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化视野下宗教的社会功能

——以巴哈伊教为例

  许宏
*a

著名神学家蒂里希曾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宗

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人类生活

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联，相互渗透。作为一种非理性的、以信仰

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形态，宗教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内涵中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其形成过程

中，宗教都起过重要作用，影响了世俗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独特

的精神倾向和人生态度。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宗教能够长期

存在，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之所以能够在一切社会形

态、一切国家和民族中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这

也正是宗教社会功能的历史体现。

很多学者把宗教的社会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然而

*　德州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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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负功能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也不相同。伴随着人类社会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宗教发挥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日益变迁的社会中，宗教本身也无法孤立于社会之外拒绝变

迁，它也不断遭受外界因素的冲击，同时也不断吸收外来的因

素，使本身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形态与人群。而巴哈伊教作为一

新兴的世界宗教，不仅具有传统宗教的社会功能，在现代化条

件下无疑充满了新的活力，发挥着适应新时代的作用。本文主

要以巴哈伊教为例进行阐述现代视野下宗教的社会功能。

一  宗教的世界观功能

宗教是一种世界观。从古至今，宗教在不断探讨宇宙的

起源、社会的演进及人的生命与死亡、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等问

题。因此宗教也是人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和

态度，是人们认识宇宙、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一种意识形

式。例如，对于万物的起源问题，宗教提出了神创论。基督教

认为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人和世界万物；伊斯兰教认为真主

创造天地和万物；印度教认为创生神梵天创造人和万物。而巴

哈伊教则认为，无论是基督教的上帝，还是伊斯兰教的真主还

是印度教的创生神都是指同一个上帝。上帝在不同时期派遣不

同的先知摩西、释加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巴布、巴哈欧拉

等所启示的宗教，尽管名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宗教。如阿博

都-巴哈所阐述的：“太阳只有一个，但是黎明的时刻是各不

相同、不断变更的；海洋是水源的统一体，但是不同的部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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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特别的指代，有大西洋、太平洋、地中海等等。如果我们

考虑他们各自的名称是有区别的。然而就水——海洋本身而言

实际却只有一个。同样，尽管上帝的神圣显圣者所启示的神圣

宗教名称或术语不同，但实际上都指同一个宗教。”a“读圣

经或是其他的圣书你将发现：他们的根本原则是相同的，都是

同一个。”b 正是因为宗教是不断演化的过程，所以不同时期

宗教所宣称的神创论理论都是一致的。巴哈伊教认为，人和世

界万物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人和人之间都是“一枝之叶，一

树之果”，彼此之间以爱相待，共同构建一个“人类大同世

界”。与以往宗教相比，巴哈伊教这种“上帝独一”、“宗教

同源”、“人类一家”的思想，表述了对人类和世界的一种全

新的看法。

二  社会整合功能

宗教的整合功能是指赋予群体一个共同的、神圣的目标,

这个目标高于个体的目标，通过神启的方式，为这个目标提供

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即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价值系统和人生理

想，从而将众多而无序的个人按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经常通

过仪式周而复始地来巩固共同的感情，形成一个具有一定程度

凝聚力的稳定团体或社会。巴哈伊信仰自1844年创立至今在短

a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82, p.151.

b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82,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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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一百六十余年的时间内从中东的一场不起眼的“运动”已跻

身于快速发展的世界性宗教信仰之列，其成员涵盖了两千一百

多个不同的民族、种族和部落。是什么力量使巴哈伊信仰这一

新兴宗教迅速发展到全球？既然宗教是同一个宗教，人类都是

同一个地球上的子民，就像巴哈欧拉在他致全人类的书简中宣

示:“团结之帐已经升起；你们不可彼此视同陌路。……你们乃

一树之果，一枝之叶。……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爱国家

不值得骄傲，爱人类才值得荣耀。”a 因此，正是在“地球乃

一国，人类皆其民”旗帜的感召下，世界各地的广大信仰群众

无形中凝聚在一起，没有分裂成任何流派，紧密地团结在巴哈

欧拉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的旗帜下。这个共同目标通过以下几点

可以体现出来：

首先，巴哈伊信仰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政府的观点。

在《致维多利亚女王书简》中，巴哈欧拉对“地球上所有统治

者”启示了如下的文字：“你们要一起进行商议，并将你们的

心思只用于关注人类的利益以及改善他们的处境。……要把世

界视为人类之躯体，虽然这躯体被创生时是完整和完美的，却

由于各种原因已倍受灾祸和弊病的折磨。 全世界的人民要团结

在同一个全球性事业中，团结在同一个共同信仰中。要达成这

个目标，除了通过一位医术高明的、全能的、被赋予灵感的神

医之力量外，别无他途。真确地，此乃真理，除此之外，都只

a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新纪元国际
出版社，1995，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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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谬误。”a 所以“只有那统治和超越一切事物之本质的上帝

之圣言的神圣效力，才能够使幼童般的人类相互分歧的思想、

感情、观点和信念和谐起来。”b 

其次，“世界公民”的概念。巴哈伊信众一直奋力以求的

最高理想，是融合世界各大宗教，接纳任何民族、任何信仰、

任何地区的有、无信仰的人们，建立一种团结、友爱、和平的

世界新秩序。巴哈伊教不否认任何其他世界宗教，提出宗教同

源、上帝独一、人类一家的美好设想，这与中国古代圣人所言

的“大同”不谋而合。今天，科学的发展使地球变得越来越

小，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地球上“全体种族、信念、

阶级和国家的融合”，其结果必然是“世界公民”的概念。因

此巴哈伊信仰倡导世界公民的理念正是全球化、一体化世界观

的体现和进一步展开，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面临宗教纷

争，政治霸权、军事冲突，流血事件的不断发生，巴哈伊教的

这种思想必将为世人所重视。

三  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

宗教不仅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整合功能和控制功能，还

有促进社会改良和变革的批判功能。宗教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

已经证明，宗教体现着人类探索世界和自身意义的永不停息的

a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新纪元国际
出版社，1995，第82-83页。

b　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新世界体制之目的》，澳门，新纪元国际
出版社，1995，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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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体现着人类的精神需要与终极关怀，并且宗教作为人的

终极关怀还承担着从一个超越的层面批判现代化的功能。宗教

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其描绘的理想化的天国境地，而其完美天国

的主张正是基于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人类社会苦难重重，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和人性的不完善

是其主要原因。正是针对社会现实中的不公平、非正义，宗教

提出公平与正义的理念。所有的宗教都批判社会的罪恶的一

面，要求加以改良和变革，以使每一个人而不是极少数特权阶

级的成员生活幸福。基督教指责社会的不公正、富人的贪婪。

伊斯兰教也批判为富不仁的行为，禁止高利贷，要求信徒互助

互爱。就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基督教始终是社会批判力量，

与世俗政权相对立；伊斯兰教则要求按其教义来组建国家，制

定政治法律制度，指导社会生活。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在社会

矛盾极端激化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对现存社会的直接否定力

量，成为社会革命的精神核心。例如，巴布之所以提出宗教改

革与社会改革的主张，是由于当时的波斯是一个极弱和黑暗的

国家，被腐败的习俗和顽固的思想扯得四分五裂。当政者无效

率，不顾廉耻、道德败坏的例子比比皆是，上下层的官员没有

能力改革。a 面临伊朗的内忧外患，什叶派神职人员的腐败，

社会矛盾加剧，西方强国的干预，卡扎尔王朝衰败等景况下，

巴布提出“正义王国”的美好愿望，建立巴布教，企图利用宗

教原则来改革或拯救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并体现了其社会批判

作用。

a　纳比勒-阿扎姆：《破晓之光》，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86，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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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道德规范功能

任何一种成熟形态的宗教都会有一套以至上神的名义确定

起来，并通过赏罚喻示来保证实行的伦理体系。因而宗教律法

和道德对人们的行为发挥着强大的规范功能。这一功能通过宗

教教义、教规来实现。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宗教道德在长期

渗透、潜移默化中已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世俗道

德的重要源泉。世俗道德通过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

为，而宗教道德是以遵照神明意志，并以其严明的赏罚预言来

规范人们的行为。a 宗教提供一套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念和

道德体系，通过道德伦理规范对人们自觉产生一种自我约束功

能。

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1993 年“世

界宗教议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是由基督教界发起

而得到世界各宗教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全球伦

理是全人类的一种基本共识和有道德约束力的价值观，从世界

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

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基督教提出“你

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儒家提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伊斯兰教的圣训“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

得到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佛教经文“在我

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

等等这些黄金法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伦理观。而巴哈伊教作为

a　卿希泰：《中外宗教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2，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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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兴宗教更是如此， “不欲人咎己，切勿咎于人；己所未行，

勿加妄语；此言是训，格守不渝。”a 一语道出了对人、对己的

为人处事原则。对人要“不欲人咎己，切勿咎于人”，是说如果

你自己不愿承受的话，不要归咎于别人；对己要求“己所未行，

勿加妄语”，是指要言行一致。“己有过，勿非人。违此命，受

谴责。我作证 ! ”b是指只有善待他人，才能善待自己。这种为

人为己之道可以说是爱人的起点，一切公共道德的基础，也是

任何社会下人们应该普遍遵守的共同生活准则，可以为人们共

同接受，成为全球道德的内容。正如德国神学家孔汉思所说：“全

球伦理所要做的，是要阐明各种世界宗教尽管有种种分歧，但

在人类的行为、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已经具有

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全球伦理不是要把各种宗教简化为最低

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

低限度的共同之处。”c

宗教伦理所蕴涵的道德规范，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隐言经》中这样教导人们：“不说邪

恶，便不会有人对你说邪恶；不夸大别人的错误，你自己的错

误便不会被夸大；不想别人受屈辱，你自己便不会有屈辱。你

这一生如白驹过隙，要以无瑕的意念、纯洁的心灵，清净的思

想、高尚的品格，好好生活。”d“你们要彼此宽容，别眷恋

a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12页。

b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11页。

c　（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d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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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之物。”a 这些话语体现了一种宽容精神与利他精神，在

社会存在贫富差别悬殊、弱势群体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对于协

调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着积极意义。面对当今

社会道德滑坡，使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人与人之间相互

利用、相互戒备的情绪也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正在

慢慢淡薄，道德危机正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而宗教伦理在精

神上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终极的标准，使人在神圣的氛围中受

到伦理道德的熏陶，填补人们信仰的真空。世界各大宗教伦理

都以“善”为最高的范畴，将扬善抑恶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准

则。如巴哈伊教的追求灵性的进步和精神的超越，宣扬牺牲、

奉献、服务精神无疑给人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五  心理慰藉功能

心理慰藉功能是现代社会宗教的一重要社会功能。宗教

是通过把种种事件纳入信仰的领域和解释模式之中，从超越现

实的彼岸世界给予虚幻的反映和合理性说明，从而使一切矛盾

被臆想地解决了。死亡意味着永生；贫困可换来安宁；饥饿使

灵魂净化；失败是上帝的考验，社会中的苦难和不公被“末

日审判”和“来世报应”所抵消。宗教以其超自然的博大关

爱，为流失在外承受波凶浪险的游子提供了一个温馨的“避风

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

想到宗教”。古今中外，多少哲人智士身心疲惫之际缓缓走进

a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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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避风港”，他们或者在其中小憩片刻，或者在其中终

其天年。人们内在精神需要与社会发展无正反消长关系，人们

内在精神需要却与人类相伴始终。所以，人的需要是宗教心理

调节的根本原因。宗教通过心理调节还可以起到进一步提升境

界的良好作用。a 宗教宣扬因果报应，主张忍耐和顺从，教人

鄙弃物质需要，追求精神的满足和来世的幸福。这有助于增加

人们对不幸的心理承受能力，消除人们的痛苦和恐惧，平衡人

的心理，稳定人的情绪。例如各宗教宣称来世的幸福，巴哈伊

教声称：“人死之后，其灵魂就会永久地离开物质的层面，进

入灵性的世界，并在那里无止境地进步与发展，那个灵性世界

的性质，与我们此间的尘世生活根本不同，前者比后者更为高

超。”b

汶川地震后很多报纸或网站转载叶鹏飞关于“中国人宗

教信仰震后复兴”的评论，引起各界人士的很大关注，朱学勤

对于地震后的感慨：“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

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也引发了国内

激烈的讨论。的确，受灾民众的心灵建设成为灾区重建的重要

内容之一，灾区民众的心灵需求是资源雄厚的政府力所不能及

的，死难者需要永恒的宁静，幸存者需要心灵的抚慰，也许宗

教信仰能够满足这种需求。我们暂不去评论宗教在灾后能否复

兴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在灾难面前如何面对生与死的

a　罗映光：“试论宗教心理调节功能的现代社会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9。
b　《灵魂的进步》，马敬东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3，第20页。



现代化视野下宗教的社会功能 139

问题，需要信仰的力量。信仰有助于人们消除恐惧、慰藉心

灵、提供精神庇护，从而起到减轻痛苦、稳定情绪、达到内心

平安的作用。就像何光沪先生所说，宗教的本质是救赎，或曰

拯救。但宗教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一种特殊的力量所进

行的救赎或拯救，这种拯救实际上是对至善、超越的追求。

六  教化功能

宗教不纯粹只是个人心灵空虚的一个避风港，也不单纯

只是一套伦理道德规范的指导原则，更不可能简化为解释超自

然规律的一个依据，在某种意义上，宗教反而更积极地给人指

出“爱人、惜物、敬造物主”的生活态度，所以，它不仅追求

死后的“天堂”或是“西方极乐世界”，它也同时珍惜并重视

此时此刻的现实生活。宗教不可能只是“精神的鸦片”，它的

许多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人勇气和信心。巴哈伊教提倡“锲

而不舍的精神，奋勇前进的决心，高尚的情操，果断坚毅的性

格，纯洁无瑕的生活方式”a 阿博都-巴哈在《巴黎谈话》中

谈到：“有了清晰的视野，我们就能勇往直前，奋发向上，在

德性与神圣的道路上迈进，并成为照亮世界的明灯。”b 宗教

不再是宣扬消极无为、让人意志消沉的思想，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鼓励人们不断努力进取。对于人类心灵的空虚，宗教给予安

慰和鼓励。“勿贪图安逸，当尽心竭力地工作，诚心诚意地大

a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95.1段。

b　《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1911年巴黎演讲录》，陈晓丽、李绍白译，澳
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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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恳请，祈求上帝赐予扶助和恩典。如此，你们便能将这世界

变成阿卜哈天国，这尘寰变成上天之境的阅兵场。只要你们竭

力奋斗，这些必成现实，大放光彩，这些恩泽之祥云必倾洒甘

霖，这些更生之和风必四处吹拂，这神圣芳香必广为发散。” 

面对现世变化无常与生活的磨难，宗教给予超自然界的答复与

归宿。巴哈伊教曾教导人们：“在我的圣道上，若不经历苦难

的磨炼，你怎能与满足于我喜悦的人同行？在你与我相会的渴

望中，若不通过严酷的考验，你怎能在热爱我的圣美中获得光

明？”a 这一切都表达了宗教“安排宇宙、定位人生”的正面

积极功能。

a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