，他在埃塞俄比亚本土宗教中占有重

要地位。约公元 4 世纪前后，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王国，阿克苏姆国王为了避免因改换宗教引发社会骚

乱，采用了一些方法来淡化两种宗教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不提基督与上帝同体，不提圣父、圣灵、圣子

三位一体说，不提耶稣的名字，而是称呼其为“天地之主”，［2］75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士们还创立了具有本

土特色的福音布道，将《圣经》由希腊文翻译成当地的盖埃兹文，使得《圣经》逐渐在埃塞俄比亚流行起

来，并使之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唯一基础，成为埃塞俄比亚人一切知识的源泉。［3］凡此种种均无形中促进

了基督教在埃塞俄比亚的本土化进程，加深了当地民众对这一外来宗教的认同感。

二、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的初步接触( 15 世纪中叶—18 世纪中叶)

公元 7 世纪之后，伊斯兰教对北非的征服标志着基督教在非洲大陆传播第一阶段的结束，直到 15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人将基督教带入非洲，开启了基督教在非洲大陆新的传播历程。与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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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同，鉴于北非地区已基本“伊斯兰化”，基督教这一阶段在非洲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传播路径大致是沿着欧洲人在非洲地理探险的方向，即由非洲西海岸及南部非洲、东部非洲的沿海地

区渐次展开的。

从 15 世纪开始的 3 个多世纪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比利时、英国的传教士接踵来到

非洲大陆从事传教活动，并在沿海及内陆部分地区取得一定进展。文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基督教已经

深入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诸如西非尼日尔三角洲的瓦里王国( 今尼日利亚) 、贝宁、埃尔米

纳 ③ ( 今加纳埃尔米纳) 、塞内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其他西非地区，以及非洲中南部的刚果王国、安哥

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甚至无人居住的大西洋岛国圣多美和佛得角等。④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基督教

在非洲的传教总体来说收效甚微，除了在局部地区深入到非洲内地外，多数还只限于沿海的欧洲人居民

点和贸易站。除了非洲恶劣的自然环境、热带疾病、语言交流等方面的障碍，基督教对非洲传统宗教所

持的傲慢和否定态度也是它难以深入推进的重要原因。

这一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传教士无论其母国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英国、法国、比利时，大都对

非洲传统宗教表现出漠视和否定的态度。欧洲传教士深信自己拥有唯一的真理，他们嘲笑非洲传统宗

教及其信条和实践，否认非洲传统宗教中的精灵、神秘力量和各种神祇、巫术、魔法、献祭牺牲和仪式典

礼、禁忌和崇拜祖先等，认为那些都是人的幻觉，只有《圣经》中的那个上帝，才是唯一的上帝; 圣子耶稣

才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 而教会则是神的恩典唯一被施与的地方，教会之外得不到灵魂的拯救。［4］470他

们还破坏非洲传统宗教的象征、工具和礼拜场所，摧毁当地的圣所，在原址建立起基督教堂，目的是消除

非洲的“神像”，代之以“更高”的信仰形式。此外，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的世界观也是矛盾的，基督教

传教士们向皈依者教导说，生活可以分为灵魂领域和世俗领域，［1］255这种教导与非洲文化的主要基础，

即生活与宗教统一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许多有洞察能力的非洲统治者认为，欧洲传教士的这种教导

是企图瓦解、消除使非洲社会团结在一起的黏固剂，因此竭力抵制基督教会渗透进自己的社会，认为那

是对传统权威的挑战和威胁。［4］460

虽然欧洲传教士的所作所为遭到非洲人的抵制，但由于基督教会创办学校、医院，提供教育、医疗、

就业和获得权势的机会，因此仍吸引了一批非洲信徒。早期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多来自弱势群体，如麻

风病人、残疾人、因违反某种戒律而逃避迫害的人等，他们信仰基督教并无所失，相反，还能从中获得希

望、信心和鼓舞。［4］470－471但刚果王国是个例外，因为葡萄牙军队帮助镇压了刚果北部的叛乱，刚果国王

恩津加·恩库武( Nzinga Nkuwu) 、王后伊利奥诺拉( ELeonora) 、长子姆文巴·恩津加( Mvemba Nzinga，

洗礼时命名为阿方索) 以及大量随从国王的臣民便于 1491 年 5 月 3 日接受了葡萄牙传教士洗礼，成为

基督徒。［1］260虽然这些非洲人形式上成了基督徒，连带着接受了西方文化，比如贵族们开始使用伯爵或

侯爵等欧洲贵族的称呼，以及像达·西尔瓦( Da Silva) 这样的欧洲家族姓氏，但事实上，非洲基督教徒很

难用充斥着祖先、灵魂和无数仪式，一切都属于精神领域、都是神圣的或潜在神圣的非洲世界观来理解

基督教教义中的希腊罗马哲学，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用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见解去理解基督教，把某些传

统习俗带进新的宗教。上文提到的恩库武国王本人和他的许多同胞就在皈依基督教后，很快又公开恢

复了传统宗教文化中的一夫多妻制以及各种形式的祖先崇拜，而这些都是被基督教所禁止的。还有一

些非洲基督徒表面上保留了让传教士满意的形式，在他们面前遵循基督教教义，但背地里仍在秘密地接

受非洲本土的习俗。［1］260－261可以说，许多皈依基督教的非洲人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当他们面对与“他们

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当前环境的需要和义务”相抵触的新信仰的要求时，他们该怎么做?

这一阶段，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开始正面接触，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表面而肤浅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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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鲜有对话，更多的是互不理解、互不信任，各自仍植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中。一些非洲基督徒接受

了基督教外在的形式，但内在还是非洲传统宗教的内容，例如将基督教中“天使”与“魔鬼”的概念转换

成非洲传统宗教的“善灵”与“恶灵”等。可以说，此时的基督教还未在非洲的土壤中扎根，非洲传统宗

教依然在深深地影响着非洲人的现实生活。

三、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的适应与融合( 19 世纪—20 世纪 60 年代)

19 世纪是非洲与欧洲关系进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在工业资产阶级新的经济欲望和利益的驱动

下，欧洲国家相继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度，并开始了对非洲大陆的

殖民探险。基督教会为配合各自国家的殖民政策也适时地改头换面，打着禁止奴隶贸易的旗号在非洲

掀起了新一轮传教热潮。各国特别是传教会的母国，诸如英国和法国为争夺殖民地所展开的激烈竞争，

无疑也成为推动基督教在非洲传播的动力。19 世纪中叶之后的 100 年，被称为基督教在非洲传教事业

的黄金年代。几乎每个殖民国家都成立了众多传教团，基督教不仅在沿海地区牢牢地驻足，而且已深入

到非洲的腹地。伴随着列强对非洲的瓜分浪潮，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获得长足的进展。

虽然近代基督教在非洲大规模的传教活动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但站在宗教关系的视角，基督教对待

非洲传统宗教态度的变化，以及非洲传统宗教对外来宗教包容的态度，是基督教得以在非洲快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非洲传统宗教的这种态度缘于它本身的价值观，它不像基督教那样，对生活的态度是二元对

立的( 即“或是这样，或是那样”，基本将所有可能持有不同认知观点的人与事排除在外) ，而是持“兼而

有之”的原则，或者说多样性原则，主要关注的不是单纯的抽象概念( 虚无的东西) ，而是具体影响人类

生活的价值观。因此，对于非洲传统宗教来说，激励生活或使生活更加丰富的任何精神传统或价值观念

都是有益的，可以而且应该被接受。所以，非洲传统宗教对基督教( 以及其他外来宗教) 持包容的态度，

除非受到敌意或嘲笑，它一般不会表现出对基督教明显的排斥心理或立场。

例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非洲产生的新型的基督教会便是突出的例证。这些新型的基督教会

或改头换面地脱胎于欧洲基督教会，或自发产生，但却将非洲人的信仰和习俗糅合进基督教教义、神学、

礼仪中，这些由非洲人自主经营的教会被称为独立教会。独立教会运动肇始于西非和南非，比较著名的

有: 西非的“非洲本土联合教会”( 1891 年) 、“非洲教会组织”( 1901 年) 、“尼日利亚非洲浸会”，以及南

非的“埃塞俄比亚教会”。此后，非洲的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出现了类似的教会，如 20 世纪 20 年代在

马拉维出现的“上帝和基督的最后教会”“芝盘格努教会”，在比属刚果出现的“耶稣基督之乡教会”“黑

人新基班古主义传道会”，加蓬的“邦齐教会”，肯尼亚的“祖先神灵教会”等。至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

的独立教会已达 6 000 余个，［5］成为 20 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督教徒爆炸性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立教会代表了非洲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或“有条件”的适应，具有摆脱束缚的

性质。它们大多是由具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非洲精英阶层创立的，这些非洲精英在基督教教会学校接受

教育，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的规范，但也在教会学校中找到了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

精神武器，“上帝与黑人同在”，成为其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主义和福音传

播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与此同时，独立教会运动也意味着传统宗教对基督教“有条件”的适应与接

纳，非洲的基督徒根据自己已知的基础来接受它，按照非洲传统宗教的观念来理解基督教，把教会福音

同自身持久的信仰需要联系起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的到来不是取代传统宗教的信仰和习惯，

而是对它们作了补充。换言之，某些非洲基督徒利用基督教的若干方面来加强传统信仰中需要加强的

内容，同时又利用传统信仰来加强基督教被认为有所不足的方面。［4］476－477

12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基督教在非洲的大传播，一方面，依托母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秩序的建

立; 另一方面，得益于非洲传统宗教的包容性和适应能力，后者成为基督教得以在非洲立足、滋生、繁衍

的土壤或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独立教会在非洲的基督教大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开启

了基督教的非洲化进程。正是独立教会将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非洲信徒。在这个过程中，非洲传统宗教的形式、制度、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核心价值观念，特

别是它的世界观还在非洲基督徒中存续。虽然宗教多元性在非洲许多地方产生了对抗、竞争甚至冲突，

但与此同时也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机会。

四、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的对话与交融( 非洲国家独立至今)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非洲国家在政治上纷纷取得独立，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亦进入一个新阶

段。受到传统价值观念、非洲民族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基督教在一些非洲国家处境艰难，

其传播也处于停滞和退缩状态。然而，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不长，所涉及的国家亦有限。就整个非洲大

陆而言，基督教的地位并未因非洲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受到严重的损害，更未因欧洲殖民霸权的衰落

而退出非洲大陆。相反，随着基督教非洲化趋势的发展，非洲的“基督教化”程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大

大增强了。［6］

殖民时代的结束使基督教在非洲失去了以往所赖以依托的政治靠山，加之非洲国家民族主义高涨，

一些国家的执政当局有意扶植传统宗教信仰，致使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势头受到遏制。为了维护自身

的地位和影响，基督教各教派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突出体现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会都比

较注重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的对话，并强调基督教非洲化或“本土化”的必要性。以天主教会为例，

罗马教廷在第二次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会议( 1962—1965 年) 的重要文件———《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

呼吁基督教必须在任何地方要“借鉴”当地的“习俗和传统”“智慧和知识”“艺术和科学”，以及“所有那

些有助于主的荣耀、救世主恩典的启示”。［7］612 在关于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关系立场的宣言 ( Nostra
Aetate) 中同样呼吁并强调 ，“凡( 其他) 宗教中真实圣洁的东西，天主教会都不可弃绝”“天主教会应真

诚地尊重那些行为和生活方式，那些规则和教导，尽管它们在许多细节上与天主教会所持有和提出的有

所不同，但往往折射出启迪人性的真理的光芒”。［7］6621968 年教皇保罗六世访问乌干达时亦告诫非洲神

职人员，基督教信仰与非洲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枝与根的关系，两者由于非洲神职人员的努力而被嫁

接到一起并结出新的文明之果，这个果实既蕴含了基督教的精神，亦融入了非洲的传统文化。［8］

虽然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强调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在神学、教义和精神上相互交融的必要性，并积

极推进基督教在非洲的本土化进程，但在实践中，基督教在非洲的本土化依然面临诸多困难或挑战。诸

如，基督教信仰在表达上仍然是以西方式的话语进行的，难以与非洲当地环境相适应，在基督教牧师的

培训课程中也没有非洲传统宗教的基本知识，甚至不承认非洲传统宗教中的神职人员，诸如占卜者、驱
魔者和长老等。可以说，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还没有在相互承认、平等和尊重的原则下真正充分地展

开对话。

通过对非洲很多国家的调查显示，明确信奉非洲传统宗教的人数仅仅在 1%—12%之间，⑤其余多

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即便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其信仰体系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非洲世界观

的影响。例如，在祭奠仪式上，尊重祖先，相信通过祈祷和供奉可以与神灵直接沟通，相信可以通过符咒

来避开邪恶等; 另外，即使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非洲精英阶层甚至基督教神职人员，在遇到问题时仍然

习惯于求助非洲本地占卜者和巫医。⑥因此，实际信仰非洲传统宗教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官方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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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宗教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人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在天主教、新教等主流基督教会谋求本土化的同时，一种逆本土化的趋势也在许多国家出现，这股

逆本土化潮流主要来自五旬节—灵恩派等非主流教会。五旬节—灵恩派教会诞生于 20 世纪初美国等

地的宗教复兴运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非洲流行并迅速传播，其口号是“为基督赢得非洲”。与主

流教派倡导宗教间对话相反，它们拒绝承认非洲传统宗教价值观，对非洲文化和宗教遗产持否定甚或敌

对态度。尽管如此，五旬节—灵恩派教会自出现以来，由于对社会中下层群众的影响很大，它的非洲信

徒数量持续增加，已成为非洲增长最为迅速的教派。事实上，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基督教的迅速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五旬节—灵恩派教会的激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五旬节—灵恩派教会尽管披

着西方基督教的外衣，并且对非洲传统宗教持否定态度，但它在布道和敬拜中强调“美好的生活”，主张

通过灵性治疗和从恶灵中拯救来实现信徒的健康和财富，并给予信徒获得工作的希望，这些信念无意中

触摸到了非洲传统宗教世界观的核心，而这是其它许多主流教会所欠缺的。
综上所述，殖民主义结束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关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

如何在两种信仰间建立起“可信的对话”———一个重视彼此的存在和各自基本价值的对话。具体而言，

这种“可信的对话”不是直接向非洲移植西方的神学思想，也不是向非洲人一味地灌输基督教福音或信

仰，而是构筑在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嫁接基础上的，惟其如是，方得以实现基督教在非洲的本土化。
简言之，这种对话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要在实践中真正与非洲传统宗教的价值观相呼应，从而使

基督教演化成为适应现代非洲社会的信仰形式。

结 语

基督教于公元 1 世纪传入非洲大陆，15 世纪开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至 20 世纪初，其影响已

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基督教非洲化运动使其在该地区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基督

教在非洲传播和发展的历程，也是基督教与非洲传统宗教发生交集，彼此影响、互动的过程。在初期的

接触中，基督教对非洲传统宗教具有极强的排斥性。随着基督教在非洲的发展，双方不断做出调适，基

督教的宇宙观在非洲的社会思想范围内得到本土化，成为具有非洲特色的基督教。但无论如何，基督教

仅仅是非洲传统宗教信仰和习俗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根本上依然是一种“客座宗教”，非洲的传统

宗教，尽管由于外来宗教的传入而受到侵蚀，但仍然充满生机，这一宗教几千年来支撑着一代又一代非

洲人的人道和精神原则。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宗教多元化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宗教间对话的愿望及必要性有所加强。非

洲主流教会尽管通过肯定非洲传统宗教价值观、神职人员非洲化、加强与非洲信徒的联系等方式，努力

推进基督教本土化进程，却收效甚微，大量信徒流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而一些受到五旬节运动、灵恩

运动影响而兴起的非主流教会，由于适应非洲的土壤，与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相啮合而越发显示出发展的

活力。非洲基督教要想在非洲土壤里扎根，就要与非洲传统宗教进行平等对话，真正触及非洲传统宗教

宇宙观的核心，唯有如此，才能使基督教成为适应现代非洲社会的信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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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African religions

GUO Jia
(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 Afric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African reli-
gions，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rst century to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when Christianity spread to North Africa and the Horn
of Africa． It temporarily contacted with African religions but mutually exclusive，and then it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Islam．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the mid-15th century to the mid-18th century when Christianity
and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 began to come into direct but superficial contact． The lives of Africans were
still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religions． The third stage i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1960s． Relying on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inclusiveness of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Christianit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dependent churches integrated Christianity and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but the worldview of traditional re-
ligions still existed among African Christians． The fourth stage spans from the independence of African coun-
tries until now． Christianity and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 faced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faiths．

Key words: Africa; religious relations; Christianity;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s; process of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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