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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的世界主义
∗



蔡德贵

«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发表了金宜久先生的«巴哈教的世界主义»一文,１９９８年９月北

京大学举办“宗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宜久先生为研讨会提供了这篇论文的摘要.金先生确认巴

哈伊教是当代新兴的世界性宗教,在教义上有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在组织上有更为适应现代生活的

灵活性,在生活上更为关注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金先生认为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与其奠基者的社

会生活环境、阶级出身、个人经历有关,而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本身是宗教混合主义在社会政治思想

中的反映,宗教混合主义不过是苏菲泛神论思想在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应用和再现.几年过去

了,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金先生有关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的探讨似乎更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当

今的世界,在宗教派别林立,宗教极端日益严重,宗教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巴哈伊教的世界主义

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信仰的前提———已知的宗教在根源上是一致的

巴哈伊信仰的产生,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产物.该教产生在伊朗,这在思想史、宗教史上是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是一个典型的物极必反的实例.如所周知,伊朗是一个奉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为

国教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伊斯兰教逊尼派是受排斥的.因为根据什叶派教义,逊尼派违背了该派有

关穆罕默德的女婿兼堂弟阿里是唯一的正统哈里发的教义.仅就这一点来说,什叶派是一个排他性

很强的教派.由此该派有“伊斯兰教极端派”之称.巴哈伊信仰的背景是什叶派中的一个支派.①

巴哈伊信仰,也称“巴哈伊教”,旧称“大同教”,又译“巴哈教”、“白哈教”、“比哈教”、“巴海运动”,

是阿拉伯文Bahí的音译.巴哈伊,意为光辉、容光焕发、美丽、漂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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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巴哈欧拉”(Bahullh

的音译,意为“安拉的光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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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教公开宣布彻底脱离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世界也不承认它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教派.早在

１９２５年,埃及的伊斯兰教宗教法庭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巴哈伊信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宗教,它有


∗

①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详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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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完整的信仰、原则及法规.因此,绝无任何巴哈伊教徒可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徒.①

巴哈伊信仰者坚持认为该教从其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新兴宗教,而非某个宗教的一部分或者

支派.巴哈伊教确实完全有别于伊斯兰教,因为“根据巴哈伊信仰本身的解释,它并非为了重建或改

良伊斯兰教而创立,而自命其根本是源自上苍的新行动,新恩惠及新圣约.其信仰及法规之基础是

巴哈欧拉所启示的新圣言,因此,巴哈伊信徒绝非是伊斯兰教徒”②.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

德汤因比得出结论说:“巴哈伊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宗教,如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受公认的

世界宗教一样.巴哈伊教不是其他宗教的一个教派.它是另一个宗教,地位和其他受公认的宗教相

同.”③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就是实现四大宗教的全教会社会,这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最高境界,对上帝的模仿不会使人失望,可以使人保持精神上的强大的凝聚力,“如果没有神

的参加,就不能有人类的统一”④.显然,巴哈伊教的基本主张符合汤因比全教会社会的思路.

巴哈伊教的基本教义由巴布和巴哈欧拉的多部著作阐述出来.

巴布的主要著作«白杨经»(AlＧBayn),又译«默示录»、«宣示经»等,它系统阐述了巴布的教义、

律法及礼仪和社会改革的主张,宣布人的智慧与能力将从迷信中解放出来,那时将出现全新的学术

与科学,甚至连小孩的知识都会远远超过现在的所谓饱学之士.巴布的教义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富

于生命力的社会的概念,同时又保留了大部分听众和读者所熟悉的文化和宗教成分.⑤ 因此,«白杨

经»成为巴布信徒的根本经典,用以取代«古兰经».１８４８年,其门人正式宣布脱离伊斯兰教.１８５０
年,阿里穆罕默德被处死,其门徒流亡到伊拉克,分裂成两派:一派叫阿里派,领袖为叶海亚;另一

派叫巴哈伊派,后者又演化成巴哈伊教,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兴的宗教.巴哈伊教的创始人为米尔

扎侯赛因阿里努里,年轻时即成为巴布的信徒,后来自称巴哈欧拉,从此,该派便被正式称为

巴哈伊教.巴哈欧拉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有«至圣书»(KitbＧiＧAqdas,又译«亚格达斯

经»);«笃信之道»(KitbＧíＧÍqn,又译«确信»、«意纲经»等)、«隐言经»、«七山谷书»以及其他经典,总

共有１００多部.

«默示录»确立了巴哈伊教的独立宗教意义,它提出的基本思想是:伊斯兰教时代已经结束,而巴

布所开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是依次按周期递嬗发展的,当一个旧的时代结

束之时,一个新的时代必然到来,新时代一定会超过旧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制度与法

律,当旧的时代结束之时,与该时代相适应的旧制度、旧法律也随之而被废除,而要以新的法律、新的

制度来代替旧法律、旧制度.但新法律和新制度不能由普通人制定,而必须由安拉派来的“新先知”

来制定.摩西和«旧约»、耶稣和«新约»、穆罕默德和«古兰经»,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曾代表不同的

时代.而今,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的时代已经结束,巴布就是代替这一旧时代而出现的新先知的先

锋,而«默示录»则是新时代律法和制度的总汇,是取代«古兰经»且高于一切的经典.现存世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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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守基阿芬第:«神临记»(阿拉伯文版),巴西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３页.参见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

丁:«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７页.

UdoSchaefer:TheBahíFaithAndIslam,p．１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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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９７页.
阿诺德汤因比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２日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N．Kunter博士的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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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３页.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１２９页.
参见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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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应按照«默示录»来衡量,一切律法和制度均应依它来重新制定.①

«默示录»还主张,安拉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其本体是绝对存在的,也是超自然的,因而人是不

能直接认识安拉的,而巴布本人因为是新先知的先锋,他自己就是反映安拉的镜子,是通向认识安

拉、认识真理之“门”,认识安拉必须通过他才能实现.这一点使他被什叶派穆斯林视为异端邪说,因

为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先知的封印”即安拉对人类派出的最后启示者.而且,该书还宣称,安

拉的第二位使者即将来临,他将比巴布更伟大,其使命是引导一个和平殷实的纪元.这样就使巴哈

伊教有了与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的独特之处:同一个宗教有两个先知.巴布认为,７和１９是两个神

圣的数字,一切信仰和制度都要依这两个数字为依归.安拉有７种德性:前定、注定(宿命)、意定(决

断)、意愿(意志)、允准(应允)、末日和启示,安拉由这７种德性来主宰世界.而人相信世间一切事物

都由安拉预定和安排,按照安拉的旨意去行动,也就成为该教派的基本信仰.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就

必须相信安拉,相信安拉所派遣的新使者,相信新天经«默示录».而要理解安拉启示的深奥意义,也

必须崇信神圣而吉利的数字１９,从此出发,该教派规定,每年为１９个月,每月为１９天,另有４天闰

日,全年为３６５天.宗教领袖委员会要由１９个人组成,来决定宗教和社会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因为

１９又是安拉本体的数量表征,安拉有１９个美名,所以每天都要用安拉的一个美名来命名该天的名

称.此外,信徒每年要封斋１９天,每天要诵读１９段«默示录».② 巴布否认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宗教

功课与教律,尤其是主张伊斯兰教的功课要彻底改革.它主张简化宗教仪式,礼拜、斋戒、净礼都可

以从简进行.礼拜不必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取消伊斯兰教的集体礼拜聚礼,只在举行葬礼时

规定一些必要的集体仪式.这样,信徒都可以自由礼拜,而不必受集体的限制,也不必受礼拜时间、

地点的限制,每人都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就地礼拜.斋戒不需要３０天,只用每年最后一个月１９
天即可.该教还否定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地位,规定巴布本人的出生地为朝觐圣地.

在宗教戒律方面,巴布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该教派严禁教徒饮酒、赌博、乞讨,严禁向乞丐

施舍,严禁任意伤害人命、破坏社会秩序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还废除妇女戴面纱以及男子不许穿

丝绸和佩戴黄金首饰的伊斯兰习俗.巴布教徒塔荷蕾成为第一个揭去面纱的伊朗妇女,成为令人尊

敬的妇女解放的典范.

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巴布的改革主张涉及男女一律平等,不仅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男女均

可以离异和再婚.应该重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正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身自

由得到保障,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均受到尊重.商业和一切交易都是自由进行的,商人有自己的特

权,支取商业利息为合法,不受任何限制,商业经营可以畅通无阻.它还主张偿还债务,统一币制,便

利交通等.同时,该教还强调社会要有崇高的道德标准,要着重于心灵与动机之纯洁,倡导教育和有

益的科学.③

巴布之所以提出这些改革主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伊朗社会深刻矛盾的必然反映.１９世

纪初,欧洲英、法、俄等西方强国的势力开始渗入波斯社会,它们的资本以商品输出的形式大量涌入

伊朗,冲击了伊朗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掠夺的加剧,国内的封建剥削也日趋严

重,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关系.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农民不得不忍受地租、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城镇的


①

②

③

参见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８３页.
参见王志远主编:«伊斯兰教历史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０页.
参见«巴哈伊»,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页.



１４２４　

手工业生产者、小商人,在外来商品的倾销和冲击下也面临破产的威胁.这使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

激化.伊朗的阶级矛盾大大激化了.在这内忧外患之际,爆发了伊朗巴布运动(１８４８~１８５２).巴布

的主导思想形成于加速工业化时期,是以工业化的出现为标志的.

二、“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地球村思想的形成

巴布所提倡的这些主张,已经有很多世界主义的成分,它为巴哈伊教义的制定创造了条件,也为

巴哈伊教义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由于巴哈伊教义与巴布的主张既有异也有同,而巴哈伊教是在

巴布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且«默示录»也一度是巴哈伊教的经典之一,只是后来才被«至圣经»所取

代,所以,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巴布被理所当然地尊为巴哈伊教的先驱,正如阿布杜巴哈

在谈到巴布本人时所说:“这位杰出的人物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波斯原有的宗教、道德、环境和风俗

习惯,同时创立了新的教规、律法和新的宗教.”“他把神的教育传给愚昧的民众,在波斯人的思想、道

德、风俗和环境上产生了惊人的效果.”①

巴布所阐述的思想,由巴哈欧拉加以系统化和完善化.巴哈欧拉写下的１００多部著作,把巴哈

伊教体系化,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典型的新兴世界宗教.②

巴哈伊教继承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学说,提倡一种普世宗教.它认为普世宗教只有一个,即巴

哈伊教.该教主张,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全知的、全能的,是宇宙的缔造者,也是世间万物和人类的创

造者、启动者和支配者.巴哈欧拉说:“所有赞美都归于上帝的一致,所有荣誉都属于他———宇宙的

万军之主和无与伦比、无比荣耀的统治者.他从虚无之中创造了万事万物;他从无有之中创造了最

精巧优美的组成部分;他将他的创造物从极其谦卑和濒临灭绝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带进

不朽荣耀的天国.除了他包罗万象的恩典和渗透一切的仁慈以外,任何事物都不可以达到这

一点.”③

安拉虽是独一的,但可以取不同的名称,如上帝、神、天主、佛陀,虽然称谓不同,实质却是一致

的、统一的.他是宇宙的核心,宇宙的最终目的和本质.他是不可知之本质,是神圣的本体,自古至

今,他一直隐藏在他亘古的本质中,并停留在他的实体内,而永远不会暴露在凡人的视野下,他将永

远超越一切感官之上,并且无法描述.④ 独一的上帝和同源的宗教成为巴哈伊教世界主义的真正

基础.

阿布杜巴哈对«圣经»中上帝所说“让我按我的模样造人吧”进行了解释,认为这里的“模样”并非

指外貌,因为神的本质并不局限于任何形式的外观,而是指神的本质特性,如公正、仁爱、恩泽全人

类、忠贞诚实、对万物慈悲为怀,所以上帝的模样指神的美德,而人理应成为接受神性荣光的容器.⑤

安拉的旨意要通过亲自差遣的诸先知连续不断地显现,因而各大宗教的先知都应该得到承认,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６９页.
参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０~４１页.
«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第６４~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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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７２页.
参见«巴哈欧拉圣言选集»,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４页.
参见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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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亚伯拉罕(犹太人始祖)、克里希南(印度教)、摩西(犹太教领袖)、琐罗亚斯德(祆教即琐罗亚斯德

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教领袖)、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巴布(巴布运

动创始人)、巴哈欧拉,都是安拉差遣的先知.①

所有先知的本质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唯一性是绝对的.所以推崇某些先知而不敬重

其他的先知,是不容许的.但是,先知们在这个世界中启示的分量必然会有差异,每一位先知所传报

的信息都是独特的,每一位都有特定的言行方式来显现自己,由此之故,他们的伟大性才具有差异.

安拉派遣先知降世的目的有二:一是要把人类从无知的黑暗中解放出来,指引他们迈向真知的光明;

二是要确保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并为人类提供建立和平的途径与方法.②

这样,先知和现实世界都是神的体现,每一位先知都有一个预言的周期,穆罕默德的天启应持续

至少一千年,而巴哈欧拉启示的周期至少要延续５０万年,因此巴哈伊信仰应该被视为一个循环的鼎

盛期,即一系列连续的、预言性的和演进性的启示之最后阶段.③

现实世界的所有人,不分男女,都是安拉的儿女,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种族、肤色、社会地位如

何,人类皆兄弟,应该统一和谐,真诚相爱,互相信任.整个人类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种族,是一个有机

体的单位,是安拉创造物的顶点,是创造的生命和意识中最高的形式,能够与安拉的神灵交往.巴哈

欧拉一再强调“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④.阿布杜巴哈也指出,人类有肤色种族之不同,风俗习

惯、口味、气质、性格、思想观点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异,这正是人类既一致又多样化的标志,是完美的

象征和上帝恩惠的揭示者.这正像花园中的花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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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枝和树都是同一形状和颜色,

这将是多么的不悦目! 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丰富及装饰了花园,而且还增进了它的艳丽.”⑤既然人

类是一致的,那么就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充满冲突、偏见和仇恨的混乱世界里,为此,巴哈伊教反对人

与人之间互相作对和互相残杀,提倡废除伊斯兰教有关“圣战”的教义.

和人类一致的原则相联系,巴哈伊教还提倡宗教同源的原则.巴哈欧拉阐明了这样的基本原

则:“宗教的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启示是一个相继发展和逐渐演进的过程,全世界所有

伟大宗教的起源是神圣的,它们的基本原则完全和谐一致,它们的目标和意旨是一致和相同的,它们

的教义是同一真理的不同角度,它们的作用是互补的,它们的差异是存在于教义中的次要方面,它们

的使命代表人类社会灵性发展的连续阶段.”⑥因此,各种宗教之间不应敌对,千万不要使宗教成为

纷争及不和的因素,或仇恨与敌意的根源,对一切宗教和各教派的信徒均应一视同仁,取宽容的态

度.人的宗教派别之不同,不应成为相互敌对和疏远的根源,也不应成为和平、安宁和友好交往的障

碍.宗教偏见在于:狭隘的信仰原则,只承认自己的信仰是正统和正确的,其他一切宗教均为异端;

教条化和僵化,认为宗教真理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因此固守宗教教条不放;因循传统,传统的宗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９８页.
参见«巴哈欧拉圣言选集»,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１０页.
参见守基阿芬第:«巴哈欧拉之天启»,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页.
«巴哈欧拉圣言选集»,第２５０页.
阿布杜巴哈:«生活之神圣艺术»,第１０９~１１０页.以上三条均转引自威廉汉切尔、道格拉斯马丁:«巴哈伊

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第７６~７７页.
参见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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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失去探索真理的活力,成为世代因袭的习俗.① 神圣的宗教并不是分歧与争执之道,假如宗教

成了对抗与冲突的根源,那么,倒不如没有宗教.宗教应成为国家的活跃因素,假如它成为人类死亡

之因,那么它的不复存在对于人类来说反而是一种福祉和裨益.因此,巴哈伊教提倡人与人之间要

放弃一切偏见和斗争,发扬个人的高尚道德和友爱精神,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世界大同.

巴哈伊教承认天堂地狱是存在的,并对它们赋以新意,认为天堂可以看作是接近上帝的一种状

态,地狱则是远离上帝的一种状态.每一种状态都是个人在灵性方面努力发展或是缺乏发展的自然

结果,灵性进步的钥匙即是跟随上帝显示者所指之道.这种思想与巴布教派是一致的,巴布有言:

“天堂者,能认识及敬爱造物,而自修完善,俾死后得进天堂,而享永久之道也.地狱者,不认识造物,

不能修到完善之境,而失却天恩也.至于物质之天堂,地狱等,皆属理想而已.”②

因此,巴哈伊教鼓励个人要对安拉忠诚,做安拉的仆人,按照安拉的启示和旨意办事,这样就可

以获得幸福,从而过天堂的生活.反之,违背安拉的意愿,不执行安拉的旨意,就会遭受无限的痛苦,

从而过地狱般的生活.而服从安拉,也要服从最高的宗教领导人和现存世间政权,所以,巴哈伊教提

倡服从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以便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稳步发展,避免社会动乱的发生.与

此相联系,为保持社会稳定和连续性,也要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人类

的新的综合文化.人类将随着一个全球文化的诞生和崛起,而显现其辉煌的宏旨.③

巴哈伊教义强调宗教与科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它们的本质一致.阿布杜巴哈指

出:“宗教和科学是两只翅膀,人的精神力量乘上它们飞向高处,有了它们,人的灵魂才能取得进步.

只有一只翅膀的人就不能飞行了.如果有人想试验只用宗教的翅膀飞行,那他就必然会跌进迷信的

沼泽中;另一方面,他如果只用科学的翅膀飞行,也不能取得进步,而只会掉进没有希望的唯物至上

的泥坑.目前,各个宗教都沉陷到偏见的习俗中了,它们既不赞成它们所代表教义的真正的基本原

则,也不赞成我们时代的科学发明.许多宗教领袖认为,宗教的意义主要在于,坚持规定的教条,坚

持行使礼俗和仪式.他们教导人们像他们所信仰的那样关心自己的灵魂得救.他们顽固地遵守外

表形式,将它与内部的真理混淆起来.”④他反对将宗教变成盲目地、无意识地顺从某些教士的诫语,

认为真正的宗教不应该反对科学、趋向黑暗,倘若宗教能与科学和谐,相互促进,致使人类陷入悲惨

之境的许多仇恨和歧视就可以避免了.因此巴哈伊教反对盲从,鼓励独自探索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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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自己寻求来的结果吧! 否则,你会完全被

无知的恶狼吞噬,并失去上帝的仁惠.”⑤而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普及教育.

这些主张从总体上奠定了巴哈伊教世界主义的基础.而这些主张又通过巴哈伊教的关键人物

和西方人士的交流得以传播.

巴哈欧拉在他受迫害的时间里,撰写了大量的书信和作品以宣布他的教义,向一些东方的、欧洲

和美洲重要的国王和君主、教皇庇护九世、伊斯兰国家的君王以及其他宗教的领袖寄发了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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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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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页.
爱斯孟:«新时代之大同教»,台湾大同教出版译述委员会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１页.
守基阿芬第:«号召寰宇»,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１９９２年版,第１页.
阿布杜巴哈:«巴黎讲话»,陈晓丽译,孙龙生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２４~１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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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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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出号召:尽快地统一起来,为建立起一个共同的信仰和持久的世界和平而努力.而阿布杜巴哈

则不顾年迈和虚弱的健康状况,游历了埃及、欧洲和北美,以传播巴哈伊信仰.在欧洲他访问了布达

佩斯、维也纳、日内瓦、斯图加特、埃斯林根、巴德梅根特海姆、巴黎和伦敦.守基阿芬第作为牛津

大学的毕业生将巴哈伊教的主要经典译成英文出版,促进了教义的传播.继承其事业的是他的夫人

拉巴尼,她本人是西方人,加拿大籍,更为教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由于这些努力,最新

一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按地域之分布,把巴哈伊教列为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种世界性宗教.巴哈

伊教在联合国有常驻机构,是联合国的咨询成员.而世界正义院则是巴哈伊社团的最高行政机构.

世界正义院位于以色列海法市的卡梅尔山上.它致力于建立新世界秩序,建立世界性政府———国际

裁判所,推动世界联邦的形成.这样的一些行动都为其世界主义的推广作出了贡献.

巴哈伊教为了贯彻世界主义原则,制定出一套系统的世界性的管理秩序.

为了推行世界主义的主张,巴哈伊教提倡一种平等的经济思想,主张把精神准则应用到经济体

制中,形成了以消除极端贫富为核心的经济观.

那么,怎样去实现平等呢? 巴哈伊教提倡:“平等产生于人们自愿与他人分享的意愿之中.平等

地获得如同富有者与普通人在财富方面的平等一样,高贵者应出于自由意愿和为了他们自己的幸

福,而关心自己并照顾穷人.这样的平等就是人类崇高德行和高贵品质的表现.”①

可见,平等的实现要靠富有者的仁慈来实现,所以,在巴哈伊教看来,“仁慈比平等更伟大”,因为

“平等是通过强力获得的,而仁慈则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或是一种选择的方式).善行使人趋于完美,

但此种善举并非强制出来的.富人应对穷人仁慈,即应出于他们的自愿而给予穷人帮助.穷人则不

应该强迫富人这样做,因为强制在人类事务中会带来不和,破坏秩序.仁慈是一种自愿的善行,它为

人间带来和平,将人类引入光明的境界”.② 巴哈伊教反对用强制性的手段实现平等,主张用启发内

心的自觉来实现平等.该教竭力让富人相信,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最为欣悦的事就是为穷人着想,因

为穷人更接近上帝,基督降世时,追随者、信仰者主要是穷人和地位卑下者,就是对此观点的证明.

穷人的生活充满了困苦,经受着连续不断的严峻考验,他们的希望仅在于上帝,所以一心朝向上帝.

为此,富人一定要尽可能帮助穷人,即使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灵性的条件并不取决于是否拥有世

俗的财富,物质上一贫如洗时,更可能产生灵性之思维,贫穷是朝向上帝的动力,因此富人都应该多

为穷人着想,给予穷人帮助,以便使自己能更接近上帝.

当然,启发富人的内心自觉并不是万能的,还要通过制定法律来限制富人越来越富,实现经济上

的平等,所以制定律法也是经济重整的重要内容.

巴哈伊教认为,经济不公平的最终根源是人类的贪婪.因此,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需要人在基

本态度上的改变.如果每个人都自私、贪婪和世俗,即使有最完美的经济计划也不会起任何作用.

真正要圆满地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危机,需要人类心灵的内在改变,因为“整个经济局势的根基,在

本质上原是神圣的,并且和人的心灵世界是紧密相连的”.

与此相联系,巴哈伊教主张,人类社会要发展,不仅要有物质文明,而且更要有精神文明.

为了推行世界主义,巴哈伊世界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从这些措施看巴哈伊的思想主张并不是


①

②

阿布杜巴哈:«未来经济»,新德里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８页.
阿布杜巴哈:«未来经济»,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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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想主义的,而是可以具体操作的.巴哈伊信徒积极参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和平运动,在诸如此

类的会议上,积极参与诸如«地球宪章»等文件的制定,并发表«世界和平之承诺»、«人类的繁荣»、«所

有国家的转折点»、«致全球宗教领袖函»等文件,以实际行动和言论表明他们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关

心,以期对世界和平进程有所贡献.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积极活跃的行为,使该教在１５０多年的时

间内成长为分布范围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不单是要求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和

平,而是更注重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寻求与其他宗教的和解与交融.巴哈伊着力于组织讨论世界环

境、人权等问题的会议,通过此类活动拉近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巴哈伊

在其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以世界正义院为核心的各级灵体会)内,着重提倡并推行磋商等原则,使

之逐步健全,希望能为未来社会提供一项行之有效的政治原则,不管这种磋商制度适应范围如何,巴

哈伊此举的意义是使求同存异在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可见可行的方式.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国际国内

环保大会上,时常能听到巴哈伊的声音,有些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这也正是它备受现代人注意的

原因之一.１９９０年８月,巴哈伊国际社团向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筹备会提交了国际环境立法必要

性的声明.该教还参与组织了１９９５年世界九大宗教与环保会议,参与了“圣文基金会”的环保运动,

并且曾在里约热内卢环保会议等国际会议上提交了建设性的建议和章程,建立了和平纪念碑,诸多

的杂志等媒介亦被巴哈伊用来宣传报道世界环保信息,凡此种种活动,都可以让人们切切实实地看

到巴哈伊的环保意识和它对现实生活所起的作用.巴哈伊社团最着力从事的另一事业,是对教育和

妇女问题的状况作出改善的努力.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偏远山区,办教育成为巴

哈伊信仰传播的重要方式.他们在印度的村庄创办学校,在南美的穷乡僻壤设立电台,在帮助人们

传播信息的同时,对落后部族进行精神启蒙.还有澳门的巴哈伊小学,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的大学

等,通过创办这些学校,巴哈伊的精神得到传播,他们以“教育抗衡仇恨”的宗旨得到世人认可,因此

在巴哈伊教徒中,既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落后部族的土著居民,把巴哈伊精神普及到尽可能广

泛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