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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简介
∗



周加才

我之所以对巴哈伊教进行研究,起因有三:一是２０００年５月底,我有幸随团去埃及和以色列访

问,除访问了著名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外,也访问了另一个宗教圣地,以色列北部的天然海港,美丽

的山城———海法市.相传,这里过去曾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如今则是巴哈伊教的圣

地———巴勃陵寝所在地,也是巴哈伊教总部———世界正义院的所在地.二是巴哈伊教的教义新颖,

许多内容相当现代和开放,具有世俗、宽容、灵活等许多特点.三是从资料显示巴哈伊教发展迅速,

分布地域很广,目前全世界信徒人数可能已超过１０００万,传播范围已扩大到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在地域分布上仅次于基督教的宗教.后来有机会去香港、澳门考察宗教,顺便去巴哈伊教的中

文出版社———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有限公司,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丰硕的资料,才为写此文提供了

条件.

一、巴哈伊教的创立和几个主要人物

１９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引起一些宗教信仰者的困惑和疑虑,有的基督

教信仰者从基督教经典找证据,认为人类历史气数已尽,耶稣基督即将再度来临.有的伊斯兰教信

仰者则认为,«古兰经»和伊斯兰传统中的各种预言之应验已近在眉睫.就在这种情势下,１８４４年５

月２３日,伊朗希拉兹城的青年商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取名巴勃,阿拉伯文中意味“大门”或

“门”的称号)宣称:上帝之日已临近,他就是伊斯兰经典中许诺将出现的那一位圣使,巴勃是巴哈伊

教实际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先驱者,他的主要使命是为巴哈欧拉的来临铺路.因此巴哈伊认为巴比信

仰之创始是巴哈伊信仰之创始.１８６３年,巴哈欧拉宣告,他就是巴勃所预言过的那位“被许诺要出

现者”时,巴比信仰的目的也实现了,这时他已创立了一个称为独特的、独立的宗教———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的几个主要人物:

巴勃(１８１９~１８５０)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又称“巴孛”(也译为“巴布”),是巴哈欧拉的先驱.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３

日,他在波斯宣告他作为上帝使者的使命.他所提出的新的宗教教义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兴趣.当时


∗ 本文是根据«巴哈伊»———巴哈伊国家社团提供的有关资料整理而成.原载«金陵神学志»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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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宗教领袖们唯恐他的思想扩散,说服当局镇压巴勃和他的追随者.

巴孛被放逐到当时波斯的属地阿塞拜疆,先后囚禁于马库和奇里克的城堡内.一个“临时法庭”

对他进行了“审判”.１８５０年７月９日,巴孛在大不里士被一队兵士枪决.

巴哈欧拉(１８１７~１８９２)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尊称“巴哈欧拉”(“上帝的荣耀”之意),巴孛预言要降临的那位圣使,巴

哈伊信仰的创始人.

巴孛殉道后,当局对新宗教的镇压变本加厉,迫害手段越发残酷,大批巴比教徒或惨遭杀害,或

受到非人的虐待.巴比社团新崛起的领袖之一巴哈欧拉也遭逮捕,囚禁于德黑兰的名叫“赛亚查尔”

(意为“黑坑”)的地牢之中.

１８５３年,巴哈欧拉被逐国外,先是到巴格达,之后去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和阿德里安堡

(今埃迪尔内),最后转到奥斯曼帝国属地巴勒斯坦的阿卡,在此被继续监禁了２４年.他将阿卡和海

法一带命定为巴哈伊信仰的圣地及教务行政中心.１８９２年巴哈欧拉在此去世.他的陵墓是巴哈伊

圣地中的圣地,是巴哈伊信徒朝拜的中心.

阿博都巴哈(１８４４~１９２１)

阿巴斯阿芬第,又名“阿博都巴哈”(“巴哈的仆从”之意),巴哈欧拉的长子及他指定的继承

人和他的教义的阐释人.

自１８５３年巴哈欧拉被从波斯放逐出境,阿博都巴哈一直都伴随着他父亲,在漫长的流放岁月

中患难与共.他的大半生都是一个囚犯.直到１９０８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革命,他才从阿卡的监禁

中获得自由.

１９１０~１９１３年间,阿博都巴哈游历埃及、欧洲和北美,作了大量的演讲,广扬巴哈伊信仰的教

义.由此巴哈伊信仰开始传播到西方.到１９２１年阿博都巴哈逝世时,有巴哈伊信仰的国家达到

３５个.

守基阿芬第(１８９７~１９５７)

阿博都巴哈指定他的长孙守基阿芬第拉巴尼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领袖和教义的阐

释者.

在守基阿芬第的领导(１９２１~１９５７)下,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述中专门规定的巴哈伊

教务行政体制建立了起来,其运作程序也逐步规范化,设于海法－阿卡地带的巴哈伊精神及行政世

界中心更加巩固.

二、巴哈伊教的信仰、教义、信条

巴哈伊信仰的根本教义是“团结”.巴哈欧拉关于上帝、宗教和人性之教义的精髓是:“上帝唯

一,宗教同源,人类一家”.他认为只有一个上帝———宇宙的创造者.横贯历史上帝已通过一系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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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使者向人类显示了自己,每一位圣使都创立一个宗教.这些圣使包括亚伯拉罕、克里希纳、琐罗亚

斯德、摩西、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这一系列圣使反映了同一个历史性的“上帝之计划”旨在教育人

类认识造物主,并培养人类的灵性、知识和道德能力,其目的一直是为一个全球性,不断演进的文明

铺路,以实现人类大同与世界和平,所以也有人译之为“大同教”.巴哈欧拉认为,在人类演进的过程

中,统一的范围由家庭逐步扩大到民族、城邦和国家.

巴哈欧拉所倡导的统一是多样性中的统一,即以一个世界联邦制度,将万博纷呈、千姿百态的各

国和各民族融合成一体,而这无穷的多样性又给全体人类增姿添彩.在这个世界联邦里,国与国之

间的纠纷、仇恨将不复存在;种族之间的敌视与偏见,将让位给和谐、谅解与合作.它将永远地消除

一切宗教纷争和肇因,消灭众多人一无所有而少数人富可敌国的贫富悬殊局面,并促进世界各地的

经济交流合作.

为了实现全球性社会繁荣,必须遵循一些原则:(１)消除形形色色的偏见;(２)男女两性完全平

等;(３)世界伟大宗教的根本一元性;(４)消除贫富极端;(５)普及教育;(６)科学与宗教之和谐;(７)在

保护自然和发展技术间维持平衡;(８)基于集体安全和人类一家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联邦体系.

巴哈欧拉的著作中对上述这些原则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人类一体性的观念是构成巴哈伊信仰

中其他社会正义原则的基础.巴哈欧拉认为全体人类,作为唯一上帝的创造物,人类也是同一个人

类,肤色、国家、阶级或种族之不同,这是表面性的,任何宣扬个人、种族、地方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概

念都是应该反对的,他在经文中写道:“既然人类是上帝从同样的泥土上创造的,就应如一个灵魂,以

同一足行走,同一嘴吃饭.”我们怎么能用种族的颜色来量测并说某一肤色的人———白种人、黑种人、

棕种人、黄种人、红种人———是上帝创造者的真正影像呢? 我们必须得出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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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灵魂和智慧才是根本性的.一个

人的心可以是纯洁的,虽然他外表肤色是黑色的,或者他的心可能是黑暗罪恶的,虽然他的肤色是白

色的.关于宗教的一元性,巴哈伊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杰出导师的出现,如

释迦牟尼(佛陀)、克里希纳、琐罗亚斯德、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他们都是各大宗教的创始人,千百

年来,他们言行一直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巴哈欧拉是最近现身的一位这样的伟大导师.

巴哈伊认为,所有的大宗教都来自上帝,究其来源都是真的.然而,每一个大宗教的教谕又由两部分

构成:一部分包含了每个宗教都拥有的相同的根本及永恒的真理;另一部分则是有关宗教形式、仪式

典礼和集体生活的律法.当巴哈伊说各种宗教原是一体时,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或组织

没有区别.但他们相信只有一个宗教,上帝的各位圣使已不断演进地启示了它的本质.巴哈伊还认

为其他宗教信仰中的许诺和期望已在巴哈伊信仰中得到实现.如对犹太教背景的巴哈伊,巴哈欧拉

是摩西承诺的“与万圣”降临之“万军之主”,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杰西之根上的嫩枝”,巴哈欧拉

已来领导各民族“铸剑成犁”.巴哈欧拉被流放到以色列圣地之路途的许多特征,以及巴哈欧拉生平

和身后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均被认为是应验了«旧约»中的无数预言.对佛教背景的巴哈伊,巴哈

欧拉应验了这一预言:“一个叫作弥陀佛,即世界友爱之佛”将出现.他们见证到许多预言的应验,如

弥陀佛将来自于“西方”的事实,伊朗确在印度的西方;对印度教背景的巴哈伊,巴哈欧拉是克里希纳

的新化身,“第十位阿瓦陀”和“最伟大之灵”.他是“无生无死”者,正如在“巴戛瓦吉它”中所许诺过

的;对基督教背景的巴哈伊,巴哈欧拉圆满应验了基督将“以天父之荣耀”回归同时又如“深夜之小

偷”来临这互为矛盾的许诺.巴哈伊信仰创立于１８４４年这一时间也与许多基督教预言相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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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注意到,中非是在１８４０年代终于向基督教打开大门的.这一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完成了这一

许诺,基督将在“福音传到所有国家”后重新来临.在巴哈欧拉的教义中,巴哈伊看到基督许诺之实

现将所有人民带到一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对穆斯林背景的巴哈伊,巴哈欧拉应验了«古

兰经»中“上帝之日”和“伟大之宣告”的预言,那时“上帝”将“被云层遮作”降临.他们在巴比和巴哈

伊运动的悲壮事件中看到许多穆罕默德的传统预言之应验,这些预言长久以来一直是使人困惑

之谜.

关于科学与宗教,巴哈欧拉在著作中将科学与宗教描绘成把握真实存在的两条不同而和谐的途

径.这两条途径从根本上是相容并且互相促进的.他认为科学方法是人类理解宇宙物质方面的工

具,它能描述一个原子核的组成,它是新技术的钥匙;然而,他又认为,科学不能够指导人们如何使用

这些知识,而上帝的启示则授予人类价值观和目的性的基础,对道德观、人类存在的目的、我们与上

帝的关系等等这些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巴哈欧拉说,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把自己从偏

见、先入之见和对传统或传统权威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磋商是发现真理的关键工具,他还呼吁采用

一种世界科学通用辅助语言,作为促进团结的一种工具.“这一天正在临近,世界各族人民将会采用

一种全球性语言和一种通用的文字.”“那时,一个人无论旅行到哪个城市,都像进入自己家园一样.”

巴哈欧拉主张女性与男性平等,在他的经典中特别指明:当教育和资源有限时,女孩应比男孩优

先得到权利,因为她将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在巴哈伊婚姻中,无论丈夫或妻子都不应主宰一切,女

性与男性能力的表面不平等,只是由于女性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巴哈欧拉提出经济公道,也反映了

他关于人类一体性的中心主题.他著作中大量写到倡导经济公道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帮助控制人类

社会中财富极端不平等的处方.例如,通过对收入实行“正负方向累进税”来重新分配财富和利润分

享的概念,都在他的教义中明确提出.

巴哈欧拉特别强调教育,他说:“人可视为一座饱含无价珍宝之矿藏.唯有教育,能使它显示其

宝藏,使人类因而获益.”因此,他强调教育应该是普及的,并且应该培养积极的精神价值观和道德

态度.

巴哈伊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认为爱是上帝存在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也是上帝与被造物的一

种基本关系.通过爱,人类就能与上帝联系起来了,并且认为爱有四种.第一种爱是上帝对人类的

爱,上帝的爱是一切爱的源泉;第二种爱是人们对上帝的爱,这种爱使得人的心灵反映真理的光辉;

第三种爱是上帝对于自身的爱或上帝自身的显示;第四种爱是人对人的爱.这种爱是上帝对人类的

爱的自然延伸,这种爱是人类真正团结与和睦的基石.

但巴哈伊信仰不认为人有“原罪”,也不认为人类基本上是罪恶的或在人的本性中具有内在罪恶

倾向.在巴哈伊信仰看来,创造物中没有恶,一切都是善.这与中国圣人孔子所说“人之初,性本善”

是吻合的.巴哈伊认为恶的属性是后生的,人类的物质方面的天性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但并非物欲

本身是罪恶的.

三、关于政教关系

巴哈伊信仰较任何一种宗教更关注世俗的社会.巴哈欧拉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他们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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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界统一行政体制的架构,论述了为这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做的彻底的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巴哈

伊信仰在论及人类、事务方面较其他宗教远为广泛,在实践推行上较其他宗教更为积极,在将教义和

原则融于宗教以外的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上也似乎比其他宗教走得更远,这都充分说明巴哈伊信仰

所具有的社会性.

巴哈伊主张信徒必须“忠于政府”,但“不参与政治”,并且认为这是同一个原则的两个方面.巴

哈伊禁止信徒从事任何有可能损害社会的行动,更不能从事任何不忠或颠覆政府的活动.巴哈欧拉

强调,忠于政府是一种最主要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环境,必须拥护

政府的法令与政策.他告诫信徒必须效忠政府,做一个好公民.不忠于政府就是不忠于上帝.巴哈

伊要求信徒不得参加或干预政治活动,不允许其拥护和支持某党派、某一政治利益集团或某一政治

学说主张.巴哈伊认为世俗的政治基本上是党派的政治,而巴哈伊是反对任何分裂的,包括任何派

系活动.巴哈伊信徒可以也应该参加社会公民投票,这是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一投票是

针对候选人本身而不是他所代表的党派或任何的政治背景.

四、巴哈伊社团

巴哈伊教务行政体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从地方、国家到世界的各级协理

会,它们行使所辖巴哈伊社团的一切宗教事务的决定权;另一部分是被委任的一些经验丰富、精明能

干的洲际顾问,他们只有顾问和辅助性,不具有圣职权位.

协理会有三级:地方协理会、总协理会、国际协理会.

地方协理会,也叫地方灵体会.每年改选一次,选出九名成员.

总协理会,也叫总灵体会.在一个国家中,巴哈伊社团达到一定数目,就可选举产生一个总协理

会.每年改选一次.先由该国各区的成年巴哈伊选出他们的各自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在全国性的

蕾兹万节聚会上选出９人的新一届理事会.

国际协理会,也称“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国际社团的最高机构,设于以色列的海法市.国际协

理会的成员也是９名,每５年改选一次.洲际顾问由世界正义院委任,每次任期５年.

关于协理会的选举,各级巴哈伊组织的选举都是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没有提名程序,选举期间

禁止任何竞选活动和拉帮结派.投票时,选举人必须在选票填写９个本社成年巴哈伊的名字,得票最

多的９人当选为协理会成员.成年巴哈伊,不论男女都有被选举权,选举日期是每年的４月２１日.

１．地方社团的活动与聚会

巴哈伊信仰没有圣职人员,任何地方,无论大城市、集镇或乡村,巴哈伊社团活动都是由当地的

９人协理会组织和协调.

协理会的一切事务均由其成员之间的磋商来决定.磋商是巴哈伊用来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和形

成决定的基本方法.它适用于社团的所有事务,乃至国际关注的问题.这些原则不仅被信仰的自身

机构所采用,也应用在巴哈伊拥有的产业与商业中,在巴哈伊开办的学校中,以及在巴哈伊家庭的日

常决策中.巴哈伊经典著作详尽阐述了磋商的原则,认为它是揭露一切事物之真相,激发对各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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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的自由探讨,建立团结和共识以及确保集体决定得以成功贯彻执行的最佳手段.但磋商如果不

能一致决定,就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坚决服从.

各巴哈伊社团每隔１９天举行一次聚会,亦称“十九日灵宴会”.各地巴哈伊社团也召开其他的

聚会,如巴哈伊的９个圣日以及２个与阿博都巴哈有关的节日.

２．入教和崇拜

巴哈伊信仰没有圣礼,年满１５岁以后由其自己决定是否加入这信仰.一个人若承认巴哈欧拉

是上帝的使者,就可向就近的地方协理会提出,经研究同意就成了成员,假如一个巴哈伊信徒不再相

信,也有退出的自由.

巴哈欧拉将巴哈伊信仰宗教性仪式简化到最低程度.他指定了三段义务祷文,所有年过１５岁

的巴哈伊每日必须依规定的简单仪式择其中之一个人独自诵读.巴哈伊也聚集在一起礼拜,通常朗

读其他祷文和阅读圣文.

３．斋戒

每年２月２０~２１日①是巴哈伊的斋戒期,从日出到日落这段时间不得进食.但如果年龄不满

１５岁和超过７０岁、伤病者、旅行及重体力劳动者、孕妇、哺乳期的母亲和经期的妇女例外.

４．历法、圣日和节庆

巴哈伊的历法使用太阳年,以春分为元旦.１年分１９个月,每月１９日,余下的４日为闰日(闰年

则为５日).

巴哈伊的九个圣日是:

诺灵兹节②公历３月２１日

蕾兹万节第一日　公历４月２１日

蕾兹万节第九日　公历４月２９日

蕾兹万节第十二日　公历５月２日

巴孛宣示日　公历５月２３日

巴哈欧拉逝世日　公历５月２９日

巴孛殉道日　公历７月９日

巴孛诞辰日　公历１０月２０日

巴哈欧拉诞辰日　公历１１月１２日

此外,还有两个纪念阿博都巴哈的节日:

圣约日　公历１１月２８日③

阿博都巴哈逝世日　公历１１月２６日④


①

②

③

④

此处有误,应为３月２日至２０日.———编者注

新年元旦,通称“诺露兹节”.———编者注

此处有误,应为１１月２６日.———编者注

此处有误,应为１１月２８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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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哈欧拉著作与天启过程

巴哈欧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亚格达斯经»,即«至圣之经»,它是巴哈伊周期的“母经”,启示

了他被囚禁在阿卡的最黑暗的日子,主要包括了巴哈欧拉为他孕育的“世界秩序”所设计的各种法律

和机构.巴哈欧拉提示神秘领域的著作中最知名的一部是«七谷书简»,它描述了灵魂与其创造者重

新结合之旅程的各个阶段.巴哈欧拉论证他的使命的主要著作是«确信之道»,它解答了自古以来一

直是宗教生活核心的几大问题:上帝,人之本性,生命的目的,天启的功能与作用.巴哈欧拉的道德

伦理教育核心包含在一本题为«隐言经»的小书中.在几个大部著作之中,巴哈欧拉写了大量的被称

为“书简”的文章,这些书简大多数是致某个追随者的,他自己估计这些书简收集起来超过一百卷.

据巴哈伊相关资料介绍,巴哈欧拉启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记载下来的圣言真正完全是巴

哈欧拉所启示的.巴哈欧拉之言是在它们被启示的当时就被记录下来,并经过巴哈欧拉确认首肯

的.这在几个历史性的文献中都有描述.一个观察者记录了以下一段话:“密尔萨阿高简(巴哈

欧拉私人秘书)有一个碗大的墨水瓶,他还随时有１０到１２支笔和一沓沓大张的纸,那时所有致巴哈

欧拉的书信都由他接收.他带着这些信件到巴哈欧拉前,在得到允许后,朗读它们,然后巴哈欧拉指

示他拿起笔记录下作为答复而启示的书简.”在记录下每次启示之后,原草稿会被重新誊写,巴哈欧

拉亲自审阅并首肯最后版本.

六、巴哈伊教的传播和发展

巴哈伊教的传播:巴哈欧拉规定他的追随者负有传扬教义的义务.巴哈伊信徒必须以言行和榜

样向世人传播巴哈伊信仰.他禁止任何促使他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做法.巴哈伊只能向有兴

趣者宣讲教义,若对方表示不感兴趣,绝不可强行处理.

巴哈伊教创建时间只有１００多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巴哈伊国际社团于１９４８年得到

承认,作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从１９７０年起它一直担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及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的顾问.它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组织也有密切的工作关系.

巴哈伊教已跻身于最快速度发展的世界性宗教信仰之列,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从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５年间,全球巴哈伊团体以平均每年３６３％的增长率发展着,成为全球发展最

快的宗教,其次是伊斯兰教２．７４％,印度教２．３０％,佛教１．６７％,基督教１．６４％,犹太教１．０９％.

巴哈伊信仰者来自各个国家民族、种族群体、文化背景、职业工作、社会或经济阶层,是目前全球

分布第二广的宗教,«大英百科全书»１９９２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巴哈伊信仰已在２０５个主权国家和附

属地区奠定了基础.基督教为２５４个,伊斯兰教为１７２个,犹太教为１２５个,佛教为８６个.



巴哈伊文献集成
ChineseStudiesontheBahíFaith:AComprehensiveCollection

第４卷
１４１９　

七、其　他

１．九角星图案

一个简单的九角星图案通常被巴哈伊用作他们的信仰的一个象征.“９”这个数字在巴哈伊天启

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巴孛在希拉兹城宣告使命的９年之后,巴哈欧拉在德黑兰地牢中接受了他

之使命的讯息.“９”作为单位数的最高数目,象征完满.既然巴哈伊信仰声称为所有以往宗教之预

言与期待的实现与应验,这一图案,例如用在九边形巴哈伊圣殿时,反映了应验和完满这个含义.

２．卡梅尔山

自古以来,卡梅尔山就以上帝之山而闻名于世.同巴哈伊一样,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曾经

把此山奉为圣山.考古学家们在四壁为石灰石的洞穴里发现了古石器时代克鲁场麦农人的遗骨.

伟大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去埃及的途中,曾经在这里短住.以利亚曾经以此山的两处洞穴为家.据

说,耶稣一家从埃及返回的途中曾经在这里休息.公元１１５０年,十字军将士到此朝圣.１６世纪,德

鲁士人在此山定居.１８６８年,德国圣殿骑士在山脚下砌盖了牢固的砖房,建立自己的领地.１８９１年

巴哈欧拉在山脚搭建自己的帐篷,并指着山上的一块地,对其长子阿博都巴哈说:“此地将是巴哈

伊教先驱巴孛遗骸永久长驻之地.”阿博都巴哈遵照其父的训示,１９０９年,建造了巴孛陵墓的原始

建筑,将巴孛遗骸移放殿内.巴勃陵寝上的金色圆顶,具有装饰作用,使整个陵寝成为海法市著名的

标志.１９４１~１９５３年,守基阿芬第亲自督建巴孛陵寝上的装饰物,开发整齐开阔的花园.自１９８７

年以来,从卡梅尔山脚直到山顶环绕巴孛陵寝的１８级巨大平台式台阶一直在建设中,６级台阶位于

巴孛陵寝以下,另９级在巴孛陵寝以上.以设计建筑印度巴哈伊灵堂而闻名的建筑师法理博萨巴

先生设计了这些环绕着卡梅尔山的园林的台阶,目的是为巴孛陵寝创造最合适的外围环境———巴孛

陵寝是巴哈伊最神圣的圣地之一.建筑师法理博萨巴先生说:“整体构思是视陵寝为一颗宝石,台

阶成为其烘托,就像黄金的环饰中镶嵌着一颗璀璨的钻石.”平台式台阶设计为９个同心圆,以巴孛

陵寝为中心发散出来.所有的直线和弧线都将目光和注意力引向中心的建筑.整个建筑现已完成,

约花１．５亿美元.

八、巴哈伊教的未来远象

巴哈伊认为世界新秩序的概念不只是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如几位世界领袖所声称的那样;也

不只是一小群学者所构筑的法律条文.它是巴哈欧拉所亲笔描绘的“奇妙体系”代表他的原则与教

义的完全实践与执行,新的世界秩序,如巴哈伊信仰本身一样,包涵了人类活动的全范围,从社会与

政治领域到我们的文化、精神、经济和社区生活中的日常关系,它既是内部世界也是外部世界的重新

秩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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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所描绘的全人类的团结,意味着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建立.在这个世界共同体中,所有

的国家、种族、信仰和阶级都亲密地、永久地团结在一起,各成员国的自治权和个人自由与主动性将

无疑受到完全地保障.这个世界共同体,必须拥有一个世界立法机关.它的成员,作为全人类的信

托者,将最终管理所有成员国的整体资源,并将订出必要的法律,以保证生活秩序化,满足人民需求,

并协助各民族间的关系.

一个由国际军事力量所支持的世界执法机关,将执行世界立法机关所达成的决议并实施其制订

的法律,并将保障整个共同体的有机一体.一个世界法庭将组成此全球体系的各成员间可能出现的

一切争端作出仲裁,并发布有制约力的最终判决.

一个全球通讯机制将被设计出来.它将覆盖整个地球,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扰或限制,以神奇的

速度和完善的规律运行.一个世界都市将成为世界文明的神经中枢,它将是生命的各种凝聚力汇集

之焦点,也将是振兴生命的影响力放射之源泉.一种世界语言将被发明或者从现存的语言中选定一

种世界文字,一种统一的全球货币及度量衡制度将简化及帮助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科学与宗教是人类生命中的两大力量,将握手言和,互相合作,和谐发展.在这样的体系下,新

闻媒介在给予人类不同观点与见解以充分表达机会的同时,将不再为个人或公众的既得利益所恶意

操纵,也将从政府与民族的纷争干扰下解放出来.全球经济资源将被开发和充分利用,其市场将得

到协调和发展,产品的分配将被公平合理地规范化.

国家间的竞争、仇恨将终止,种族仇视与偏见将被种族和睦、理解合作所取代.宗教争端的起因

将被永远地消除.经济的藩篱与限制将被完全废弃.阶级间的不平分野也将减少.一方极端贫困

而另一方则贪婪积累财富的现象将消失.消耗与浪费在战争上的巨大能量,无论经济或政治的,将

奉献给开拓人类发明和技术发展领域的事业,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消灭疾病,促进科学研究,提高健

康水平,发展人类大脑智能,开发利用尚未利用的未知的地球资源,延长人的寿命以及发展促进任何

其他能够激励整个人类的智能、道德和灵性生活的机构.

一个世界联邦体系,统治全球并对其不可估量的资源享有无上权威,融合并体现东西方的理念,

摆脱了战争的诅咒与不幸,致力于开发地球表面上一切潜在能源,其军事力量成为正义之奴仆,人类

被生命的团结统一性力量所驱动并朝着大同的目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