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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的人学思想
∗



蔡德贵

巴哈伊教在我国旧称“大同教”,又译作“巴哈教”、“白哈教”、“巴海教”、“比哈教”、“巴哈依教”

等.该教创始于１８４４年５月,是由三个中心人物相继完善的一种新兴宗教,他们是:巴卜、巴哈欧

拉、阿布杜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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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彻底脱离伊斯兰教,其教义中有些内容与伊斯兰教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伊斯兰世界也不承认它是

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教派,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新宗教,有它自己一套完整的信仰、原则及宗教法规.

该教经过１５０多年的发展,其分布范围仅次于基督教,成为一个有６００多万教徒的世界性宗教.巴

哈伊教在人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作为巴哈伊教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布杜巴哈将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归纳为以下各主要观点:自

由地追求真理;人类一家;宗教乃爱与和谐之因;宗教与科学携手;世界和平;使用一种世界性语言;

普及教育;男女机会均等;公正待人;为大众服务;消除极端之富裕与贫困;使神圣的精神成为生活中

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概括不难看出,巴哈伊教的基本思想涉及的几乎全是人类本身的问题,虽也有

宗教、上帝等核心概念,但这些概念也逐渐失去宗教的神秘性,而越来越多地带有世俗性和现代性.

甚至可以说,巴哈伊教是一种由神本论向人本论过渡的宗教,其人本论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类一

体观.

巴哈伊教的人类一体观涉及的人学思想异常丰富,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其相互联系紧密的几个方

面:人类一家的基础、人的本质、人与社会、两个文明、宗教的本质、人的认识标准、教育之重要等.

一、人类一家的基础

巴哈伊教的人类一家思想,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所有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类即

是一体的又是多样的,人类的产生是为了推进不断演进的文明.

在巴哈伊教看来,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起源是完全相同的.巴哈欧拉在«隐言经»中以上帝的

口吻说:

你们是否知道我为何由同样的尘土创造了你们? 谁都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更优越.时时


∗ 原载孙鼎国主编:«世界人学史»(第４卷),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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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心中反省你们是如何被创造的.既然我由同一种物质造生了你们,你们必须如同一个灵

魂,以同一双脚走路,用同一张嘴进食,并在同一片土地上居住.如此,通过你们的品性行为,由

你们的内在生命显现出团结之征象以及超脱之精神,此乃是我对你们的劝诫,光之众民啊! 不

要忽视此训言,你们才能从奇妙的荣耀之树上摘取神圣之果实.①

上帝如何以尘土造人? 巴哈伊教继承了基督教有关上帝根据自己的影像造人的观点,但赋予自

己的新意.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上帝用尘土造人的说法是神话,认为生命起源于海洋,但美国科学家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用实验证明“生命起源于黏土之中”.这项研究成果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国桥拉斯哥大

学研究人员开始的,他们最先提出了导致生命产生的化学演变是在黏土中进行的“生命黏土生成

说”.美国国家航天局的科学家们为了验证这一理论,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年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

普通黏土具有储存和输送能量的功能,而这两种功能对生成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根据这一结

果,推论大约在４０亿年以前,黏土像一座化工厂,利用这种能量将一些无机原料加工为合成分子,这

些合成分子又演变成第一个生命.这项成果当然只是初步的,但至少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合理的依

据.对于各种生命起源的状况,阿布杜巴哈论述说:

无疑,万物源于一:一切数字都起源于一而不是二.因此很明显地在起源时只有一种物质,

同一物质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每种元素中,于是产生了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在产生时

渐渐固定下来,每个元素开始独具特性.但是这种固定并非凝固不变的,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后

才达到圆满和完美的存在.然后这些元素被组合、组织并结合成无数的形式,或者说,从这些元

素的组织与结合中产生了无数的生命.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从起始到现在,其中必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度过了许多不同的阶

段,但从生存之初,人类就是一个独特的种类.如同胎儿在母体中.起初是一种很奇怪的形状,

然后这胚胎从一种形状变成另一种形状,一种模样变为另一种模样,直至以一种最优美完善的

形态诞生于世.但(人类)胎儿即使是在母体中形态奇异,与现在完全不同时,也仍是一种高级

生命的胚胎,而非动物之胚胎,其种类及本质并未改变.②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影像造出来的.巴哈欧拉说:“隐蔽于我远古的存在

里,于我本质的亘古永恒里,我知道我对你的爱;因此我创造了你,把我的形象镌印于你,并把我的圣

美启示于你.”③阿布杜巴哈进一步论证说:

根据«旧约»之言,上帝说过,“让我们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像我们一样.”这意味着人是上

帝之影像,也就是说,上帝之种种完美与神圣美德,都反映和启示于人之真谛里.就像太阳之光

芒照射在一个光洁的镜子上被完全璀璨地反射.因此同样地,圣美之品质与特征也从一颗纯洁

的心灵深处闪耀出来.这就是人乃上帝最高贵之创造物的一个证据

让我们现在更具体地探讨人如何是上帝之影像,以及什么才是量度和评价人的标准或准

绳.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其他,只能是启示于他的神圣美德.因此,每一个赋予神圣品质的人,反


①

②

③

«隐言经»第１卷,第６８节,澳门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４年版.
«已答之问题»,美国威而米特巴哈伊国际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０~１８４页.
«隐言经»第１卷,第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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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着上天之道德与完美的人,体现理想的与值得称赞的品性的人,真正是上帝之影像.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哈伊的概念中,“上帝”并不是一种有形的、男性化的偶像,而是不可知之本

质,万物之精髓,神圣之本体,是宇宙的原动力和终极目的,具有完全超越人的一切属性.在巴哈伊

看来,存在之世界,即这辽阔无际的宇宙,是没有始点的.在这一宇宙之中,不可能有创造者而无创

造物,也不能想象有供养者而无受供养者.因为神的一切称号与属性都要求造物的存在.如果假设

有一 段时间里只有造物主而无创造物,这一假设也就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绝对的无不能变为存

在,如果万物在开始不存在,那么现在也就不会有任何存在.上帝之存在作为本原之精,是亘古永存

的,无始无终,因此这个存在之世界,这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也就既无始点也无终点.宇宙既不会陷

于无序又不会毁灭,整个存在之宇宙是永恒不灭的.②

既然人类出自于完美的上帝之创造,所以人就被赋予上帝的影像.这种影像不是具体的,并非

指外貌,因为巴哈伊教的上帝的本质并不局限于任何形式的外观,而是指上帝的本质特性,如公正、

仁爱、忠贞诚实、对万物慈悲为怀.因此上帝的影像指上帝的美德,人理应成为接受神性荣光的容

器,从而形成上帝的影像,所谓“上帝之影像”是指人具有上帝完满之美德.所以,所有人类的起源都

是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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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这就是巴哈伊人类一体的原则.这一原则被当做巴哈伊教的核心原则,邵基阿芬第把“人

类一体”称之为巴哈欧拉的教义所环绕的轴心.④

这种人类一体观告诉人们,人类原先出自一个种族,后来也始终是一个种族,所有“种族优越感”

的理论都是巴哈伊教所坚决反对的.身体上的差异,如肤色、毛发只是表面的,与种族优越感毫无关

系.一个人可能是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黄种人、红种人,但这都不影响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

民,“肤色不是判断估量之标准,并且它是毫不重要的,因为肤色在本质上是偶然性的.人的灵魂与

智慧才是根本性的因此,让大家都知道肤色或种族是毫不重要的.凡是上帝之影像者,是上帝

种种恩典之显示者,就能在上帝的门槛前被接受———不论他的肤色是白是黑还是棕色,这毫无关系.

人不是仅仅因为身体之特征而成其为人的,神圣度量与判断之标准是他的智慧与灵魂.”⑤

但是,同时巴哈伊教又认为 ,人类一体的原则并不否认人类之间的差别,因此人类一体是多样

性的一体,而不是单一性的一体,肤色、性格甚至思想观点方面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为此,阿布杜巴

哈指出:

如果有人争论在这世界上无法实现真正的和永久的团结,是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在风俗习

惯、口味、气质、性格、思想和观点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差异有两

种:正如争论和不和的精神所说明的那样,一种是造成破坏的原因,它怂恿敌对的民族和国家相

互冲突;而另一种是多样化的标志,是完美的象征和秘密,是上帝恩惠的揭示者.

想一想花园中的花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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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④

⑤

阿布杜巴哈１９１２年４月３０日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亨得尔大厅“促进有色人种全国协会”第四届年全上的讲演,«巴
哈伊»,澳门巴哈伊国际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１页.

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第１８０~１８４页.
«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第２８８页,第１０９~１１０页.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各拉斯马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

起的世界宗教»,第７６页.
邵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６页.
«巴哈伊»,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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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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和树都是同一种形状和颜色,这将是多

么的不悦目! 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丰富并装饰了花园,而且还增进了它的艳丽.同样的,当不同

的思想、气质和性格在同一媒介的力量和影响下结合在一起时,人类无上的美和荣耀将会被揭

示和显现出来.无他,仅有统治和超越所有事物本质的圣言之神力能协调人类的人民不同的思

想、情感、观念和信仰.①

同样,人类被分为男人和女人也不影响人类一体的原则,因为“人类有双翼———一翼是女人,另

一翼是男人.只有这两翼都同等地成长,人类之鸟才能飞翔.如其中一翼弱小无力,就不可能飞得

起来”②.

巴哈伊教这种人类一体的原则,已被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所接受,如美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

利基就用下列语言对此作了认同:“我们是同一个种类,同一个民族.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是现代人的

一分子.我们所看到的各民族间地理学上的差异,只不过是同一个基调中生物学上的细微差别而

已.人类在文化方面的才智使得它能以多种多样而又迥然不同的方式创造和发展.这些文化常常

千差万别,但不可视为人类的分野所在.相反,文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它们是专属于人类的最高

宣言.”③

整体的人类从远古发展进化到今天,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正如个体的人要经历婴儿期、

童年期、青春期,然后会经历影响一切的变化走向成熟一样,整体的人类也已走过了它的童年期,现

在已经进入青春期,处在成熟期的门槛上.邵基阿芬第指出:“人类必须经历的漫长婴儿期和童年

期已成为过去.现在人类正体验到种种的动乱,是人类进展最骚乱的青春期的时期.当此青春的鲁

莽和激烈的感情达到高潮,随后必须是被成年期所特有的冷静、智慧和成熟的意识所逐渐取代.然

后人类才达到成熟期,并将使人类获得最终发展之必须依赖的所有力量和能力.”④最终人类必将进

入成熟期,人类社会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那个神秘的、渗透一切的、然后又难以确定的变化,我们把它当作是个人生命中必然会有的

成熟阶段.这些变化必定会在人类社会组织的延展中,以同等形式体现出来.在人类的集体生

活中迟早会到达类似的阶段,在世界关系中产生更加惊人的奇迹,将这样富裕的潜力赋予全人

类.这些潜力通过以后的几个阶段,将提供最终完成人类崇高使命所需要的主要推动力.⑤

随着全人类的团结一致和全球文明的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将会出现.在这一社会结构中,

合作与互惠将占主导地位,会减少或消除利益冲突,创造出一个新层次的人类意识,即人类基本一致

的意识,就是“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地球村”意识,那时,人类的成熟期也就真的到来了.所

以,阿布杜巴哈的结论是:人类起源同一,所有成员源自同一家庭,因此,实质上人类同居一家.上帝

并未创造任何差别,他创生人类如一体,使得这个家庭可能在完美的幸福与安宁中生活.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布杜巴哈:«生活之神圣艺术»,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各拉斯马丁:«马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新
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６~７７页.

«阿布杜巴哈选集»,世界正义院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０２页.
转引自巴哈伊国际社团:«所有国家的转折点»,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０页.
«巴哈欧拉之天启»,第２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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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页.
«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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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本质

有关人的本质,巴哈伊教涉及的领域主要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和人性善恶的问题.

在巴哈伊教看来,偌大一个宇宙,所有的存在物一共可分为四大类: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矿

物领域是存在领域最低级、最基本的领域,包括以原子、分子、以太或更为细小的物质单位组成的有

空间有形式的物质之存在领域.植物领域是原子、分子按照一种特殊的规律和完美的秩序组合而形

成的生命,并按照一种自然而有秩序的规律生长生殖和新陈代谢的存在领域.动物领域也是由原

子、分子按照一种特殊的规律和完美的秩序组合而成的生命,但动物除了有生长、生殖和新陈代谢的

功能外,还有一种感觉的功能,但其感官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有极大的局限性,而且只有同类才能对之

有一种知觉.人类则是存在物中最高级的特殊生物体,具有用智慧探索外部世界奥秘的能力.阿布

杜巴哈论述说:

假如我们以洞察一切的双眼去看这个物质世界时,我们发现众生万物可分类为:第一是矿

物,就是说,以不同形态的组合而出现的东西或物质.第二,是植物,具备矿物的优点,加上增长

或生长的能力.第三,是动物,具有矿物与植物的性质,加上感官感觉的能力.第四,是人类,在

可见的造物中,最高级的特殊生物体,包含了矿物、植物和动物的品质,加上一种在较下界中绝

对没有的理想的天赋,以智慧探索外部世界之奥秘的能力.这种天赋智慧的结晶就是科学,这

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这种科学的力量可以探索并理解造物及其遵循的法则,此天赋能够发现物

质世界的奥秘,是唯有人类才有的能力.因此,人类最高贵最值得称颂的成就就是科学知识和

成果.①

很明显,在上帝所创造的四种存在物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之所以是最高级,是因为人的本质含

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躯体,这是人类被赋予的一种外在的或自然的本质,这一层次属于物质性

或动物性的层次,它是从物质世界产生出来的.从躯体的角度地,人也隶属于动物界,人与动物的身

体都是由各种元素所组成,为引力定律所结合,服从于自然律.这一层次既有人与动物共有的,又有

人所特有的.共有的部分是人与动物一样,也拥有感觉器官,会感受到冷、热、饥、渴等,是这一层次

本质中低级的一方面,会使人转向物质的一面,转向人的本性中肉体的一面.人受这种物性品质的

误导,会从崇高的地位坠下,变得比本来低于人的动物还要野蛮,还要不公,还要卑鄙,还要恶毒得

多.人与动物的区别则是,动物的感官功能是强于人类的,但是动物只是感官的奴隶,受感官的约

束,任何在感官功能之外的、它们所不能控制的事物,是它们永远也不能明白的,而人却能超越感官.

之所以能超越感官,是由于人的本质的第二个层次,即理性的或智慧的本质.人类智慧的本质支配

着自然,人类所享用着的科学发现和成果,曾是自然中深奥的隐秘,人类能够揭示这些奥秘,变不可

见为可见.人赖此能从已知的事物推论出未知的事物,并发现以前未知的真理.第三个层次,是人

具有一种发现隐蔽之奥秘的功能,正是此功能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就是人的灵魂.

根据巴哈伊教义,人的真正本质是灵魂.灵魂又叫精神.在人的肉体以外,有一个由上帝创造


① «世界团结之基础»,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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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灵魂,它不是物质的实体,不依赖于肉体.灵魂在人的肉体形成时就产生了,但肉体死亡以

后,灵魂继续存在.灵魂才是人的本质所在和意识的所在地.对此,巴哈欧拉论述说:

须知,人的灵魂是超凡的,它不受肉体与心智的弱点的影响.一个生病的人,表现出衰弱的

表征,是由于肉体与灵魂之间的联络有了障碍,因为灵魂是不受任何肉体的病痛所影响的.

当灵魂脱离了肉体以后,它将表现得那么高超,它表现的力量那么伟大,没有任何世俗的力

量能够跟它匹比试想那被云层遮掩的太阳,你可见到它灿烂的光辉被减弱,然而,实际上它

的光源是保持不变的.人的灵魂可比喻作太阳,世界上的物质则应比喻作人的肉体,只要两者

之间没有外在的障碍物,肉体将完全地继续反射着灵魂的光,而且受它的力量支持.但当一块

布阻塞在它们两者之间时,那光的强度便显得微弱了人体的灵魂便是照耀其肉体的太阳,

靠着这灵魂的照耀,肉体便得到扶持,应该这样解释当灵魂脱离了肉体以后,它将继续进展

到亲临上帝的境界.其状态不受任何岁月及世态变迁的影响,它将与上帝的天国,他的主权,他

的统治与威力量同垂万古.①

灵魂之所以不灭,是因为“灵魂不是由元素组合成的,也不是由许多矿物结合成的,它是一个不

可分割的东西,因而它是永存的,它完全在物质创造体系之外,它是不灭的”②.这是阿布杜巴哈对

灵魂不灭作出的补充说明.

对于灵魂能够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和灵魂的永存,巴哈伊教的代表人物都试图作出逻辑上的证

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证明便是梦境.巴哈欧拉证明说:一个人沉睡在住所中,门户紧闭,但突然间

会发现自己已身处远方的城市中,而人却又不曾移动自己的身体.在梦境中,人不用眼睛,可以看

见;不用耳朵,可以听见;不用舌头,可以说话.这种梦中所出现的一切实景,或许会在十年之后的外

部世界新眼见到.③ 阿布杜巴哈进一步分析证明说,人类灵魂的力量及其理解力属于两种类型,以

两种不同的方式理解、行动;一种是通过工具和器官的,灵魂用眼看,用耳听,用舌讲,灵魂经由器官

和工具,通过眼睛在观察,通过耳朵在倾听,通过嘴巴在演说.另一种则不借助工具和器官,如在梦

境中,不用眼睛,也能看见;不用耳朵,也能听见;不用舌头,也能说话;不用脚,也能走路.灵魂常常

在睡梦中看见的情境,却能在几年后相继发生的事件中显现出来.清醒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却能在

睡梦中解决.人在清醒时,两眼所见只是很短的距离,两腿所行也只是很短的距离;而在睡梦中,人

在东方甚至能看到西方,一眨眼的工夫,人已横跨东、西方.因为灵魂游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不

借助工具的灵性的游历,另一种是借助工具的实体的游历.④ 既然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行动.那么

灵魂自然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即使肉体不存在,灵魂也可以存在,灵魂是可以永存的.

正是由于灵魂的存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在发明与洞悉事物方面,在感官功能方面,动物比

人类在某些方面都要强.以记忆力为例,一只鸽子飞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它会再飞回原地,因为它记

住了路途.狗也有很强的记忆力.其他功能,如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方面,动物也可能比

人类强.但动物却不能洞悉理性的事物,动物只能看见它视力范围内的东西,在视力范围以外的就

不可能觉察,也不可能想象到.而人却能从已知的事物证明出未知的事物,并发现以前未知的真理.


①

②

③

④

«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美国伊利诺伊威而米特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８３版,第１５３~１５６页.
«巴黎片谈»,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９１页.
«七谷书简»,«透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页.
«已答之问题»,第２２５~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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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是感官的奴隶,受感官的约束;任何在感官功能以外的、不能控制的事物,动物是永远也不能明

白的.而人则具有一种发现隐藏之奥秘的功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这就是人的灵魂.①

灵魂何以能成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所在? 阿布杜巴哈指出:人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精神的、

高尚的,另一种则是物质的、低劣的.在一种天性中,人接近上帝,而在另一种本性中则只为尘世而

活着,在人身上可随时发现这两种本性的迹象.在物质的本性上,人表现出虚伪、残酷与不公,这都

是低级本性的流露.而在人神圣的本性中,则表现出友爱、仁慈、善良、真知与公正,这都是高尚本性

的表现.每一个良好的习惯、每一种高尚的品质,都来自于人的精神本性,而一切不完美与罪恶的行

为都出自于物质本性.所以,人既能行善,也能作恶.倘若人行善的意志占主导地位,克服了作恶的

倾向,那么此人就可称为一个圣洁者;如果人弃绝上天的完美品质,屈服于自己的邪恶欲望,就与禽

兽无异.②

在人的灵魂与身体之间有一种媒介,这种媒介,阿布杜巴哈有时把它称之为思智,有时把它称之

为“魂”.当人让灵魂经由它启发其领悟力时,人就包容了一切创造物.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与进化

之顶峰,在人之中蕴涵了一切低于人的界域.经由这种媒介,在灵光之照耀下,人闪烁的思智使之成

为造物之冠.另一方面,如果人不开启思智朝向灵魂之恩赐,而是转向物质的一面,转向本性中肉体

的一面,就将从崇高的地位坠下,变得比本来低于人的动物还要低贱.受圣灵之气息滋养的魂或思

智的灵性品质,如果从未被使用过,就会逐渐衰退、萎缩,直至无能;而其物性品质若被一再运用时,

就会使人变得比本来低于他的动物还要野蛮,还要卑鄙,还要残酷,还要恶毒得多.如果思智或魂的

灵性品德得到强化,以至于控制了其物质性的一面,那么人就会变得圣洁,其人性变得如此荣耀,以

至天庭之美德都显现于他身上,闪耀着上帝的仁慈,激励着人类的精神进步,因为他已成为照亮人们

道路的明灯.③

就这样,巴哈伊教极力证明灵魂是人的本质所在,灵魂即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精神与意识特质的

总和,有时也指这种特质所显示的力量,或者指人的智慧和思维.灵魂有一定的神秘性,巴哈欧拉有

时把它叫做上帝的表征,天堂的宝石,认为其真质连最有学问的人也不能了解,其奥秘没有任何敏锐

的心智能够揭示出来.④ 但是,透过这种神秘的一面,我们应该看到巴哈伊教是追求精神灵性的,人

不仅要过物质生活,而且更要过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这对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过

于追求物质生活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清醒剂.

三、人与社会

巴哈伊教没有明确提倡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但对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巴哈伊教认为,人是必须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阿布杜巴哈指出:人类的

最高需求是合作与互助.人们亲善与同盟之纽带愈坚强,在一切人类活动的领域建设性与成就性的


①

②

③

④

«已答之问题»,第１８５~１９０页.
«人之本质»,第２４~２５页.
«人之本质»,第１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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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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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就愈强大.① 在自然界中,有一些生命能够独自生存,譬如一棵树,可以不需要别的树提供帮助

和合作而生存下去.有一些动物也是离群索居,但对人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合作与相互联系对他

的生活与存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联系与相聚,人类才会得到个人和群体的幸福与发展.比方

说,如果两个村落之间相互进行交流与合作,那么可以肯定,每一方都可以获得发展.同样,两个城

市之间互相交流,两方都会获益并取得进步.如果两个国家之间达成一个相互合作的基本识见,则

它们各自与相互的利益都会取得巨大的进展.②

当今的世界已进入巴哈伊教所主张的青春期,正在向成年期转化,逐步走向成熟,而今天世界到

处出现的动荡与改变正是这种转化所具有的特征.在这一新时期中,人与社会的各种基本关系,必

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一新时期中,人与社会的各种基本关系,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基本

关系涉及人与自然、个人与集体、家庭、个人与社会机构诸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再也

不能对大自然持掠夺性的态度,历史已经证明,个人和团体的贪婪、不断积累财富只会加重对环境的

破坏.人们只注意自己的利益,就会忽视大自然的一体性.必须选择与自然和谐的态度,清醒地认

识到资源的开放与利用,要基于对生态的动力性平衡和宇宙一切有机生命之间的无限关系网的了

解.在个人与集体方面,要改变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社会统治关系的观点,要使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

系达到更成熟的状态,要注意社会秩序的精神特性,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个人的满足不在于统治别

人,而在于为他人做出贡献,这样创造出一个能使每一个成员都发挥他的潜力的社会.③ 在家庭中,

既不能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又不能有过分强调忠实于家庭而使个人不能对社会负责任的那种家庭观

念.④ 在个人与社会机构方面,应该改变历史上个人对自由的欲望和社会机构对服从的要求之间长

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的事实,建立起一种新观念,这就是承认真正的自由基于自制,而不顾他人的自

由必然导致过分,而社会机构必须保证不成为少数人自私愿望的工具或统治人民的方法,而是成为

使群众的才能、能力和集体力量能顺利贡献于社会的渠道.⑤

为了使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保持团结与和谐,巴哈伊教特别提倡一种磋商的原则,因为“磋商

使人获得更清醒的认识,将猜想转变为确定性,它是在黑暗的世界中给人指引的一束亮光.对于任

何事情来说,都有并将继续有一个完善与成熟的阶段.领悟这一天赋的成熟通过磋商而显露出

来”⑥.共同磋商的目的是探求真理:“表达意见的人不应把自己的观点当做是正确无误的,而应作

为对团体意见达到一致的贡献,因为当两种意见恰巧一致时,真实之光就显露出来了,正如火在产生

于燧石与火镰碰撞之时.人们应当以安祥、平静和坦然的态度来衡量自己的见解,在提出自己的意

见之前,应该仔细考虑别人已经提出过的意见.如果发现已经提出的意见更接近真理和更有价值,

就应当立即加以接受,而不是有意固执己见.”“真正的磋商是在友爱的态度和气氛下的精神聚会,参

加磋商的成员应以和睦亲善的精神相互友爱,以取得圆满的成果,爱和友情是根本所在.”⑦这种磋

商的原则,显然基于人类一家的基本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布杜巴哈:«世界和平之传扬»,第３３８页.
阿布杜巴哈:«世界和平之传扬»,第３５页.
阿布杜巴哈:«世界和平之传扬»,第１８~２０页.澳门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４年版.
罗兰:«道德教育»,澳门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２０页.
罗兰:«道德教育»,第２０页,澳门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４年版.
巴哈欧拉,参见«共同磋商»,第２页,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版.
«共同磋商»,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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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中,有两种文明是必须并存的,一种是物质文明,一种是精神文明,两者步调一致,才

能真正使人类得到幸福.阿布杜巴哈在２０世纪初就指出,当时物质文明已经达到了一个先进的水

平,但还缺乏精神文明.仅仅有物质文明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不适应现阶段的情况与需要.物质

文明所能带来的利益仅局限于物质世界之中,而精神是不受限制的.他针对当时东西方世界的现

状,指出:“如今东方需要物质进步,而西方渴求精神思想.如果西方为获取精神的启迪,以其科学知

识与东方相交换,那就是再好也没有了.这必是一种赠礼的交换.东西方必须相互团结,各补所缺.

这种团结将促使一种真正文明之实现,这种文明将是精神与物质方面共同发展的文明.”①巴哈伊教

把物质文明看做玻璃球,精神文明是光,没有光的玻璃球还是黑暗;物质文明像人体一样,无论它多

么美,多么优雅,还是个死体,精神文明像人的心灵,人体从心灵得到活力,没有心灵就变成死体.对

于整个人类也一样,如果没有精神文明,只有物质文明,人类也就没有生命.② 只有将物质和精神的

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或称神圣文明.③

宗教是神圣文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宗教的本质是爱,是团结,因此

真正的宗教是人间爱与和谐之源.“宗教是世界之光.人类的进步、成就与幸福源自对圣典所制定

之律法的遵从.”“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内在或外在,宗教都是一座内外结构最为宏大的堡垒,它最牢

固可靠,最坚韧持久,护卫着人类世界.它确保人类精神和物质上的完美,并保卫着社会文明与人类

幸福.”④但是,可惜的是,尽管神圣宗教的真理始终如一,世界各大宗教均来自于同一个上帝,但现

今人类却深陷于模仿与幻觉中不能自拔.迷信掩盖了根本的真理,世界一片黑暗,宗教之光被淹没

不见了.这种黑暗助长了差距与分歧,出现了众多的仪式和教条,由此导致了宗教派系之间纷争的

出现,忽视了统一的本质,因而无法接受宗教的荣光.“宗教本意要带来生命,却导致了死亡;本应是

知识的证据,如今却成了人性堕落之源.因此,宗教信仰者的国土日益缩小黯淡,而拜物主义者的疆

域却不断扩展.”⑤为此,阿布杜巴哈主张宗教革新,“宗教是神圣本质的外在表现,因此必须富有生

命与活力,且需要不断运动发展.假如宗教停滞不前,它就缺乏神圣的生命,就是死的.神圣原则总

是充满活力、不断进化的,因此启示这原则的宗教也必须是持续发展的”⑥.巴哈伊教根据时势的发

展和需要,及时地废除了“圣战”、“异教徒”等概念.这正是革新思想的具体贯彻.

和一般宗教不一样,巴哈伊教主张人不应盲从和模仿,而应独立去探讨真理.阿布杜巴哈说:

“上帝赐予人用来探寻的双目,人借此可以发现真理;他赐予人双耳使他可以听到本质的信息;他赋

予人理性思维,他因此能够为自己发现事物.这是人的天赋,是他用来寻求本质的工具.人不应借

他人之目来看,不该以他人之耳来听,也不应用他人的大脑来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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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自己寻求的结果吧!”又说:“每个人都

有责任去寻求本质,别人的探索代替不了自己的追求.”“因此人人都必须独立地去追求.世代相传

的思想信仰是不够的,因为拘泥于此仅会产生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总是错误的向导及失望之根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巴黎片谈»,第６页,台湾大同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罗兰:«道德教育»,第１８页.
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阿布杜巴哈:«神圣文明之奥秘»,第７１~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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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页.
«世界团结之基础»,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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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追求本质吧,那么你会摘取真理与生命之果.”①

巴哈伊教之所以提倡人应该独立去探求真理,是因为通常人们所宣称的真理的四个标准都是有

缺陷的,这四个标准是:感性认识、理性、传统、灵感.阿布杜巴哈指出,感性标准是不可靠的,看一面

镜子以及镜子中所反映的影像,这些影像并非物质形态之存在,感官时常受骗,人无法区别实质和假

象.理性标准同样不可靠,理性就是思维,人类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它经常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不可能全部地了解真理之本原.传统也不值得信赖,因为宗教的传统无非是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的

记录,而这些阐释和理解都是通过人类理性的分析,而理性分析已被证明是不可靠的.灵感之不可

靠是因为它就是人类心灵的冲动,但邪念也是人类心灵的冲动.所以所有人类的判别标准都是有缺

陷的,受限制的.② 人要通过独立地追求,去获得圣灵,圣灵本身就是光明,就是知识,通过圣灵,人

类的思想得到了激发,被赋予正确的结论和完美的知识.③

但是,提倡人独立地去探求真理,并不是否认人应该接受教育,相反,巴哈伊教十分重视教育.

巴哈欧拉指出:“人是至上法宝,但缺少教育一直剥夺了人的潜能.人是一座含无价之宝的富矿,唯

教育能使它显露珍藏,使人类从中受益.”④阿布杜巴哈则进一步说明:“自然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经

过教化的世界才完美.也就是说,训练和文明将人类从自然界的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因此,教育是

必要的和义务的.然而,教育的类型很多.如身体锻炼,使人强壮和健康发育.还有学校和大学提

供的理解力和心智的教育.第三类教育是精神教育.人若吸入圣灵的气息,便会升华到道德的境

界,为圣恩之光所指引.而只有通过那‘永在之太阳’的光芒和灵性的生机勃发才能达到这道德的境

界.”⑤由此可见要想取得圣灵,必须通过精神教育.

至此,我们粗浅地探讨了巴哈伊教有关人学思想的基本轮廓.对于当代人来说,巴哈伊教的人

学思想最值得珍视的是人类一体观和对人的精神灵性的高扬及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认真地继承这种

思想,将使人类获得极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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