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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灵曦堂建筑艺术
∗



周卡特编译

在阿拉伯语里,“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Mash
　　　—riqulＧAdh

　—kr
)一语意为“对上帝的赞美发源之

地”.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赋予该词如下几种含义:它指巴哈伊信徒聚集咏诵经

文圣典、崇拜并赞美上帝;也指一座专门用于此类崇拜活动的建筑,即灵曦堂;还指灵曦堂周围的建

筑综合体,其中设有对所有宗教信徒开放的教育和慈善等服务机构.巴哈欧拉授命灵曦堂要建在每

个巴哈伊社区的中心,只有巴哈伊信徒才可以为它的修建和动作捐助资金.

在灵曦堂周围修建的附属建筑也是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综合体的构成部分.其中包括为穷

人开设的医院和药房、旅社、孤儿学校、养老机构、高等研究学院,以及面向所有人(无论其种族、文化

和宗教背景)开放的“其他慈善援助机构”.这些附属建筑后来被守基阿芬统称为社会服务机构,

旨在减轻苦痛、救济穷人、提供庇护、慰藉和教育.

阿博都巴哈将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解释为一座拥有“灵性影响力”的“物质建筑”,称其“对

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一个祈祷与崇拜的场所,还必须能够激发人们为重

建为类生活而会诸行动.围绕灵曦堂修建的附属建筑把崇拜上帝和服务人类紧密联系起来.灵曦

堂里对上帝的祈祷和赞美继而转变为灵曦堂外对他人的怜悯、关心及教导.

为与巴哈伊信仰的祈祷活动保持一致并体现信仰所强调的包容性,灵曦堂的大厅以及在其中举

行的活动始终保持着一种简单的形式.大厅内没有画像,也无祭坛、布道坛或者固定的讲台.没有

演讲,没有布道及其他复杂仪式.因为巴哈伊信仰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祈祷活动没有专人主

持.在活动中,受邀的朗读者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可诵读或吟唱巴哈伊或其他宗教的经典.

灵曦堂在外形方面有三个要素:圆形、九面、围绕以九座有通道的花园.之所以强调数字九,是

因为在巴哈伊教看来,最大的个位数九象征着完美、全面与整合.根据古阿拉伯 Abjadiya字母数值

体系,每个字线分别对应一个特定的数值,每个词既有其文字含义,也对应一个数值.数字九正是阿

拉伯词语“Bah”(“光明”、“荣耀”)对应的数值,两者可以互换.有趣的是,灵曦堂与中国的一些传统

建筑,比如北京天坛、河北承德普乐寺有相似之处,天坛有八面,普乐寺有九面.

巴哈伊社团在全球共修建过八座灵曦堂,现存七座巴哈伊灵曦堂,分别位于七个大洲.第九座

灵曦堂尚在建设当中.本文将对这九座灵曦堂分别予以介绍.


∗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本文主要内容编译自BadieeJulie,“MashriqulＧAdhkr”(２００９),BahíEncycloＧ

pediaProject．Evanston,Illinois,NationalSpiritualAssemblyoftheBahísofthe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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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什哈巴德灵曦堂

第一座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综合于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间建成,位于现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

德市,时属沙皇俄国.当时该地的大发展既有俄国人也有伊朗人,其中一些伊朗居民是巴哈伊信徒.

因为什叶派教徒对巴哈伊教普遍持敌对态度,许多新来的巴哈伊居民都避免公开自己的身份.然而

１８８９年的一次危机改变了一切.当地最有名的一位巴哈伊信徒哈吉穆罕默德里达伊斯法哈

尼在集市上被受到什叶派教士唆使的人刺死.俄国当局对这种犯罪行为极为重视,并展开了调查.

凶手供认不讳,并以其罪行为荣,最终受审定罪.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要求在座的巴哈伊信徒

单独坐在法庭的一个区域,许多人因此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此后,巴哈伊社团成为受正式认

可的宗教社团之一.他们获得了在伊朗或其他地方所不能享受的自由.随着当地社团的不断壮大,

信徒们要求建立自己的社会机构,以体现巴哈伊的道德准则,例如男女平等以及必须为所有人提供

道德和学科教育,因而着手修建这座灵曦堂.

这座灵曦堂整体上由阿博都巴哈设计,随后亚兹德的建筑师阿克巴尔巴纳在阿博都巴哈

的指导下完成修建.在其鼎盛时期,它涵盖供旅客休息的招待所、男校和女校、幼儿园、药房、图书馆

和公共阅览室,其发展高度至今未被超越.

俄国革命十年后,当局开始对巴哈伊社团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巴哈伊社区成员在此期间被抓

捕或被驱逐出境.１９３８年巴哈伊社团被强行解散,所有成年男子和一些活跃的妇女,总共约五百名

巴哈伊信徒或被驱逐出境,或被关入监狱,或遭流放.灵曦堂也不再对巴哈伊开放,而被改造为博物

馆.１９４８年的一次地震将阿什哈巴德城的大片区域夷为废墟,灵曦堂也遭到严重破坏.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初,大雨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之后这座灵曦堂被拆除.

二、威尔梅特灵曦堂

这是西方的首座灵曦堂,建在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受阿什哈巴德灵曦堂的启发,１９０３年芝加

哥的巴哈伊信徒提出修建灵曦堂的设想,并得到阿博都巴哈的大力支持.

１９１２年５月１日,阿博都巴哈于访问北美期间亲自为这座位于芝加哥郊区威尔梅特的灵曦

堂奠基.在１９２０年的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年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决定选用加拿大建筑师路易布

儒瓦提交的设计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布儒瓦住在工地上的一间工作室里致力于灵曦堂的建造工

程,直到１９３０年离开人世.整座建筑于１９５３年５月完工.

这座建筑的主体是一个拥有优美圆形穹顶的九角星.穹顶的九道装饰弯梁在离底部５８．２米高

的顶点处汇合.整个建筑很像一个温室,以钢铁为骨架,其他部分以玻璃填充.碎白石英、白石英砂

以及可塑成细致形状的新型白水泥制成的预制混凝土嵌板,悬挂在玻璃“窗”内侧和外侧的骨架上.

每块嵌板上都装饰有大量的花型图案及各大宗教的象征符号.经过雕刻的墙板上有许多镂空可透

光,在灵曦堂内部形成了一种光彩夺目同时又色彩斑斓的景象.到了晚上,灵曦堂内部射出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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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成为一座耀眼的灯塔,飞行员可参照它驾机驶向奥黑尔机场.巴哈伊灵曦堂目前已成为芝加哥

地区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和旅游景点,在２００７年就吸引了超过２５万的游客前往参观.

这座位于密歇根湖边的灵曦堂在巴哈伊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守基阿芬第将它描述为

“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们所修建的最为神圣的庙宇”及“巴哈伊第一个世纪的巅峰荣耀”.

三、坎帕拉灵曦堂

这座灵曦堂的修建工作于１９５７年守基阿芬第去世前一个月开始.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６日,在应守

基阿芬第的要求而召开的巴哈伊洲际会议上举行了奠基仪式,总共约有１０００千名信徒来到了仪

式现场.守基阿芬第的遗孀、圣辅鲁希伊拉巴尼(RúíyyihRabbní)和非洲第一位圣辅穆萨

巴纳尼(MúsBanní)出席了这次仪式.当时还在服丧的鲁希伊拉巴尼正经受着巨大的悲恸,但

在举行奠基仪式那天却是一身白装出席以示欢庆.当她走入会场时,所有人都起立表示尊敬,并表

达了他们对她的爱和关心.

在２００１年８月２日举行的纪念巴哈伊信仰在乌干达建立５０周年的庆祝会上,乌干达卫生部长

向两千名听众宣读了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赞扬了巴哈伊信

仰在“团结来自不同信仰、种族、肤色的人民”和“赋能于妇女”的工作中所做的贡献.

四、悉尼灵曦堂

守基阿芬第把依照他的指示所修建的第二座灵曦堂称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首座灵曦堂”与

“澳新大陆的首座灵曦堂”.这座灵曦堂的设计是他和查尔斯梅森里米合作完成的,建筑地点选

在悉尼以北２０公里的小山上.整个建筑于１９６１年９月落成.

和威尔梅特的灵曦堂一样,悉尼的灵曦堂也创新性地使用了碎石英和混凝土混合的材料.它的

圆穹顶最高处离底部有３９．６米高,里面可容纳６００个座位.上面的装饰性雕刻设计同样可使阳光

照进灵曦堂,使内部光影交错.作为悉尼风景优美的北海岸上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常常成为指引

轮船和飞机的航向标.悉尼的巴哈伊灵曦堂每年会吸引超过２万名游客.

五、法兰克福灵曦堂

１９５３年,守基阿芬第号召德国巴哈伊社团在“十年计划”期间在法兰克福地区修建欧洲首座

灵曦堂.最初找到的几个地点都遭到基督教会势力的反对,未获批准.之后,在民众有关宗教自由

的呼吁下,１９５９年巴哈伊获得了修建许可,选址于法兰克福以西２５公里一个小村庄朗恩海恩.

法兰克福建筑师托伊托罗霍尔的设计最终被选中,并得到守基阿芬第和德国—奥地利巴哈

伊国家灵体会的同意.它的设计为九个入口通往一个回廊,回廊围着落地窗,置身其中就可将灵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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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属地和周围的乡村一览无遗.高达２８米的穹顶上分布有５４０个透明的菱形洞孔,光线可从各

个角度照射其中.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纳粹执政期间,巴哈伊信仰在德国曾经一度遭禁,此后由于宗教偏见,修建灵曦堂

的计划曾经几度搁浅.但是今天,公众对待巴哈伊和灵曦堂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２００５年德

国巴哈伊信徒在该灵曦堂的国家中心举行了百年大典招待会,当地政要和各界人士出席了活动.

六、巴拿马灵曦堂

拉丁美洲的首座灵曦堂坐落在巴拿马城以北的松索纳特山上,它是１９６４~１９７３年“九年计划”

中,世界正义院的国际目标之一.从世界各地提交的约５０份作品中,世界正义院选择了英国建筑师

彼得蒂洛森的设计方案.依靠新科技,其高达２８米的抛物线形穹顶是按照贝壳原理建造的.穹

顶的厚度仅约１０厘米,并通过计算机技术辅助其实现.穹顶的混凝土是运用“喷浆处理法”来添上

去的,这种方法当时在巴拿马还是第一次使用.等到混凝土成型以后,拱顶的外部再以硫璃瓦铺盖.

考虑到巴拿马的湿热气候,灵曦堂的开口处都未装玻璃,以保持室内的通风和凉爽,这带来全新

的视觉效果.桃花心木制的座位放置在水磨石地板上.红色大理石碎片做出的抽象图案装饰着四

周的墙壁,依稀让人回想起古代美洲建筑上精美的装饰.

七、萨摩亚灵曦堂

太平洋群岛上的首座灵曦堂落成于１９８４年.它坐落在萨摩亚最大的人口中心附近的一处高地

上,俯瞰着１４．５公里外海岸边上的阿皮亚小镇.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７日,圣辅鲁希伊拉巴尼代表世界正义院与萨摩亚国家元首塔努马菲利第二殿

下共同为灵曦堂奠基.塔努马菲利是世界上第一位成为巴哈伊的在职国家元首.这座灵曦堂的设

计是由伊朗出生的加拿大建筑师侯赛因阿马纳特完成的,他的构思运用了传统的萨摩亚房屋的设

计形式.这里的灵曦堂周围有很大的花园,花园里种植着６０多种当地的植物和树木.

八、新德里灵曦堂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圣辅鲁希伊拉巴尼代表世界正义院为新德里灵曦堂奠基.１９８６年灵曦堂的落

成仪式吸引了来自１１４个国家的８０００人参加,鲁希伊拉巴尼再次代表世界正义院出席了仪式.

这座灵曦堂是由出生于伊朗的加拿大籍建筑师法里博尔兹萨赫巴构思设计,看起来如同一朵

有九个花瓣的莲花漂浮在九个连环的清水池上.莲花在所有的印度宗教神话中都是灵性和美的象

征.建筑师以这种设计承认了这些宗教的基本信仰,又暗示了承受着巴哈欧拉的到来,新的“一朵圣

花开始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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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的花瓣用一种独特的技术建成,在建造过程中要一次性不间断地往模子里填充白色混凝

土,以避免出现接缝.其中使用的双曲面模壳由细木工匠所制作.当外部的花瓣都完成以后,每个

花瓣再用双曲面的大理石包起来.这些大理石都是采自希腊,并在意大利加工制作而成.

这座灵曦堂的建造靠得不是尖端设备和技术,而是印度最丰富的资源———人力.参与工程的技

术人员、工程人员、工匠和工人多达８百余人.为了满足建设人员的需求还专门修建了宿舍、日托服

务中心和小学.在炎热的夏季,工人们在相对凉爽的晚上使用泛光灯工作.工人们运用传统的技术

和设备,以看似低端的方法成功地完成了这项高端的工程.虽然印度气候炎热,但灵曦堂内没有安

装任何机械的空气调节设备,而是通过建筑顶端的一个开口将下面的空气抽到上面,经清水池冷却

过后再从侧面注入内部.截至２００７年,该灵曦堂已经吸引了４６０万游客,成为世界上访问人数最多

的建筑之一.建筑师和建筑本身都赢得了国际认可,并出现在无数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中.

九、圣地亚哥灵曦堂

作为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五年计划”的国际目标之一,世界正义院于２００１年４月着手在智利首都圣

地亚哥修建南美洲首座灵曦堂.在提交的１２０份设计图中,世界正义院于２００３年６月最终选用了

多伦多哈里里彭塔里尼建筑公司的西亚马克哈里里提交的方案.他的设计是把整个建筑做成

一个被半透明的西班牙雪花石膏和压铸玻璃包裹的穹顶,就如同一座“光之殿堂”.这份设计图赢得

了众多建筑刊物的称赞,并于２００７年获得颇负盛名的«建筑»杂志大奖,它被一位建筑评论家比作

“一片悬浮在天空的云彩,一场建筑学上的迷雾”.整个建筑宽高为３０．４米,里面可容纳６００个

座位.

这座仍在建设中的灵曦堂位于圣地亚哥以北的一座小山顶上,为花园和广场所环绕.智利政府

已经把这里指定为纪念国家独立２００周年的少数几个官方项目之一.

在世界正义院２００１年４月的文件中写道,随着巴哈伊信仰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洲际灵曦堂建设的完成也将为迈什里古勒—埃卡尔发展的下一阶段———建设国家灵曦

堂———做好准备.只要条件许可,每一个国家灵体会都已为其首座灵曦堂的修建购买了地基,到

２００７年为止,世界各地已经确定的国家灵曦堂修建地点为１２３个.

从海法的巴孛陵殿和巴哈伊世界中心,到海法以北的巴哈欧拉陵殿,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由世

界各地灵曦堂所体现出的对美的追求.２００８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位于以色列

的巴哈伊圣地拥有“显著的普世价值”,应该被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它们现在也加入了埃及金字塔、

印度泰姬陵、英国巨石阵以及中国长城等世界知名建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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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当代伊朗宗教
管理的特点(节选)∗



冀开运

巴哈伊教,旧称大同教,阿拉伯文Bahí的音译,意为光辉、容光焕发、美玉、漂亮.该教的得名,

源自创始人伊朗的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írz usaynＧ̍AlíNúrí,１８１７~１８９２).他自称

“巴哈欧拉”(Bahullh,意为“安拉的光辉”).该教源于伊斯兰教,但又不是伊斯兰教.巴哈伊教

源于谢赫派,而谢赫派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个支派,十二伊玛目派又是什叶派的主流,什叶派却是伊

斯兰教的少数派.１８４４年伊朗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创立巴布教,至今仅有１６３年的历史,这

在世界独立宗教中是最年轻的.当时伊朗属于恺加王朝.巴布教一诞生,伊朗封建王朝和宗教界就

宣布其为异端宗教,其创始人在１８４７年被捕,１８５０年被处决.巴布教宣布自己就是获得第十二伊

玛目知识的通关之门,继而宣布自己就是迈赫迪,是先知的再现,可以传达真主的启示.这种思想瓦

解了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理论基石.① １８５０年巴布教分化为阿里派和巴哈伊派,后发展为独立的巴

哈伊教.该教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受到过历代伊朗政府的迫害,有的被执行枪决,有的被流放异乡,教

徒人数也少得可怜.在１９２１年巴哈伊教的真正创始人巴哈欧拉之子阿布杜巴哈逝世时,全部教

徒也不过１０万人,大部分为伊朗人,分别居住在伊朗或中东其他地区,少部分居住在印度、欧洲和北

美的３５个国家,教徒已增至４０万,分布到２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殖民地).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１日第

一届巴哈伊教世界正义院诞生之时,教徒人数仍保持在４０万.而到１９８５年,教徒人数猛增至３５０

万.而根据１９２２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之统计数字,到１９９１年全球已有５４０万巴哈伊教徒.他们分

布在２０５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巴哈伊统计学者的数字,１９９２年已扩大到２３２个国家和地区.② 巴哈

伊教是信徒增长速度最快的宗教,成为在分布范围上仅次于基督教的宗教.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在自己的著作中谴责巴布教徒、巴哈伊教,下令伊斯兰政府

清除这些异端.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以霍梅尼为首的主流派利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革命法

庭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对以大阿亚图拉(theGrandAyatolla)沙里亚特马达里(MadríSharíat)为

首的什叶派之中的温和派进行镇压.③ 因为后者的思想与霍梅尼的立国理念相违背.马达里认为


∗

①

②

③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MirAliAshgarMontazam,TheLifeandTimesofAyatollaKhomeini,AngloＧEuropeanPublishingLimited．LonＧ
don,１９９４,p．８１．

参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页.

SaidAmirArjomand,TheTurbanfortheCrown:TheIslamicRevolutioninIran,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

p．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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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袖为政府提供精神指导,政府由世俗的专业人士来主持.施政是政府的责任,领袖不应直接

干预.当代什叶派世界的三位效法源泉胡里(MusavíKhúí,１９９２年去世)、格帕甘尼(Muammad

Golpygní,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去世)、阿拉齐(Muammad̍AlíArakí,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去世)坚持正统的什叶

派教义,不接受教法学家的统治,但他们年事已高,不公开反对伊斯兰革命,对当局保持沉默.而伊

朗伊斯兰政府他们敬而远之或束之高阁.① １９８５年伊朗宗教界和政界公开称呼蒙塔泽里(MontazＧ

eri)为大阿亚图拉和尊贵的教法学家,而且是霍梅尼的法定继承人.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１日,伊朗纪念革

命１０周年,蒙塔泽里在圣城库姆接见群众时,不仅对庆祝活动本身颇有微词,而且对过去１０年的政

策失误和极端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指责由于内部极端主义、左派主义和政府管理水平低下,伊朗未

能实现其革命目标,广大群众对现政权感到失望;伊朗在战争问题上的僵化立场和空洞口号,使世界

感到畏惧,导致伊朗国际处境十分孤立.他认为教法学家只能作为整体和集体监护政府,而不是一

个教法学家监护政府,更不是一个教法学家凌驾于其他教法学家之上.这与霍梅尼的政治要求背道

而驰.同年３月２４日,霍梅尼谴责蒙塔泽里的言行,后者被迫辞去领袖继承人的职务,并被软禁.②

伊朗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强调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领导,维护政权的团结和统一,不会实行权

力共享和政治多元化,就绝不会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把伊朗的伊斯兰教称为政

治伊斯兰教.


①

②

参见王宇洁:«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７页.
参见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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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非政府组织:
巴哈伊

∗



成亚曼

在联合国以世界和平为目标搭建的广阔平台上,活跃着一支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特殊力量.它以

其“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已经与联合国各个办公室和专门机构展开了实质性的

合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一道致力于普及教育、提高女性地位、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联

合国改革等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基于巴哈伊信仰的巴哈伊国际社团.

巴哈伊教理念

巴哈伊信仰是世界各独立宗教信仰中最年轻的一员,是在伊斯兰教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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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１８１７~１８９２)出生于伊朗德

黑兰,一生著有１００多部著作.他后来被巴哈伊教信徒们称为“巴哈欧拉”,意思是“真主的光荣”,由

此产生了巴哈伊教的教名.

巴哈伊教也是目前世界上成长最迅速的新宗教之一,据２００３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统计,

巴哈伊教是世界上分布第二广泛的宗教(仅次于基督教),出现在２１８个主权国家及属地,其圣典迄

今已被翻译成了约８００种不同的语言.清华大学第五任校长曹云祥先生曾在翻译巴哈伊教经典时,

认为其社会主张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相通,故将其翻译为“大同教”,这个名字一

直沿用到１９９０年.

巴哈伊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排斥其他任何一种宗教,认为各大宗教虽名称不同但来源相

同,而且信奉的本质也是相同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著名的巴哈伊灵曦堂里,有各个宗教的信众在诵

读不同的经典,这些也都被认为是巴哈伊的经典.然而,它也不是各大宗教的简单拼凑,它将宗教伦

理化、理性化,比起教义的传播更重视行为对人的感化,提倡独立探求精神,不盲从任何信条或信仰.

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对世界文化的态度上,珍视和提倡文化的多元性,努力实现“多样性的统

一”,追求一种超越国籍、种族、肤色、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隔阂的世界文明,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

义、宗教极端势力在这里便没有存在的余地.

巴哈伊教的现代性表现在其对于现代化作出的积极回应,主张一个全球性社会的繁荣必须消除


∗ 原载«百科知识»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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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偏见,两性之间实现完全平等,消除贫富极端差距,普及教育,实现科学与宗教和谐,在保

护自然环境和发展科学技术之间保持平衡,基于集体安全和人类一家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联邦

体系.

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分布在全球的巴哈伊社团通过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办事机构处理国际社会

相关事务.根据巴哈伊教内网站的数据,目前社团成员涵盖了来自全球大多数种族、信仰与文化的

人们,包括逾２１００个不同的种族族群.社团的集体生活采取无记名投票多数制的选举方式产生理

事会,管理巴哈伊信仰的地方及国家性事务.所有成年信徒具有同样的选举及当选资格.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工作主要由几个专门部门处理,包括:秘书处、驻联合国办事处、公共信息处、

环境部、妇女发展部以及其直属社团全球繁荣研究会———一个非营利性的教育和研究组织.巴哈伊

国际社团的主要事务部门设于海法市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在纽约、日内瓦、巴黎和耶路撒冷设有办事

处,在亚的斯亚贝巴、曼谷、内罗毕、罗马、圣地亚哥、维也纳设有代表处.

与联合国紧密合作

巴哈伊教提倡的天下一家理念要求重视实践,将宗教事务与全球治理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国际

舞台上,巴哈伊国际社团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性事务,其与联合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联合国的前

身———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哈伊社团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盟设立了第一个办公

室.到了１９４８年,巴哈伊国际社团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之后就成为联合国框架内非

政府组织的活跃力量.尤其是１９７０年以后,巴哈伊社团一直担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部门的顾问,与联合国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有着密切的工作

关系,还是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共同未来中心”、“全网络教育”、“促进非洲食物保障”等的成员.

现在巴哈伊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内都设有办公室,并主导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了环境与妇

女发展办公室,经常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全球发展方面献言献策.

巴哈伊代表在联合国一些相关组织内担任领导,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行政委员会、宗教性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价值观决策会议、联合国改革的新纪元非政府组织网络、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

除了在联合国机构内部提出发展建议之外,巴哈伊国际社团也身体力行,在落后地区尤其是第

三世界国家推行了切实有效的行动计划,捐助开发建立了地方医疗诊所、儿童教育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等基础设施,结合各地情况推行农务发展计划、戒酒辅导帮助、推动福利开发、保障基本营养等.

其中一项由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主办的实验计划名为“用传统媒介促进变

革”,它在非洲等地以戏剧、歌谣和舞蹈等方式试图提高妇女的地位,别开生面地把有关发展交流的

重要观念与促进男女平等结合起来,并以此初步推动整个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像这样的行动还广

泛存在于其他各项事业,在联合国机构组织里、在发展中国家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巴哈伊人士

为了共同发展而积极助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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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支撑和现实影响力

根据巴哈伊教的教义,人类现今已经进入成熟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类一家的统一以及一个和

平的全球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这也是巴哈伊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信仰支撑.巴哈伊信仰所倡导

的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原则包括:摈弃所有形式的偏见;保证妇女与男子享有完全均等的机

会;承认宗教真理的统一性及相对性;消除贫富极端;实现普及教育;人人负有独立寻找真理之责任;

建立全球联邦体系;承认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理智及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些理想原

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联合国的奋斗目标相一致的.

巴哈伊教提倡每一个信徒独立运用理性和科学探求真理,不应当盲目地崇拜和服从.出于“地

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理念,巴哈伊教徒认为自己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应当尽力为和平、团结和

发展的事业做得更多.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巴哈伊国际社团从整体上具备了慈善性国际社团的要

素,对于现实世界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责任感,这是巴哈伊教的

显著特征,也是巴哈伊国际社团在世界各地进行志愿活动的信仰动力.

联合国作为当今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的方式在缓解地

区冲突、协调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人道援助、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为巴

哈伊国际社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行动,它提供的改革

建议、制定的发展计划为联合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资源,它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也为联合国

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增添了亲和力与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