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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宗教对话的呼声日益高涨，宗教对

话的实践要比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其他世纪都更为密集。互相理

解、互相包容的呼声虽然不绝于耳，但是互相敌视、互相排斥

的宗教间关系却让一种良性的新世界秩序的理想飘忽不定。在

更多时候，宗教间关系反倒为现实政治中的国家间、地区间冲

突推波助澜、为其挂上宗教冲突或是文明冲突的标签。

纵观当代社会，无数的事实向我们表明，在向着一个既和

平又进步、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的新世界秩序前进的道路上，宗

教间的矛盾和冲突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其中最大的问题和

最多的冲突发生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这三大宗

教为何冲突不断，是否它们毫无关联、天然彼此对立？本文试

图对这三大宗教之间的历史关联，及其互相交往的历史加以略

论，并对它们关于宗教间关系的观点与巴哈伊信仰的观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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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指出各宗教平等的看法才是处理宗教间关系、并以信仰

的力量来推动新世界秩序出现的最为关键之处。

一

百余年来，全球社会中发生的很多冲突都与宗教存在着

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从其规模和烈度来看，尤以犹太教、基督

教和伊斯兰三大宗教为背景的矛盾和冲突为甚。为何三大宗教

形同水火，不可能和平共存？它们是否没有任何的历史和文化

联系，因而难以互相理解？但是答案并不如此，因为这三大宗

教同属一神教传统，从其产生的根源上来看，更是都与亚伯拉

罕及其后代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犹如一根树干上的三根枝

杈，因而常常被归属为“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

我们先来看看犹太教。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先父，这

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在旧约的多个篇章里，贯穿着关于亚伯拉

罕的论述。特别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五章，亚

伯拉罕更是叙述的主线。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其家族原居于

吾珥（今天伊拉克南部），全家人迁徙到哈兰后，他的父亲离

世。而后，神召唤他，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

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创世纪》12:1-2）。在他

九十九岁的时候，神与他立约，并告诉他“从此以后，你的名

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我

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



新世界秩序的崛起——探讨宗教的角色52

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

和你后裔的神。”（《创世纪》17:6-7）。

正因为神选中了亚伯拉罕来与之立约，在而后的旧约诸篇

中，以色列人的神不断地被称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

帝，雅各的上帝”（如《出埃及记》3:6；4:5；《列王记上》

18:36；《历代志上》29:18）。雅各的后裔，即他的十二个儿

子及其子孙，构成居住在埃及的以色列部落。从《出埃及记》

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正是率领着这些人，摆脱埃及人

的奴役，穿过荒野，前往应许之地迦南。在逃出埃及的这段历

史之中，以色列人不断被提醒要记住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子孙（《出埃及记》32:13），耶和华会忠实于与他

们、及他们的后代所立的约（《利未记》26:42）， 耶和华许给

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土地将会实现（《申命记》1:8；30:20；

34:4）。在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时，摩西时常在他们的崇拜活动

中劝诫以色列人要记住“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申

命记》26:5）并且细述他们集体的身份、埃及人的奴役以及神

解救他们的历史。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世犹

太人与亚伯拉罕在血统上的关联，以及亚伯拉罕在犹太教中的

重要作用。

作为亚伯拉罕宗教系统中第二个产生的宗教——基督教，

其经典中对耶稣生平和事业的叙述是以这样的语句开始的：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

福音》l:l），而后从亚伯拉罕开始向下追溯四十二代，直到耶

稣。尽管在有些记述中更加强调早期基督教普遍存在的一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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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把耶稣的家系一直追溯到人类的祖先亚当那里，但耶稣与

亚伯拉罕的关联从来没有中断。相反，在这种对耶稣家系的追

溯中，亚伯拉罕是其中主要的一个环节（《路加福音》3:23-

38）。而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施洗者

约翰，他宣讲神的道理，劝人悔改时强调的是人不应以自己与

亚伯拉罕之间的关联为恃，尽管“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

拉罕兴起子孙来”，但是“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

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加福音》3:8-9）。

在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上，基督教同犹太教同属亚伯拉罕信

仰传统的联系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基督徒信仰团体被称为“被

捡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

民”（《彼得前书》2:9），这种语言与此前对于以色列人的

称呼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连续性。与此同时，“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加拉太书》3:14）， 耶稣的

信徒，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

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加拉太书》3:29）。

至于伊斯兰教，自出现之初它就从不讳言自己与亚伯拉罕

（易卜拉欣）之间的关联。圣经中所记述的以色列人的传系，

是通过亚伯拉罕的次子、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以撒。而在伊斯

兰信仰中，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妾、撒拉的婢女夏甲所生的以实

玛利（伊斯马仪）与亚伯拉罕建立了联系。就这一点来说，犹

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典中的记述是不矛盾的。据《创世

纪》的记述，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头生子，为他的埃及妻子

夏甲所生。尽管他被排除在神与以撒所立的约之外，但是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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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神的赐福：“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

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

为大国。”（《创世纪》17:20）。

根据《古兰经》和圣训，蒙昧时期（即伊斯兰教产生之

前）阿拉伯的一神论者，即哈尼夫都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

实玛利的后裔。不仅如此，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和归顺伊

斯兰信仰的人与亚伯拉罕更是同属一族，他是伊斯马仪的直系

后裔。根据《古兰经》，穆斯林所景仰的天房“克尔白”，最

初就是由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所建立。在建完这一崇拜场所之

后，他们二人祈祷，求主“从我们的后裔中造成归顺你的民

族”，并“在他们中间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你的

启示”。（2:125-129）。神在此时启示说“除妄自菲薄者外，

谁愿鄙弃易卜拉欣的宗教呢？在今世，我确已拣选了他；在后

世，他必居于善人之列。”（2:130），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

传递真主信息的人、即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归顺真主的人——

即穆斯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神通过穆罕默德所启示的宗

教，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

教，都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

里。从这个角度来说，“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是……亚伯

拉罕的后裔。不过，他们属于同一家庭的不同分支” a。

a　John L. Esposito,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p.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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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尽管研究者可以说三大宗教是一个家庭的不同分支，它

们似乎应该更易于走上一条互相包容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道路。

但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信仰这三大宗教的群体在处理宗教间关

系、互相交往的历史上，排斥与冲突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犹太教的早期历史上曾经存在一种“圣战”的传统，其主

要目的乃是征服和摧毁其他的文化和信仰，并占领其土地。在

犹太教的经典、尤其是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中，有大

量这方面的记载。此后，以色列依然与周边不同种族和不同信

仰的团体发生激烈冲突。

虽然日后基督教的历史上也不乏排斥他者、甚至与其他

宗教发生暴力冲突的事例，但是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本身是一部

受迫害的历史。基督教最初属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运动，被称

之为“拿撒勒教党”。但是，号称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主张确实

是对犹太教传统权威的严峻挑战。之后，基督教社团中的非犹

太人越来越多，这就导致教堂与犹太会堂逐渐分离。分离的过

程就是迫害、杀戮和暴力对抗的过程，直到最后把拿撒勒教党

（即基督徒）逐出犹太会堂。到公元2世纪中叶，为了对抗这一

外在的压力，基督教运动开始明确区分自己与犹太教，并反对

犹太教。在此后的历史上，与曾经遭受的迫害相比，基督教对

犹太人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有学者所言：“从圣经时

期到今天，教会几乎在每个世纪都对犹太人进行了迫害”。a

a　Marvin R. Wilson, Our Father Abraham: Jewish Roots of the Christian Faith，p.84,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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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时间较晚的伊斯兰教没有割裂自己与犹太教与基督

教的关系，在其经典中对这两种宗教的信仰者也采用了较为宽

容的态度，它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为“有经人”，并在一定条

件下对他们进行保护。但是根据伊斯兰教的经典，毋庸置疑的

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社团都已经背离了神最初给摩西和耶稣的

启示（参见《古兰经》第三章等章节），基督教认为耶稣为神

子、特别是三位一体的主张是对正教的背离。神派遣穆罕默德

作为最后的先知，他所传递的伊斯兰教信仰才是完美的信仰。

教义上的优越主义加上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的现实，使对其

他宗教的排斥也屡见不鲜。因为一些犹太部落和麦地那的阿拉

伯基督徒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拒绝与穆斯林合作，新兴的穆斯

林社团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古兰经》中倡导的对有经人

的宽容态度也并没有完全成为日后所有那些哈里发和苏丹们的

必遵之道，比如哈里发欧麦尔公元634年把所有基督徒和犹太人

逐出阿拉伯半岛；哈里发穆塔瓦基勒在9世纪中叶颁布歧视犹太

人和基督徒的法令；12世纪北非的柏柏尔王朝毁坏摩洛哥的犹

太会堂并且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等等。犹太人和基督徒受挫的历

史记忆加上伊斯兰教优越主义的信条很容易就成为此后数百年

各宗教相互间敌意、甚至是暴力的温床。

而基督教世界发动的十字军运动，使得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的关系从此布满难以消弭的累累伤痕。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

路撒冷，对穆斯林和犹太人大开杀戒，妇女儿童均未能幸免。

虽然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犹太人和基督徒不时受到迫害，

一些人被迫改宗伊斯兰教，但从整体上看，奥斯曼帝国（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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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1918年）把伊斯兰教的统治一直延伸到了巴尔干，在它的

疆域之内，对“有经人”采取了宽大的态度。

从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对伊斯兰

世界带来了冲击。与殖民侵略相伴随的，常常是基督教的传教

活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穆斯

林世界的中心地带被基督教国家瓜分的所剩无几，陷于四分五

裂的状况。而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声势日渐高涨，重返锡

安的呼声让已经世居此地的穆斯林倍感紧张。1948年以色列建

国，此后的四次中东战争中邻近各伊斯兰国家屡屡失利。到20

世纪后半期，在阿以冲突中的失利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受挫的

大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历史和地

缘政治因素构成的变化格局，与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使

亚伯拉罕系统中的各个成员更加处于互相排斥甚至暴力对抗的

局面。宗教盲从、宗教敌视、种族中心论等思潮的存在使得本

应展望人类社会和平未来的今天，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紧张的

时期之一。

三

虽然进入当代社会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多种宗教并存是

不可改变的事实，多元论的认识方法得到了更多人的赞同。“共

存，即使不是人的多样性的最终真理，也至少是当下的一种必要，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当下的美德”a，宗教间对话在这一认识基

a　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和终结》，董江阳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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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逐步开展。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三大宗教之间长

期存在的误解，以及它们在现实政治阴影下的互相排斥。如果

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深究，除了历史上的矛盾冲突，以及现实政

治的强大影响，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相对于其他

宗教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来对待其他宗教的不平等的观念，

时至今日都没有在本质上发生变化。犹太人自认为上帝的选民，

否认耶稣是上帝的使者，基督徒强调耶稣拯救人类的能力，许

多基督徒认为穆罕默德不过是个假先知。穆斯林虽然承认犹太

教与基督教同样属于神启示的宗教，但是却认为它们的经典已

经走样，信仰已经偏离了正道。只有作为封印先知的穆罕默德，

才传递了毫无谬误的正道的信息。各个宗教的信徒都宣称，他

们所信仰宗教的先知或是创始人代表了上帝对人类的真正启示，

而其他宗教的创始人即使不是伪先知，至少也要比自己所信仰

宗教的先知略逊一筹。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排他性的优越感和

不平等观无疑会成为宗教对话、互相尊重的巨大障碍。

与这些历史悠久的宗教不同，年轻的巴哈伊信仰在处理

宗教间关系方面的观点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巴哈伊信仰最初起

源于伊朗的巴布运动。1844年，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宣称

自己就是“巴布”，即获取神秘宗教知识之“门”，是联系普

通信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传统中的隐遁伊玛目的纽带，正式创

建了巴布教派。之后在巴哈欧拉及其继承人的努力下，巴哈伊

信仰摆脱了什叶派历史上众多被视为异端的小派别的命运，发

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但是由于和巴布教派的关联，巴哈伊

信仰在它最初发源的中东地区常常被视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异端



宗教间关系及对新世界秩序的意义 59

派别，遭受了压制和迫害。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早期，巴哈

伊社团的领袖人物或是被囚禁或是遭流放，许多普通的巴哈伊

信徒被迫远走他乡。但是，这些并没有能够遏制巴哈伊信仰的

发展。时至今日，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信众近千万的世界性宗

教，但是在个别地区，它依然被其他某些宗教力量视为异端邪

派，受到言辞上的抨击和人身上的伤害。

巴哈伊信仰发展中所遭遇到的挫折不但没有改变它和平

的宗旨，反而使其教义日益完善和体系化，在对待宗教间关系

问题上提出了完整的一套观点。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教义是信仰

上帝独一、人类一体、宗教同源。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及其间

所有创造物和力量都是由一个超人的和超自然的存在创造的，

这个存在被称之为上帝。整个人类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种族，一

个有机体的单位，是上帝已创造的所有生命和意识中最高的形

式。宗教同源原则是与前述两个原则紧密相关的。对于这一原

则，巴哈欧拉在《笃信经》中给出了清晰的解释：上帝（造物

主）通过特选的代言人和圣使介入、并将继续介入人类的历史

进程。这些圣使、即“上帝的显示者”，是主要启示宗教的创

立者，如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他们所带来的

灵性意识，教义的影响以及依据他们传递的律法所建立的社会

制度，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迈进。正如阿博都-巴哈1911年在

游历欧洲时所简要陈述的：“世上所有种族、国家和宗派，亦

应视为同一个上帝的仆人。整个地球是一个家，全人类，只要

他们都了解，都沐浴在上帝慈悲的一体里。上帝创造了一切。

他抚养万物。在他恩典庇荫下，他引导一切。我们必须遵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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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亲自给我们的典范，而排除一切纷争和议论。”a

相对于其他宗教的优越主义和排他性的态度，巴哈伊信

仰在看待各宗教的区别及差异时更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从巴

哈伊信仰的角度出发，世界各宗教、特别是它非常关注的犹太

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没有过时，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它们不过是处在共同的发展进程、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因

此，各宗教中所谓“最后的先知”、“真正的先知”的说法并

没有错误，只不过其出发点是这些先知完成了自己所处阶段的

天命。正如巴哈欧拉本人所说，各个宗教的“原则和律法，这

些牢固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制度，都出自同一个源泉和同一盏

灯的光。它们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它们被传扬的时代的

需要各不相同。”b。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巴哈伊信仰提出，

即使是巴哈欧拉，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其他先知所取代。这种

对宗教本质一致性的强调，使得巴哈伊信仰在处理宗教间关系

时体现了一种包容性的态度，这是对传统宗教的一个重大超

越。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宗教平等的宝贵思想，它使得巴哈伊

信仰对现存的其他宗教信仰能够采取包容而不是拒斥的态度，

这在当今社会各宗教间关系过于紧张和敏感的氛围中具有不同

凡响的意义。

作为新兴宗教的巴哈伊信仰，克服了犹太教、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在处理宗教间关系时所存在的问题，它“认识到人类

a　白有志：《阿博都-巴哈——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先锋》，澳门，新纪元国际出
版社，2001，第121页。

b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trans. by Shoghi Effendi, p. 287,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9.



宗教间关系及对新世界秩序的意义 61

分裂的消极后果，因此它对信仰本质的解释不是狭隘宗派主义

的，而是全球性的：它对宗教启示的理解不是形而上学的，而

是渐进的和不断发展的。”a 它在传统宗教所具有的诸多特点

之外，把握了人类发展中的诸多现代精神，以理性化的组织方

式和现代化的视野，不断向前发展，从上帝独一、人类一家、

宗教同源的基本信条演化出了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世界新秩

序的系统观点正是这一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待其他宗教

的包容性的平等主义态度，使得世界新秩序的政治理想有了真

正成为现实的可能。

a　吴云贵：“巴哈伊信仰的文化宽容精神”，《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第一
辑），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