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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哈伊教
基本状况之分析(上)∗



蔡德贵

在当代多元化政治格局中,多元文化成为政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问题.而文化因素中的宗教,

则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发

表«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１９９３年夏季号)之后,不管对其观点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对宗教问

题的关注确实引起学人的高度重视.新崛起的世界宗教巴哈伊教,就是在国际社会受学人关注的研

究领域.而在中国,虽然巴哈伊教信仰者正在逐渐增加,但在学术界却知之者甚少.有必要对这一

新兴宗教作一简单勾勒,以使国内学术界知其概况.

一、巴哈伊教的创办过程

巴哈伊教,旧称“大同教”,又译“巴哈教”、“白哈教”、“比哈教”,是阿拉伯文 Baháiyah的音译.

巴哈伊,意为光辉、容光焕发、美丽、漂亮等.该教的得名,源自创始人伊朗的米尔札侯赛因阿

里努里(Mírz usaynＧ̍AlíNúrí,１８１７~１８９２)自称“巴哈欧拉”(Bahullh的音译,意为“安拉的光

辉”).该教是一种新兴宗教,它源于伊斯兰教,但又不是伊斯兰教,因为不仅该教公开宣布彻底脱离

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教世界也不承认它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教派.早在１９２５年,埃及的伊斯兰教

宗教法庭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巴哈伊教信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宗教,它有自己完整的信仰、原则及

法规.因此,绝无任何的巴哈伊教徒可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徒.① 巴哈伊教完全有别于伊斯兰教,因

为“根据巴哈伊教信仰本身的解释,它并非为了重建或改良伊斯兰教而创立,而自命其根本是源自上

苍的新行动,新恩惠及新圣约.其信仰及法规之基础是巴哈欧拉启示的新圣言,因此,巴哈伊信徒绝

非是伊斯兰教徒.”②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得出结论说:“巴哈伊教是一个独立自

主的宗教,如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公认的世界宗教一样.巴哈伊教不是其他宗教的一个教派.


∗

①

②

原载«宗教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邵基阿芬第:«神临记»,第６５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

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７页.

UdoSchaefer,TheBahíFaithandIslam,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

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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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另一个宗教,地位和其他受公认的宗教相同.”①

尽管学者们已经肯定,巴哈伊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视为伊斯兰教十叶派的分支(SiyyidTabaＧ

tabai:Shí̍ahIslam第７６页),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巴哈伊教是在伊斯兰教十叶派之一巴布教派

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独立而成的一种宗教.所以要明了巴哈伊教的创办过程,首先必须明了其伊斯兰

教背景,明了巴布教派.巴布教派创办于１９世纪中叶,创始人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Siyyid

A̍líMuammad,１８１９~１８５０年).② 他生于伊朗南部设拉子市(今属法尔斯省),其父为富有的布商,

全家均系伊斯兰教十叶派.巴布的教义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富于生命力的社会的概念,同时又保留

大部分听众和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和宗教成分.③ １８４８年,其门人正式宣布脱离伊斯兰教.１８５０年,

阿里穆罕默德被处死,其门徒流亡到伊拉克,分裂成为两派:一派叫阿里派,领袖为叶海亚;另一派

叫巴哈伊派.后者又演化成巴哈伊教,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兴的宗教.

巴哈伊教的创始人为米尔札侯赛因阿里努里,他生于伊朗德黑兰,年轻时即成为巴布教

派的信徒.阿里穆哈默德被处死后,他因涉嫌谋杀国王而被捕,因缺乏证据于１８５３年释放,但被

流放到伊拉克的巴格达.在这里,他宣称自己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马赫迪.１８６３年,他进一

步宣称自己是真主安拉的使者,向伊朗、土耳其、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君主及罗马教皇和神职

人员公开宣布自己的使命,自称巴哈欧拉,从此,该派便被正式称为巴哈伊教.１８６７年,他又重申自

己就是巴布所预言并期待出现的马赫迪.后来,他被奥斯曼政府流放到巴勒斯坦(编者按:今属以色

列)的阿卡,１８９２年死于该地.巴哈欧拉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有«至圣书»(KitbＧiＧ

Aqdas),又译«亚格达斯经»,«笃信之道»(KitbＧiＧÍqan),又译«确信经»、«意纲经»等,«隐言经»、«七

山谷书»,以及其他经典,总共有１００多部.

«至圣书»是巴哈欧拉最重要的纲领性著作,是巴哈伊教信仰的核心.他在该书开篇反复重申自

己是“王中之王”,他的使命就是要在世上建立安拉的王国.书中宣称,他的两个主要目标是:宣布改

造个人和指导人类的律法,创造一个行政系统,来管理那些由承认他的人所组成的社团.书中明确

宣布:伊斯兰教提倡的“圣战”应该被禁止,同时,任何形式的宗教纷争也不被准许.

«笃信之道»是为回答巴布的一个叔叔而作的.该书内容广博,对一些宗教最本质的问题一一探

究,博引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详述了宗教同源的原理和宗教启示演进的理论和证据.

这部书被认为构造了巴哈伊教义的骨架,是巴哈伊信仰的奠基之作,是巴哈伊启示著作中无出其右

者和最优越者.④

«隐言经»是一部散文诗风格的格言集,以真主之口吻表达了巴哈欧拉本人对信仰、道德和灵性

精神的观点,成为巴哈伊教伦理的核心,体现了真主与人的灵魂的沟通,是天启灵性指引的精华.

«七山谷书»是为答复一位苏菲教派学者而写,用一个象征主义的神话故事,描述灵魂经历探索、

爱、知识、团结、惊奇、真贫和绝对虚无这七座山谷,飞向真主怀抱的过程.本书是优美的散文体裁,


①

②

③

④

阿诺德汤因比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２日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N．Kunter博士的信,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

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第３页.
此处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的生年,采自阿拉伯文版资料,国内资料多认为他生于１８２１年,不确切.也有阿拉伯文

资料认为他生于１８２０年,因为伊斯兰教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方法不同所致.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３页.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第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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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神秘的比喻手法,追求无人知晓的神秘王国和探索人类灵魂深处的秘密,描述了人类精神不断提

升的永恒主题.

巴哈欧拉死后,其长子阿拔斯阿芬第(̍AbbsEffendí,１８４４~１９２０年)继任教主.他生于伊朗

德黑兰,死于巴勒斯坦海法.在他主持教务期间,在北非、欧洲、远东、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建立了众

多分支机构和宗教社团,使该教传布到世界各地,因此他被称为巴哈欧拉之后的最大权威,被称为阿

布杜巴哈(̍AbdulＧBah,意为“光辉之奴”).１９１１年,他在欧洲访问了４个月,１９１２年他又前往欧

洲访问,随后又到美国和加拿大,访问了４０多个城市,大大促进了巴哈伊教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传

播.阿布杜巴哈在欧洲和北美访问期间,曾发表过许多演讲,这些演讲的大部分都收集在«巴黎片

谈»一书中.他最重要的著作,是１９０８年起草的«圣约与遗嘱».该书详细概括了巴哈欧拉所指示设

计的巴哈伊中心机构的本质和职权.它们是“圣护”和“世界正义院”.圣护被阿布杜巴哈指定为其

长孙邵基阿芬第拉巴尼,他是巴哈伊教唯一被授权的解释者,所有信徒必须将有关巴哈伊信仰

的一切问题呈交给他处理.世界正义院则监督巴哈伊社团的国际行政秩序.阿布杜巴哈的另一著

作是«已答之问题»,该书收集了他随意的桌旁谈话系列,讨论了从精神、哲学到社会的广泛问题.

阿布杜巴哈死后,其长外孙(长女之子)邵基阿芬第(ShoghiEffendi,１８９７~１９５７年)成为该教

教主.他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学习英语,年轻时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求学,后又到牛津大学深造,精通

波斯语、阿拉伯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因此成为将巴哈伊经典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译成英语的主要翻

译者.而作为巴哈伊教义的唯一阐释者,他对巴哈伊社团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确保了教旨的

一致,从而大大减少了巴哈伊教分裂成派的危险.邵基阿芬第将该总部从阿卡迁往海法,他本人

与一位美国女子结婚.他一生主要从事翻译和注释巴哈伊经典,自己的著作是一些书简.

邵基死后,教权不再世袭传承,改由各国长老会选出的世界正义院行使.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１日,第

一届世界正义院产生,以不记名方式投票选出了９名成员,他们来自四大洲的三大宗教文化背景(犹

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那时起,世界正义院每五年选举一次,作为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其职责

是对全球巴哈伊团体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指导.世界正义院之下,在各国设总灵体会或称长老会,也

由９人组成,由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到１９９５年,全世界已有１７５个国家设立了巴哈伊总灵体

会.总灵体会之下设地区灵体会,也由９人组成,管理地方巴哈伊行政事务.

巴哈伊教在巴哈欧拉于１８９２年逝世时,大约有５万名教徒,分布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１９２１年阿布杜巴哈逝世时,有１０万巴哈伊信徒,大部分是伊朗人,多居住在伊朗或中

东其他国家,少数居住在印度、欧洲和北美的３５个国家.１９５７年邵基阿芬第逝世时,已有４０万信

徒,分布在２５０个国家、地区或殖民地.到１９９１年,根据１９９２年«大英百科全书»的统计,全球已有

５４０万巴哈伊,分布在亚洲、非洲、美洲、欧洲、澳洲的大多数国家,在１７５个国家有总灵体会.①

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已有巴哈伊教徒,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巴哈伊活动停止.改革开放

后,巴哈伊信仰有迅速增长之势.在台湾、香港和澳门,巴哈伊已取得合法宗教团体的地位,设有地

方灵体会.至１９９２年,台湾有１．４万名巴哈伊.香港至１９９３年有２５００名巴哈伊,澳门至８０年代后

期有２０００多名巴哈伊.②


①

②

«巴哈伊»: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页.
李桂玲:«台港澳宗教概况»,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８、４２４、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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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

正像前面所述,巴哈伊教是在巴布教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与巴布教派一样,也继承了伊斯兰教

的一神论学说,提倡一种普世宗教.但它认为普世宗教只有一个,即巴哈伊教.该教主张,安拉是独

一无二的、全知的、全能的,是宇宙的缔造者,也是世间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启动者和支配者.巴哈

欧拉说:“所有赞美都归于上帝的一致,所有荣誉都属于他———宇宙的万军之主和无与伦比、无比荣

耀的统治者.他从虚无之中创造了万事万物,他从无有之中创造了最精巧优美的组成部分,他将他

的创造物从极其谦卑和濒临灭绝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带进不朽荣耀的天国.除了他包罗

万象的恩典和渗透一切的仁慈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①安拉虽是独一的,但可以取不

同的名称,如上帝、神、天主、佛陀,虽然称谓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统一的.他是宇宙的核心,宇宙

的最终目的和本质,是神圣的本体,自古至今他一直隐藏在他亘古的本质中,并停留在他的实体内,

而永远不会暴露在凡人的视野下,他将永远超越一切感官之上,并且无法描述.②

阿布杜巴哈对«圣经»中上帝所说“让我按我的模样造人吧”进行了解释,认为这里的“模样”并非

指外貌,因为神的本质并不局限于任何形式的外观,而是指神的本质特性,如公正、仁爱、恩泽全人

类、忠贞诚实、对万物慈悲为怀,所以上帝的模样指神的美德,而人理应成为接受神性荣光的容器.③

安拉的旨意要通过亲自差遣的诸先知连续不断地显现,因而各大宗教的先知都应该得到承认,

如亚伯拉罕(犹太始祖)、克里希南(印度教)、摩西(犹太教领袖)、琐罗亚斯德(火祅教即琐罗斯德教

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巴布(巴布教派

创始人)、巴哈欧拉都是安拉差遣的先知.④ 所有先知的本质是相同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唯一性是绝

对的,所以推崇某些先知而不敬重其他的先知,是不容许的.但是,先知们在这个世界中启示的分量

必然会有差异,每一位先知所传报的信息都是独特的,每一位有特定的言行方式来显现自己,所以,

他们的伟大性才具有差异.⑤ 安拉派遣先知降世目的有二:一是要把人类从无知的黑暗中解放出

来,指引他们迈向真知的光明;二是要确保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并为人类提供建立和平的途径与方

法.⑥ 这样,先知和现实世界都是神的体现,每一位先知都有一个预言的周期,穆罕默德的天启应持

续至少一千年,而巴哈欧拉启示的周期至少要延续５０万年,因此巴哈伊信仰应该被视为一个循环的

鼎盛期,即一系列连续的、预言性的和演进性的启示的最后阶段.⑦

现实世界所有人,不分男女,都是安拉的儿女,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种族、肤色、社会地位如何,

人类皆兄弟,应该统一和谐,真诚相爱,互相信任.整个人类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种族,是一个有机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６４~６５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
第７２页.

«巴哈欧拉圣典选集»,马来西来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４页.
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８页.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９８页.
«巴哈欧拉圣典选集»:马来西亚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１０、１９、２８８、２５０页.
邵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页.
«巴哈欧拉圣典选集»,马来西亚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１０、１９、２８８、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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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是安拉创造物的顶点,是创造的生命和意识中最高的形式,能够与安拉的神灵交往.巴哈欧

拉说:“你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果实,同一树枝上的叶子,用最虔诚的爱、和谐及友情与大家相处吧

团结之光如此强大,它能照亮整个地球.”①他一再强调“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② 阿布杜巴哈也

指出,人类有肤色种族之不同,风俗习惯、口味、气质、性格、思想观点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异,这正是人

类既一致又多样化的标志,是完美的象征和上帝恩惠的揭示者.这像花园中的花朵,“不管种类、颜

色和形状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它们受到同一泉水的浇灌而清新,受到同一和风的吹拂而复活,受到

同一阳光的照耀而成长,这一多样性便增添了它们的美和魅力”.“如果花园里所有的花草、树叶、果

实、树枝和树都是同一形状和颜色,这将是多么不悦目! 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丰富及装饰了花园,而且

增进了它的艳丽.”③既然人类是一致的,那么就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充满冲突、偏见和仇恨的混乱世

界里,为此,巴哈伊教反对人与人之间互相作对和残杀,提倡废除伊斯兰教有关“圣战”的教义.

和人类一致的原则相联系,巴哈伊教还提倡宗教同源的原则.巴哈欧拉阐明了这样的基本原

则:“宗教的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启示是一个相继发展和逐渐演进的过程,全世界所有

伟大宗教的起源是神圣的,它们的基本原则完全和谐一致,它们的目标和意旨是一致和相同的.它

们的教义是同一真理的不同角度,它们的作用是互补的,它们的差异是存在于教义中的次要方面,它

们的使命代表人类社会灵性发展的连续阶段.”④因此,各种宗教之间不应敌对,千万不要使宗教成

为纷争及不和的因素,或仇恨与敌意的根源,对一切宗教和各教派的信徒均应一视同仁,取宽容的态

度.人的宗教派别之不同,不应成为相互敌对和疏远的根源,也不应成为和平、安宁和友好交往的障

碍.宗教偏见在于:狭隘的信仰原则,只承认自己的信仰是正统和正确的,其他一切宗教均为异端;

教条化和僵化,认为宗教真理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因此固守宗教教条不放;因循传统,传统的宗教

逐渐失去探索真理的活力,成为世代因袭的习俗.⑤ 因此,巴哈伊教提倡人与人之间要放弃一切偏

见和斗争,发扬个人的高尚道德和友爱精神,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

巴哈伊教承认天堂地狱是存在的,但对它们赋以新意,认为天堂可以看做是接近上帝的一种状

态,地狱则是远离上帝的一种状态,每一种状态都是个人在灵性方面努力发展或是缺乏发展的自然

结果,灵性进步的钥匙即是跟随上帝显示者所指之道.这种思想与巴布教派是一致的,巴哈伊教鼓

励个人要对安拉忠诚,做安拉的奴隶,按照安拉的启示和旨意办事,这样就可以获得幸福,从而过天

堂般的生活.反之,违背安拉的意愿,不执行安拉的旨意,就会遭受无限的痛苦,从而过地狱般的生

活.而服从安拉,也要服从最高的宗教领导人和现存世间政权,所以,巴哈伊教提倡服从政府的法律

和政策,以便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稳步发展,避免社会动乱的发生.与此相联系,为保持社

会稳定和连续性,也要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只有这样,也才能建立人类的新的综合文化.

人类将随着一个全球文化的诞生和崛起,而显现其辉煌的宏旨.⑥

巴哈伊教义强调宗教与科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它们本质一致.阿布杜巴哈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巴哈欧拉圣典选集»,马来西亚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１０、２８８、２５０、１９页.
阿布杜巴哈:«生活之神圣艺术»,第１０９~１１０页,以上三条均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教———

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第７６~７７页.
邵基阿芬第:«号召环宇»,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２页.
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第５１~５２、１９６页.
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２页.
邵基阿芬第:«号召环宇»,马来西亚巴哈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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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宗教和科学是人类智慧飞向天空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类的灵魂就能前进.缺少任何一只翅

膀都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假若有人勉强只用宗教的翅膀去飞,他就堕入迷信的深渊;假若他仅用科

学的一翼去飞,他不仅不会有进步,反而会掉入物质主义的泥潭.现在各种宗教都陷落在迷信的实

践中.既不与他们所表述教义的真正原理一致,又与现代科学结论相抵触.许多宗教的领袖相信宗

教之重要,在于某些现成的教条的遵从,仪式和礼制的奉行! 他反对将宗教变成盲目、无意识地顺从

某些教士的戒语,认为真正的宗教不应该反对科学、趋向黑暗,倘若宗教能与科学和谐,相互促进,致

使人类陷入悲惨之境的许多仇恨和歧视就可以避免了.因此巴哈伊教反对盲从,鼓励独自探索真

理:“人不应借他人之目来看,不该以他人之耳来听,也不应用他人的头脑来思考.上帝设计人的时

候令每个人都有其天赋、能力与责任.那么,依靠你自己的思维来判断、遵从自己寻求来的结果吧!

否则,你会完全被无知的恶狼吞噬,并失去上帝的恩惠.”①而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普及教育.

在社会思想方面,巴哈伊教提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张.一方面,该教提倡人追求幸福是合理

的,过舒适和豪华的物质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人可以住豪华住宅,使用金银器皿,穿丝绸服装,使用

玫瑰和高级香水,允许倾听歌曲和音乐.为此,它不仅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而且主张贸易自由,开

办银行,甚至可以放适度的高利贷.另一方面,该教又认为人们的财产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富

人只是由于无知和缺乏理智才占有财产和拥有财富的,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些财富是无益的,他们就

会把自己的财产统统分出去.富人是可怜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去追求财富,而忘记了对死亡和后世

的考虑.巴哈欧拉说:“你们要知道,财富乃一道巨大的藩篱,横隔在寻求者与其所寻、爱慕者与其所

爱之间.富人,绝不可能到达他(指上帝)尊前之天庭,也不可能进入那知足与顺命之城,只有极少数

例外.凡是不受其财富阻碍得以进入永恒之国、亦不曾让财富剥夺不朽之域的富人有福了.”又说:

“切莫因贫穷而烦恼,也别自信于富贵.因为富贵紧跟着贫穷,贫穷又紧跟着富贵.然而,一贫如洗

却拥有上帝的,此乃一件奇妙的礼物.切莫小看其价值,因为最终它将使你富于上帝.这样,你将明

白这句话的意义:‘实质上你们皆为穷人’.以及这句圣言的含义:‘上帝乃一切之拥有者’.所以他

号召:“洗去财富之污秽,以平静舒坦地进入贫穷之境,如此你便能从那超脱之涌泉畅饮永生之

甘醇.”②

巴哈欧拉的这些主张,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尘世的物质文明虽是人类进步的途径之一,但只有

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人类幸福.物质文明如同一个玻璃球,

精神文明如同光源,没有光明时,玻璃球只是漆黑一片.物质文明如同躯体,无论多么别致、典雅与

美丽,它本身是缺乏生机的.而精神文明有如灵魂,躯体的生命来自灵魂,没有灵魂时它仅是行尸走

肉.为了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程度,就要限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凡是追寻世俗的欲望与专心于物质享

受人,不能算为巴哈伊的信徒.一个人若能路经遍布黄金的河谷,而仍如浮云般,毫不迟疑地直行而

过,不屑回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信奉上帝的人.一个人若能在遇见一个绝代佳人时,他的心灵丝

毫不会被贪恋美色的阴影而吸引,这样的人才真正是贞洁无癖的创作.

巴哈伊教对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进行了彻底改革,它主张简化甚至取消一切宗教仪式,因为通

向安拉的道路是隐蔽的.③ 如果要礼拜,那么一天三次就足够了.即晨礼、晌礼、宵礼就足够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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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亚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８、３２页.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巴哈伊灵体总会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６、４４、４６页.
参见阿布杜门伊姆哈弗尼主编:«哲学百科全书»,黎巴嫩贝鲁特伊本宰橔出版社阿拉伯文第１版,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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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寺中的集体礼拜要予废除,每个教徒只需单独礼拜.旅行时,整个礼拜只用一个磕头礼就可以完

成,甚至只用口诵“赞美安拉”就算完成.净礼只洗手、脸、脚,或清水浸浴即可.年终是斋月,采用巴

布教派历法,一年１９个月,每月１９天,另加闰日.斋月过完之后,是新年的元旦.婚礼废除诵祷词,

仅由长老会派人证婚.巴哈伊教将所有的宗教义务简化为９项:每日祈祷,斋戒,勤奋工作,传播安

拉的事业,禁烟禁毒,遵守婚姻制度,服从政府,不参与政治,不得中伤他人.①

在这九项义务中,巴哈伊教重视祈祷,认为通过祷告才能使人与上帝联系.«至圣书»这样论证

说:“每天早晚吟诵(或背诵)上帝语言,忽略了这点的人,便是不忠于上帝的规诫与他的圣约.凡今

日放弃祈祷的人,便是已经背弃上帝的人.”②但是这种祈祷仅只是形式上的或是表面的,真正的祈

祷是工作和为人类服务.凡人能全心全意地竭其所诚,只要他是被为人类服务的热忱动机所激励,

就是崇拜上帝,为人类服务以满足其需要,就是崇拜,就是祈祷,因为人性最高的表达方式便是服务.

一个人的内在发展,成为自己的真我,要完成于他为人类统一的构想服务之时.个人灵性纪律之目

的,在于将灵魂从自我的困惑中解放出来,加深对人类的认同感,并将精力集中于为他人服务上.③

为此,巴哈伊教得到很高的评价,“在所有声称有神圣权威的当代积极宗教中,唯一毫不含糊,一心一

意地为团结统一人类而工作的是巴哈伊教”④.

总之,巴哈伊教主张诸先知是一体的,都是安拉在地上的代表,是安拉的具体体现,而安拉是世

界的中心.人类是安拉创造物中最高贵和最完善的,有永恒灵魂,灵魂脱离肉体后会以新的形式独

立存在.它主张万教归一,宗教同源,天下皆为兄弟,强调社会伦理,不重视甚至否认宗教仪式,主张

废除种族、阶级和宗教偏见,放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取消国界,以实现“地球乃一国,万众

皆其民”的地球村思想.世界语应作为全世界的通用语言,用它来组织建立统一的世界议会,用以实

现世界大同的理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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