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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法则(节选)∗



H．T．D．罗斯特著,赵稀方译

巴哈教:一个介绍

１８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出生于波斯设拉子.１８４４年５月２３日,他自称

为“巴布”(门),是安拉的新的显灵:

这个杰出的灵魂带着这样一种力量升起了:他撼动了波斯宗教、道德、社会、习惯和风俗的

支柱,建立了新的规则、新的律法和新的宗教.①

巴布及其追随者所遇到的阻挠是很严重的,它们是被有势力的宗教与政府头领煽动起来的.大

约有２万名巴布男人、妇女和儿童牺牲,情形常常十分残忍.

巴布本人遭受了无数的凌辱,包括监禁,第一次是在马库,第二次是在喀瑞.喀瑞的监狱严禁人

们进去探望,但从一开始起,巴布的爱就感化、转变了牢监,再也没有阻挠人们进去.巴布所需的粮

食也从附近小镇上买来运进监狱.

一天,别人给他买来蜂蜜,价格特别贵,他拒绝接受,并说:“较低的价钱肯定能买来更好的蜂

蜜.作为你们的榜样,我的职业是个商人,你们理应按照我的方式行事.你们既不能欺骗他人,

也不能允许他人欺骗你,这就是你们的主的方式.哪怕最精明的、最能干的人也欺骗不了主,而

对于最平庸、最无能的人他一样慷慨大量.”他坚持让那个仆人回去,买来质优价廉的蜂蜜.②

经过数年的苦痛和监禁,巴布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９日在大不里士遇难,其悲壮的情景我们可以在史

书中看到.③

尽管巴布的著作④数量巨大,种类繁多,但其中的许多部分都在乱世中散佚了.留下来的大部

分,尚未译成英语.

巴布有双重使命:号召人们信仰安拉;预告和准备另一位先知的显灵,他声称这位新的先知比他

∗

①

②

③

④

原载 H．T．D．罗斯特:«黄金法则»,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１９８１,pp．２５．
NabíiＧIＧAzam,TheDawnＧBreakers,p．３０３．
Ibid．pp．５００－５２６．
最伟大的是波斯文的«白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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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要伟大得多.这就是巴哈乌拉.巴布通过他的著作及其他手段,使很多人在巴哈乌拉将要

面世的时候接受了他.最终巴布的信徒９９％以上都变成了巴哈乌拉的信徒,这说明他的努力是

成功的.

巴布著作中“黄金法则”的一个例子是在«姓名书»中:①

你们,被授予«白彦»的人们,在古代永恒的晨星照耀他的永恒的地平线上之前,不要相互指

责.我们从同一棵树上创造了你,你们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和果,或许你可能成为别人的快乐的

源泉.不要将自己视为别人的救星,不要让厌恶的感情主宰你自己,那样你就会远离安拉在复

活日的显灵.你们应当成为不可分割的人群,那样你们就会回归安拉将要显灵的人物.②

密尔扎侯赛因阿里,后来自称巴哈乌拉(意为“安拉的光辉”或“安拉的光”),他１８１７年

１１月１２日出生于波斯首都德黑兰,是一位朝廷宠臣的儿子.那时的德黑兰以宗教狂热、无知、腐败

和道德退化而知名.在巴布的声明以后,巴哈乌拉接受了这种新的宗教,并在传教中变得非常积

极.１８５２年.在两位不可靠的年轻的巴布教徒的糟糕行为后,无辜的巴哈乌拉与４０名巴布教徒

一道被关进了德黑兰的地下牢狱.这个牢狱同时还关着杀人犯和强盗.就在这历尽了四个月苦难

的可怕的地方,巴哈乌拉第一次宣告他是安拉的显灵.

释放后,巴哈乌拉于１８５３年被当局驱逐出波斯,他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巴哈乌拉去了伊

拉克,在巴格达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隐言»、«确信书»等.由于他

的影响日益扩大,反对他的人将他从伊拉克赶到了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

尔).在踏上去君士坦丁堡的漫漫长路之前,巴哈乌拉公开宣称他自己就是巴布所预言的安拉的

显灵.

巴哈乌拉及其同伴在君士坦丁堡待了３个月左右,之后他迁移到了亚德里亚堡.在这个城市

居留期间,巴哈乌拉采取了另一个很有意义的步骤:开始写作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信件.他

以清楚无误的语言,向世界上的国王和统治者、向宗教领袖们、向人类宣称:许诺已久

的世界和平、友爱的世纪终于就要来到,他本人就是安拉的新的信息和力量的传达者,将要改变

目前的对抗状态和人类间的敌意,创造预定的世界秩序的精神和形式.③

但这些给世界的统治者的信,不是被奚落,就是被拒绝④,还有一次年轻的信使被折磨了三天,

然后被杀害了.当国王和统治者不能接受他的召唤时,巴哈乌拉悲哀地预言:人类将遭受更大的

苦难,直到他们最后接受安拉的指导.

１８６８年,巴哈乌拉遭到他的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流放,去肮脏的监狱城市阿卡———它现在属以

色列,那时属奥斯曼帝国.直至１８９２年５月２９日去世,此前的这段时间内,巴哈乌拉写下了很多

有意义的著作,包括最重要的«律法书».

现代波斯文、古典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巴哈乌拉的著作,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包括诗歌、警

句、祈祷文、讲道词、说明书、劝告词及律法,它们大都是优美、动人和雄辩的.

①

②

③

④

“安拉将要显灵的人物”一般理解为巴哈乌拉.

TheBb,Selections,p．１２９．
IntroductiontoTheProclamationofBahaullah,p．ix．
一个例外是维多利亚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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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教的圣典包括:巴布和巴哈乌拉①的著作,阿布都巴哈(巴哈的仆人)的著作和谈话录.

阿布都－巴哈是巴哈乌拉的长子,他被父亲指定为其言论及其圣约核心的最权威的注释者.阿布

都－巴哈———很多人称其为“主”———并不被认为是安拉的显灵,但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人:巴哈教

谕的榜样,巴哈教思想、美德的体现.②

讨论巴哈教的道德伦理思想实非易事,学者们认为,巴哈教谕中没有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巴

哈教的圣书数量庞大、内容繁多,充满富于道德伦理意义的论述.肖更埃芬迪认为:“巴哈乌拉

和阿布都－巴哈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道德伦理行为的说教.”③

一位颇受巴哈教徒尊敬的学者,谈到了巴哈教的伦理思想.他有一个颇有价值的介绍:

巴哈乌拉重申了安拉早期显灵时许多关于人的行为的教谕,他更新了它们的创造力,使

人类对其内涵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的体系不仅仅是安拉前面的信使的伦理思想的一个综合,

巴哈乌拉重新揭示了正义的精神,以神的指引的光照亮了人的眼睛.

在一定程度上,巴哈教所有的教谕都影响了人的行为.例如,“人类同一”中要求巴哈教徒

对待同伴的方式,就影响人类的每一种关系.④

巴哈教教谕构架中的下列道德伦理思想,必然是粗略的,远不详尽,会受到我们的论题的需要的

影响,受到笔者思考力的限制.但它给我们提供了巴哈教中与互惠及黄金法则有关的重要问题的一

般情境.

我们可以从巴哈教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开始.阿布都—巴哈解释说:“存在的性质,受制于役使、

预言和神性的情况”⑤一位备受尊敬的巴哈教学者曾解释过这三个世界的性质:

有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或空间,它们彼此不同,却又相互联系:安拉的世界(造物主的世

界);逻各斯的世界(显灵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被创造者的世界).显灵的世界联系着安拉的

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是安拉,而不是人,决定谁来联系.⑥

巴哈教的核心是强调安拉的存在,但安拉的本质却与人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我们是通过安拉

的属性、标记、名义及其德行了解他的:安拉是爱,安拉是全能的,安拉是怜悯的等等,但这些知识是

有限的,而安拉的属性、名义、美德及标记却是无限的.“正如神的实体是永恒的,其属性也是永远共

存、共同永恒的.”⑦巴哈乌拉解释说:

适合于安拉的德行和属性是具有充分根据的、显著的,所有的圣书都提到并作了描绘.它

们有:与安拉交流时心地可靠、诚实、纯洁,对于安拉所颁布的法令忍耐、顺从,满足于安拉所提

供的一切,忍耐并感谢苦难,在任何情况下完全依赖安拉.根据安拉的标准,这些都是最高的、

最值得称赞的行为.⑧

所有德行的中心和源泉是安拉,人可以显示神的属性,可以仿效安拉.阿布都Ｇ巴哈论述说:“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被巴哈教徒认为是安拉的显灵.

SeeShoghiEffendi,“TheDispensationofBahullh”,inTheWorldOrderofBahullh,p．１３４．
StatementbyShoghiEffendi,“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inLivingtheLife,p．３８．
Ferraby,AllThingsMadeNew,p．１１０．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２３０．
Balyuzi,Bahullh,p．８７．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１５９．
Bahullh,Gleanings,p．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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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的道德感成为了性格特性,他热切地向往神圣,他的行为与安拉的意愿相符,人就可以达到与他

的造物主的一致”①这可以通过神的教育而达到,“安拉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就是

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他的名义和属性的显现者”②

人拥有反映神的性质的潜能,但他也可能放纵他的低级特性:

人具有两重本性:他的精神或高级性质与他的物质或低级性质.一个人可能走向安拉,另

一个人则可能孤独地生活在世上.这两重性在一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在其物质的方面,他表现

出不诚实、残酷和不公正,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低级本性的结果;他的神性则显示出爱、怜悯、善

良、诚实和正义,这是他的高级本性的表达.每一种好的习惯、每一种高贵的品格,都属于人的

精神性,而所有的不完整和罪恶的行为都产生于物质性.如果一个人的神性支配了他的本性,

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位圣人.③

人可以得到神圣的德行,可以自觉地避免恶习.

我们可能要问:对待他人的黄金法则的实践不是发展其精神的高级属性的一种手段吗? 它不是

一种“好的习惯”吗? 的确,黄金法则与爱、正义等神的属性是密不可分的;从巴哈教的观点看,黄金

法则是人的高级的精神属性的一种表达,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后面我们还会继续探讨.

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巴哈教的道德伦理教谕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神圣精神是安拉与他的

创造物之间的中介”④.“通过预言者安拉获得的这种神圣的精神,教导人精神美德,使他们能够获

得永恒的生命.”⑤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过的,互惠原则与我们所说的黄金法则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始

于母子关系的互惠原则是怎样应用于人类关系之中的,它又是如何应用于整个社会的.我们注意到

它与爱相关联.我们还探讨了特别的黄金法则的重要性.例如,我们发现:伟大的孔夫子在回答子

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询问时,回答“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发现互惠这

一词意的范围是巨大的.我们还间接接触到这个观点:互惠不仅仅实行于平等的事物间———如两个

或更多的人之间———而且还可能运用于不平等的事物间,如人与安拉之间.我们对于互惠原则的巨

大空间及其重要性的理解———它反过来启发了我们对于黄金法则的范围及重要性的理解———被巴

哈教的著作大大地扩展了.

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巴哈教的信条———神圣的精神的存在导致了合作与互惠.阿布都－巴哈解

释说:

人类的主显灵于世界,他降临圣书以便建立精神上的友爱关系,并通过神圣的精神的力量

将之付诸实践,使这种完美的友爱关系在人类中得到实现

很显然,真正的友爱关系的基础、合作与互惠的导因、善良与奉献的源泉,只能是这种神圣

的精神的存在.没有这种影响和激励,它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达到一定程度

的友爱,但范围有限、容易变动.当人类的友爱建立于神圣的精神之上时,它是永恒的、不变的、

①

②

③

④

⑤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p．３３５Ｇ３３６．
A̍bdulＧBah,Selections,pp．７９Ｇ８０．
A̍bdulＧBah,ParisTalks,p．６０．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１４５．
A̍bdulＧBaha,ParisTalks,p．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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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①

依据巴哈教的观点,神圣的精神是安拉和他的创造物之中介,而互惠和合作的源泉是全能的主

本身.笔者认为,这正是互惠的真正基础所在.

巴哈教的另一个主要信条是:安拉是显灵的,他通过那些拥有神圣的精神的伟大人物、世界各个

伟大宗教的创立者而晓谕天下.他们包括克利须那神、亚伯拉罕、查拉图士特拉、摩西、佛陀、耶稣基

督、穆罕默德、巴布、巴哈乌拉及其他人.这些人物得灵感于安拉,他们的意志绝对地服从安拉.

他们的知识来自于安拉,他们之间并无间隙.来自安拉的所有伟大启示者都对宗教目标的达到作出

了贡献:

宗教的目的是获得值得称颂的美德、道德的改良、人类的精神发展、真正的生命与神的

赠予,所有的先知都是这些准则的促进者②

依据巴哈教的观点,安拉的启示者的基本统一是真实的,他们将联合于他们的目标之下.只有

一种真正的宗教,一个安拉,无论它在不同的信仰、语言中叫什么名字.对于各宗教信徒之间的冲

突,巴哈教深感痛惜,认为应该避免,尽量予以阻止.这种冲突包括诸如耶稣基督的黄金法则与其他

如查拉图士特拉、穆罕默德和巴哈乌拉的黄金法则孰优孰劣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巴哈教徒会促进

这些问题的统一.巴哈乌拉宣称:

世上各种宗教团体、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不应当互相敌视,这是现在安拉及其信仰的

本质.这些原则和律法、这些已经奠定的、强大的系统,都来自于同一个源泉,都是同一个光源

的射线.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因为它们颁布时时代要求不同.③

我们可以依据互惠的事例而同样作出推测:黄金法则的主要源泉是通过神圣的精神的万能的上

帝及其显灵;各个显灵对于黄金法则的论述不同可能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环境变化所致.

但这些论述只有一个来源.一个认真、虔诚的黄金法则的研究和实践者,应该打破人们之间的敌视.

难道我们自己及所有其他的人愿意制造这种不和谐吗?

巴哈教的一个重要道德伦理教谕是消除偏见.新的显灵及宗教的出现,可能使偏见成为过去的

事,被爱、合作和互惠所代替.笔者认为,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黄金法则为什么在世界各个宗教

中盛行的原因.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对于黄金法则的理解和运用能成为消除宗教、种族、氏

族、国家和阶级的歧见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真诚地奉行黄金法则,那么

对于从特定的宗教立场出发去贬损另外宗教的人的言行,他都会三思而后行.阿布都巴哈解

释说:

折磨人类世界的一种偏见是宗教偏执与狂热,当这种仇恨在人们心中燃烧时,它会导致变

动、破坏,导致人类的堕落和对于安拉的仁慈的剥夺.安拉的显灵及宗教的创立者本人完全是

统一的,他们的信徒却彼此敌视.安拉希望人类生活在爱的光辉中,人类却因盲目、误解将自己

陷于无序、冲突和仇恨之中.人性最高的要求是合作与互惠.人们之间的纽带越强大、稳固,人

类各个方面的建设性的力量和成就就越高.没有合作互惠的态度,人类的个体成员将仍然是个

①

②

③

A̍bdulＧBaha,Promulgation,pp．３９１Ｇ３９２．
Ibid．p．１５２．
Bahullh,EpistletotheSonoftheWolf,p．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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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心的、自私的、有限的和孤独的,就像低等王国的动物、植物等生物体一样生存着.①

笔者注意到,一个开始认真地理解和实践黄金法则的人,将会发现他自己逐渐地远离自我中心

而驱向于利他主义.当他在精神上“将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时,他在对待他人时会变得更富于同

情心,更加谨慎,并开始在一定范围内体察到别人的向往、痛苦和挫折,体察生活中对于他自己及他

人最好的东西.他会很注意通过自己遵循黄金法则的言行,帮助别人去达到更好的生活.更加接近

上帝.

一个相关的巴哈教教谕是:人类各族的统一是所有人———常常是不知不觉地———活动的目标.

到那时候,作为人类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共同的神及其显灵将成为现实.② 如:

如果物质文明能与神的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道德完善和知识发达的人能够为了

人类的改善与精神的提高而结合起来,那么人类的幸福与进步就会有保证了.世界上所有民族

将会紧密相关、友善,所有宗教都会合为一体,因为他们的神都是一致的.③

对于宗教来说,达到统一和爱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宗教的本质都是安拉的爱,它是所有圣谕的

基础.”④一点也不奇怪,这种爱与黄金法则密切相关.颁布这种统一和爱的不仅是启示者,也有其

他人.阿布都—巴哈声明:

想一想被派遣来的先知、面世的伟大人物及世界各地的圣贤是怎样劝告人类统一和相爱

的,这是他们的使命和教谕的本质,这是他们的教谕和引导的目标.多少先知、圣贤、预言家、哲

学家们为了在人类中建立起这些法则和教谕,已经牺牲了他们的生命!⑤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人类不仅应该深深感谢所有的先知们为达到这统一和爱所做出的贡献,

而且应该感谢如诗人伽比尔、圣人老子等其他著名人物的贡献,其贡献的本质因素包括他们有关黄

金法则的教谕.

但这种坚持“个人行为的统一、高尚的标准”的宗教,需要通过连续不断的启示者来更新.在我

们这个时代,这种更新的需要是明显的.肖更埃芬迪断言:

看到今天人类的无助、恐惧和悲惨,谁愿意怀疑安拉救赎性的爱与引导的力量显现的必要?

一方面人类的知识、力量、技能和发明有了巨大进展,另一方面空前的苦难折磨、威胁着现代社

会,目睹这种情景,谁不坚信这一时刻终将到来———新的启示者的出现、神的意图的重述和拯救

人类社会的精神力量的复兴.难道现在正起作用的统一世界的行动不是必要的吗? 今天安拉

的使者(巴哈乌拉)不但要重申个人行为的统一、高尚的标准,而且还要对所有的政府和人民

显现他的社会规范和神的系统的本质,它保护人类建立包容一切的联邦,它预示着安拉的王国

在地球上的出现.⑥

巴哈教认为,世界最需要的是爱与统一,这正是巴哈乌拉要达到的目标.阿布都—巴哈解

释说:

巴哈乌拉教谕的本质是无所不在的爱,因为爱包括了人类的一切美德.它使每一个人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p．３３７Ｇ３３８．
ShoghiEffendi,“TheUnfoldmentofWorldCivilization”,inTheWorldOrderofBahullh,p．２０４．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１０２．
A̍bdulＧBah,ParisTalks,p．８２．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４６９．
ShoghiEffendi,“TheGlodenAgeoftheCauseofBahaullah”,inTheWorldOrderofBahaullah,pp．６０Ｇ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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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给每一个人安置了一份遗产———不朽的生命.不久以后你会看到:安拉的教谕,神的荣光,

将要照亮世界的天空.①

在很多其他关于达到人类的爱和统一的教谕中,巴哈乌拉指出,必须有一个世界共同体中的

国家的统一,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详细谈及这一问题会偏离我们的目标,但读者会想到国家之

间的不道德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真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存在.我们同样记得,用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的话来说,国家之间交往时的黄金法则似乎是“以你能找到的最凶恶的借口去对待他国”.国际关系

中的道德是巴哈教教谕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精神上的互惠与爱的实现,国际间的一致将能成

为现实:

我们应该丢弃所有的无知的偏见,丢弃过去传统中过时的信仰,高举起世界统一的旗

帜.让我们在相爱中合作,通过精神的互惠而享受永恒的幸福与和平.②

我们必须普遍地运用黄金法则对待他人.他们的国籍、种族、宗教及其他的什么,都不应成为达

成这一目标的障碍.民族骄傲的感情明显隐含了这一种态度,即其他的民族劣于自己的民族,这种

态度怎么能与黄金法则相称呢?

在谈论基督教中的黄金法则的章节里,我们曾讨论了巴哈教的进化的天启的理论.巴哈教相信

巴哈教的启示只是一种过程中的重要的、本质的、完整的组成部分,既非开始也非终结.巴哈乌拉

在«律法书»中指出:

这是安拉不变的信仰,它在过去及将来都是永恒的.无论你是否寻找它,安拉都是自明的,

凌驾于他的创造物之上.③

正如我们后面要谈到的,巴哈教关于黄金法则的论述与过去其他宗教中的论述是和谐—致的.

也不必惊奇,巴哈教能预见安拉的启示者或启示者们带来未来的黄金法则的可能性.巴哈乌拉认

为,下一个启示者将于一千年或数千年后出现.

我们在巴哈教关于世界和创造的教谕中,可以约略看到新的互惠及黄金法则的雏形,因为神的

启示的无尽过程是与安拉无尽的创造过程相伴的.巴布说:

安拉的创造过程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否则他的恩赐岂非终止了吗? 安拉推出先知和

圣书,数量之多就像这世上的创造物,他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直到永远.④

巴哈乌拉解释安拉创造的目的:

在创造了世界及其中的生命之后,安拉通过其至高无上的意志赋予了人类了解他、爱他的

独特的目标和能力———这应被视为整个世界的生存动力和主要目标.⑤

的确,人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了解和热爱上帝,这是巴哈教道德伦理教谕的一个本质因素.

阿布都巴哈进—步解释说:

神的名义和属性需要生命的存在我们知道,没有学生的教师是不可想象的,没有

臣民的君主是不存在的,没有学者大师无以产生,没有创造物也不成为其创造者,供应者没有客

①

②

③

④

⑤

A̍bdulＧBah,Selections,p．６６．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p．３７９Ｇ８０．
Bahullh,citedinASynopsisandCodificationofKitbＧiＧAqdas,pp．２７Ｇ２８．
TheBb,Selections,p．１２５．
Bahullh,Gleanings,p．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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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也是不可想象的,故而所有的神的名义和属性都需要生命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设想没有生

命的存在的时代,那么这种想象实际上就否定了安拉的存在因此,正如统一的本质(这是安

拉的本质)是持久永恒的———就是说既无开始,也无结束———存在的世界、无尽的宇宙无疑也是

既无开始,也无结束的.举例说,宇宙的一个部分、某一个星球,可能存在,也可能破碎了.但其

他无数的星球却仍然存在着;整个宇宙不会无序和混乱.相反,存在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星

球有其开始,也有其结束,因为每一个整体及部分都会分解①

在回答物质世界是否受到某种限制时,巴哈乌拉解释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取决于观察

者本身.在一种意义上说,它是有限的;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凌驾于一切限制之上.”②宇宙之伟

大庄严及居住于其上的生命的数量和性质,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但“宇宙”、“宇宙的”两个词

在巴哈教著作中似乎有很深的含义,神“以最完美的形式组织了这个无限的宇宙,以绝对的系

统、力量和完美组织了其间的居民.”③巴哈乌拉说:“每一个固定的恒星都有自己的行星,每

一个行星都有其创造物,它的数量没有人能够计算清楚.”④我们可以问:这些创造物是什么? 它们

依靠每个行星的环境,依靠其矿物、蔬菜、动物和飞机而存在吗? 这个无限的宇宙的其他行星上,是

否有类似于人的存在? 许多科学家现在相信地球并非唯一有人居住的行星,在宇宙中我们也并非唯

一的高等动物.笔者还能生动地回忆起在大学期间听一位物理学教授讲授天文学讲座的情景,这位

教授根据当时人类的知识,指出宇宙中有大量的恒星存在,其中很多可能有像我们地球一样适合于

生命存在的行星,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宇宙中有类似于人的生命的存在.现在,我们还可以问:如果有

这么一种智力的生命存在———科学家常常将其称为“类人”———那么安拉的显灵是否已经出现,现在

是否正在显现,将来是否还会显现于他们? 时间将会告诉我们这一富有魅力的问题的答案.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以前谈到的地球上的最终的启示、唯一的启示等等,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巴

哈乌拉声称:

噢,人们! 我凭着唯一真实的安拉起誓! 所有的大海之外仍有海洋,有了它每一个海终将

连接在一起.所有的恒星都来自于安拉,也将复归于安拉.通过他的潜能,神的启示之树产生

了果实,每个果实都是被派出去的先知,负责给每个世界的创造物传送安拉的信息,这些生物的

数量,全能的安拉可以估算出来.⑤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问:如果安拉显灵于这个无限的宇宙之中,那么启示者是否会传授类似的

黄金法则呢? 同样,时间会最终显示这个富有魅力的问题的答案.就此来看,我们对于黄金法则问

题的理解是否还只停留在初级阶段?

阿布都巴哈说:“宇宙的所有成员都在无限的空间中强有力地联系在—起,这种联系产生了具

有物质效果的互惠.”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巴哈教视野中的互惠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另一个维度.

事实上,无限宇宙中的各个部分不仅互相联系,而且在精神上、物质上互相影响,只不过现存的法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１８０．
Bahullh,Gleanings,pp．１６１Ｇ１６２．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１２３．
Bahullh,Gleanings,p．１６２．
Bahullh,Gleanings,p．１６２．
A̍bdulＧBah,Selections,p．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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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前的科学尚无法发现.①

巴哈教教谕中有这样的主张:安拉创造了无数的世界,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仅仅是安拉的无限

创造的一个部分,安拉创造的生物之外还有生物.不仅如此:

安拉的世界是彼此高度和谐一致的.就像以前一样,这个无限的宇宙中的每一个世界现在

都是反射着所有其他世界的历史和性质的一面镜子.同样,物质宇宙也与精神或神的王国紧密

相应.物质的世界是内在精神王国的表达和摹写.②

所有的创造物都在一种完美的关系中相互联系着.③

在谈论物种变更的«一些回答的问题»一书中,阿布都－巴哈解释说:

所有的生命都像链条一样联系在一起,事物间相互帮助和相互作用是其生存、发展、壮

大的导因.有大量的证据证实,每一个生命都普遍地作用于其他生命,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

接的.④

由此看来,互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生命的存在、生长和发展都离不开它,而不仅仅像我们前面

所说的只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上的人类.但笔者认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并非在任

何意义上都等同于其他———如一个人与一个植物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下一章还要讨论的,互

惠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存在的物质层次上,还表现于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心灵之间.

与我们的题目有关的巴哈教教谕的几个例子,将我们带回到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

题: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人的基本目的是了解和热爱安拉.人们之所以寻找这种爱与知识,是因为

不但我们今生需要它,来世仍然需要它.生活的目的可以这样表达:为了获得来世所需要的品质、性

格和属性.用巴哈乌拉的话来说:

在超越了此世有限的生命的另一个世界中,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神圣、光辉的彼

岸世界,因此他需要获得神的属性.在那个世界中,他需要灵性、信仰、确信和对于安拉的爱与

了解.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这些,这样在他升入彼岸世界时就会发现那儿所需要的一切他

已经具备了.⑤

可以肯定,人的精神性发展的本质因素是他对于他人的行为的日益改善,这种改善是建立在爱、

互惠及黄金法则这些东西的基础之上的.由此看来,黄金法则在人为踏上来生而作的准备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应该按照巴哈教的观点,简要地考察一个重要问题:把理想化为行动.这个重要问题

不仅与宗教家,而且与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有着深刻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阿布都Ｇ巴哈说:

这个世界上的错误之所以一直存在,是因为人们仅仅谈论他们的理想,却不努力地将它们

付诸实践.如果行动代替了言语,那么世界上的不幸将转变为幸福.

一个大量行善而不去谈论的人,正在变得日趋完善.

一个行善很少却大量言谈的人,不值一文.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pp．２４５Ｇ２４７．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２７０．
A̍bdulＧBah,Selections,p．４８．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p．１７８Ｇ１７９．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p．６３．
A̍bdu’lＧBah,ParisTalks,p．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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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家现在认识到:一个人不仅要意识到黄金法则,而且要理解它所应用的具体场合,并将

这种理解贯彻到行动中,这样才算实践了黄金法则.(我们可以补充一句———不要有言语上的夸夸

其谈!)

巴哈教著作中若干黄金法则的论述

«隐言»被认为是巴哈乌拉的启示中最明亮的一颗宝石.它部分是波斯文,部分是阿拉伯文,

是巴哈乌拉旅居巴格达期间徜徉、深思于底格里斯河畔时完成的,时在１８５８年.这本著作很简

洁,不到８千字.像很多伟大的宗教著作一样,它是深刻有力、鼓舞人心的.一位巴哈教学者这样形

容它:“对于走向神的精神世界的旅人,是一本极好的旅行指南”.① 从巴哈教的观点来看,宗教

的实质这一最重要的东西被«隐言»揭示出来了.巴哈乌拉本人在这本书的开头一段中就指出了

这本书的意义,肖更埃芬迪解释说:

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的酵母对于世人思想的再定位、对于他们的灵魂的启迪、对于他们的

行为的纠正,其重要性可由书中开始一段的描写来判断:“它是来自于天国的,是有力的、强大的

舌头发出的声音,显现于古时的先知之上.我们将其内在的精华予以简短的修饰;作为一种正

义的象征,他们会忠于安拉的圣约,会完成安拉的信任,在精神的王国中获得神圣的美德的

珍宝.”②

在巴哈教看来,任何黄金法则的论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读者可能希望记住巴哈乌拉带给人

类的箴言:“认识神的起源,坚持过去的先知们宣讲的神意的首要原则,并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

起.”③阿布都－巴哈劝告:“读一读«隐言»,就会理解宗教的真正基础,反省来自于安拉的信使们的

启示.它是光的光.”④肖更埃芬迪解释说,它代表了巴哈乌拉伦理著作中最杰出的部分.⑤

在«隐言»的阿拉伯文部分,有一组值得注意的段落,其中的第四部分包含了否定形式的黄金法

则论述:

噢,人之子!

你怎么能忘记了你自己的缺点而忙于注意别人的缺点? 谁这样做就要受到我的诅咒.

噢,人之子!

不要感染了他人的罪恶,直到自己也成为罪人.如果违反了这一戒律,你将受到诅咒,我会

目睹之.

噢,人之子!

请你明白这一点:吩咐别人公正而自己却不公正的人,不属于我,即使用了我的名义.

噢,人之子!

①

②

③

④

⑤

Therzadeh,TheRevelationofBahullh:Baghdd１８５３－１８６３,p．７２．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１４０．
ShoghiEffendi,“TheDispensationofBahullh”,inTheWorldOrlderofBahullah,p．１３１．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８６．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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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归咎于别人,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承受的话,不要说你自己不愿意听的话.这是我给你

们的告诫,请注意.①

“不要归咎于别人,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承受的话.”这些意味深长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宗教如

何能帮助深刻理解其他教谕的很好的说明,反之亦然.E．埃斯尔蒙特在他介绍巴哈教的一流著作

«巴哈教与新纪元»一书中题为“罪恶覆盖的眼睛”部分,引用了这些句子.② 虽然这些句子可与许多

其他教谕相联系,但E．埃斯尔蒙特主要将其与巴哈教中禁止挑剔他人的要求联系了起来.(«律法

书»中可找到禁止诬陷和中伤的条例.)

«确信书»是巴哈乌拉被全部译成英文的最重要的宗教著作,是肖更埃芬迪的权威译文.正

如«隐言»一样,这本书也成于巴哈乌拉在巴格达期间.书中最有用的注解出自翻译者的笔下:

巴哈乌拉启示的海洋中有众多的无价之宝,其首要得数«确信书»,它成于两天两夜,时在

那段时期将要结束的时候(希古拉纪元一二七八年,公元一八六二年).它的写作是为了完成巴

布的预言,巴布曾特别说到允诺的先知将完成未完成的波斯文的«白彦»一书.它也是为了回答

巴布不信教的外公所提的问题而作的.这是一本波斯散文的典范,它简要陈述了安拉

宏大的救赎计划,除了«律法书»、«巴哈乌拉至圣书»之外,它在巴哈乌拉的全部著作中占有

其他书难以比拟的地位.这本书成于巴哈阿拉宣布他的使命的前夕,给人类提供了“精选的

密封的葡萄酒”③.

在«确信书»中,我们发现了“巴哈乌拉关于一种基于过去所有启示的统一的真理的精巧

说明④,他还解释了进化的天启:先知根据人们的能力和需要显示出不同的教谕,而注解上的困

难导致了世界很多宗教间的混乱和冲突.肖更埃芬迪解释说:

可以说,在巴哈乌拉所有的启示中,这本书扫除了多少世纪以来世界各宗教间难以克服

的障碍,为他们的信徒间的完全、永久的调和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⑤

据上所说,«确信书»中黄金法则的论述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众多的论题中,巴哈乌拉“列举了每个人成功地追求其目标的先决条件”⑥

这里我们发现了否定形式的黄金法则:

噢,我的兄弟,当一个人决心踏上求道之途时,他必须首先将自己承受启示的心灵从已有的

知识的尘土中、从恶魔的化身的诱惑中净化出来他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他所爱的安拉献身,

不能因为人们的责备而离开真理.他不应该希望别人做那些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要承诺他

自己不能完成的事

这些都是神的属性,构成了神圣的精神的标志,是对于追寻神的知识的旅行者的要求.只

有当孤独的旅行者及真诚的寻求者达到这些重要的条件时,他才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寻求者.

无论何时他成为了诗句中所说的“为我而奋斗的人”,他就会享受到下列祝福:“我必定指引他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Bahullh,TheHiddenWords,ArabicNos．２６Ｇ９．
Esslemont,BahullhandtheNewEra,pp．９３Ｇ９４．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p．１３８Ｇ１３９．
ShoghiEffendi,“TheGoldenAgeoftheCauseofBahullh”,inTheWorldOderofBahullh,pp．６１Ｇ６２．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１３９．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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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道路.”(«古兰经»,２９:６９)①

因此,遵守黄金法则是一个真正的寻求者的路途的一个部分.

巴哈乌拉及同伴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到达亚得里安堡,并在那儿待了４年.在这段痛苦的流放岁

月中,他写了大量的信件.

这里,他首次告诫东西方共同的统治者.其中有土耳其的苏丹及其大臣(苏丹系某些

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基督教的最高领袖,获得土耳其宫廷信任的法国和

波斯大使,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领袖,哲人及普通居民,波斯人和世界各地的哲学家,他分别致

信②

在这些信中,巴哈乌拉以权威有力的语言阐述了他自己的主张及自己作为安拉的显灵的身

份.在其中一段中,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发出了警戒和忠告.事实上,给予他们的“最好的忠告”

就是关于黄金法则的论述:

应该意识到,你不能在安拉面前洋洋得意,轻蔑地反对他的所爱.应该谦逊地尊重那些相

信安拉的信徒,他们的心目击着安拉的统一,他们的舌头宣称着安拉的唯一,他们说着安拉允许

的话.因此,我们用正义劝诫你,用真理警告你,这样你才有可能惊醒.

不要给任何人增加负担,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负担的话:不要向任何人索取东西,如果你自己

不愿意被索取的话.这就是我给予你们的最好忠告,去服从吧.③

在这段话的结尾,他号召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们听取他的话,回归安拉,去忏悔.

１８６８年８月３１日,巴哈乌拉及其同伴到达圣地上的监狱城市阿卡.尽管开始时他的刑罚很

重,饱受折磨和苦难,但直到１８９２年５月２９日去世他写了大量的著作.他续写了他在亚得里亚堡

的教谕与致各国国王及他人的信件.其中最有意义的信件之一是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这封信不

仅是给女王本人的.也是给所有的统治者的.在这些告诫中,我们发现一则积极形式的黄金法则,

告诫我们要避免不公正:

噢,地上的王! 我见你们每年花费愈大,增加了你们的臣民的负担,这是很不公正的.敬畏

屈辱者的叹息和眼泪,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不要为了宫廷的享乐而剥夺人民,不如像为自己

选择一样为他们选择.因此,如果你有所察觉,我们将为你揭示与你有利的真相:你的臣民就是

你的财富.应该清楚,你的统治不能违反安拉的戒律,应将强盗拘禁起来.你们依靠他们来统

治,以他们的方法来维持,靠他们的帮助来征服,但你们又是如此地轻视他们! 多么奇怪啊,太

奇怪了!④

尽管巴哈乌拉警告了国王及统治者的恶行,但他的教谕并不包含对君主制的轻蔑和批判.他

曾赞美过正义、公正的国王们.事实上,作为一种原则,巴哈教徒必须忠于他们各自的政府,不从事

反政府的活动.巴哈乌拉还预言了体现正义和实践黄金法则的国王的出现.

不久安拉会显灵于地上的王,他们将会实施正义,对待臣民就像对待自己一样,他们真正是

①

②

③

④

Bahullh,KitbＧiＧÍqn,pp．１２３Ｇ１２５．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p．１７１Ｇ１７２．
Bahullh,Gleanings,pp．１２７Ｇ１２８．
TabletofBahullhtoQueenVictoria,citedinTheProclamationofBahullh,p．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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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所有的创造中的精选.①

巴哈乌拉在流放阿卡期间的另一部重要的书信是«天堂之言»,肖更埃芬迪形容此书是

“安拉思想孕育出的最甜美的果实之一”.② 黄金法则(也是积极的形式)与正义的关系在

这里得到了高度的强调:

记录于天堂的安拉之言如是:噢,人之子! 如果你的眼睛转向仁慈,那么放弃对你有利的东

西,热心于对世人有益的东西.如果你的眼睛转向正义,那么像为你自己选择一样为邻居选择.

谦卑使人升入荣光而强大的天堂,骄傲却使人坠入悲惨而堕落的深渊之中.③

我们已经注意到几个宗教中有关黄金法则与宗教律法之关系的例子,大约在１８７３年,巴哈乌

拉在阿卡写出了他最有纪念意义的著作«律法书»,巴哈乌拉相信这本书是将来世界文明的宪章.

肖更埃芬迪认为«律法书»

以其谆谆教导的法则、以其设置的行政机构、以其赋予后继者(阿布都－巴哈)的功能

而突出于世,为世界其他圣书难以比拟④

还有,它

不仅为子孙后代保留了基本的律法和法令,奠定了巴哈乌拉世界秩序的结构,而且规定

了必需的机构,通过此可以一直保证这个信仰的完整和统一.⑤

在这机构中有正义院,世界正义院是巴哈教最高级的行政机构.它的基本功能是行政和立法.

现在有很多国家宗教议会,还有很多地方宗教议会,它们将会更名为中级正义院和地方正义院.它

们与世界正义院一样,都是选举的机构.巴哈乌拉在«律法书»中谈到,世界正义院应该遵循黄金

法则:

主在每个城市都安排建立了正义院,那里的顾问人数不得少于九人,达不到这个数目不得

生效他们理应是人群中安拉所信任的人,作为安拉所任命的大地上的居民的守护人.他们

应当将他人的意见集中到一起,为百姓的利益着想,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利益,为他们选择需

要、适宜的东西.安拉已经告诫你,注意不要离开他的嘱咐.敬畏安拉,你当知道.⑥

后面我们将详细研究巴哈教的著作中正义与黄金法则的关系.

地方宗教议会每隔１９天聚众讨论一次,这—天称为十九日节,它分三个部分:奉献、请教和社会

活动.阿布都－巴哈解释说:十九日节的“目标是和谐,通过它,人们的心完美地联系到了一起,互

惠、互助的关系得以建立”.⑦

祈祷在很多宗教———包括巴哈教———中非常重要,在巴布、巴哈乌拉和阿布都巴哈的启示

中我们能见到很多祈祷及各种类别祈祷的著作.在其圣书中,巴哈教徒不但有自己必需的祈祷,而

且有各种时间、各种用途的祈祷.即使一般的读者也会感觉到这些祈祷观念的伟大及精神的深刻,

何况对于定时祈祷的教徒们.在肖更埃芬迪翻译的巴哈乌拉祈祷沉思的集子中,我们发现不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Bahullh,RidvanＧalＧAdl,citedinShoghiEffendi,ThePromisedDayIsComing,p．７４．
ShoghiEffedi,GodPassesBy,p．２１６．
Bahullh,Tablets,p．６４．
ShoghiEffendi,GodPassesBy,p．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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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普通人所用的祈祷,也有巴哈乌拉自己与全能的安拉沟通时的倾诉.其中有一篇是为反对、

迫害他的亲属所做的祈祷,他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深爱.事实上,巴哈乌拉对敌人的爱在历史上

是很有名的———这是一种普遍的无偿的善的范例.

光荣的主,你看见了我被囚禁在天涯海角的监狱之中,完全知道我为了爱你,为了你的事业

而忍受的苦难

而且,我遭受着我的亲属的反对,你知道,他们以前对我很好,我期望他们的,正如期望于我

自己的一样.得知我被投入监狱后,他们对我的迫害,是其他任何人难以比拟的.

因此我恳求你,我的主,用你区分了真理与邪恶的名义,去净化他们犯罪的心灵,使他们接

近主.①

有趣的是,启示在这里表达出了他与别人之间黄金法则般的关系:“我期望于他们的,正如

期望于我自己的一样.”我们还记得在查拉图士特拉与他人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许多人认为这些

论述涉及“不平等关系”,它们能否被看做是黄金法则的必然结果,抑或就是黄金法则本身,这一点我

们已在索罗亚斯德教一章中加以讨论过.巴哈教的著作坚持安拉启示者的神与人的双重地位.同

样,其表达也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安拉本人的直接言论,二是通过作为人的启示者向他的同伴发布的

信息.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巴哈教相信巴哈乌拉的长子阿布都巴哈不是安拉启示者,而是一个非

常伟大的人物.巴哈乌拉任命阿布都－巴哈为唯一的传人,在他死后指引巴哈教教徒,是他的言

论的正确的传达者.于是,我们在阿布都巴哈的著作和言谈中,发现了经他详细阐明的巴哈乌

拉的教谕和学说.

死后再生是一个永无结束的题目.巴哈教坚信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这是一个各地宗教中比较

普遍的信仰.此世的精神的发展决定着他来生的地位,而来生所能获得的进步则是无止境的.“从

灵魂离开身体到达天堂的那一刻起,它的进化是精神上的,也就是:日益接近安拉.”②人死后灵魂所

在的环境好得无法形容,死不是可怕的事,反而是“一个快乐的使者”.

这个不竭的话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这个世界的灵魂与那个世界的灵魂的关系.虽然处在不

同的世界里,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帮助、相得益彰的.

正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祈祷,我们到达彼岸世界后同样具有这个能力.阿布都巴哈解

释说:

甚至那些死于罪恶或不信教的人的情形都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可能通过安拉的施

舍而得到宽恕,当然不是通过他的审判———因为施舍是无偿的,审判却是罪有应得.正如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祈祷,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同样有能力祈祷,那是安拉的国度.不是所有

的人都在安拉的国度吗? 在那个国度里同样可以取得进步,正如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祈求获得

光明,在那个世界里,他们同样可以通过恳求、祈愿得到宽恕,获得光明.因此,正如在这个世界

里,通过祈求、恳请和祈祷神圣,人可获得发展,在死后也一样.③

在阿布都－巴哈言谈集«阿布都－巴哈在伦敦»一书中,我们发现了—个值得注意的论述.对许

①

②

③

Bahullh,PrayersandMeditations,pp．８１Ｇ８２．
A̍bdulＧBah,ParisTalks,p．６６．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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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来说它显示了黄金法则新的意想不到的维度.它以祈祷的形式所做的互惠实践.促进了这个

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的进步.

一位朋友问阿布都巴哈:“人应该怎样期待死亡呢?”

他回答:“一个人怎样盼望到达他的旅行的目的地呢? 是带着希望与期待.在这地球上的

最后一次旅行也是这样.在下一个世界里,人将会发现他已从尘世的痛苦中解脱而出.那些经

过了死亡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空间.他们没有从我们这儿迁走,他们的工作,天国的工作,也是

我们的.但我们所谓的‘时间与空间’在那儿已经神圣化了.我们这儿的时间是以太阳衡量的,

那儿的却没有日出,也没有日落,我们的所谓时间在那儿已经不存在.那些已经升天的人与仍

在地上的人属性不同,虽然他们并没有真正分离.

祈祷中有一种混合的身份、一种混合的环境,他们祈祷,就像他们为你们祈祷一样.”①

除了祈祷之外,我们还可以为离去的灵魂做更多的事.用阿布都巴哈的话说:

在与尘世的身体隔绝之后,人的灵魂在神的世界获得进步有以下途径:通过安拉的宽恕与

恩赐,或通过其他人的求情和真诚的祈祷,或通过以他的名义所从事的善行和重要的有意义

工作.②

一部阿布都巴哈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在巴黎的谈话的集子中收录了１１条巴哈教原理.其中第

９条主要谈宗教与政治的非冲突问题.这里有两条积极形式的黄金法则,其二阐明了普遍的互惠的

善的法则,对正义这一题目作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安拉的佑护者,正义的活的例子! 只要有怜悯的安拉,世人将会在你的行为中看见正义与

仁慈.

正义是没有限制的,它是普遍的.它必须实施于从高到低的各个阶层.正义必须是神圣

的,所有的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考虑.期望于他人的,应像期望于你自己的一样.这样我们就

会沐浴在正义的阳光中,这阳光是从安拉的地平线上照耀的.

每个人都有其无法放弃的信誉,一个卑下的工匠做了坏事会与一个显赫的暴君一样受责

备,因此我们都必须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作出选择.

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公正,为人类的统一而努力,这样你就不会伤害你的邻居,也

不会中伤任何人;这样你就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关心其他人的利益胜过自己.你会变成神圣

的正义的火炬,按照巴哈乌拉的教谕行事.而巴哈乌拉为了向世人展示神的美德,为了使

你们认识到精神的崇高,沐浴于安拉的正义之中,饱受了迫害和考验.③

很明显,正义与黄金法则的关系在巴哈教的著作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正如在巴哈乌拉及阿

布都巴哈在其他地方所阐明的一样.正义在世界各个宗教中都作为一种美德而给予称颂,而它常

与互惠联系在一起.已有各种学者意识到并研究正义与黄金法则的关系.马库斯G辛格论述

了黄金法则在正义的实行中的重要性,他心中所想的可能是基督教关于黄金法则的论述:

黄金法则阐明了正义的基本要求,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以同一标准要求,没有人可以

例外或拥有特权.在这种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对于某个人的是非标准,也就是在相同情况下对

①

②

③

A̍bdulＧBah,̍Abdu’l－BahinLondon,p．９７,citedinHonnold,Vignettes,p．１３２．
A̍bdulＧBah,SomeAnsweredQuestions,p．２４０．
A̍bdulＧBah,ParisTalks,pp．１５９Ｇ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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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是非标准.换句话说,对某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就不可能是错误的,

除非其性质、情形有所不同.①

笔者要补充的是,黄金法则是一个卓越的指导方针,可以运用在典型的事例中.这在我的生活

中得到了验证.人的性质及情况的不同的确存在,在实施黄金法则的时候应该予以考虑(例如,我们

不能像通常对待大众一样,以黄金法则的态度对待一个危险的精神错乱的杀人犯).我们必须投入

极大的关注,决定到底有哪些不同的情形.对于巴哈徒来说,巴哈教的另一些思想———如消除种族、

宗教、国家、阶级偏见的思想,会对其行使正义和黄金法则时的思想、语言和行动产生影响,这样他们

在人际交往中就不会以种族差别等为借口而不去实行黄金法则.不幸的是,今天世界上的很多人仍

在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奉行歧视政策,在巴哈教看来,这种歧视政策是一定要打破的.有效地教育大

众认识黄金法则,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起重要的作用.后面我们将回到关于现代教育与黄金法则教

谕这一问题的思考上来.

我们已经知道,伟大的圣贤老子是较早地阐述普遍的无偿的善的原理的导师之一.他在书中多

处阐述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实践的例证.如果正义需要一个人为他人选择他自己所选择的东西,

那么普遍的无偿的善的原理要求他更为利他,去帮助别人而无视自己,以恶报怨.现代教育学家和

心理学家将这种利他的行为看作是道德发展的较高水平的标志.

巴哈教著作中这一原理的例子不计其数,我们无法悉数列举.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些,下面

再看另外一些.

在«天堂之言»中,巴哈乌拉论述了慈善这一题目,他谈到了我们在伊斯兰教一章中引过的«古

兰经»中一个普遍的无偿的善的例证,然后从巴哈教的观点出发进一步论证了世界各宗教是怎样互

相补充、互相阐明的.

记录在天堂的安拉之言如是:

慈善是为安拉所称颂的,被视为首要的善行.回想一下«古兰经»的话:“他们虽然急

需,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胞,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才是成功的.”(«古兰经»,５９∶９»就

此而言,受祝福的实际上是少有的,那是关心他的兄弟胜过他自己的人,这种人是根据全能全知

的安拉的意愿及居住于方舟上的巴哈教徒,推论而出的.②

与此相类的是.正如肖更埃芬迪编译的«巴哈教著作拾遗»中所说的,要求富人实施普遍的无

偿的善,这样穷人就可能从苦难和负担中解脱出来.一个重要的巴哈教教谕就是消除贫富两极分

化,最好是富人自觉地将财富分给穷人.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巴

哈乌拉说:

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应该对穷人怀有巨大的敬意,因为只有安拉赋予那些坚定的、有耐心的

穷人的荣誉才是伟大的.除了安拉所赐予的之外,没有任何荣誉可以与此相比.忍受痛苦、耐

心等待的穷人是伟大的,将自己财产分给穷人、关心他们胜过自己的富人也是好的.③

作为选定的巴哈乌拉教谕的注解者,阿布都巴哈多次阐述了普遍的无偿的善.我们可从

１９１２年阿布都巴哈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言谈集«世界和平的颁布»一书找到几个例子.首先,让我

①

②

③

Singer,TheGoldenRule,p．３０２．
Bahullh,Tablets,p７１．
Bahaullah,Gleanings,p．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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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一看这个原则是如何与安拉的怜悯及爱的实践相联系的.

你必须向所有的人显示你完全的爱与同情,不要将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而应一律平等.

将他们看做是安拉的仆人.明白安拉同情一切人,所以要从内心热爱一切人,关心所有的教徒

胜过自己,热爱每个种族,善待各个国家的人民.①

我们可以将“关心所有的教徒胜过自己”的话与今天十分明显的各宗教教派的追随者之间的及

各宗教与非宗教力量之间的仇恨、冲突和斗争加以对比.

那些真正被巴哈乌拉的教谕鼓舞的人,正实践着普遍的无偿的善的原则.

倾听了他的声音、接受他的信息的人,现在共同生活在友情和相爱之中.他们为了别人甚

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放弃各人的财产,爱他人胜过自己,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的

人类是同一的.②

的确,在向别人宣扬他们的信仰时,巴哈教教徒对于这一原则的实践是首要的.

你们必须通过行动传播这一思想,而不仅仅是语言.语言必须与行动结合起来.你们必须

爱你的朋友,胜过爱你自己,甚至不惜牺牲你自己.③

笔者认为,巴哈教著作中常见的爱的法则及普遍的无偿的善的例子,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个信

号、一种召唤,召唤人们不仅要在高水平上理解和实践黄金法则,而且要达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更高的道德水准.

①

②

③

A̍bdulＧBaha,Promulgation,p．４５３．
A̍bdulＧBah,Promulgation,p．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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