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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兴宗教巴哈伊教是集神圣性与世俗性于一体的宗教，不仅强调上帝权威的至高、

至善，更强调人性的完美、和谐。从巴孛的《巴扬经》，到巴哈欧拉的《隐言经》无不渗透

着做人的哲理。在现代化视野下探讨巴哈伊教中如何做人和怎样做人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做人教育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视野和眼光在不停的探询着做人的道理，做人教育（如何做人）

一直是一个永不衰竭的话题。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认识你自己”，人们就已经开

始用哲学的思维来寻找做人的真谛。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如果说人是万物的尺

度，什么是人的尺度呢？人一问世便就是人，只能说明人获取了作为人的身份，这只不过是

一种自然标志。然而做人的身份与做人的资格并不可以完全划等号，真正意义上的人更需要

具备做人的资格，也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 

康德说“人唯有凭借教育才能成为人”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说教育是能使人具有做人

的资格的一项神圣事业。巴哈伊教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宗教，巴哈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认为人

是至高的灵性物，然而，缺少适当的教育已剥夺了人天生的能力。人就好比富矿，隐含无价

珍藏。惟教育能掘而显之，使人类从中获益。
1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无限的宝藏。这座

宝藏，具有满足一切的功用。教育的过程，就是开发这一宝藏的过程，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人。 

巴哈伊教十分重视对人的教育。巴哈伊教认为，“最根本、最迫切的需要是促进教育。

除非解决了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否则任何国家要获得繁荣与成功都是不可想象的。民族衰

落的主要原因是无知。”
2
 

同样都是人，为什么美洲人达到这么高的文明程度而中非的部落却保持无知和野蛮

呢？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在于教育的程度。欧洲和美洲人被教育提升，他

们一直在接受训练，正在从不完善的世界不断朝向完美的王国发展；而非洲人否定教育

的发展，保持在无知和文盲的状态，因为大自然本身是不完美、有缺陷的。如果一小片

土地被保留在原始的状态，它将会变成一堆长刺的垃圾，或者被毫无价值的杂草覆盖。

当它被清理或被开垦时，这块同样的不毛之地将会为人类生产出丰富的果实。动物之间

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被驯服、被教导，而一些保持它的野性。因此这足以证明

本性（天然）的世界是不完美的，教育的世界是完美的。也就是说人通过训练和教化从

自然的迫切需要中解救出来，因此教育是必要的、是强制的。
3
 

巴哈伊教还强调普及教育。今天全世界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愈来愈多，这个措施对国家

前途的推进和国民福祉的促进不仅至关重要，对全球文明的推动也是绝然必要的。巴哈欧拉

说，在上帝的眼里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不教育，可知教育在巴哈伊教和未来世界文明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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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重要性。 

教育的目的不能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应是培养人如何做人的问题，最终的指向是学会

真正懂得如何做人。巴哈伊教认为教育是各种各样的，不仅要强调物质和人文的教育，更重

视灵性的教育。阿博都巴哈提出教育有三种：一种是物质的教育，是通过获取人体所需的营

养，以及物质上的舒适和安逸，与身体的生长和发育相关；另一种是人文教育，通常指各个

学校、学院的知识教育或智力教育。第三是精神教育或灵性教育，以神圣的精神去照亮人的

心灵、提高人的道德水准。道德的世界只能通过神的光辉和神圣的精神的复生来获得，这是

真正的教育，因为通过它的帮助，人类更高的本性将被发展。4
 很显然，巴哈伊教更注重培

养人美德与修养的精神方面的教育，“教育者的目标是通过灵性教育使天国的教育能克服人

动物性的一面”，使人趋向完美，这才能把人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即真人。教育家陶行

知曾明确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

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因此“学会做人”

这是我们培养人的目标。 

二 巴哈伊的做人教育思想 

（一）明人禽之别，是做人的起点 

巴哈伊教强调人生来是高贵的。巴哈欧拉说人是至高的灵性物；阿博都巴哈说人是上帝

最伟大的代表，是创造之书，因为存在的一切奥妙都蕴涵于其中。如果他得到那真正教育者

的熏陶，被正确的教化，就能成为精华之精华，成为万光之光，万灵之灵。5
 巴哈伊教与儒

家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一样，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贵于万物。 

与儒家的为人由己思想一样，巴哈伊宣扬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决定善恶的行为，区别于动

物。 巴哈伊教认为人生来是高贵的，是善的，恶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的恶只是由于善的缺

乏。黑暗就是缺乏光明，贫穷就是缺乏财富，无知就是缺乏知识，谬误就是缺乏引导，黑暗、

贫穷、无知和谬误等这一切并不真正的存在。例如，毒蛇咬人是善的还是恶的呢？毒是蛇本

身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对它本身来说无善无不善，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毒蛇就是恶的，它没

有选择的能力，只有本能的表现。而人就不同了，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人之所以既能行善

也能做恶，在于人的自由意志，在善恶行为的选择上，人是自主的，他根据个人的意愿行事。

这与儒家所说的“为人由己”是一致的。 

在我们传统观念中常说“天地良心”，如果说某个人没有良心，往往认为他与动物无异，

就不能做人，当然这是从道德意念上来讲的。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

意思是说在天地之间人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人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地位和价值呢？

如果单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人与动物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孟子所说的：

“人与禽兽之别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但这一点点差别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差

别就是儒家所讲的“仁德”和“礼仪”，就是人们说的“修养”。没有做人的道德修养，表

面上是人，实际上是“衣冠禽兽”，这种人与动物没有差别。正因为人有道德意识，人与禽

兽就区别开来了，人就具备了独特的内在价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严。所以说，做人是一

门学问，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为己之学”。儒家也认为善恶的选择在于人本身。 

人的精神本性区别于动物。人有两种本性：一种是高级的灵性的本性，趋向于道德的高

尚和知识的圆满；另一种是低级的动物的本性，转向卑鄙的堕落和世俗的缺陷。这两种本性

的各自特征都可以在人类身上发现。因此，在尘世生活中，我们有着与动物同样的肉体欲望

和烦恼，如饥饿、病痛、恐惧、愤怒等，这给我们的内心造成压力：我们肉体的需求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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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时会驱使我们做出禽兽般的行为，而我们的精神本性却将我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目标。 

巴哈伊教义解释说一个人的心灵就像一面镜子。只有当这面镜子被擦得光洁无瑕时，潜

藏在里面的所有潜力才能显现出来。镜子的朝向要合适，这也非常关键。如果镜子朝向人性

中物质的、动物的层面，它就会反映出那一层面的品质，人的力量就会侧重于对“自我”的

放纵，并有为恶的倾向。只有镜子朝向人性中较为高尚的层面，灵性生活的品质才会显现出

来。
6
 人能够行善，也可以作恶。如果一个人行善的意愿占上风，作恶的倾向被征服，那么

这个人确实可以被称为圣人了。相反，假如他违背了上帝，任由邪恶的欲望摆布自己，那么，

他就与禽兽没什么两样了。
7
 只有通过灵性的教育，让人的高级本性（神性）驾驭人的低级

的、动物的本性，明人禽之分，人才会趋向完美。这就解决了“既然人天生是性善的，为什

么还要后天修身”的问题。 

人之所以被创造是为了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全权之主为我作证：人绝不可行同禽兽。

与人的尊严相称的美德是待人以自制、仁慈、同情和友爱。
8
 因此，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永

恒的，而不是必亡的、世俗的。在上帝那创世造人的蓝图中已为人准备和命定好了一种灵性

的存在和一份灵性的供给。人的生活应是一种充满精神享受的生活，而这种享受是动物永远

无法得到的。不过，人能否得到这种享受还得取决于他能否获得那些属于天国的美德，而这

些美德需要人内在修身。 

（二）修身（内在修行）是做人的途径 

巴哈伊教是重内在修行的宗教。《隐言经》的开篇指出：“灵性之子啊！我首要的忠告

是：永葆一颗纯洁、仁慈和意气风发的心！亘古、永恒与生生不灭的王国就属于你!”强调

个人的内在修行是达到永恒王国的唯一途径。“你们当中，凡挺身传扬主的圣道者，应先行

自我教育，如此，他的言辞才能打动听者的心。”
9
 强调做人全靠自己，又全是为了自己人

格的提升和完善。“纯洁与良好的行为、可嘉与适当的操守能够促进世界的改善。”
10
 巴哈

欧拉反复强调上帝启示他旨意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品质，发展那些潜藏在人的本性

中隐而不见的道德和精神品质。通过内在修行和自我改进从而达到对世界的改进，这与儒家

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内圣外王”是一致的。儒家提倡先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

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因此强调一个人要注意修己、克己，注重学

习与训练，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品质，尤其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就是所谓的“内圣”。而

这一切又不单是为了个人，为了自私自利，而是为了他人，为了实现社会和世界的理想，这

就是所谓的“外王”。可见，巴哈伊所倡导的做人道理，即是要求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来修

身，从而达到社会与世界改进的目的。也正是这种“内圣外王”境界，把世界的改进当作个

人最高的理想，把个人抱负与改进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全天下前途命运统一

起来。 

注重道德教化，认为内在品质的培养是个人修行的主要内容。各种文化和宗教中一些道

德准则和规范都在教我们做人。如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仁”就是要有

慈悲心；“义”就是要有德行；“礼”就是要循规蹈矩；“智”就是要用智慧指导生活；“信”

就是要有信誉，言行一致。此外，犹太教中的“摩西十诫”是犹太人存在的基石，佛教中“五

戒十善”是佛教徒做人的道德基础。诚然，与儒家文化与其他宗教相比，巴哈伊教也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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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诚实、正义、仁慈、慷慨、团结等美德是巴哈伊一贯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诚实

是一切人性美德的基础。”
11
 “唯一真神显示自己的意图是，召唤人类顺从上帝的意愿，做

到诚实和真挚，虔诚和可信，忍耐和仁爱，正直和睿智。祂的目的是给每个人披上圣洁品格

之装，戴上神圣与善行之饰。” 
12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源远流长。“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例如孔子曾说

“父母在，不远游。”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两全”、“忠孝节义”，就是在讲“孝”字。“孝”

的美德在巴哈伊教义中也有体现，巴哈伊教除了重宗教的神性，还更重人性，重亲情孝道。

巴孛说：“和上帝交谈时而不忘其父母的人是荣福甚大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懂得孝

敬父母，重亲情、明人伦是巴哈伊做人教育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三）身体力行，挺身服务是做人的根本（宗旨） 

经过自身的内在修养和道德教化，就有了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

下一步就要身体力行，把个人的伟大理想付诸于实践。也就是说燃点心灯，照亮他人，服务

于社会。巴哈伊教推行全球的儒禧课程第一、二册就是以“点亮心灯”和“挺身服务”作为

书名。因此我们足以看出巴哈伊教教育人既要重视内在修行，又重视外在实践，从而达到知

行合一的做人理念。 

巴哈伊教认为，今日，凡献身于服务全人类者，皆乃堂堂正正之人
13
 。人的价值在于服

务和美德。一语道出了巴哈伊做人的宗旨。服务人类就是服务上帝。
14
 作为圣约中心的阿拔

斯·阿芬第被尊为阿博都巴哈，意思就是巴哈的仆人，并且他声称：“我的名字是阿博都巴

哈。我的资格是阿博都巴哈。我的本质是阿博都巴哈。对我的赞美是阿博都巴哈。做天佑美

尊之奴是我荣耀而显赫的桂冠，做全人类之仆是我永久的宗教”
15
 在这个光辉的时代，人类

世界进步的时代，我们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并服务于全人类，这是恰当而得体的。
16
 

每个不完美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是，当他考虑的范围扩大

一点，他就开始关心家人的幸福安康。如果他的思想更宽广一点，他就会关心同胞的幸福；

如果他考虑得再宽一些，他就会时时想到国家和民族的荣耀。而当他的思想和视域扩展到最

大程度从而达到完美境界时，他关心的将是人类的兴盛。然后他就会成为对所有的人心怀良

愿的人，寻求所有国家共同繁荣昌盛的人。这是完美的象征。
17
 

巴哈伊教是重实践的宗教。关于这一点，阿博都巴哈认为，世上的种种不公之所以继续

存在，就是因为人们只顾高谈阔论他们的理想，而没有努力把理想化为行动。要是行动代替

了语言，那么世界上的苦难很快就会变为幸福和安乐。做了好事而不声张的人，在行尽善尽

美之道；做了一点儿好事就炫耀的人，其价值实在微不足道。
18
 

（四）巴哈伊教的为人处事之道 

“不欲人咎己，切勿咎于人”，巴哈伊教的为人处事之道。现实生活中，我们常把孔子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黄金法则来看待，基督教中“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

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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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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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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为人处事之道在目前存在的世界各主要宗教中都能找到，

巴哈伊教更是如此，从巴孛的《巴扬经》到巴哈欧拉的《隐言经》到处可以发现类似的黄金

法则。 

一部《隐言经》——巴哈欧拉道德伦理教义的核心，其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做人的“金

律”。《隐言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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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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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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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巴哈伊还教导我们做事要严谨：“‘知而慎言谨口，择宜且露；言则审时度势，

相适且授。’此乃至理名言，你当奉而行之。欲成为适应各种环境之实干家，务必铭记此言。

先诊后治，实乃良医之不二法门。”
21
 

（五）坚忍、乐观是巴哈伊教做人的态度 

就像佛教所宣扬的“一切皆苦”，当婴儿刚一坠地就会伴随着“哇哇”的啼哭。只要地

球上还存在着生命，就会存在着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苦难。然而，面临苦难，是退缩悲观

还是坚韧不拔、保持乐观？巴哈伊教虽然也承认苦难的存在，特别是圣贤与先知都经历过常

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是它更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变苦为乐，乐观的面对人生，这就

体现出不同的做人态度。巴哈伊教认为，尽管苦难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却可被用作获得

幸福的途径。这是所有的先知和圣贤对苦难的诠释——他们在严峻的考验与磨难之中，却感

到幸福和快乐，并体验到生命中最美好、最圣洁的情感。苦难既是一位提醒者，又是一位领

路人。它激励着我们更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我们的环境状况，从而指引着完善之路。在每一

场苦难中，都可以找到某种意义，某种智慧。“是成是败，是得是失，取决于人自身的努力。

越努力则越进步。”
22
 只有这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才会多了一些成功与自信，憧憬和

期待，少了许多抑郁和自杀。正如阿博都巴哈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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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照亮世界的明灯。
23
 因此，应学习在任何事情

上都锲而不舍的精神、奋勇向前的决心、高尚的情操和果断坚毅的性格、纯洁无瑕的生活方

式。
24
 这样，才会无往而不胜。 

三 关于做人教育的一点思考 

巴哈伊教的做人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的教育不是培

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不是培养巧言令色、不懂仁义道德之

徒，而是不仅要使学生学会做事，具备扎实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更应使其学会如何

做人，如何“成人”，成为一个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一个有崇高事业心的人，一个和谐发

展的真正的人，这应当成为教育的终极追求。做人是做事的基础，一个不会做人的人，是不

                                                        
19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12页。 

20  巴哈欧拉：《隐言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8，第11页。 
21  转引自《传扬圣道》，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8，第 45页。 

22  Bahá’u’lláh，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p.82. 

23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65页。 

24 《阿博都巴哈著作选集》，第95.1段，第111页。 



会做也做不成什么大事的。因为教育首先是成“人”，然后才是成“才”、成“家”，并非

每一个人都能成才、成家，但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成人。 

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以教人“成人”为旨归。面向21世纪的教育，不

仅要使学生学会做事，更重要的是使其学会做人，这应当成为所有教育的崇高使命，也理应

成为教育的真义所在。但长期以来，人人在喊教育，人人在抓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然而我们的教育成了育“才”教育而不是育“人”教育。教育

的误区是忽视了做人，出现了许多不容回避的事实，例如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大学生做人

素质缺失、人际关系难处、大学教育面临的窘境等，使得加强大学生的做人教育成为大学教

育的当务之急；国际社会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对做人教育的强烈关注，更加重了推行做人教育

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因而，树立做人教育的理念，推行并加强做人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

应确立的新理念和应完成的新使命。 

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学校理应成为塑造学生灵魂的精神领地，教育亦理应以提升

学生的精神境界、使其学会做人为终极追求。巴哈伊的教育体制中如澳门的联国学校、印度

的新纪元学校等等，提倡灵性教育，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和理念，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

这样看来，巴哈伊教旨在培养人完善的道德、高尚的人格、服务的理念，积极乐观的人生追

求等方面的做人教育思想，或许能给我们当前的教育以有益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