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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哈欧拉的《隐言经》原文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自 1858 年问世以来，迄今

已有 150 年的历史。期间各种文字的版本层出不穷，多达 120 余种。在中国及华人

地区，根据守基阿芬第 1934 年英译本翻译的中文版本至少有五种以上，其中包括

最早的上世纪 30 年代廖崇真译本（简称“廖本”）、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台湾本（简

称“台本”）、马来西亚苏逸龙译本（简称苏本）与上世纪末澳门巴哈伊总灵理会出

版的译本（简称澳本）和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李绍白译本（简称李本）。前四

个为散文译本，可视为一个系列，最后一个为诗体本，别具一格。将这几个译本加

以比较，意在探询其继承关系与创新精神，为《隐言经》译本今后进一步的修订和

提高做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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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版本的比较 

上世纪 30 年代，以曹云祥、廖崇真诸位华人巴哈伊先贤为核心所组成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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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教社曾将巴哈伊信仰的主要经典译成中文，其中就有《隐言经》。曹公等或在

国外从事外交工作，或曾于国外留学，他们具备了渊博的国学造诣和扎实的外文功

底，廖崇真出身于基督教世家，他们对巴哈伊信仰有过近距离见证和亲历，这些都

是他们从事巴哈伊圣典翻译的优越条件。就廖本《隐言经》（1937 年洛阳印务馆出

版）而言，首先达到了“信实”的标准，转达了原典的微言大义；其文体方面则具有

明显的时代特征：以文言体为主。众所周知，汉语的文言文以文字简洁、富有诗韵

而意义深邃见长。我以为，这种文风至今仍有其生命力，特别在翻译宗教经典方面

仍具有独特的功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白交融的比例逐渐消长而已。事

实证明，廖本后的诸《隐言经》汉译本，没有不以其为蓝本或脱胎于该祖本的。由

于同本汉译的缘故，它所使用的《隐言经》这一书名和一些术语与佳言美词仍被承

袭下来。 

(1)《隐言经》中一些术语的汉译，廖本既适当吸取了已有汉译宗教经典的术语，

又有所创造和开拓，譬如： 

人类一体(oneness of humanrace)      显圣(manifestation) 

灵性 (spirit)                     荣耀(honour) 

公义(justice)                      使者（messenger） 

人子(son of God)      生命之子 (son of life) 

光明之子(son of light)     圣灵（spirit of holiness） 

清算 (account)      圣洁(sanctity) 

殉道者(martyr)                       启示者(revealer)                       

罪人(sinful)                      表记 sign  

试炼(trial)                           诫命(commandment) 

灵魂 (soul)                          永生(everlasting life) 

永存(eternity)                        启示(revelation) 



威仪(majesty)                   智海(minds) 

威权之舌((tongue of power)             权能之笔(pen of might) 

成圣之国(kingdom of sanctity)     感应之天(heaven of communion)  

天鸽（dove of heaven）                全荣者(the All-Glorious) 

甘美之舌 (honeyed tongue)       笃信之水（water of certitude）                                                 

(2) 其次，廖本作了重要序言，其中反映了译者对巴哈伊教(大同教)及《隐言经》的深

刻认知和高度评价。在《序》中，译者写道：“大同教道，高深广大，为救世之南针。有无穷之

价值。……其道注重实践，而不重宣传。……余深信大同教为医治今日世界纠纷之良药，建设

新世界之基础，个人修养之圭臬。”（《大同教隐言经·廖崇真序》，洛阳印务馆 1937 年）。该书

封面之后还有香翰屏中将以“圣行真一”，中山大学校长、教育家金曾澄以“经正民兴”的题词推

介，反映了大同教在中国的重要影响。廖崇真还将教长阿博杜-巴哈的《十二个基本原则》和圣

护守基阿芬第所写的《巴哈伊简史》译为中文，附之于序言之后、正文之前，为读者对《隐言

经》的理解提供帮助，同时将大同教这种新兴宗教介绍给国人，冀其起到救世拯民的作用。 

（3）《隐言经》原文具有诗体韵文及格言性质，以后的英文及中文版本都在竭力追

求这种风格。廖本的部分辞句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如： 

 

Turn thy face unto Mine 

And renounce all save me; 

For My sovereignty endureth 

And My dominion perished not. 

转若之面而向我，舍我之外，捐弃一切， 

盖吾之主权永久，而吾之国土不灭。（上卷 15） 

My claim on thee is great, 

It cannot be forgotten. 



My grace to thee is plenteous, 

It cannot beveiled. 

My love has made in thee its home, 

it cannot be concealed. 

My light is manifest to thee, 

It cannot be obscured. 

吾于若之期望至大，殆不可忘。 

吾于若之恩惠甚丰，固不可灭。 

吾之爱已宅居于若心中，不可隐藏。 

吾之光华于若极显明，而不可曚蔽。（上卷 20） 

 

Thee heart is my home; 

sanctify it for my descent. 

Thy spirit is my place of revelation. 

若之赤心，乃吾之家；为吾降临而圣洁之。 

若之灵性，乃吾启示之所，为吾显圣而清洁之。（上卷 59） 

 

Hear no evil, and see no evil, 

Abase not thyself, neither sigh and weep. 

Speak no evil, 

That thou mayest not 

Hear it spoken unto thee, 



and  magnify not the faults of others 

that thine own faults may not appear great. 

and wish the abasement be not exposed,  

非礼勿听，非礼勿视，毋趋于下流，并无叹息悲泣。 

无为诽谤之言，则诽谤之言不入若耳， 

毋张大他人之过失，则若之过失不致弥彰； 

毋望人之耻辱，则若之耻辱亦不至显露。（下卷 44） 

 

Put away all covetousness 

And seek contentment; 

For the covetous hath ever been deprived, 

And the contented hath ever been  

Loved and praised.  

居贫莫忧，富贵莫恃， 

盖贫兮富所依，富兮贫所伏， 

循环不已也。（下卷 51） 

但是，由于时代语言风格的原因，廖本《隐言经》采取的是文言语体，已经不适合

今天的普通读者。所以，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马拉西亚和中国台湾及澳门地区，先

后出版了现代汉语且杂以文言语体的《隐言经》译本，其中有台本、苏本和澳本，它们

都继承了廖本的某些语言风格，但以现代语言为主，不乏精辟之句。 

试以开篇为例： 

He is the glory of glories 

This is that which hath descended from the  



realm of glory, uttered by tongue of  

Power and might, and revealed unto  

Prophets of old. We have taken the inner 

Essence thereof and clothed it in the garment 

Of brevity ，as a token of grace onto the 

righteous, that they may stand faithful unto 

the Covenant of God, may fulfil in their lives 

His trust, and in the realm of spirit obtain 

The gem of divine virtue.  

 

“彼为荣耀中之最荣耀者！ 

斯乃降自荣华之国，由权能之舌所宣诏及启示于古代之先知者。吾曹撮其中之

精华，而衣以简洁之裳服，以为给予正人恩泽之表征，使彼俦可以恒久忠于上帝之

约法，及在彼俦之生命中，能履行其所托付，并于灵性国中能获至德之珍宝。”（廖

本） 

 

“祂是榮耀中的最榮耀者 

這一卷書，是從那榮光之境所降臨的，是權能之舌所宣說的，是啟示給古代之

先知的。我們從那些啟示裡擷取精華，覆以簡潔之形式，做為給予正人君子的恩澤

之表徵，使他們能夠恒久地忠於上帝的聖約，能在他們的生命中履行祂的囑託，並

能在靈界中獲得聖德之寶玉。”（台本） 

 

“這一卷書，是從那榮光之境降臨的，是權能之舌宣說以往先知们的启示。我們



從这些啟示裡摘取精華，披上簡潔的外形，作为給予正义者的恩宠之表徵，使他們

能夠坚恒，忠诚於上帝的聖約，能在他們的生命中施行祂的囑託，並能在靈界中獲

得神圣美德之精义。”（苏本） 

“這是從那榮光之境所降臨的，是權能之舌所宣說的，是曾经啟示給古代之先知

的。我們已拣取其内在精華，覆以簡潔之形式，作為給予正直者的恩澤之表徵，使

他們能夠忠诚於上帝的聖約，在他們的生命中履行祂的囑託，並能在靈界中獲得聖

德之寶玉。”（澳本） 

利用文言句法，既使语言简洁，同时亦富有音韵之美，朗朗上口。所以，三个

散文本于 59 节的译句皆惊人地相似： 

 

59.O Son of Being 

Thy heart is My home; 

sanctify it for my descent. 

Thy spirit is My place of revelation; 

Clense it for My manifestation. 

 

59.生命之子啊！ 

你的心是我居住之地；聖潔之，以待我降臨。 

你的靈是我啟示之所；淨化之，以待我顯聖。 （台本） 

59 你的心是我居住之家,聖潔之，准备我的来臨。 

你的靈是我啟示之所,淨化之，以待我的顯现。（苏本） 

59 你的心乃是我的家园；聖潔之，以待我降臨。 

你的靈乃是我啟示之地；淨化之，以待我顯聖。(澳本)                                           

 

有些章句，适当对仗或押韵，追求诗句或格言之美： 



 

 

(下卷)68.O Weed That Springeth Out of Dust! 

Wherefore have not these soiled hands  

  of thine touched first thine own garment, and why with thine heart  

defiled with desire and passion 

68 塵土中長出的草啊！ 

為何不以污泥之手, 

先抚摩你自己的衣裳! 

为何要用情慾沾污了的心， 

来同我交往? …….(苏本) 

 

dost thou seek to commune with Me 

and to enter My sacred realm? 

Far, far are ye from that which ye desire. 

 

 

（下卷）2 O Son of Spirit! 

The bird seeketh its nest. 

the nightingale the charm of the rose. 

Whilst those birds, the hearts of men, 

Content with transient dust, 



Have strayed far from their eternal nest, 

and with eyes turned towards 

the slough of heedlessness 

are bereft of the glory of the divine presence. 

 

鳥尋它的巢； 

夜鶯覓尋玫瑰的嫵媚； 

而那些鳥正似人們的心， 

卻滿足於那剎那的浮塵， 

迷失遠離了久遠的巢， 

且眼光轉向怠慢的泥沼， 

喪失了神聖親歷的榮耀。……（台本） 

39.O Son of Man! 

Neglect not My Commandments 

if you lovest My beauty, 

and forget not My counsels 

if you wouldst attain  

 

人子啊！ 

如果你愛我的聖美， 

就別忽視我的誡命。 

如果你要得到我的喜悅， 

就別忘了我的訓誡。                                               



(台本) 

 

My good pleasure. 

 

(下卷)51 O Son of My Handmaid! 

Be not troubled in poverty 

Nor confident in riches. 

For poverty is followed by riches.  

 

我僕婦之子啊！ 

不要為貧窮而憂煩， 

也不要因富裕而自滿。…… 

 

正如巴哈伊网站所指出的，《隐言经》的数种不同的中译版本，从翻译的角度

看，这些工作本身实属“劳苦功高，且各有不俗的建树”。 

李绍白译本的巨大创新 

对李绍白诗体《隐言经》译本的评价，澳门巴哈伊网站上有一段精辟的论断，

其辞曰：“翻译巴哈伊中心人物的圣文经典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翻译《隐言经》

无疑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是因为《隐言经》的要旨极富哲理性，涉及人生及人的

精神的根本和终极意义，也是因为它所运用的散文诗体裁：言简，意赅，隽永；大

量的隐喻、象征手法及警句格言。”“中译新版的<隐言经>在已有译作的基础上力求

更加准确、简洁和传神，特别是在文字及文学表达反复推敲，以求更符合现代汉语

表达习惯及原文的散文诗体风格。”（澳门巴哈伊网站关于《隐言经》新译本的介



绍，2007 年 9 月 14 日 ） 

此言至为精当！以往版本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多数段落语言结构松散，缺乏

诗意，既无神来之笔，亦少撼人警句，没有表达出原典那种激越磅礴的气势和动人

肺腑的震撼力，或那种娓娓动听、谆谆教诲的温情，与原典的意境与文风尚有距离。

其次，三本皆无序言，没有继承廖崇真译本的这一优秀传统，给与读者阅读和理解

指南。李本就是旨在探索和尝试这一从形似到神似的升华过程。 

李本首先继承了廖本作序的传统，对《隐言经》的微言大义进行了深刻的解释

和阐发，并且激情满怀，直抒胸臆： 

“一首爱的颂歌在底格里斯河上空回响。它的主旋律是亘古不变的崇高浪漫曲：造物主

对其创造物的爱，上帝对人类的爱。在这里，各宗教所启示的永恒真理汇聚合一，意蕴深

奥而又娓娓动听，宛如爱者向所爱者倾诉的耳际语丝。” 

     

“《隐言经》启示出人的真正精神本性，激励世人为天生高贵的命运发奋努力，阐明了

人生持久进步与灵性升华所必需的精神与道德原则。它的主旨在于揭示出我们每一个人潜

在拥有的德性、美质与能力，并通过神圣启示的力量和诚言笃行的榜样，帮助我们充分表

现这些天赋。在物欲横流之世，《隐言经》予我们濯污以纯洁，灌顶以醍醐。它更伸张正

义为贯穿人类事务的至高原则，指出了人类团结的必由之路，同时给这团结之旅提供了力

量、希望和路标。” 

   

2、李本首先以“神似”为要，力逮原典之深邃意境： 

 

O My Brother!                  

Hearken to the delightsome words                      

  of my honeyed tongue, 

and quaff the stream of mystic holiness  

from My sugar-shedding lips. 



Sow the seeds of My divine wisdom  

in the pure soil of thy heart. 

and water them with the water of certitude, 

that the hyacinths of My knowledge  

and wisdom may spring up  

fresh and green 

  in the sacred city of thy heart. 

 

我的兄弟啊！ 

傾聽我甘美之舌的悅耳之言， 

暢飲我甜蜜之唇的神聖之泉！ 

將我神聖智慧之種子， 

播種在你純潔的心田， 

澆以確信之水， 

使我知識與智慧之風信子， 

在你心靈之聖城裡， 

茁壯成長，花紅葉綠。（下卷 33） 

 

O Son of Man! 

Ponder and reflect. 

Is it thy wish to die upon thy bed,  

or to shed thy life-blood on the dust, a martyr in My path,  

and so become the manifestation of My command  

and the revealer of My light in the highest paradise? 

Judge thou aright, O servant!   



人之子啊！ 

认真思量： 

要么—— 

死在自己的床上； 

要么—— 

将生命之血洒向尘土， 

铸就我圣业之辉煌， 

以成为我圣训的宣示者， 

在最崇高之天堂， 

显现我的圣光。 

我的仆人， 

 何从？何往？（上卷 46） 

 

这种诗的玄妙意境，熏染着人的心灵，使人陶醉，催人奋发。非诗歌之体裁，

难以承载。 

在形似方面，译者根据原典的语言结构，分别采用了诗体语言的多种形式，其

中有四言、五言、七言的传统体裁，又有自由诗、箴言、格言、教谕诗等形式，而

且根据需要，交替使用。很多章节中的韵脚、对仗比较工整，音调铿锵，富于感染

力。譬如： 

   20．O Son of Spirit! 

       My claim on thee is great, 

it cannot be forgotten. 

My grace to thee is plenteous, 



it cannot be veiled. 

My love has made in thee its home, 

it cannot be concealed. 

My light is manifest to thee, 

it cannot be obscured. 

 

靈性之子啊！ 

我對你寄望殷切，无可忘懷； 

我给你恩泽丰厚，不能轻待； 

我的愛以你為家，不可隱瞒； 

我的光照射着，切勿遮盖。（上卷 20） 

 

26.O My Friend in Word! 

        Ponder awhile. 

        Hast thou ever heard that 

        friend and foe should abide in one heart? 

        Cast out then the stranger, 

that the Friend may enter His home.   

 

       口头上的朋友啊！ 

       细细思忖： 

谁听说， 

       敌友可同心？ 

所以， 赶走陌生人， 

       迎友入家门。（下卷 26） 

 



26.O My Servant! 

        The basest of men are they  

that yield no fruit on erath. 

Such men are verily counted 

as among the dead,nay 

better are the dead in the sight of God 

than those idle and worthless souls. 

我的仆人啊！ 

游手好闲最卑贱， 

行尸走肉厕人间。 

上帝不屑置一顾， 

        生不如死尤可怜。（下卷 81） 

 

29.O Son of Being  

Ascribe not to any soul that which thou wouldst not  have ascribed to thee ，and 

say not that which thou doest not.  

This is My command unto thee, do thou observe it. 

存在之子啊!  

不欲人咎己， 

切勿咎于人； 

己所未行， 

勿加妄语； 

此言是训， 

恪守不渝。(上卷 29) 



52.O Son of Man! 

Should prosperity befall thee, 

rejoice not ,and should abasement 

come upon thee, grieve not, 

for both shall pass away 

and be no more. 

人之子啊! 

       富贵临门，不必欢喜； 

       屈辱加身，切莫哀戚。 

       盖二者皆过眼云烟， 

       转瞬即逝！(上卷 52)。 

 

同散文版本相比较，李本语言之凝炼、铿锵，抒情意味之浓烈，感染力之强劲，跃然

于纸上。 

3、几点建议：仔细品位和推敲，李本似乎亦有可改进之处。 

（1）有些韵脚，尚可推敲，争取一韵到底，不要轻易换韵，除非必需。有些没有压韵

的，再予斟酌，特别是末句失韵的章节，如下卷 52 首。 

（2）把握原典意韵，改正少数近似快板、打油诗的章句，以免流于轻俗。 

（3）为达“神似”，而不要过分受限于原文原词的束缚；注意诗句的“跳跃性”特征，尽

量不用“因此”、“因为”、“所以”、“不但”等连词，以免句子结构松散。 

（4）有的地方适当加注，便于读者理解。如“风信子”的寓意、“人之子”、“至



高者之子”、“存在者之子”\”陌生人”等。 

 

古今中外的译者在翻译时，从来都没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读者在阅读译作时，

也从来没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翻译标准应“多元化”。 

   巴哈伊经典中，部分为诗体语言，如《隐言经》等，其他许多文献中，有些章节亦

为诗体，或近似于诗体，其辞藻凝练，意境深远。对后者，应尽量采取诗译的方式，力

求庄严其意韵，华美其辞章，突现原典的震撼力、感染力和教诲力。在此，自由诗体或

格言体更富有表现力。正如高尔基所说，“您必须掌握诗的形式。只有用合适的优美的外

衣装饰您的思想的时候，人们才会听您的诗”。 

中国人是个诗歌的民族，前人所创造的诗、词、歌、赋乃至骈文等是一个丰富的宝

库，是可供借鉴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只要按原作的形式、意韵和读者的需要等把握、运

用得好，都可以创作出鸿词美篇。这就是所谓量体裁衣”，即依据原诗所表达的感情，采

取不同的体裁。或四言，或五言，或绝句，或律体，或骚体，或古风，或词曲无一不可，

不拘一格，犹有佳趣。（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一），翻译专家网 05，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