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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义的普世伦理观
与“底线伦理”的比较

∗



庞秀成

一、引言

人类可公度之道德可否实现充分的学理证明? 具有实证精神的当代学者,特别是支持“底线伦

理”的学者,认为在主要的宗教文化中实际上已经存在这样一些基本的伦理规范和信念,即“你希望

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个信念公称为“金规则”(GoldenRule),存在于琐罗亚斯德教、

耆那教、佛教、印度史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宗教文化典籍中.所用之“言”不同,所表之

“意”无异,是意一言多,“理一分殊”.康德的“绝对命令”或“普遍公平法则”是“理性”版本的“金规

则”:“要按照这样的准则去行动,这些准则同时可以为自身的目的而作为自然之普遍法则.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作为目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①«论语»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第十二»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第五»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雍也第六».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Bahullh,１８１７~１８９２)也说:“自己

不希望对自己做的事情,不应希望对别人做.”②普世伦理倡导者发现四条道德禁令共存于世界多个

古老的宗教之中,即“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奸淫”.这一学理考证肯定了普世伦理的

可能性.但在探讨普世伦理的内涵、内容探究方法、实践路径之前,首先应该明确普世伦理是一个

全人类不断构建的未完成的任务和谋划,它并不等于一个时期、一个国际社团或者个人制定的普世

伦理宣言或宪章.其次,普世伦理自古以来就已是个客观化了的适应不同时代的存在,只是全球化

进程持续到最近才有机会和可能挖掘比较已经存在的伦理共识.第三,普世伦理允许人类对它有

不同的版本解读,目的是将我们的共识呼唤出来.第四,普世伦理是动态的,具有历史相对性和暂

时的共度性,任何宣言或宪章都不是终点.对于它们的批判性审视可以从非宗教伦理学出发,也可

以从宗教伦理学出发,还可以把它们与某一宗教的普世伦理观相比较.

巴哈伊教是一个近代发展起来的普世宗教,发展速度惊人.一个半世纪就已成为分布范围仅

次于基督教的世界宗教.“它的崛起,一方面说明了宗教现代化的某些问题;另一方面从更广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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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在一定程度上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折,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借鉴.”①因此,不能不引起以

儒学为传统然而儒学却被排斥在现代化大门之外的汉语学界的重视.作为普世宗教,它的教义能

够从全人类的伦理价值出发将情感理想主义与现实理智主义结合,并不断保持它们的平衡.国务

院宗教研究中心编的文件证实:“巴哈欧拉除规定教义外,还阐述了该教丰富的社会伦理思想,其

特点是积极入世,关心俗世生活,实现其世界大同的宗旨.具体主张有:要求信徒忠于其政府,

并以无私和爱国的方式为国家利益服务,但反对教徒参与公职竞选及参加政治活动;普及教

育;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新秩序,反对任何战争;限制自然资源的开发等.据此社会伦理思

想,巴哈伊教徒努力争取为人类服务,实现人类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教旨.”②从巴哈伊教视角出

发可以看出巴哈伊教伦理思想的特点,也可发现代表“底线伦理”的两个宣言(见下文)的局限性.

此外,通过比较和评价伦理宣言来审视普世伦理,还可以为建立和谐社会以及为以伦理为核心的儒

学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思路.

二、巴哈伊教基本教义的阐明过程

各大宗教的保守性在于宗教的绝对真理观.巴哈欧拉宣布宗教真理具有历史相对性,是同一

个太阳在不同地点的破晓.③ 该教的圣护守基阿芬第解释说: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

的.“神圣启示”连续不断,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起源上都与神圣的根本原则和谐一致,根本目的完

全一致,发挥的作用相互补益,其差别是非本质的,其使命代表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精神演进.④

近代穆斯林世界各宗教派别“排他主义”强烈,但巴哈伊教则宣扬人类同根同种、所有宗教同源、世

界大同、团结和平,主张独立探求真理,反对因袭和模仿.正是这些基本教义将其自身从伊斯兰教

中独立出来.巴哈欧拉将这一大同思想概括为“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⑤,认为世界是一个“多

样性统一”(UnityinDiversity)或变化合一的世界.其后,“多样并存,大同团结”便成为巴哈伊教的

基本哲学信条和伦理基础.

巴哈欧拉之子阿布杜巴哈(̍AbdulＧBah,１８４４~１９２０)阐释说,宗教的本质是实现人类团结和

消除战争的事业,“如果宗教成为厌弃、仇恨和分裂的根源,那还不如没有宗教”⑥.宗教面临的重

要课题,就是寻找一个能以前所未有的和平魅力使世界多民族融为一体的基础,负起人类普遍的道

德责任.“偏见、战争和剥削都是人类未成年的表现.今天人类正经历着不可避免的混乱,也是人

类即将集体进入成年期的标志.”⑦国家之间的永久和平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段,但不是最终目的.

最高目标是世界各民族团结友爱,亲如一家.人类可预期的两个和平阶段是战争休止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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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立的“小和平”(LesserPeace)和人类一家的“大和平”(MostGreatPeace),两个阶段都需要

人类付出极大的努力.

对话和磋商在巴哈伊教中具有教义的地位.巴哈欧拉在流放期间,向欧洲强国的国王和统治

者及罗马教皇发出信函,召唤他们高举公义旗帜,用其力量来终止苦难和战争,这是东方主动向西

方发出的普世伦理对话的邀请.巴哈欧拉认为,磋商的标准高于谈判和妥协.他说:“凡事必要磋

商.磋商是指路的明灯,天赋之悟力通过磋商才变得成熟.”①磋商见于不同领域、社团、阶层、性别、

民族、教派等等之间,是集体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巴哈伊世界中心———世界正义院(２００２)致函全

球宗教领袖时申明:“巴哈伊社团自从创建以来一直都是跨宗教活动的积极推动者”,主张跨宗教对

话必须抛弃宗教偏见,放弃宗教狂热主义、排他主义、种族主义及狭隘民族主义,放弃认为自己的信

仰“赋有特权或者就是终极真理”之类的声称,从“人类一家”出发,宣扬宗教的宗旨是友爱与和平,

肩负起友爱与和平之重任.②

巴哈伊教的这种气度、责任感来自于其普世主义的基本教义,阿布杜巴哈的欧美之旅(１９１１~

１９１３)向基督教世界阐释巴哈欧拉的基本教义或全球伦理思想,成为世界宗教史上宗教对话的典

范.他在伦敦首次总结出巴哈伊三个核心教义③:上帝唯一、人类一家和宗教同源.随后又首次总

结了该教的基本教义:第一,独立探索真理,反对盲目因袭传统;第二,人类一家,男女平等,消除

种族、宗教和阶级偏见;第三,宗教是友爱、统一和团结的根本;第四,宗教与科学相互交织,好比

人类腾飞的双翼;第五,各个宗教所表达的真理是一个,因为现实只有一个;第六,人类社会所有

成员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第七,消除贫困,穷人亦应满足日常衣食;第八,通过选举建立世界仲

裁委员会,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第九,只有物质文明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幸福的根本在

于建立精神文明.这些基本教义无一不是从全人类角度提出的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伦理问题的方

向.巴哈伊基本教义条目于２０世纪初已经稳定,不同场合表达的条目数量、顺序和解释略有变化.

阿布杜巴哈认为这些教义从内涵上讲都是首创的,没有哪一个宗教领袖或先知提出或阐述过.巴

哈伊世界中心———世界正义院(１９８５)重申了这些基本教义,但适应现实,增加了许多内涵,如“运

用精神原则解决社会问题”④.应该说这些条目是世界性的,是普遍的伦理目标,标志着人类成年

时代应遵循的伦理信念.

三、巴哈伊教基本教义的学理基础和实践导向

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不仅是单纯的伦理规范,还是伦理信念.它关注人类普遍的善行和福祉,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经得起学理上的证明和批判.巴哈伊教继承了伊斯

兰阿拉伯哲学的精华,认为世界分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宏观世界的层次分别是矿物、植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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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人类.人的身体与动物共同拥有自然本质,服从自然规律.人类的第二个本质是智慧本质,体

现人类的集体智慧,如语言和科学等社会活动,是对自然的第一次超越.人类微观世界不同于动

物、植物和矿物的微观世界,在于人类有灵性,即能够反思过去,预知未来.这是神圣的超自然的

本质,即第三个本质.对于自然本能的克制和调节表现为个人的修养.智慧本质和超自然的本质

是精神本质,智慧本质支配着自然,超自然本质才使人不断摆脱自然本质的束缚,不至于沉沦而回

到动物状态.① 该教普世伦理的基本主题是人类的基本道德生活及其普遍价值规范,其基本教义体

现三种本质的超越和发挥,分别对应于美德伦理、社会规范伦理和信仰伦理.这一综合性系统的三

个基本层次是终极信仰的超越层次、社会实践的交往层次和个人心性的内在人格层次.其中,终极

信仰的超越层次与个人心性的内在人格层次又常常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李绍白将巴哈伊教基本教

义分为基本教义(包括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等),社会教义(宗教与科学和谐、男女平等、

普及教育等)和个人生活义务与准则(祈祷、斋戒、传教、忠于政府等).②充分体现了这种层次性,即

终极信仰———社会———个人.

在信仰层面上,“人类一家”是起始点,蕴含着爱与和平的根基,其终极目的是“终极善”(Final

Good),是全人类的统一或“至大和平”,即所谓的“黄金时代”(theGoldenAge).“人类一家”是教

义的主线,是理由.永世和平与友爱是承诺和目的.在前者的背后是对人类灵性本质的认定,是对

终极善的同意.这一教义将人类的种族、肤色、民族、国籍等都看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别的偶然区

别.普遍伦理离不开人性的至善本质,因此人的自我反身关系(即个人自我反思)和人际关系也是

巴哈伊教关注的问题.突出特点是,它不仅要揭示普世伦理关系,还要深入研究个人自身、人际和

人类整体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普遍价值.它承诺的普遍伦理离不开人性的至善本质的信念,

其宗教哲学的核心原则是“人类一体”,从而形成乐观、健全的普世伦理意识,并将这一信念直接投

射到实践层面上.“人类一家”的伦理意义在于我们有责任相互爱护.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不是天

赋的自然权利意识.防范相互仇杀的社会契约意识没有超越自然本质,是兽性的状态“君子协定”,

是人性缺失状态的掩饰,是道德缺失状态的补救.“人类一家”不是道德比喻,而是实质性的,当代

已有了科学的证明.宗教表达人类一家的理念是诗化的比喻,如具有启发性的人体比喻和果树比

喻.巴哈欧拉在１００多年前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中,把世界比喻为人体,说明“多样并存,大

同团结”的国际社会模式.人体需要健康,世界需要秩序、合作与和平.这当然不同于柏拉图在“理

想国”的人体比喻.还有“同一树之果实,同一枝杈上的树叶”③以及“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④的

比喻.“人类一家”又与“宗教同源”互为表里.由人类一家析出的和平是指方方面面的和平,而不

是仅仅与战争相对待,体现于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阶级、政党、领域、文明、性别等等之间的协商、

对话.“人类一家”、“宗教同源”之下的主题是“男女平等”、“消除人类所有偏见”.巴哈伊基本教义

中,有的属于宗教信仰和伦理信念,即所谓的“信纲”,如“人类一家”、“各宗教之本质同源”等.有

的属于伦理规范,如“消除人类所有偏见”.有的是管理手段,如“建立世界正义院”.有的具有明显

双重性,如“独立寻求真理”,但教义之间都能互相支援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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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的普世伦理通过个体美德伦理实现.这种至善目的通过责任意识的建立来实现,即

在人类整体的善中定位个体的伦理责任及其价值,而不是首先强调个体权利的保护.１９９３年６月

１４日,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会议上,作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咨询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

为大会提供的参阅文件«世界公民意识:为可持续发展建立的全球伦理»①认为,尽管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６月通过的«２１世纪议程»提出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及技术,但并没

有提出全球伦理的个人义务,建议应该推动“世界公民意识”(worldcitizenship)的广泛认同,其内

涵包括原则、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作为«２１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简

称,即后来的«地球宪章»,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４日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补充.报告还特别援引了“多

样性的统一”、“我们共同的人类社会”这些概念,详尽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教育计划和公共意识培养

方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培养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世界公民意识,接受人类一家的概念.没有这

种全球伦理,世人便不会在可持续发展中成为富有建设性的积极参与者.２００１年巴哈伊世界中心

拟制了一份反腐报告并在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反腐论坛”上发表.基本观点是,人类文明是一

个不断觉醒的精神过程,建立一个“没有腐败的公共环境”需要个人、团体和机构的道德能力建设.②

总之,巴哈伊教在伦理实践上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相连,其实践性品格是杰出的.

四、巴哈伊基本教义与“底线伦理”的比较

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９月４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第二届大会上通过了«全球

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下称“宣１”),起草人是德国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汉斯 昆(Hans

Küng,又译孔汉思).③这是有史以来人类首次达成的最低限度的伦理纲领.这份宣言产生后,美国

开普敦大学教授、宗教之间或意识形态之间对话的著名倡导者斯威德勒(LeonardSwindler)也提出

了一份«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下称“宣２”)④的草案,并经多次国际会议讨论,考虑范围从宗教界扩

及非宗教界.两份宣言堪称“底线伦理”的代表.二者具有共同特征,因而可以放在一起同巴哈伊

基本教义比较.

两份宣言起草人都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同时又都是宗教文化方面的专家,因而他们心目

中的伦理都不是纯粹经验的或纯粹理性的,如“宣１”提到的构成宗教及精神生活基础的“终极实在”

和“宣２”在解释宣言的依据和目的时提到的构成“生活终极意义”的“超越者”,表明宣言的伦理价值

带有超验的意义,但混合着悲观主义的情绪,整体上并没有张扬这一终极观念,反而压抑了这一诉

求,这是对世俗主义的让步和对来自后现代主义冲击和批判的妥协.“宣１”对于普世伦理的界定

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所谓‘世界伦理’,我们并不是指一个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个‘单一的


①

②

③

④

“Worldcitizenship:AGlobalEthic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statements．http://www．bahai．org/documents/

bic/worldＧcitizenship．
参见巴哈伊世界中心:«在公共机构中抵制腐败与确保公正:巴哈伊观点»,澳门新纪元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参见[德]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又见“The

ParliamentoftheWorldsReligions:DeclarationTowardaGlobalEthic”．astro．temple．edu/dialogue/Antho/kung．htmＧ
３４k．２００９Ｇ３Ｇ１２．

“UniversalDeclarationofaGlobalEthic”．astro．temple．edu/~dialogue/Center/declarel．htm．２００９Ｇ０３Ｇ１２．



巴哈伊文献集成
ChineseStudiesontheBahíFaith:AComprehensiveCollection

第５卷
２０８９　

统一宗教’超越所有现存的诸宗教,更不是指其中一个宗教宰制所有其他宗教.我们心目中的世界

伦理是指,‘有约束力的价值、不可取消的标准,以及个人态度的基础共识’.没有这样的对于世界

伦理的基础共识,迟早每个社团会被混乱或专制所威胁,而个人也会绝望.”相比之下,巴哈伊教将

所有的伦理教义都纳入神圣至善的一元并从中获取道德资源,表现出乐观向上的理想主义.

两份宣言都基于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自下而上,确信这样才可以取得普世性.用罗尔斯的术

语表达就是“最低的最大化”.两份宣言都承认一种全球伦理并非要取代高级伦理,它应该是终端

开放的,“宣１”对四个禁令的推衍及“宣２”的“中程原则”都体现了这一点.这种现实主义态度虽值

得肯定,但可能轻视了人类对终极善追求的本性,暗示人类无论当下还是未来都不可能在订立一定

历史阶段内的最高标准上达成共识,从而采取自下而上的推论.宣言以古代先知或哲人对人类伦

理关系的智慧性思考为基础支撑当今的普世伦理大厦显得势单力薄,因为抽出这种表层的共性会

失掉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丰富性(如古代希伯来先知的十诫中的四诫,佛教“八正道”中的“正语”和

“正业”).巴哈伊基本教义则自上而下,不是从“金规则”或道德禁令出发,也不从现实经验中的危

机中寻找根据,而是从至善的高度观照现实生活,用至善的演绎方法启发具体的道德行为.

两份宣言都强烈地表达了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维护和尊重,带有西方自然权利论和功利主义

人权论的倾向.“宣１”的核心原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受到人的待遇”,“宣２”在“前提”中强调“每

个人均拥有不可剥夺和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基础原则”中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每个

人都有自由行使和发展一种能力”这样的表述.这种普世伦理的人权模式或路径是“天赋人权论”的

表达.由于个人主义的特质与普世主义目标的矛盾,使得它们达成普遍道德的可能性值得怀疑.

巴哈伊基本教义首先关注人类整体内部各个群体和部门等是否和谐或和平,它不是在分析个体自

然权利的基础上推出个人和集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在整体的内部普遍和谐与和平的基础上确定个

体的道德规范,即从理想的整体中抽出个体价值观的同时使个体得到最大的尊重.两份宣言所依

据并置于核心地位的“金规则”以自身为尺度去思考“他者”,是与自我中心主义、我族中心主义以及

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一脉相承的.哈贝马斯批判了“金规则”的自我中心主义,指出“只有

在我的视角与所有其他人的视角更多符合一致的前提下,才会是正确的”①.巴哈伊教承认个人权

利平等,但将他置于人类一家、友爱和正义之下,权利的平等由个人平等、男女平等扩大到民族、种

族平等.相对于权利,巴哈伊强调的是义务,义务的正当理由来源于人类一家的信仰.

两份宣言都承袭了康德的绝对命令作为无条件的道德禁令,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作为目

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来对待,它们将理性与感性剥离开来,用这种不可取消和无条件的“应该”将感

性排挤出去以期达到普遍化.然而人是理性和感性的混合物,没有情感理由的“应该”不会成为普

遍的服从.人类实践理性的高尚行为无法完全用理性本身获得解释.虽然现代的西方不再普遍地

或强烈地相信“原罪”和“因果报应”,但宣言却反映了人性本恶的信条,认为人类行为需要规范,于

是便以四个禁令(见“宣１”)作为演绎普世伦理的基础.问题是我们能否把普世伦理仅仅看作是普

遍规范伦理,而置道德信念和美德品格于不顾.实践已证明,没有充分深厚的个人美德基础,任何

普遍的社会规范伦理都不可能成为发乎其内的实际行动.只有建立信仰,才能产生善行的意愿.

巴哈伊教否认人的原罪,认为人性介于神性和兽性之间,人虽有高尚的潜质,但需要教育,因此从


①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华讲演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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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教育出发运用感性经验解说基本教义,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说明人类的普遍功利和正义.

两份宣言是“现代性”道德的产物,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为目标订立的伦理规则.

由于对自身原有的进步主义社会文化理想的压抑,这种即时的价值取向可能因为过于现实主义而

不会产生拉动达成更高伦理共识并促进行动的动力.将信仰搁置起来解决不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问题.然而,欧洲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同唯理主义与经验论不同,德国的莱辛在其哲学论文«论

人类的教育»(１７８０)中运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描绘了人类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的历史过程,试

图将历史与启示结合起来,同时表达了宗教真理的相对性.“教育不可能一举将所有东西都传授给

人,同样,上帝在给予启示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必须恪守一定的尺度.”①他把人类的认识、

历史或接受的启示分成三个阶段:幼稚时期(体现在犹太教中),少年时期(体现在基督教中),成

熟时期(又称启蒙时期).② 他认为前两个时期,人类的行为靠直接的、感性的或间接的、精神的奖惩

来推动.成熟时期的人只因为是好事才去做好事,并不为得到报偿.他乐观地预言,这个成熟时期

一定会到来.③ 可见,东西方都有共同的心声,认识到人类普遍的教育计划的成熟阶段应该有更高

一级的教育读本或要求.但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说两部宣言没有继承西方已有的历史进步传统.

莱辛的相对真理观和历史进步思想与巴哈伊教的历史观颇为相似,其间的历史关联值得研究.巴

哈伊教主张宗教同源,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将世界各宗教武断地归入不同成长阶段,而是它把

全人类的精神进步放在一个历史坐标内进行伦理推论.按照这一进化推论,“底线伦理”是为人类

幼年或少年而制定的(其实它们早已存在).巴哈伊教的历史进步主义的价值观预言,人类已走过

童年、青少年正进入历史上的成人期,这就是巴哈伊教的“渐进式启示”④.人类社会是一个逐渐走

向集体成熟的有机体,眼下所处的时代是即将步入成年时代的青年时代,是不稳定的躁动时代.意

味着人类在理智和能力上都已成熟,但青少年时期的“纪律”在成年期已归属“他律”的法规,成年人

需要更高的自觉和自律,需要商谈与合作,需要世界公民意识.

在逻辑证明及语言的使用上,两份宣言都从基本前提(即人权公理)出发进行演绎论证,最基

本的公理也就是绝对命令,无须论证和怀疑,然后一步步演绎推理,整个过程体现了逻辑主义的西

方学理旨趣.“宣１”根据四条禁令推演出内涵丰富的由四种人际伦理构成的文化生活指令.如第

一条可推出包括非暴力和尊重生命的文化,第二条可推出公平的经济秩序和团结的文化,第三条可

推出互信的生活和宽容的文化,第四条可推出男女平等互助、人权平等的文化.问题是类推项之间

的内涵差别较大,四条禁令是否存在这种潜在的丰富内涵值得探讨,伦理学毕竟不同于逻辑学和几

何学.在语言使用上,尽管它们力图使用全人类通用的语言,但是将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

放在一起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加上种种的西方宗教文化的倾向性,就不可能具有普世性.这些概念

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以现代时刻为时代精神的即时性价值取向.相反,巴哈

伊教的基本教义,无论形上的信仰还是形下的实践并没有那种分析理性的印记,也不渲染东方神秘

主义的色彩.所使用的语言具有意象性的平易和通用性,其关键话语是和平、正义和在此基础上的

平等.


①

②

③

④

[德]莱辛:«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刘小枫选编,朱雁冰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３页．
参见[德]莱辛:«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第１０６、１１７、１２６页.
参见[德]莱辛:«论人类的教育:莱辛政治哲学文选»,刘小枫选编,第１２６页.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Wilmette:BahíPublishingTrust,１９４５,p．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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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探究方法上,两份宣言受到多种探究方法的影响.两者都承认有必要通过对话达成共

识,但又不期望建立一种普遍的信仰或意识形态.它们的对话主要是寻找共识,是静态的文本比

较,即通过比较,找到了各个主要文化早已存在的伦理共识和道德禁令,认为这是对平行对话模式

的运用.“宣１”的作者汉斯昆提出了“自我批评”模式以期达成伦理共识①,对话是相互理解.斯

威德勒宣称人类已从“独白时代”走向“对话时代”,并将对话列为宣言的基础原则.但两份宣言都

放弃达成人类共同信仰的路径.另一方面,两份宣言又基于公理规范和先验的伦理预设推演出普

遍有效的伦理规范.然而,它们具有明显的人权模式的探究倾向,自由和人权成为探究伦理规范的

主要路径.正因如此,应斯威德勒之邀对其“普世伦理”方案做出回应的宗教学家、巴哈伊教学者莫

门(MoojanMomen)博士虽然肯定了“金规则”在世界伦理范式转移中的起点作用,对于人类所处的

“第二枢轴时代”(SecondAxialPeriod)以及“对话时代”有相当程度的共鸣,但是对于宣言中的自

由主义色彩有审慎的忧虑,认为宣言尽管取极小式的“底线伦理”进路而不提上帝,但是缺少一个积

极跃升的源泉.② 谙熟西方哲学的杜维明和了悟东方哲学的刘述先虽然对于宣言的开创意义持赞

同的态度,但是他们看到宣言的起草者因缺乏对东方的深入研究而未能成功地跳出西方的窠臼.③

由于巴哈伊教不是为了达成某种伦理契约而设立基本伦理信条,因而它探究伦理原则的路径虽是

超验的,但是它并不迷恋于玄理,相反十分重视社会正义和个人美德的修养.巴哈伊教重视平等对

话,同时又坚定地持守人类同源、宗教同源的核心信仰,因而蕴含着更深厚普世伦理的基础.


①

②

③

参见[德]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周艺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６页.

MoojanMomen,“ToaGlobalEthic:ABahíResponse”,inLeonardSwidler,Ashland,eds．,ForAllLife:ToＧ
wardaUniversalDeclarationofaGlobalEthic,Oregon:WhiteCloudPress,１９９９,pp．１３１Ｇ１４４．

刘述先:«从比较的视域看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话———以亚伯拉罕信仰为重点»,www．guoxue．com/discord/content/

lsx２．htm３４K．２００９Ｇ０１Ｇ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