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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确信之书»看巴哈伊教的渊源
∗



吴云贵

被巴哈欧拉誉为“诸书之王”的«确信之书»,是巴哈伊教最重要的圣典之一.本文从四方面论述

了«确信之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这部圣典的基本内容,着重论述巴哈伊信仰关于如何获得上帝

及其先知的真知以及如何理解和认识上帝天命的统一性问题.作者认为,尽管巴布的«白阳经»和巴

哈欧拉的«确信之书»都与什叶派教义有关,但从它们成书之日起就已预示了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世

界宗教在东方地平线上的诞生.正确理解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人们从历史和

发展的观点来认识人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宗教现象.

人类宗教史表明,一种新兴宗教通常总是同某一传统宗教有某种渊源关系.就巴哈伊教而言,

它是从巴布教派运动而来,而巴布运动最初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内部的一个运动.因此,巴哈伊与

伊斯兰教的渊源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被巴哈欧拉描述为“诸书之王”的«确信之

书»,我们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一、«确信之书»撰写的历史背景

据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确信之书»(KitbＧiＧÍqn)的手稿原文是用波斯文撰写的,

巴哈欧拉之所以决定要“启示”这部著作,是为了回答一位在信仰上困惑不解的什叶派穆斯林商人的

提问,以使其坚定信仰、坚信自己的事业.这位提问者名字叫米尔萨赛义德穆罕默德,他是巴布

母亲的三个弟兄之一,即巴布的舅父.米尔萨赛义德穆罕默德是伊朗设拉子的一位商人,当年

曾与巴布一起经商.这件事情发生在１８６２年,当时米尔萨及其弟弟正在巴格达拜谒什叶派的伊斯

兰教圣地.而巴布是在１８５０年被处决就义的,也就是说,«确信之说»是在巴哈伊信仰的先驱者巴布

就义１２年后完成的.书稿原名为«献给舅父的论文»,后来由巴哈欧拉易名为«确信之书»(一译«确

信之道»).

据说米尔萨在阅读此书后,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承认了巴布的地位及其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

数年以后,他在一份书面遗嘱中公开宣布了自己的信仰,承认了巴布和巴哈欧拉启示的确实性,并成

为坚定的巴哈伊早期信徒之一.

米尔萨当时所提出的四个问题,也是许多什叶派穆斯林共同关心和急于求得答案的精神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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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它们是:

其一,关于死后复活问题.世上真的存在着肉体复活的可能性吗? 如果说真主是正义的象征,

那么在末日审判时正义将如何得到张扬,不义将如何受到惩罚?

其二,关于伊玛目复临问题.长期以来,许多教义思想都明确肯定什叶派的末代伊玛目卡伊姆

没有死,而只是为了安全而暂时“隐遁”起来,应当如何解释关于伊玛目复临的信仰?

其三,关于经文解释问题.如果根据字面意思来解释经文显然与这些年人们的实际信仰不相符

合,但字面解释又不容忽视.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其四,关于伊玛目复临的“迹象”问题.根据伊玛目传述的圣训,在伊玛目重返人间之前,一定会

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但迄今却无一重大事件发生.对此应当作何解释?

上述四个问题表明,伊朗的部分信徒对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产生了怀疑或动摇,而这些

人当时大都是谢赫学派的追随者.我们知道,早期巴布运动的追随者大部分是从谢赫学派转化过来

的,因此弄清谢赫学派的基本思想观点,不仅在总体上有助于人们“了解巴哈伊信仰的思想渊源,也

有助于人们具体地认识和解读巴布的«白阳经»和巴哈欧拉的«确信之书».

１９世纪下半叶当巴布教派运动在伊朗蓬勃兴起之际,伊朗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内部共有

三个学派.一度颇有影响的阿赫巴尔学派相当于什叶派内部的“圣训派”,因思想上偏于保守,影响

渐衰.正在兴起的主流派乌苏勒学派,思想较为开放,主张以«古兰经»、逊奈、公议和理智为四大法

源,通过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为社区的一般信众提供指导.而谢赫学派在对教义思想的解释上则独

树一帜,它是在伊斯法罕学派“神智学”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谢赫学派基本教义思想可以从五方面加以概括.一是认为真主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该派认

为,欲认识某一事物,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必须有某种相似性;既然人与真主之间没有相似性,因此

人不能认识真主的本质.人对真主的认识实际上只是人的一种“想象”.二是认为先知是人与真主

之间的中介.但先知与真主之间以及人与先知之间没有相似性,先知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超凡

能力和完美德性的人,这些能力和德性甚至苏非“完人”也望尘莫及.三是关于伊玛目教义.谢赫学

派坚信,伊玛目作为真主的第一个造化物,产生于体现真主意志的“真光”,而伊玛目之光照射之结果

也就是普通信徒.通过伊玛目之光的启迪,普通信徒可以获得某些关于真主的知识和恩惠.四是关

于世界的认识.谢赫学派相信三个世界之说,认为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妙体世

界”,物质世界的一切在妙体世界都有一个对应物或原型.因此,人有两个躯体,一个存在于物质世

界,另一个存在于妙体世界;“隐遁”的什叶派末代伊玛目就居住在常人无法达到的妙体世界.五是

关于末世论.谢赫学派企图用“妙体世界”之说来协调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冲突,故在肯定伊玛目

“隐遁”之说的同时,强调伊玛目生活在远离人间的另一个世界,尽管人们不可能直接接触“隐遁”的

伊玛目,但仍可以通过神秘知识获得伊玛目的精神指导.因为在伊玛目居住的“妙体世界”有个体的

人的“原型”,可以在精神、心灵上与伊玛目沟通.因此,所谓死后复活实际上是指人在妙体世界的一

种精神现象,而不是肉体生命的复活,不能作字面的理解.同样,天园和火狱也都是因为人的善恶行

为引起的不同后果,但不论进天园还是下火狱,都是人在妙体世界的事情.

谢赫学派的“妙体世界”之说,由于对什叶派关于“隐遁”伊玛目复临的基本信仰作了完全不同的

解释,因而遭到人数众多的、自视正统的乌苏勒学派的反对和压制,被谴责为“异端邪说”.谢赫学派

人数很少,据说在伊朗约有２０万信徒,它只是介于阿赫巴尔学派与乌苏勒学派之间的一个小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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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谢赫学派的领导人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态度较为平和,逐渐向正统派靠拢.

关于巴布信仰与谢赫学派之间的联系,伊朗裔英国学者穆坚莫曼(MoojanMomen)在他的«什

叶派伊斯兰教导论»中明确予以肯定.他认为巴布发展了谢赫学派关于“妙体世界”的论点,强调第

十二代伊玛目的“复归”,不是伊玛目自身同一肉体的再现,而是一位新人的“光临”,此人也即伊玛目

在妙体世界的“原型”.① 莫曼还认为,谢赫学派的学说为巴布运动铺平了道路,否则巴布不会有如

此众多的追随者.至于巴哈欧拉的«确信之书»与什叶派伊斯兰教,特别是与谢赫学派之间的思想联

系,只要浏览一下这本巴哈伊教的经典之作,就会获得深刻的印象.巴哈欧拉的«确信之书»是在创

造性地重新解释什叶派伊斯兰教教义和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写成的,以上帝的圣使(先知)的名义希望

信徒“确信”的,已不再是伊斯兰教信仰,而是一种新信仰,尽管它与伊斯兰教仍有渊源关系.这种既

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特征,尤为明显地表现在词语概念的使用和解释上.尽管书中广征博引伊斯

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和什叶派伊玛目传述的圣训,但对经、训的解释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对信

仰客体的称谓上,«确信之书»的英文译本使用“God”一词,该词语也可以用来指称真主安拉,但这里

译为“上帝”,以便与巴哈伊教自己的解释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讲的“上帝”不是犹太教、

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上帝,也不是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中的安拉或真主,但与二者也不是简单的排斥

关系.书中对真主启示所作的新的解释,正是巴哈伊信仰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

二、关于如何获得有关上帝及其先知的真知

«确信之书»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以引用和解释巴布«白阳经»的一节经文为导言和主题.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人如何才能获得关于上帝及其诸先知的“真正理解”或真知.«白阳经»指明,获得

这种神圣知识的前提是净化心灵,即求知者首先必须使自己摆脱现世物质的诱惑和来世进天堂享福

乐的欲望.也就是说,只有按照上帝的方式去认知上帝,达到上帝所规定的精神境界,才能获得真

知.按照巴哈欧拉的解释,关于上帝及其诸先知(圣徒)的神圣知识的获得,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天资

或勤奋.相反,这种真正的信仰知识的取得,取决于来自上帝的诸先知之光的照射和启迪,这种真知

反映在人的心灵之中,通过对“精神实体”(即诸先知)的理解在心灵深处感悟和体认真理.也就是

说,神圣知识本质上是源自上帝之光,只有净化心灵者才能获此光的照明而获取真知.但这里所讲

的能给人带来光明、使之感悟真理的“上帝之光”,并不是直接照射到普通信仰者个体的,即使是伊斯

兰教中的苏非“完人”也不能直接获得上帝之光,而必须经过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介称之为“上帝的

显现”(TheManifestationsofGod).“上帝的显现”,在巴哈伊教术语中,也就是上帝在各个时代派往

人间的使者,诸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巴布、巴哈欧拉等.

«确信之书»第一部分中心思想是重新解释长期被人们“误解”的天启的本意,以便为上帝之道,

其中包括诸圣使的地位、作用和历史遭遇“正名”.为此,书中大量引用«古兰经»的经文启示,以期证

明上帝(真主)为了使世人获得真知,在各个时代不断向人间派遣先知和使者.这些经文中提及的先

知和使者包括诺亚、呼德、撒立哈、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他们各领风骚一个时代,就被


① MoojanMomen,AnIntroductiontoShí̍íIslam,Yale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５,p．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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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先知和使者代替了.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先知和使者们都有过被人误解、受人歧视和迫害的不幸

遭遇,他们所启示的真理之所以难以被人们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各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们手中握有

权力,他们或者因为“权力欲望”,或者因为“缺乏知识”,阻碍人们获取真正的信仰知识.因此,人们

对上帝之道的本意存在许多误解,因而历史上“上帝的真正显现”(上帝的诸先知和使者)的每一次光

临也都伴之以动乱、纷争和迫害.

巴哈欧拉在著作中所提到的希伯莱先知和阿拉伯先知,确实都曾得到伊斯兰教的承认,因为«古

兰经»宣布,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证实”了以前的一切天经.经典中提到过２８位先知和使者.由

此不难看到«确信之书»与伊斯兰教的思想联系,其中包括某些共同性的因素,也包括许多经过重新

解释而获得新意的内容;这后一部分内容,正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这里不妨提出几点加以讨论.

首先,关于获取“真知问题”.巴哈欧拉所讲的获取真知,是指通过“上帝的显现”即上帝的使者

作为中介来取得关于信仰的神秘知识.这种间接的认主方式与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认主学关系密切.

但什叶派通过伊玛目来获取关于真主的神秘知识(真主的旨意)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危机,因为末代

伊玛目下落不明,一般信徒无法通过这一中介了解主命,从而获得精神指导.后来虽有“隐遁”伊玛

目的代理人之说,但人们仍然期待伊玛目复临,而巴布宣称他就是“隐遁”的伊玛目的再现(卡伊德),

但此说遭到主流派的十二伊玛目派的否认和谴责.因此,巴哈伊信仰关于获取真知的说法,只能理

解为对什叶派信仰的一种全新的解释.此外,«古兰经»中所讲的真主启示“证实”了以前的一切天

经,指的是伊斯兰宗教信仰的继承性、连续性,但各教都有自己信仰和崇拜的神明,并没有用统一的

上帝取代各个具体的神明的意思,也没有把各教的先知和使者视为同一个上帝神明的圣使系列.这

一区别从一个层面认定了巴哈伊是一个独立的宗教信仰体系.

其次,关于如何理解历史上诸先知的预言问题.«确信之书»指出,每一个有辨别力的观察者都

会承认,在«古兰经»的天命中,天经和耶稣的事业二者都得到了肯定和证实.至于先知们的名字,穆

罕默德曾公开宣布:“我就是耶稣.”①作者认为,穆罕默德承认耶稣的神迹预言和言论,证明它们都

是上帝的.因此,不论耶稣的人格还是著作,都与穆罕默德的人格和他的圣书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两

位先知都是为了上帝的事业而奋斗,他们赞美的是上帝的赞词,启示的是上帝的诫命.应当承认,

«古兰经»对以前的经典确实采取肯定和证实的态度,也不反对人们从犹太教、基督教的角度解读«古

兰经»,但它强调这部包含智慧的经典只是“证实”了以前的经典,并没有说“等同”于以前的经典,此

外,伊斯兰教强调先知穆罕默德是“众先知的封印”②,即最后一位先知,他与以前的所有先知还是有

明确区别的.巴哈欧拉认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二者本来就同出一

源,都是信奉天经的启示宗教.但它们还是互有区别的,各有自己的经典和使者,各有自己的信仰体

系和历史文化传统.

最后,关于如何解释经文问题.«确信之书»立论的基本依据是经文启示,但对«古兰经»有一个

如何解读的问题.书中共引用了１３９节经文,可见对引经据典之重视.巴哈欧拉尤为重视对经文隐

义的解释,这也是伊斯兰教经注学的基本要求之一.但隐义的解释极容易引起争议,因为文化背景、

价值取向不同,对经文的解释也会相去甚远.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经文中谈到的日、月、星辰的解释,


①

②

TheBookofCertitudebyBahullh,translatedbyShoghiEffendi,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
６００９１,p．２１．

«古兰经»３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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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往往倾向于作喻意式的解释,引申出许多新意.例如,«古兰经»在论述真主创世以及宇宙

万物皆取决于主命时说:“日月是依定数而运行的”①,“草木也顺从真主的意志”②.巴哈欧拉对这两

节经文作了寓意式的解释,这同他把神秘的信仰知识解释为“光”的原则是一致的.«确信之书»据此

解释原则把日月星辰解释为“法则”和“学说”,认为法则和学说是由每一个天命所确定的,它们都有

自己的“定数”,即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被新的法则和学说所代替.因此,«确信之书»宣布,历史传

统表明,在所有的天命中,礼拜的法则都构成了上帝所有的先知启示的基本因素,也就是说,礼拜的

形式和式样已经适应了各个时代的各种不同的要求.同样,每一个后来的启示也都废除了前一个启

示所专门明确规定的礼拜的形式、习惯和学说.③ 巴哈欧拉认为,这种后来的天启代替先前的天启

的法则,在«古兰经»中象征性地表达为“日月”.可见,用喻意的方式解释经文是巴哈伊信仰立论和

创新经常诉诸的手段,许多新意是解读出来的.这种神秘主义的解释为理解«确信之书»增加了很大

的难度,一般信徒未必能读懂.例如,仅称谓一项就很费解.巴哈伊词语概念中用“上帝的显现”来

指称上帝的所有先知,用“真理的太阳”来指称诸先知的崇高地位和诸种德性,用“信奉白阳经的人”

来指称巴布信徒等等,这些称谓都需要经过注释,才能为人们所理解.

三、关于如何理解上帝的统一性问题

统一的上帝观念是巴哈伊信仰体系的核心.«确信之书»的第二部分一开始便引用了巴布«白阳

经»的一节经文,强调“真理的太阳”、“至上存在的启示者”(即巴布)对天地万物永远拥有不容争议的

“主权”,尽管世上无人服从他;他可能一无所有,但他不受人世间的一切控制.他受上帝的天赐而具

有神圣智慧,上帝向他启示关于“上帝的事业”的神秘知识.«确信之书»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意义和目

的时指出,经文向人们启示和证明了这一真理:不论在什么时代和周期,都有“真理的发光体”从古老

的、不可见的、光辉的寓所被派往人世间,他们像镜子一样反射统一的上帝之光,并以此教育人们的

灵魂.他们被赋予一切造物的恩惠,永远被赋予一切不容争议的力量和不可征服的主权.④ 这里所

说的揭示真理的“发光体”,也就是当年谢赫学派所说的居住在“妙体世界”的诸先知.所不同的是,

这些“发光体”作为圣使,如今接受统一的上帝而不是伊斯兰教的真主的差遣,肩负着向各个时代的

人们进行教育的使命.从这一区别和联系,人们不难看到巴哈伊信仰与谢赫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

上帝何以必须向各个时代差遣自己的使者? «确信之书»对此的回答是:上帝因其不可认知的本

质,实际上等于向一切造物关闭了知识的大门.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巴哈欧拉引用了«古兰经»的一

节经文:“真主使你们防备他自己”⑤,意思是说上帝是“孤独”的,无人在他的身边,当然也无从认知

上帝.但这里所说的“无从认知”,是指凡夫俗子不能直接认知上帝作为万物之本原的本质,故此«确

信之书»宣布,各个时代的上帝的所有的先知和使者,所有的神学家、贤哲和聪明人士都承认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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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理解上帝的全部知识.① 然而,正因为上帝本质的超越性和包容性,导致了“神圣发光体”(上

帝的诸先知)从精神领域向世人的“显现”,人们通过这些“显现”得以了解那个不变的存在(上帝)的

秘密,间接获得关于不灭的上帝本质的某些知识.所以,通过诸先知作为中介,像照镜子一样通过他

们的形象来认识上帝,是获取神秘的宗教信仰知识唯一可靠的途径.

在巴哈伊文献中,上帝的圣使称为“上帝的显现”或“圣显”,指他们因发布上帝的启示而处于特

殊的地位,具有非凡的能力,肩负神圣的使命.«确信之书»谈到的圣使诸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巴

布等,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语言,传达不同的天启,但他们都是统一的上帝在各个不同时

期的“显现”,都代表一个时代的天命,因此也都是上帝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因此,«确信之书»特别强

调上帝诸圣使的特殊地位,宣称这些“真理的太阳的显现者”是“最有成就者、最与众不同者和最优秀

卓绝者”②,号召人们确信他们宣布的天启,遵循他们的教诲,维护他们的权威和尊严.因为圣使这

些“原始的镜子”反映的是“不可视见者中的不可视见者”,即永恒的上帝的光辉.通过圣使这一中

介,上帝的所有美名和德性,诸如知识、力量、主权、统治、仁慈、智慧、荣耀、恩惠等全部得到显现.③

巴哈欧拉在强调上帝的统一性的同时,并不否认每一个“上帝的显现”的独特性或个性.他认为每一

个“显现”都有明确规定的使命,一部由上帝前定的天启,以及特别指定的某些限制;每一个“显现”都

有一个不同的名称,一种特别的属性,并完成特定的使命,同时也被委托予某一具体的天启.④ 但这

些“显现”像行程中的一个个车站、路段一样,所代表的都是同一个真理,源自同一个上帝的意志.

巴哈欧拉关于上帝统一性的论断是与他的天启进化论的思想观点密不可分的.«确信之书»第

一部分中已经谈到天启进化论思想,认为上帝的众先知和使者在各个时代都曾代表上帝发布天启,

但每一部天启所体现的天命都不是永恒适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为新圣使传达的新天启、新天

命所取代.但第一部分的侧重点在于告诉人们如何获取真正的信仰知识,因此在第二部分中又进一

步讨论这一主题.但强调上帝的统一性,如同强调圣使的连续性、天启的进化论一样,都是为了一个

共同目的:呼吁人们接受已被伊朗统治当局处决的新圣使巴布.统一的上帝观显然不同于伊斯兰教

的真主观.尽管伊斯兰教也讲真主的统一性,但那是在认主独一信仰的基础上论述真主的不可分割

性,而统一的上帝观则是指各传统宗教,至少是启示宗教所信仰的神明实为同一个上帝,因此超越了

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范围.天启进化论把不同时代的宗教的天启看作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在认识

上是超前的.同样,圣使连续性的思想观点,在认识上也是超前的,因为它把不同宗教传统中的先

知、使者视为同出一源,甚至认为耶稣的人格与穆罕默德的人格没有区别,实为一人.⑤ 由此可见,

巴哈伊信仰体系的思想渊源是多元的,它综合了不同宗教的内容.尽管统一的上帝观表达了人类一

体、万教同源、世界大同的开放意识和宗教宽容精神,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得到广泛的认

同,甚至也没有得到伊朗伊斯兰宗教界和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的同情、理解和认同.这是巴哈伊教

信徒遭到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引起教派纷争的原因以两条更为重要.一是信真主、信使者是伊斯

兰教的基本信条,许多穆斯林很难接受在“封印先知”之后还有新先知的说法.因此,历史上的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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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运动.包括声势浩大的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几乎无不被正统派穆斯林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反

对.巴布运动的命运也是如此.二是巴哈欧拉在阐述巴布«白阳经»的同时,对传统宗教思想予以批

判,认为以前所有的宗教领袖、智者贤哲都脱离了上帝之道,都没有真正理解信仰的本质,从而阻碍

人们正确地理解信仰.这种观点之所以遭到主流的乌苏勒学派的反对,不仅是因为与他们的传统宗

教思想相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传统宗教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宗教权力机构权威的否定,

对他们的既得利益的侵害,因而必然要遭到强烈反对和压制.

四、关于对四个问题的回答

«确信之书»中所提出的四个问题实际上也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当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这些问

题可以归纳为两大问题:一是经文解释问题,即按照经文的表义还是里义解释«古兰经»启示的问题;

二是如何解释什叶派末代伊玛目“隐遁”和“复临”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死后复活、末日审判等问

题.巴哈欧拉正是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来阐述、构建巴哈伊信仰体系的.讨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借

题发挥”,避免“就事论事”,这使«确信之书»在内容上远远超过了解答问题的范围,而成为一部系统

地阐述巴哈伊基本信仰的著作.

首先,巴哈伊教的早期信徒都是谢赫学派追随者,而谢赫学派的创始人谢赫阿赫默德(１７５３~

１８２６)是巴布运动的先驱者,他主张用神秘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真主启示,因而巴哈欧拉也继承和沿用

了这种重视经文里义解释原则,其中也包括对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宗教传统的解释.这一解释倾

向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对真主(上帝)的诸先知的解释上,称他们为“发光体”,像«古兰经»中提到的“日

月星辰”一样.按照«确信之书»的说法,最早把诸先知比喻为日月星辰的文字记录见之于什叶派的

“哭祷文”(thePrayerofNudbih):“光辉的太阳转到了哪里? 闪烁的月亮和星星现在何处?”①这里所

说的“日月星辰”原来都是指什叶派信徒期盼的第十二代伊玛目.而在«确信之书»中则作了更为宽

泛的解释.一是用来赞誉上帝的众先知和圣徒,认为这些发光体(妙体)以其知识的光芒普照大地,

为人类带来光明.二是用来指称前一个天命中的神学家、认主学家,认为他们如能在后一个天命的

启迪下掌握真理,也可以为上帝所悦纳.反之,就只能被宣布为抗绝天命而喜爱黑暗之人.三是用

来指称各个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也都是“太阳”,因为他们一旦喜爱“真理的阳光”,就会被看作是透

明的发光体.反之,便只能成为火狱的居民.此外,重视经文里义的喻意式的解释原则,也是为了用

生动感人的语言来揭示宗教哲理.如«确信之书»就宣布:伊斯兰是天堂,把斋是天堂的太阳,而祈祷

则是天堂的月亮.② 在这里“日月”指的都是真理的象征意义.

下面我们来讨论巴哈欧拉对于其他三个问题的解答.

第一,关于死后复活问题.巴哈欧拉不赞成从字面来解释末日审判、死而复生等问题.«确信之

书»指出,在各种经典中,所谓生命是指信仰的生命力,所谓死亡是指非信仰的死亡.③ 由于人们不

能正确了解生与死的真正含义,所以总是藐视和拒绝“上帝的显现”的人格,从而也剥夺了自己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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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神圣指导的机会.而所谓末日审判,上帝也只根据一个人的神秘信仰知识来作出裁决,也就是说,

复活是指信仰的提升.

第二,关于伊玛目复临的“迹象”问题,巴哈欧拉根据什叶派的一条圣训指明,“复临”的迹象只能

在末日审判到来之时才能看到,而审判之日也就是什叶派期盼的救世主卡伊姆(或马赫迪)复活之

时.“迹象”也就是«古兰经»(２:２１０)中所讲的“云荫”,因为经文说:“他们只等待真主在云荫中与众

天神同齐降临,事情将被判决.一切事情只归真主安排.”而巴哈伊教所讲的卡伊姆,也就是已被处

决的巴布.

第三,关于卡伊姆即“复临”的伊玛目的“主权”问题.巴哈欧拉明确表示,圣训文献和穆罕默德

天命中所明确肯定的卡伊姆的主权已经得到显现,他的信徒受苦受难的事实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因

为历史上所有的新先知,包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都曾受到迫害.但经训文献中所肯定的主权并

非仅指卡伊姆的主权,而是指上帝赐予所有的“上帝的显现”(众先知)的一切主权、德性、美名及上帝

的其他德性,这些显现体现了上帝的全部德性.① 他们是永远不可视见的上帝的神秘知识的启示

者,人们只能通过这些显现来了解上帝.«确信之书»中所讲的卡伊姆的“主权”,有其特殊的涵义.

它是指包容一切、充满一切的权力、权能,这种主权是固有地由卡伊姆所行使,不论他是否显现为一

个具有人世间权威的统治者.因为是否直接行使主权,完全取决于卡伊姆本人的意志.巴哈欧拉提

出,主权、财富、生与死、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等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主权是指内在于

每一个天命中的“真理的显现者”的人格之中并由其行使的主宰权,一种不断在天地万物之中提升其

精神影响的权力.此外,卡伊姆的主权在适当的时候会自显于世界,这取决于它在精神领域被人们

接受的程度,甚至会自显为穆罕默德的主权.但这里讲的仍然是精神领域的主权,因为在上帝及其

选民的眼里世俗的主权是没有价值的.尽管巴哈欧拉认为卡伊姆只能在末日审判时复临,但他强调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卡伊姆已经复临,只是由于人们受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对这位新先知

还不认识.因此,«确信之书»写道:“尽管«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和所有的圣训都指明了一个新信仰,

一部新律法和一部新天启,但这一代人仍然盼望和等待看到那位上帝的应许者的到来,他将坚持和

提升穆罕默德的天命.”②巴哈欧拉认为,妨碍人们正确认识新先知、新律法、新天启的主要障碍是什

叶派“哭祷文”中的一些言论:“那位受保护以便恢复条令和法规的人何在?”“那位有权改造信仰和信

徒的人何在?”③

按照什叶派的传统,当人们对期待的马赫迪的使命产生疑问时,得到的回答总是说:他将行使真

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职责,像穆罕默德那样废除他以前的一切.正是这些传统观念妨碍了人们认识

和接受新先知.但关于阿拉伯人的古代智慧也还有另外一个传说:知识是由２７个字母组成的.所

有先知启示的只是其中的两个字母.至今人们所了解的不会多于两个字母.但当卡伊姆站起来之

时,他会向人们显示其余２５个字母这类神秘的解释还有许多,大都来自什叶派伊斯兰教传统,这里

不再赘述.这表明,«确信之书»是在重新解释什叶派教义思想的基础上成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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