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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挑战与机会(节选)∗



[加]A．M．卡迪里安著,朱渊译

智力与理解力

阿布杜拉巴哈解释说,“人的实质是其思想而不是其物质的身体.思想的力量和肉体的力量

是伙伴.”①他还把理解的力量描绘成是“上帝给人的最珍赏的礼物”.理解的意思是一种力量,人通

过这种力量可以获取有关天地万物的各种知识,了解有关生存的几个阶段的知识和其他的知识.智

力或者理解力是恩赐给人的最宝贵的礼物.在所有的造物中,只有人类有这种神奇的力量:②

像其他动物一样,人拥有感知的功能,怕热、怕冷、怕饿、怕渴等;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是,人

有理性的灵魂,有智力.

人的这种智力是其肉体和精神之间的中介物.

当人允许其精神通过灵魂启发他的理解力时,他就拥有了所有的创造物;因为,人做为迄今

为止出现的生物的极至,优于过去所有的进化物种,其自身拥有尘世的一切.通过灵魂的作用

在精神的光芒的照耀下,人那光芒四射的智力使其达到了创造物的顶端.③

在他写给奥古斯特发拉的碑文中,阿布杜拉巴哈解释说:

至于人的智力机能,他们是灵魂固有的特性,像光的辐射是太阳的本质特性一样.光线可

以再现,但太阳却永远是那样,不会改变.想想人的智力是如何地发展而又如何衰退,有时甚至

会退化到零,但灵魂是永远不会变的.为了让心灵得以显露,人的身体必须是完整的.健全的

心灵必须在健全的身体里,而灵魂却不依赖于身体.心灵恰恰是通过灵魂的力量理解、想象和

发挥自己的影响,而灵魂则是自由的力量.④

精神病和灵魂

在回答有关精神病的问题时,巴哈伊信仰解释说:

不管你和其他人如何被精神方面的疾病和这些国家机构的令人烦恼的环境所困扰,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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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你的灵魂是健康的,是在神的附近的,而且还会在另一个世界享受到幸福的和正常的心灵

状态.①

遭受任何疾病都是非常难受的,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些疾

病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灵魂,或者我们同神的内在关系的.很遗憾,到目前我们对头脑的了解

还不够,不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也不知道疾病是如何影响它的.毫无疑问,随着世界精神文明

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家理解了人的真实的本质,人类会找到更人道的和更有效的治疗精神病的

办法.②

护理的态度

我们对于病痛的态度,在我们护理发狂的病人的方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不惜一切代价

避免病痛的世界,护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年人的确是一个挑战.我们的态度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

和理解之上的.当知识通过精神的智慧和神灵启示的富有创造性的语言获得启迪,它就可以转变我

们的心灵和改变我们的性格.—个人对病人的态度,与他对那个人精神本质的理解紧密相关.如果

我们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物质的表质上,那么我们的判断就可能受外观、地位、财富以及其他与物质有

关的因素的影响.自然,在这样的鉴别基础上,我们就会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获得或失去利益.但

是,如果我们对那个人的认识上升到精神的性质,我们的判断就不会是有条件的,我们就会有包容宇

宙的胸怀.而且,我们还会意识到,在幻觉的云层和病人的糊涂之外,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在寻找自己

的命运.

巴哈伊信仰对健康和痊愈的方法反应在其信仰者的一些祈祷中.“啊! 我的神,她病了,她便进

入了健康之树的荫护下;遭受着折磨,她逃到了保护之城;受病痛煎熬,她找到了恩惠的源泉;疼痛难

忍,她急忙去找平静之源”③“健康之树”“保护之城”和“上帝恩惠的源泉”是指一些神的精神庇

护所.对于这一切,我们现代的医学知识尚不能理解,获得他们的唯一渠道是祈祷和静思.这祈祷

表明,治愈、平静和保护的终极源泉在神意志的力量之中.

对阿尔泽梅尔症的家庭观察

有患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家庭所发生的变化,在一些方面,同新添了一个婴儿的家庭所发生的

变化很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同这样的家庭所发生的变化不一样.婴儿和患阿尔泽梅尔症的病人

都需要别人照顾,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同样地无能为力.然而,婴儿会成长得越来越独立,而病人却会

变得越来越依赖别人.当家里新添了一个婴儿时,家庭成员们会表现得激动和高兴.他们改变自己

的生活,为了满足新生儿的需要,他们甘愿作出牺牲.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会逐渐地放手,让

鼓励孩子自立,直到孩子渡过青春期,长大成人并独立地生活.

社会的作用

在帮助阿尔泽梅尔症病人康复和协助护理者方面,社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社会应该有一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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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霍比:«引导的明灯:巴哈伊参考卷»,新德里:巴哈伊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修订版,第２８１页.
海伦霍比:«引导的明灯:巴哈伊参考卷»,第２８１页.
巴哈安拉:«巴哈伊的祈祷»,维尔梅特,伊利诺斯:巴哈伊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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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来帮助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从而使对病人的护理能够继续下去.病人的家庭成员和其他护理者常

常表现得无助和失望,说明同这样的病人打交道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地方的阿尔泽梅尔协会是

支持护理者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每个人的心理、生理、环境以及精神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因此社会应该为护理者提供照顾病人的不同的方式.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不同需求要求对他们

采用多学科和综合的护理方式.在物质方面,社会应该提供处所和护理设施,比如护理院及类似的

机构.在心理方面,社会应该为护理者提供咨询和其他支持,从而使他们能够应付照顾这种慢性病

病人给他们带来的问题.社会还应该在这种疾病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方面对护理者进行教育,并且对

社区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关照护理者的情感需求(我们的医院系统主要是针对病人而不是针对

病人的家属的).在环境方面,社区应该通过建立一些援助网络和机构提供治疗和支持的环境,这些

网络和机构应该能为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提供有效的帮助.

在精神的领域,我们必须逐渐地认识到在疾病的阴影下的病人的高尚的一面.作为辅助疗法,

祈祷和沉思可以使病人的灵魂振奋.在巴哈伊社区,精神大会可以提供对人生旅途的引导和理解.

下面是精神大会写给一位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信.这个病人还能理解和接受忠告,但她却不愿接受

家里人和朋友的忠告.

亲爱的

自从您皈依巴哈伊,一直是巴哈安拉忠实的臣仆.回首往事,您对您的信仰作了许多许

多,比如,抚育您的女儿使其成为巴哈安拉忠实的臣仆.“父亲和母亲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

到,他们为他们的儿女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得到回报是很少的.”①

您活着看到了这种回报.

您经过了自然的老年化过程,现在正在进入生活的一个新阶段.您同全国其他的数千人一

样,承受着阿尔泽梅尔症的折磨.疾病本身和身体的衰老对您的影响是巨大的;您的记忆有时

管用,有时不管用.有时您不知道日期或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住在哪个城市.这是使人难堪

的.但是,意识到您并不对这种能力的退化负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阿布杜拉巴哈所说的

那样:“所有存在的事物都不处在静止状态的———这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在运动中,一切事物

不是生长就是衰败.”②

«卫报»对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一位信徒这样写道,这样的疾病“同我们的精神或者我们同上

帝的内在联系是没有关系的.”③阿布杜拉巴哈说:“头脑是受约束的,而灵魂则是无限的.大

脑是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帮助来理解的.然而,灵魂却不受这些媒介的约束

灵魂永远有自己全部的力量.”④

只有当我们身体的所有能力都退化时,我们才会深刻地理这段话的意思,“我现在承认我的无能

为力和您的无穷力量,承认我的一无所有和你的无尽财富.”⑤当然,没有什么能比疾病更能提醒我

们自身的无能为力,因为疾病不仅使我们丧失体力,还使我们丧失脑力,事实上,这种能力的丧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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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巴哈:«一些回答了的问题»,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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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对灵魂发展上一个台阶的刺激,这个台阶就是,看到我们作为依赖于上帝的真正独立.我们在

未来的生活中是不需要体力的,而恰恰是这种精神的发展对我们来世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生活的现阶段,您需要人照顾,因为您不能再自己照顾自己.巴哈安拉在«智慧之语»

中所说的:“接受上帝赐予的一切和满足于上帝所发布的一切就是所有光荣的源泉.”①

如果您放弃对独立的理解;并接受照顾,让别人知道您需要照顾,那么您就为别人提供了一

个机会.当您承认需要照顾时,您的纤弱就成了一份礼物,因为它给予别人照顾您的机会.我

们许多人都希望有机会帮助您.帮助您是我们对您表现我们的爱的最好方式! 在这样的情况

下,«卫报»写道:“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您是您孩子们的负担,但照顾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

殊的荣幸.您是给予他们生命的母亲.巴哈安拉通过他自己的恩惠已经把他们吸引到他的

信仰之下.他们为您做的任何事都是对您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回报.”②

我们感到有您在我们社区,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迫切地希望以任何方式帮助您,解决

您面临的问题,从而表达我们对您的爱.

以最深切的爱祝福您

巴哈伊精神大会

有关护理的一些建议

以下是一些有关护理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我们需要重新估价我们对于疼痛和苦难的态度,并认识到这些困难在我们成长和发展的过

程中的作用.阿布杜拉巴哈解释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两种感情的影响,即欢乐和痛苦.他强

调说,没有人不被这两种感情所影响,“但是,所有的不幸和悲哀都源自于物质世界———而精神世界

所赐予的只有欢乐! 如果我们受苦,那是物质带来的结果.所有麻烦和问题都源自这个幻觉的世

界.”③照顾患有痴呆症或没有这种病的老年人是一种个人的挑战,这种挑战会赋予我们的生活新的

意义.这种挑战帮助我们在精神方面得到发展,使我们从以个人为中心的圈子里跳出来.向那些无

助和身体受到损伤的人表现我们的爱,照顾他们会有助于我们获得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人生旅途中所

需要的美德.一位心理学家专门研究照顾患阿尔泽梅尔症的病人给护理者带来的影响.他这样写

道:“护理过程提供了精神的内容.”④

———只要有可能,我们应该与病人一道祈祷和静思.神渝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安慰灵魂,

缓解痛苦.这是因为,神渝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意义和奥秘.在祈祷时,痴呆病人不可能全神贯注,

但是,这种疾病不意味着病人的灵魂意识不到他同别人在做祈祷.

———我们需要发现一些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可能同病人实际接触.给病人送一些能够唤起他们

记忆的物品,比如他们喜欢的花或一段他们喜欢的音乐,也许会对病人产生一些治疗效果.我有一

次到一家护理院去看望一位患阿尔泽梅尔症的病人.她说话已经不清楚了,而且也失去了记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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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安拉:«人类的现实»,维尔梅特,伊利诺斯:巴哈伊出版公司１９６６年版,第３页.
苏基埃芬蒂,被引用在«引导的明灯»,第２３０页.
阿布杜拉巴哈:«人类的现实»,第１５~１６页.
格勒巴Ｇ大卫:«在照顾患阿尔泽梅尔症亲戚的同时得到成长»,博士论文(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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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带了一些她非常喜欢的鲜薄荷和丁香花.薄荷的气味使她的脸上现出生气,她不断地嗅那薄荷

和丁香花.看到她最喜爱的花,使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别人告诉我,她在年轻时拉提琴.我告诉她家里人,把她最喜欢的提琴曲的录音拿来放给她听,

这也许会给她带来美好的回忆.听到喜欢的音乐,看到喜欢的花或者看到家人的合家照,会使病人

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吗? 虽然我不敢肯定,但我所看到的病人的表情使我相信,在病人的病情不是很

严重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可能这种记忆的恢复只是一瞬间的,而不是智力的恢复.

有一位７８岁的病人,据说总是在庆祝她的一个孙子的生日时感到高兴,这时她会情不自禁地唱

起“祝你生日快乐!”让她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是她与现实世界仅有的瞬间联系.生日过后,她就会

又变得糊涂起来.同样,祈祷就像精神的颂歌会使人内心产生一种安全和愉快的感觉.

“记忆的丧失会使人产生恐惧感,”—位护理者说,“也许最通常的恐惧是由于病人忘记了自己在

哪儿.”但找到办法使阿尔泽梅尔症病人记起他们在哪儿是不容易的.伊丽莎白罗切斯特是一位

社会工作者,她通过自己母亲的疾病对疾病有了深刻的认识.她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使病人记起他们

在哪儿.她说:“一次,我去医院看望一位妇女,她的阿尔泽梅尔症已经是晚期了.她的身体由于紧

张而变得僵硬,她的面部紧张,举止显露出生气的样子.我记得她是一个非常开朗和待人热情的女

主人,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事都感兴趣.

我注意到她在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我立刻努力去理解她说的话的真正含义,并

试图去发现她真正所需要的答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女人已经没有家了.后来,我想起

来那本«生命紧随生命»的书.① 许多有过几乎丧生经历的人描述,在那一瞬间,有光影或他们的亲

戚来迎接他们.这个信仰巴哈伊教的女人在她的床头挂着一幅阿布杜拉巴哈的像.阿布杜拉

巴哈是巴哈伊创始人的儿子.这个女人敬仰和信任阿布杜拉巴哈.

我在离开的时候告诉这个已经是我四十年朋友的女人我想和她说再见.

‘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

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阿布杜拉巴哈知道你在哪儿,到时候他会来接你,带你回家.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这时我觉得她明白了.

别人也学我这么做,六个月以后,我的朋友就不再那么紧张了.最近,她把牙都拔了,牙根也都

缝子起来.她在受煎熬.她对着阿布杜拉巴哈的照片说:‘是时候了,我到这个照片里去了.’”②

用过去的经历引导糊涂的病人被证明也是有效的.有一个阿尔泽梅尔症的病人不得不住在医

院里,他的妻子对作者讲述了下面这件事.“一天,我丈夫非常不安,于是护士不得不为了他的安全

而把他绑在他的床上或轮椅上.他对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我去了之后,他对我说他很不高兴.他想

知道自己在哪儿,那些人是谁,他想要我带他回家.我就告诉他:‘你瞧,我们在旅行,我们过去就去

过很多地方旅行.现在我们又在旅行.目前,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后我们将去比这舒服得多的地

方.过去我们驾驶汽车旅行,不就是为了安全而系上安全带吗,为了你的安全,你需要这带子,因为

我们在旅行啊.’我说了这些话后,他就安静下来了,这些话使他不再不安了.”

———我们需要接受病人的现状,而不是认为他们应该像以前一样,或像他们应该的那样.一位


①

②

雷蒙德A．姆迪:«一世又一世»,纽约:班特姆图书１９７５年版.
同伊莉莎白罗切斯特的个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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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亲戚这样说:“最糟糕的是,他不一样了.他过去那么幽默而且喜欢跳舞.现在

他只是坐在墙角,看上去总是那副悲惨的样子.”①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亲戚和朋友常常拿病人的现

在和病人的过去相比.这种比较使护理病人的工作变得更加枯燥和乏味.阿尔泽梅尔症病人不会

像我们期望的那样而改变,但我们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好一些.我们必须看到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崇高

性,并且在这个世界的人生旅途的各种情况下,尊重这种崇高.疾病并不是我们的选择,但疾病向我

们提出了挑战.

———我们需要意识到老年人,特别是患有阿尔泽梅尔症的老年人,害怕被他们的家庭和朋友们

拒绝和抛弃.他们的这种心理使他们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我们需要经常用语言和行为表达我们

对他们的爱戴,让他们相信他们是不会被抛弃的.

———我们应当尽量让病人待在家里,因为病人熟悉家里的环境,在家里会有安全感.许多像医

院一样的专业机构里那种缺少人情味和弥漫着消毒味的气氛往往会使病人认为他们被抛弃了.因

为在那里,家人同病人的接触不像在家里那样频繁.

然而,永远在家里护理病人总是不可能的.疾病的晚期发作需要不间断地护理,特别是需要医

疗护理.这种情况使人们必须考虑送病人到医院或类似的环境接受护理.这种与病人的分离,会使

家人感到痛苦和内疚.在作者发的一份问卷上,对“在照顾家人的过程中,什么时候你觉得最困难和

痛苦?”这个问题的回答,许多人说“是在送他(或她)去疗养院或医院的时候.”然而,有一位护理者认

为把她母亲送到医院是一件“开拓性”的事.因为她母亲作为一个巴哈伊教徒去到—个新的地方会

在那里帮助传播巴哈伊的信仰.那位护理者的母亲也这样认为.盖勒巴大卫医生在研究阿尔

泽梅尔症病人的亲戚时发现,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孩子们往往会在病情的早期,就把病人送到医院,

而多数病人的配偶却不会这样做.这也许是由于父母常常单住,总需要有人照顾.而且,那些把父

母接到自己家里住的孩子们,在努力使父母融入自己小家庭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可

是,作为护理病人的配偶,却往往不愿让孩子们承担太多的照顾病人的责任.他们担心那样会给孩

子带来负担,因为孩子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要处理.研究人员还注意到,女儿往往比儿子更关心

生病父母,所以也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护理.②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留病人在家,或感到把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好的,巴哈伊信仰提醒我们,我

们在这个世界应该通过获取美德而为自己的灵魂做准备,这对于我们的灵魂在来世的发展是至关重

要的.阿布杜拉巴哈说:“当我们的头脑里充满了这个世界的辛酸时,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神,神会

同情我们,会使我们镇定下来.如果我们受到物质世界的束缚,我们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那样我们

就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当我们的生命即将结束时,让我们想想永恒的世界,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

欢乐.”③

阿尔泽梅尔症尽管折磨人,但却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发展的机会.比如,记忆丧失可以看做是

传达了一个积极的象征性的意思———在这个世界所获得的知识的消失.大脑变得像是一只杯子,这

只杯子把这些年来所积累的水都倒尽,准备倒入神圣现实世界的新鲜圣水.正像一个护理者说的那

样:“我仔细地想过这种疾病可能会有的精神价值.在«七个峡谷»中,巴哈安拉说,知识的峡谷是


①

②

③

格勒巴Ｇ大卫:«在照顾患阿尔泽梅尔症亲戚的同时得到成长»,博士论文(未发表).
格勒巴Ｇ大卫:«在照顾患阿尔泽梅尔症亲戚的同时得到成长»,博士论文(未发表).
阿布杜拉巴哈:«人类的现实»,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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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的最后一层.也许有时,仁慈之神会从肉体上使我们失去这一层,从而可以使我们的灵魂有机

会准备真正地起飞.”一位阿尔泽梅尔症病人的女儿描述了那飞行所产生的影响:“我母亲去世后,好

像她的一瓶纯本质撒在了我们全家人的身上.她的去世不仅仅意味着她本人从身体的炼狱得到了

解脱,而且长期地生病需要人们对生活里真正本质的东西有耐心和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一切使她真

正地成了一个天使.在她死后的那些日子里,精神的存在是轻松的和愉快的,是充满着爱的”

第七章　老年化:精神发展的过程

老年化的过程涉及人潜能的完成.这个过程可以比作花的生命周期,发芽、生长、出花蕾、开花,

最后完全展现其美丽.然而,花像其他所有物质一样,成熟过后会凋谢并最后死去.而人则不同,人

拥有灵魂和精神命运,因此不会同花的命运一样.

灵魂的进化

下面这段阿布杜拉巴哈的文字解释了精神在进化形式上的不同:

在自然界不存在绝对的静止.所有的事物要么发展,要么衰落,要么前进,要么后退.任何事物

都不会静止不动.人从出生之日就生长发育,直到长大成人,达到其生命的最辉煌点,然后就开始一

天天衰老.身体的力气和体力都会下降,逐渐地,人会走到死亡的时刻.同样,一种植物从种子长成

熟,然后其生命开始衰老,直到凋谢死亡.一只鸟扶摇直上,抵达它飞行的最高点后开始向下降落.

因此,很明显,运动对于所有的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

开始衰落.这就是制约所有物质产生的规律.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灵魂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运动对于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生命

都不能没有运动.万物,不管是矿物质、蔬菜或动物类,都必须遵循运动的规律:他们要么成长,

要么萎缩.然而,人的灵魂是不会衰老的.灵魂唯一的运动是趋向完美,生长和发展构成了灵

魂运动的全部

“进步”是精神在物质世界的表现.人的智力、推理能力、知识、科学成就,所有这一切作为

精神的体现显示了精神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所有这一切必然是不朽的.①

所以,人的精神进化与物质进化由盛而衰的形式是不同的.物质成长之后是衰老和死亡,而精

神则不存在衰老和死亡.尽管身体发展的程度因人而异,但灵魂的发展是不会间断的.前页的图表

说明了灵魂的进化和身体的进化之间的区别.

感觉和精神的力量

尽管巴哈伊的文献中没有具体的有关老年化的篇章,但有关人的有机生长的解释也能够使我们

对自身的发展有一些了解.根据阿布杜拉巴哈的说法,在人体内有五种生理和五种精神的能力:

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五种外在的能力.这些能力是感知的代理.这就是说,人通过这五种能


① 阿布杜拉巴哈:«人类的现实»,第１８~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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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知物质世界.这五种能力是,感知事物形式的视力;感知声音的听力;闻气味的嗅觉;尝事

物的味觉及感知有形事物的触觉.这五种能力感知外部的事物.

人还有精神能力.即想象事物的想象力;对现实产生想法的思维;理解事物的理解力;记住

所想像、思考和理解的事物的记忆力.意识是五种外在能力和内在能力之间的中介.外在和内

在能力都有意识.这就是说,意识在二者之间起作用,把外在能力感知的一切传达给内在能力.

这种能力被称为交流能力,因为它在外在和内在能力之间进行交流.

比如,视力是外在的能力,它看到和感知到一朵花,并把所感知到的信息传达给内在的能

力———普通官能;普通官能又把这感知传达给想象力;想象力又构想并形成形象,再把形象传达

给思维;思维能力经过思考后抓住了现实,又把它传达给理解力;理解力在理解了所接受的东西

后,把这个物体的形象又传给记忆力;记忆力再将其储藏在其库房里.①

根据上面所描述的进化形式,生理感官的官能随着年老会衰退.但是,智慧的能力却不会出现

同样的情况.

生理感官的退化

随着人变得年老,五种感官的灵敏度就会减弱.视力的下降是众所周知的.比如,６５岁以上的

人在有光线的情况下要看清楚一个物体所需的照明度,是他们２０多岁时的１００倍.② 据估计;在５５

岁的人口中有２．８％的人会明显地出现听力失聪;而在７５岁的人中,有１５％的人会完全变聋.③ 年

轻人可以通过加强其他官能来弥补某官能的不足,但对于老年人,这种弥补的能力就弱得多了.④

智力和老年化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要人活到一定的年龄,衰老是每一个人都必然遭遇的命运.然而,现

在一些研究人员坚持认为,“尽管同老年痴呆有关的智力严重衰退,常常被人们认为是老年特有的现

象,但引发痴呆症的疾病实际上所影响的只是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⑤据估计,所影响的范围大约

在５％到７％.⑥ 目前的研究表明,人的智力一直到６７岁都是稳定的,甚至有时这种智力的稳定会持

续得更久一些.⑦

许多人都认为,老年就意味着记忆的丧失.但事实表明,一个健康人记忆的衰退要比想象的要

慢得多.尽管想起一件事的时间要长一些,但记忆力还会同过去一样.⑧ 最显著的能力衰退体现在

接受新信息的能力方面.但是,一旦老年人学会了某种知识或能力,他们几乎会像年轻人一样记住

所学到的东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阿布杜拉巴哈:«阿布杜拉巴哈作品选集»,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１０~１１２页.

J．L．夫扎德、S．J．泼普金斯:«完善成年人的发展:老年应用心理学的目的和手段»,«美国精神病学»１９７８年第３３期.
朱迪M．扎瑞特、斯蒂芬扎瑞特:«臼齿老年化»,第２６页.
朱迪M．扎瑞特、斯蒂芬扎瑞特:«臼齿老年化»,第２５页.
朱迪M．扎瑞特、斯蒂芬扎瑞特:«臼齿老年化»,第２６页.

J．A．毛替姆、L．M．舒曼、L．R．福瑞彻:«痴呆症流行病学»,摘自J．A．毛替姆、L．M．舒曼编辑的«痴呆症流行病学»,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２３页.

朱迪M．扎瑞特Ｇ斯蒂芬扎瑞特:«臼齿老年化»,第３０页.
朱迪M．扎瑞特Ｇ斯蒂芬扎瑞特:«臼齿老年化»,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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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常常说,他们记久远的事比记最近的事更容易.由于很难界定哪些事比较近一些,所以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少;但是可以断定,老年人记住的过去的事通常都是生活中的大事,比如结

婚、生孩子等,这些事比最近的平庸的琐事对他们来说更有意义,而且,老年人喜欢回忆“过去那美好

的时光”,自然想什么事越多,就记什么事越牢.

年龄对于精神发展没有限制

在精神的领域里,年龄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有可能一个１０岁的孩子在获取神的品质和智慧方

面超过一个９０岁的人.时间的局限是人类生活的特点之一.而在精神的领域是没有年龄和时间的,

“只有永远的年轻和享受永恒的生活”.① 所以,为巴哈伊信仰服务的人是没有年龄限制的.这是一项

精神事业,因此,除非一个人生了病,年龄不应该被看做是障碍.于是.当巴哈伊信仰的圣护被问及

在多大年龄的人应该停止为教会的信仰服务时,他回答说,“不管是准,只要在２１岁以后为这个事业服

务而且担任管理职务,年龄对他是没有限制的.实际上我们应该为这个事业生命不息,服务不止.”②

精神或灵魂不但不为年龄所影响,而且也不为疾病所损伤.巴哈安拉这样写道:

一个人为病痛所折磨而显得衰弱,是因为在他们身体的灵魂和肉体之间产生了障碍.而灵

魂本身是不为身体的任何不适所影响的.想想灯所发出的光,尽管外界的物体可以影响光的照

射,但光本身的放射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同样,所有影响身体的疾病都不会使灵魂不能展现其

固有的力量.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它会充分地显示它的优势,表现出地球上任何力量都无法与

其相比的神威.③

精神健康

巴哈安拉使我们对生活中所遭受的疾病的本质有了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多为人们所忽略

的精神健康领域,同身体的健康相比,我们这方面的问题往往为医学界所忽视.然而,精神健康对于

人的健康是极其重要的.阿布杜拉巴哈特别强调:

祈求人类的精神健康能天天得到改善.因为有许多大夫在关照人身体的疾病,但有神性的医生

却少得可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不要惧怕那些控制你身体的人,但是对那些控制你精神

的人要小心.”让你的精神自由,这样你的灵魂就能扶摇直上.抵达神圣的顶端.让你的精神展开前

进的洁白翅膀.身体的疾病往往能使人离他的造物者更近,遭受痛苦能够使他的心灵丢掉人世间所

有的欲念,直到心灵对所有的受苦者变得仁慈和同情,怜悯和同情世间所有的造物.尽管身体的疾

病使人暂时受到病痛折磨,但疾病不会影响病人的精神.而且疾病还会对精神的进化有所贡献,即

精神的感受性会在心灵中得到发展.④

为来世作准备

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可以比作是母亲腹中九月的胎儿.在这段期间,尚未出生的孩子就要为


①

②

③

④

苏基埃芬蒂给一个信徒的一封信,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９日,引自世界司法部给一个信徒的信中.
苏基埃芬蒂给印度巴哈伊全国精神大会的信,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１日.
巴哈安拉:«拾遗»,第１５４页.
埃利阿斯茹霍瑞编辑:«内庙的神位»,牙买加:埃利阿斯茹霍瑞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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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个世界作准备.未出生的婴儿四肢和器官的完好对孩子出生后适应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

生长是至关重要的.同样,人的生长和在这个世界上精神潜力的挖掘为灵魂到来世作准备.因此,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后半生就是为来世作准备的最后阶段.阿布杜拉巴哈比较了人生的两个过程:

人生命的开始是在子宫内的胚胎阶段.人在这个阶段接受了人类生存现实所需的能力.

这个世界所必需的精力和机能都在那个有限的情况下赐予了这个生命.他在这个世界上需要

眼睛,于是别人给予了他眼睛;他需要耳朵,他于是得到了耳朵,从而为他新的存在做好了准备.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机能都在子宫中赋予了他.因此,当他来到这个真正生存的世界,他

不仅仅有了必要的功能和机能,而且发现他物质支撑的给养在等待着他.

因此,他在这个世界上必须为来世作准备.他必须在这个世界获得来世所需要的东西.正

像他在子宫中通过获取这个世界必需的一切为来到这个世界所作的准备一样,来世所必需的一

切,必须提前在这个世界上备好.①

在为来世作准备时,我们需要使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进步和繁荣的工具;这些工具就是神圣的

美德和质量,而这些都是要在现实世界里获取的.身体器官,如在胚胎阶段就已长成的四肢和感官

使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得以新陈代谢和维持有机的生长.同样,神圣的本质使我们在来世能够发挥

我们的潜能.

来世的所需

“在超越了这个世界生命局限的来世,人需要什么呢?”阿布杜拉巴哈问道.然后他自己回答

了这个问题,

来世是个圣洁和充满光辉的世界,所以人有必要在这个世界获得神圣的素质.来世需要灵

性、信仰的把握、知识和对神的爱.人必须在这个世界获得这一切,从而当他以后从这个世界升

入天国时,他将发现在那个世界所需的一切会一应俱全.

神圣的世界是光明的世界,所以在这里需要光芒.那是充满爱的世界,对神的爱是互关重

要的.这是一个互臻至美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获得美德和完美的品德.圣灵的气息使那个

世界有了生气,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寻找这圣灵的气息.那就是永恒的生命王国.我们必须在

即将消失的存在中获得永恒的生命.②

当我们确认了我们的精神需求和实现精神需求的方法之后,我们必须发现获得天国品质的方

法.阿布杜拉巴哈又一次地给我们以帮助,以下是获得精神品质的七种方法:

一、通过对神的了解;

二、通过对神的爱;

三、通过信仰;

四、通过慈善的行为;

五、通过自我奉献;

六、通过同这个世界的分离;


①

②

阿布杜拉巴哈:«世界大同的基础»,维尔梅特,伊利诺斯:巴哈伊出版公司１９４５年版,第６３页.
阿布杜拉巴哈:«世界大同的基础»,第６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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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过圣洁和神圣的精神.

阿布杜拉巴哈还告诫人们,“如果不能获得这些力量,并不能达到这些要求,那么人就必然会

被剥夺其永恒的生命.”①

在今生和来世的回报

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常常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生活的谜团和这种生活的回报,我们也不知道

来世将会是怎样的.巴哈伊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阿布杜拉巴哈说:

这种生活的回报就是装点我们生活现实的美德和完美品质.正是由于有这些美德和完美

的品质,人方能获得精神的再生,从而变为新的造物.来世的回报,即永恒的生命,所有的圣书

都提到了这一点.来世的回报还包括神圣的完美、永恒的恩惠、长久的幸福和平、精神的优

美、各种天国的精神礼物、心灵欲念的满足、在永恒的世界与神相会.②


①

②

阿布杜拉巴哈:«世界大同的基础»,第６４页.
阿布杜拉巴哈:«一些回答了的问题»,第２２３~２２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