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庭

——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教育机构

江绍发*

一、概述

两个人一经结婚，便会着手营造一个家庭。但对于家庭应该

是怎样的，配偶双方却可能各有其看法。可以这样说，很少有人本

着建立一个学习中心的目的而结婚或组建家庭的。至少，我们的社

会从来没有强调这一点：家庭是我们接受教育的一个场所。具体来

说，建立家庭的动机很可能与“育人”相去较远：家庭是为了传承

祖宗血脉，过家庭生活是为了享受，家庭这个人类的基本组织代表

着男女之间爱的高潮，等等。毫无疑问，上述这些对家庭的理解都

各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与整个世界一样，当前的家庭也处于转型阶段a。在每

个文化中，家庭正在解体——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动荡的重压下分

裂，在道德和精神的迷茫前弱化。因此，我们如果要建设一个和谐

的社会，就不能忽视人类社会的这个最基本的单元——家庭，正如

* 巴哈伊教澳门总灵理会主席，澳门大学教职人员。如非特别注明，本文的观点仅代
表作者的个人见解，不反映与作者相关的任何机构或组织的观点。本文仅是一项
旨在理解巴哈伊经典的个人尝试。作者愿与读者就这一重要主题进行真诚交流。

a 见2005年安·罗伊尔发表在《巴哈伊世界——国际记录》上的“世界观察”一文，
其中讨论了家庭的现状，人们今天正在怎样重新构思家庭，巴哈伊信仰如何理解
家庭的未来以及家庭在社会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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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著作指出的那样，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就是整个国家生活中发

生的事情：

让我们把世界各国比作家庭成员。家庭好比一个微型国

家。只要扩大家庭的圈子就有了国家，扩大国家的范围便形成

了全人类。环绕家庭的环境条件在国家也同样存在。发生在家

庭内的一切亦构成了国家的整体生活。a 

在很多方面，今天我们在社会大环境中所目睹的巨变和动乱与

在各个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有着内在的联系。社会是家庭的映像，家

庭能够直接塑造社会，同时自身又会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巴

哈伊信徒将人类与家庭所面临的转变与紊乱视为人类整体迈进一个

新阶段——成熟阶段——的标志。不过，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

元，必须在这一过程中根据重塑整个人类文明的若干新原则得到更

生和重塑。

本文探讨家庭如何——特别是通过自身的教育作用——对建

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b。文章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家庭作

为一个机构，在巴哈欧拉所预见的未来新世界秩序中已被赋予了额

外的重要作用。家庭要发挥这些作用，就不能不考虑自身在当今所

处的发展背景，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培养出能为那些符合时

a 阿博都-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
页。

b “要是某个社区在如此的未来中繁荣富强起来，便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承认
人的本性包括精神方面，把个人的道德、情感、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摆在最优先的
地位。他们会保障宗教自由，鼓励兴建礼拜场所。他们的学习中心会努力开发人
的意识的无尽潜能，会把全民参与知识的创造和应用作为主要目标。他们将时刻
不忘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密不可分，提倡既尊重权利又重视责任，促进男女
的平等与伙伴关系，保护和扶助家庭。他们提倡美，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
并将之纳入其环境保护与恢复的规划原则之中。在“存异求同”观念的引导下，
他们将会支持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并将越来越信赖那些乐于服务与奉献的领导
人。在这样的社区里，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将惠及全社会；人人都会有工作。”
（巴哈伊国际社团：《在发展中体现精神文明——为发展制订精神文明指标初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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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需求的机构和团体做出贡献的个人。第二部分探讨家庭中的教育

者及其特征。第三部分讨论在家庭环境中进行教育活动的目标和内

容。第四部分分析相应的教育方法。最后一部分提出为支持这些教

育目标而应在家庭中培养的一系列习惯。

二、家庭是一个机构

首先要指出的是，巴哈伊信仰不仅没有将家庭视为一个过时

的、应该被遗忘的机构，而且断言“家庭是人类社会整体构架的基

石”，巴哈伊教义更是“用来保护并强化这一神圣机构的。a”

家庭当然是一种机构，不过这一概念需要重新审视，以便为

这一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机构赋予新的功用。要审视家庭，我们先

要看看我们人类迄今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以及我们正在走向何

方。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骚乱和衰败现象，巴哈伊信徒并不悲观

失望。相反，他们非常乐观，相信目前的状况只是人类通往其成熟

阶段的漫长过程中一个必经阶段而已。就像一个人会经历不同的成

长阶段一样，人类的集体生命如今已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岁月，现

在正站在成熟阶段的门槛前。我们今日所目睹的骚动和不安不过是

人类处于青春期这一转折阶段的特征而已。人类今日所需的就是继

续成长，获取新的能力和力量，使自身能够符合新时代的需求。阿

博都-巴哈指出：

过去那一阶段的要求和条件，对现代人而言已经显得相

当局限，这就是人类目前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在人类早期历

史中适应于人类需求的那些东西，已不能满足今时今日变化更

新，与日俱增的要求。b

a From a letter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 an individual believer, March 14, 1973, 
Compilations, Lights of Guidance, p.365。

b 阿博都-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2年版，第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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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心原则便是人类一家。世界所有人民都是相互联

系、彼此依赖的。如果接受这一点，那就必然意味着要更新地球上

的所有社会机构，包括家庭a。丹尼什说，符合人类成熟阶段的理

想家庭模式是完整的或基于团结的家庭生活。他指出这种家庭模式

的特征是：家庭在团结的基础上运行，促进夫妻间的平等与互助，

保障所有家庭成员应有的权利，同时要求每位家庭成员履行各自的

责任。b一个家庭的基础和前提是夫妻恩爱和谐。婚姻是一项神圣

的创作，其目的是将夫妻“在身体和精神上结合”，“改善相互之

间的精神生活”c这样，婚姻和家庭必须具有的一个目的就很清楚

了，那就是养育热爱上苍、服务人类的下一代。

为此，家庭一定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把个人、团体、国家和

人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态度和价值观传授给他们。在巴哈伊看来：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其教育必须以神圣原则为标准，

在家庭中培养各种美德。要不断维护家庭的团结，同时家庭成

员的个人权利不应被侵犯。儿子、父亲、母亲的权利都不应被

侵犯，都不应专制。儿子对父亲有义务，同时父亲对儿子也有

义务。母亲、姊妹以及家庭的其他成员都有自己的权利，所有

这些权利都必须得到保障，同时家庭团结也必须维持。一个成

页。
a 这种甄别工作应该由社会来做，因为“如果那些长期信奉的理想和历史悠久的制

度，或者某些社会假定和宗教常规，已不再能促进人类大多数的福利，不再能适
应不断演进之人类的需要，那就将它们清除并扔进过时与遗忘教义的故纸堆里。
在一个受‘不变则衰、不进则退’永恒法则支配的世界里，人类所设立的每一项
制度都必然会逐渐失效，为何唯独上述这些可以例外呢？法律规范、政治和经济
理论只是用作保障人类整体利益的，因此决不可为了维持某项法律或教条的完整
而使人类受罪。”（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
社1999年版，第11-12页）。

b [加]侯赛因·丹尼什：《没有暴力的家庭——建设一个和平文明的模块》，渥太
华，巴哈伊研习出版社1995年版。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其他几种家庭模式——基于
权力的家庭和基于放任的家庭。这两类家庭分别与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相适应。    

c 《阿博都-巴哈文选》86.2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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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受到伤害应看成是整个家庭受到损害，一人享福，全家享

福；一人荣耀，全家光荣。a

男女平等的原则正在深刻改变着婚姻双方的关系。因为夫妻

是平等关系，哪一方都不应支配另一方。b夫妻要承认对方的平等

地位，要通过磋商来解决问题，这样双方就可以灵活地应对快速变

化的世界所提出的要求。总的来说，两性之间应该是互补与协调

的。当然，男人和女人各有其优势和长处，但是，男女各自应该发

挥的作用不应有绝对的界定。如有必要，男人和女人可以调整自己

的角色，以适应每个家庭成员以及整个家庭的需要。c巴哈伊鼓励

妇女追求自己的职业，但同时也强调这不应与她们担当母亲的角色

与职责产生冲突。同样，父亲也不应该豁免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

任。d

家庭需要团结，团结应该成为当代家庭的关键特征。这一点

毋庸赘言。巴哈伊圣典向我们许诺，如果一个家庭团结和睦，这个

家庭的事务就会顺利开展，家庭成员就能顺利进步，整个家庭就会

在社会上昌盛繁荣。“他们的事务井井有条，生活舒适和安宁，他

们安全而地位有保障，受到大家的羡慕。”e下面这段文字描述了

一个令人神往的家庭——“幸福的堡垒”，一个我们可以努力去实

现的家庭，其中毫不含糊地提出了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组织的教育功

a 世界正义院编：《家庭生活》第854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6年版，第17
页。

b “否认男女平等就是对世界一半人口的不公平，就会助长男性的不良态度和习惯，
而这些态度和习惯会由家庭蔓延到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中，并最终会影响到国际
关系。”（世界正义院，《世界和平的承诺》，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5年
版）

c 欲进一步了解这一课题，请参阅世界正义院编的《家庭生活》（澳门：新纪元国际
出版社1996年版）及维柯的《巴哈伊家庭——一些观点、原则及实践》（牛津：
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1年版）。

d 巴哈伊国际社团：《世界团体中的家庭》，1993年11月25日。 
e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21.9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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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我的家是和平之家。我的家是喜乐之家。我的家是欢笑

洋溢之家。谁踏入这个家门都会满心愉悦地离开。这是光明之

家，谁进来都会受到启迪。这是知识之家，宾客定有知识上的

收获。这是爱之园地，宾客定会受到爱的熏陶，知道彼此相亲

相爱……a

我们在此将家庭的教育功能作为一个讨论的出发点。但是我们

必须承认，如果将家庭的其他功能——诸如与经济、安全、宗教和

娱乐等有关的功能——撇到一边，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探讨家庭的教

育功能。我们应该用整体的方式来研究家庭的作用，在分析教育功

能的同时兼顾其他功能。

三、教育和家庭

我们一般都不怎么注重家庭的教育功能。即便想到家庭在这方

面也许有那么一点点作用，我们也会把它当作是“低收入的主妇、

保姆和日杂工”的事。b许多人还会有意或无意地将教育孩子的责

任推卸给正规的教育体系。一旦孩子的表现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

学校往往就成了众矢之的。然而，在巴哈伊经文中，这种态度是没

有任何立足之地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新的周期里，上帝之书将培养

与教育规定为强制性的而非自愿性的。也就是说，作为义务，

每一位父母必须尽一切努力教育子女，用知识的乳汁哺育他

们，用科学与艺术充实他们。如果他们忽略了这件事，他们将

a 选自阿博都-巴哈的一篇书简。该书简发表于《西方之星》第9卷第3期（1918年4月
28日）第40页，后收录《汇编集》第1卷第397页。 

b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Anne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Viking, 1989, 
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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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厉之主的面前受到谴责……a

1. 作为教育者的母亲

一说起教育，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孩子是受教育者，而父母是教

育者。不过，本文所建议的家庭教育体系并非如此：包括父母在内

的每个家庭成员都处于一个持续的成长过程之中，都需要且有机会

在这个我们称为“家庭”的机构中接受教育。

家庭既然是一个机构，自然就有自身的结构组织。而且，“家

庭成员对整个家庭都负有责任，但由于关系不同，其责任就各有不

同。教育孩子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反过来则不行；孩子有责

任服从父母，但父母无需服从孩子。”b

巴哈伊经文进一步指出，“抚养孩子是母亲的主要责任，她要

在自己的家里创造这样一种既有助于孩子的物质生活又有助于其精

神进步的条件。孩子首先从母亲那里得到培养是其未来发展的最坚

固的基础。”c 

母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d因为下面的事实而尤显重要：“如果

母亲是文盲，就算是父亲拥有高深渊博的知识，那孩子的教养还是

有缺陷的。因为教育孩子打从婴儿时期就应该开始了。因为婴儿

有如稚嫩的幼枝，是可以接受园丁任意塑造的。”e从这个角度来

a 阿博都-巴哈，引自《人的转变——教育篇》，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7年
版，第128页。  

b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8 December 1980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New Zealand,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I, p.384。

c Shoghi Effendi, quoted in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8 December 1980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New Zealand,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I, p.384。

d For an elaboration of different roles and functions of motherhood, see Wendi Momen, To 
be a Mother,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7。

e “‘Abdu’l-Bahá on Divine Philosophy” (Boston: Tudor Press, 1918), pp.81-83,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I, p.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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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一点：如果资源有限，无法让儿女都接

受教育，那么父母应保证女儿优先获得“教育权”，因为女儿是未

来一代的准教育者。

巴哈伊经文还对那些未能履行教育子女责任的父母发出了明确

的警告：“如果母亲未能尽到培养孩子的责任，未能使他们走上正

确的人生道路，那么，日后的教育就无法取得最佳效果。a”要让

母亲履行教导儿女的责任，巴哈伊地方教务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就应

“给母亲们提供一个精心制订的儿童教育方案，指导她们使孩子从

婴儿时期起就得到精心照料和正确的教育。必须给每位母亲作这样

一些指导，作为她的育儿指南，这样，每位母亲都会按照教义培养

和抚养孩子。”b

2. 作为教育者的父亲

“尽管母亲是孩子的首位教育者，而且对其发展有最重要的影

响，但父亲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如此重要，”巴

哈欧拉论述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丧失了做父亲的权利。”c研究

表明，如果父亲能够与孩子的母亲保持“亲近而互助的关系”d，

孩子就会从中深受裨益；相反，“父亲给自己的婚姻制造的不和有

多大”，孩子的痛苦就会有多深。父亲在孩子教育中同样发挥着重

要作用，e这在巴哈伊的圣文里有明确的表述：

父亲应努力教育儿子，让他知晓神圣的教义。他必须随时

a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13.2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b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13.2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c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8 December 1980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New Zealand,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I, p.384。
d Paul R. Amato and Alan Booth, A Generation at Risk: Growing up in an era of family 

upheav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28-230)。
e For an elaboration of different roles and functions expected of the father, see Wendi 

Momen, To be a Father, Oxford: George Ronal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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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和劝诫他，授以优良品行，使他能在学校接受培养和学到

有用及必需的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总之，让他拥有人类的

美德和优秀品质。a

巴哈伊圣典甚至命令：父亲必须“教子女读写的技艺”，如果

做父亲的未能尽到这一责任，“倘若他是富人，”有关权力机构就

要“向他索取教育子女所需的一切。”b

父亲和母亲都有义务教育自己的后代。同样，父母本身也需要

学习。中国古代圣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便是这一道理。如果为人

父的人能够虚怀若谷，不以知识看守者或真理拥有者自居，那他们

是大有机会反过来向孩子学习的。孩子不仅是受教育者，他们身上

所具有的许多品质和特性同样值得成年人学习。这里仅仅列举大人

可以向孩子学习的几点：纯洁的精神、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不怀偏

见地与人交往等等。如果家庭的每位成员都将家庭生活视为一种成

长的过程，而不把自己严格界定为教育者或受教育者，那么这种互

相学习就会成为可能并产生良效。c

四、家庭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家庭作为学习的中心，自然需要努力实现一系列的教育目标。

而在所有目标中，首要的是培养品格d，其次才是打好知识与技能

的基础——所要学习的知识与技能应能提升个人与家庭的能力，使

他们能够积极参与正在成型的社会新秩序。阿博都-巴哈建议道：

a 世界正义院编:《家庭生活》第849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6年版，第14
页。   

b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c 这里虽未涉及单亲家庭和大家庭（三世同堂）的情况，但文章中的讨论照样适用于

大家庭。
d See also Madeline Hellaby, Education in the Bahá’í Family, Oxford: George Rona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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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该把优良品德看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每位父母都

必须长期指导孩子，把他们引导到能获得永久荣誉的那些事情

上来。a

一个洁净、讨人喜欢、品格良好、行为端正的孩子，即使

他没有学识，也胜于一个粗鲁、肮脏、品性不良却精通各门科

学艺术的孩子。其原因在于：即使没有知识，却对他人有益；

而品性不良、行为不端的孩子，即使有知识，对他人有害无

益。然而，如果把孩子培养成既有学识又品德良好的人，其结

果则是锦上添花。b

然而，品格培养必须自幼年之时就着手进行。

一旦青年时期过去，要教育一个人并提高他的品性是极

端困难的。到那时，正如经验已证明的那样，即使尽一切努力

来改变他的某些倾向，都将是徒劳无功的。或许，他今天可能

有一点点改进；但过几天就忘记了，故态复萌，依然如旧。因

此，在童年初期就必须奠定坚实的基础。枝叶嫩绿时才容易使

其变直。c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通过宗教的教导及其道德指引，很

大一部分人已经学会克制本能私欲，转而培养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

和文化进步的品质。诸如诚信可靠、怜悯、宽容、忠实、慷慨、谦

虚、勇敢和公而忘私等品质，在无形中构成了推动社会生活不断向

前发展的根本基础。d”这一见解与某些认为宗教在品格培养中起

不到任何作用的世俗论者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e这种见解同

a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08.1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b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10.2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c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11.7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d 巴哈伊世界中心：《在公共机构中抵制腐败与确保公正：巴哈伊观点》，澳门：新

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
e 在这一点上，巴哈伊观点是非常肯定有力的。阿博都-巴哈说：“有些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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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求我们用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宗教，不能再将宗教视为冲突和狂

热的源头。a上面提到的品格基础指的是这样一种牢固的认识和坚

定的信念：一个人的精神实体犹如一座宝藏，其中蕴含丰富的品德

与潜能，需用教育将之挖掘出来，从而服务并改善人类社会。

如果品格的根本来自神圣的教育，那么品格所结出的果实则体

现在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美德和品质中。巴哈伊圣典处处在阐明这些

美德和品质，处处在劝诫人们获取这些美德和品质，并且指出获得

它们的方法。b我们不妨以“诚信”为例。这一品质被喻为“世间

万民的安全之门，来自大慈大悲者的荣耀表征。凡分享了这一品质

的人便已真正分享了财富与繁荣的宝藏。诚信是世人通向安宁与平

安的最大入口处……每件事情的稳定一直都取决于它，并且还会继

续取决于它。所有的权力、庄严和财富的统域都为诚信的光芒所照

亮……诚信的确是装饰你的最美好的袍服，戴在你头上的最荣耀的

与生俱来的人类尊严感会阻止人类犯罪，确保其灵性与物质的完美。也就是说，
一个有着天生的智能、崇高决心、主动热情的人会不考虑恶行带来的严厉惩罚或
者正义的巨大奖赏，而本能地避免对同类的伤害，并且渴望行善。然而，如果我
们仔细思考历史的恩赐之一。我们还观察到婴儿身上存在着侵犯无序的迹象。如
果一个孩子被剥夺了老师对他的教育，他那些令人憎恶的品质便会不断增长。因
此，很明显，这种天生的人类尊严感与荣誉感的出现是教育的结果。其次，即使
我们为了辩论之故而假定本能的智能和天生的道德品质将阻止恶行，显然具备这
种性格的人也像试金石一样稀少。一个假设是不能凭言辞便得以证实。它必须由
事实来证明。让我们看清天地万物之中什么力量驱使人们趋向正义目的与行为
吧！

  除此之外，如果那确实体现了如此天赋的人，同时也成为敬畏上帝的化身，那么他
向善的努力将毫无疑问得到极有力的加强。”（《人的转变-教育篇》，澳门：新
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a “宗教要团结所有的心灵，使战争和纠纷从地球上消失，推进精神文明，给每一颗
心带来生气和光明。如果宗教成为嫌恶、仇恨和分裂的祸因，那还不如没有它。
从这样的宗教退出，才是真正的宗教行为。因为，医药的目的无疑是治愈疾病，
倘若医药只是加重病情，那就不如弃之不用。宗教若不成为人们友爱和团结的动
因，那就不是宗教了。”（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
社2000年版，第107页）。

b 有人曾作过尝试，研究家庭应怎样培养这一系列美德。例如，琳达·卡维林·波珀
夫所著的《家庭美德指南——引发孩子与父母内在最好的一面的简易方法》，张
展辉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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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冕。”a

当今社会，道德衰败的现象已属司空见惯。然而，巴哈伊圣典

强烈敦促世人强化道德意识：“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必须达到如此崇

高的程度，以至他宁可让人割断喉咙也不愿撒谎，认为受刀砍矛刺

也比说诬陷不实之词或被暴怒冲昏头脑更舒适。”b无论如何，个

人必须受到内心那些基于荣誉、高尚、追求适当的欲望的激励。这

是与因惧怕惩罚而避免犯错的行为完全不同的。

家庭教育主要应该培养怎样的品格？要完全详尽地描述这种品

格将是非常困难的。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描述了一种圣

洁的生活，向我们表明了我们这一代应该具备的品格：

这样一种圣洁脱俗的生活，蕴含着谦虚、纯洁、节制、

得体和心地洁净等品质，意味着要在衣着、言语、娱乐以及所

有艺术和文学嗜好等一切方面秉持中庸的原则。它要求我们天

天警惕，控制自己肉体的欲望和腐败的倾向；呼吁我们抛弃轻

浮行径及其过度眷恋的、经常被误导的浅薄娱乐；要求我们完

全戒除酒类、鸦片以及其他致瘾的毒品；谴责色情艺术和文

学、裸体主义和试婚做法、婚姻上的不忠行为以及所有形态的

乱交、狎亵和性恶习。也绝不容忍与这个堕落时代的理论、标

准、习惯和放纵行为相妥协。相反的是要通过自身的动力，揭

示那些理论的有害本性，那些标准的虚假，那些主张的空洞，

那些习惯的谬误和那些放纵行为的亵渎本性。”c

这段引文所要求的人生品格和态度不仅构成家庭高尚与健康

生活的精神基础，也为家庭教育其成员、开发其能力提供最适宜的

氛围和环境。在这样的基础和氛围中，结合以相关的方法、知识与

a 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p.38。
b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11.2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c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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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家庭教育就一定能结出硕果——培养出其成员的一系列能

力。a换言之，我们所提倡的家庭教育，必须是精神品质与人生态

度、适当知识与实用技能相结合的全面教育。

同时，“善，如果用消极的术语来定义的话，就是只要管好

自己的事情，不伤害别人就行了。这一定义有史以来仅仅助长了压

迫。这种善对我们的时代而言是绝对不够的。b”因此，家庭教育

必须培养其成员更强烈的目标感，要将目标指向改变自己，同时也

指向改变社会。要有效地做到这些，家庭这个教育机构就必须为其

成员培养若干能力，或者能为主要在家庭之外培养的其他能力的发

展打下基础。巴哈伊圣典中明确或者含蓄地提出了一系列这样的能

力：鼓励及愉悦他人的能力；成为一个有爱心及责任感的家庭成员

的能力；训练有素地创新和尝试；在理解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时能

通盘考虑；提升理解、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人类本性的

高贵性；在社会交往中坚守正义；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管理中做到正

直廉洁等。c

作为初步尝试，本文以“提升理解、通过磋商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例，探讨如何培养这一能力。首先，磋商是巴哈伊圣典要求

信徒力行的首要义务。

关于你所提的父亲与儿子——或者儿子与父亲——在商

贸方面进行磋商的问题：磋商是上帝律法之基础的基本要素之

a 法尔扎姆·阿巴卜在《关于受巴哈伊思想启发的课程的讲稿》（弗罗里达，1994，
第42页）中指出，“能力是一种已发展了的思维和行为的机能。它具有明确的活
动范围和明确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将一直使用“能力”这个词指代复杂范围
的思维和行动（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一系列相关的技术和才干）。况且，
逐渐获得某种能力完全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吸收、对一系列概念的理解、对某种
态度的发展以及对精神品质的提高。

b  Farzam Arbab, A new framework for moral education, Darmstadt, Germany: Asr-i-Jadid 
Publisher, 1995, p.5。

c 全球繁荣研究所：《科学、宗教和发展——若干初步思考》，澳门：新纪元国际出
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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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种磋商——不论是父子之间的，还是与他人的——无疑

是可被接纳的，而且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人一定要在一切事务

上进行磋商，因为这将把人引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使人能够找

到正确的解决办法。a

由这段圣文我们可以看出，巴哈伊信仰不仅将磋商提升到神圣

律法之基本要素的高度，还将磋商推广到所有的人类事务之中，即

“凡事要磋商”。作为解决问题、达成决定乃至探求真理的至佳手

段，磋商既适用于国事政务和经营管理等公共领域，也同样要应用

于家庭事务等私人领域。关于家庭事务的磋商，巴哈伊信仰还进一

步指出：“家庭磋商要包括充分而坦率的讨论，而且要有适度和平

衡的意识。这样的磋商是解决一切家庭冲突的灵丹妙药。”b

至于磋商所需的一套知识、技能和态度，巴哈伊圣文指出，这

些都建立在坦诚和互敬的基础上，而且在磋商之前成员们要共同理

解问题以及相关原则。每位成员都要平等地参与讨论，坦率而有礼

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认真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一个想法一

旦说出，它就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磋商集体的。

参与者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员，将全体的利益和目标放在

个人观点之上。大家在坦率及礼貌的气氛下进行讨论。各方所

提出的意见并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集体，由集体来决议取

舍或改善，谋求能最完善地达到目的。磋商的成功在于，不论

在磋商开始时持怎样的意见，参与者都支持全体的最后决定。

在这种氛围之中，一旦发现某项决定在实践中有缺点，就容易

被重新考虑。c

a ‘Abdu’l-Bahá, From a Tablet -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847.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393。

b 2160,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 August 1978,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I, p.383。

c 巴哈伊国际社团:《人类的繁荣》，收录在《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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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磋商方式与那些最现代的谈判、妥协或辩论的方式大

相径庭，与那些对抗性的方式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磋商并不是谈

论，更不是唠叨、说教、指责或批评。磋商的目的不是拥护个人的

观点，而是探寻真理——巴哈伊圣文阐明人人都有责任探寻真理，

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磋商要取得成功，磋商者的动机就必须纯

洁，意图必须真诚。巴哈伊的体会是，如果磋商以祈祷开始，往往

会进行得非常顺利。经历过良好磋商的人会说，一旦磋商者付出真

诚的努力，一旦大家顺利做出正确的决定，大家就会感受到根本不

曾料想到的愉悦。a

五、教育方法

当然，家庭教育与其他任何教育一样，其方法都是由施教者对

人性的认识和被教者的了解所决定的。另外，教育方法还与教育的

目标和内容密不可分，实际上，教育方法、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应

该被视为一个整体。

巴哈伊经典指出：

人处于物质的最高级和灵性的最初级——亦即，他是不完

美的终点和完美的起点，他处在黑暗的终结和光明的初始，以

至于有言道：人的情形有如夜之末、昼之初，意思就是他具有

所有不同层次的缺憾，并拥有各种程度的完美。他既有动物的

一面也有天使的一面，而教育者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教育人的灵

魂，使得他天使性的一面能战胜其动物性的一面。b

巴哈伊圣文建议教育者要在长期努力的基础上，给受教育者以

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a Martha Schweitz, Family Governance: For Love and Justice, World Order 32 (3), 2001, 

p.18。
b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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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诫和解释、良好的忠告和教育”，从而将受教育者的精华展现

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人的精华永远都会隐而不现。a巴哈

伊圣文还建议教育者将自己看成是儿童的品格医生：“也就是说，

教育者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中，一定要改正孩子的缺点。”b

要让孩子的品格得到发展，能力得到提高，教育者需要运用基

于理性的方式，奖励和惩罚并举。c但是，巴哈伊信仰反对使用体

罚。这一点可从下面这段中话中看到：

母亲见到自己的孩子做得好时，都要给予赞扬，使他心情

愉快；如果孩子显示出些微的不良品性，她应劝告孩子甚至给

予惩罚，但要用明智的方法，如有必要，轻微的谴责也是可以

的。然而，不允许打骂孩子，因为如果孩子遭到打骂，他的性

格会完全反常。d

可见，对于家庭教育来说，确保能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必须完全没有害怕被虐待、诘

难、嘲弄或尴尬的情况。家是关怀、亲爱及和谐的窝。每一个成员

都必须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学习、成长与发展。

关于儿童教育，有这样一个类比：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或一个空

杯，而教育者就是那些努力填满空杯或写满白纸的人。这个比喻其

实有很大的缺陷。而巴哈伊的圣典中却有一个更为恰当的比喻：教

育者好比矿工，而受教育者好比“一座富矿，隐含无价珍藏。唯教

a Bahá’u’lláh,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247。
b ‘Abdu’l-Bahá,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270, No.606。
c 传统家庭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将父母的等级身份作为权威的来源。但在巴哈伊

经典中，家庭成员应该拥护并服从真理的权威。凡是力行真理原则的人，不论父
母还是其他家庭成员，理应受到尊敬。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孝顺、尊重父
母，这一点在下面这条忠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承认上帝之唯一性后，所有
责任中之最重要者，是真正尊重父母的权利。这一点在所有有关上帝的书籍中都
被提及过。”（世界正义院编:《家庭生活》第821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1996年版，第2页）    

d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95.2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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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能掘而显之，使人类从中受益。”a从这句话以及其他巴哈伊圣

文可以看出：每个人的能力是早就被赋予了的，而这些能力只有释

放出来才能造福人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者的角色就是挖掘或

释放出人的潜在能力。这也意味着，不论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应处

于一个互动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单方面的“填空式”b或者“喂饭

式”教育。“填空式”或“喂饭式”教育仅仅将学生视为信息的被

动接受者。巴哈伊倡导的家庭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开发”和“启

迪”式的互动过程，着重于“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也就

是说，在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高贵本质与人格的前提下，教育方式

旨在培养独自观察世界的眼睛和独自探求真理的能力，增长关于自

身成长的知识，而非靠别人的眼睛和现成的知识。而要增长关于自

身成长的知识，则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而反省过程需要在科

学与宗教所赋予的原则和知识的指引下进行。

如果我们承认每个孩子都被赋予了独特的天资，那么每位导

师就有责任帮助他们理解“自身的兴趣与爱好，以及自己能力的大

小”，然后帮助他们“极其勤勉地获取学识，学习有益的艺术和技

能，掌握多门语言，学习演讲，或者掌握当代技术。”c这种理解

表明，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不应按照所谓的理想性格或理想

职业的标准或固有看法来引导或塑造孩子，因为这些标准或看法通

常是由传统和流行观念形成的，不一定适合现代及未来社会的需

要。在教育学生时，教育者必须尽可能了解学生的天赋和爱好，这

样才能够“因材施教”，从而使教育得到最佳结果。

最后，在所有的教育机构中，没有比家庭更能体现出“模范”

力量的了。模仿是人的天赋能力之一。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

a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澳门：新纪
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b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00。
c  Shoghi Effendi, in Bahá’í Administration: a Compilation,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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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他们还无法理解这些行为。在一个家庭之中，成年人的行为

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仅是直接而长远的，且其程度无论如何估量

都不为过。因此，为人父母者，子女的教育者，首先必须注意自

己在家里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在孩子面前时时刻刻做出好的

表率。否则，再好的教育内容和方式，都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巴

哈伊经文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引导向来靠语言，如今却要靠实

践。a”“用行动而非言辞，做你们的装饰！b”

六、可在家庭中培养的习惯

如果一个家庭要用上述教育方法来实现本文提及的教育目标，

那么这个家庭很可能需要将这些教育目标具体化为某些行为模式。

本文将这类行为模式称为“家庭习惯”。培养一系列良好习惯，这

不失为实现家庭的教育功能的一个良好开端c。下面所提供的几条

习惯——不一定按重要性排列——代表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步骤，有

助于使家庭成为一个学习中心。本文主张，这些习惯的养成能够培

养那些主要应该由我们家庭来培养的能力。d

1. 创造美的习惯

这第一条习惯旨在建立一种热爱美、欣赏美、保持美的行为模

式。这里有一幅描述家庭生活之美的素描：家庭生活是“充满欢乐

a 巴哈欧拉：《隐言经·波斯文卷》第76首。
b 巴哈欧拉：《隐言经·波斯文卷》第5首。
c A. Furutan, Mothers, Fathers and Children – Practical Advice to Parents,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4, pp.7-12。
d 作者无意将这些习惯定型。斯蒂芬·科维（Stephen Covey）曾出版过一本名为《高

效家庭的七条习惯》（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Family）（伦敦：西蒙
&斯舒特出版社1997年版）的著作。虽然笔者也提出了七条习惯，不过这纯属巧
合，家庭习惯并不限于七条。本文所提的这些习惯只是笔者初步思考的结果，将
来随着思考的深入无疑还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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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喜悦的生活，是团结和谐的生活，是精神友谊与身体友谊共

存的生活。一个家应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们的思想应该像真理之阳

的光芒，天空中闪耀的灿烂星辰。他们应该像两只鸟儿，在友爱与

和谐之树的枝头上婉转鸣唱。”a这一习惯所涉及的范围相对比较

广泛，包括：身体的洁净，家庭秩序和纪律，催人向上的音乐，室

内布置的美术作品，高尚的品行和优雅的举止，庄重大方的衣着，

注重、欣赏他人的优点的品质，等等。b

以家庭使用的语言为例。不论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

位是高是低，语言都在家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牢记，

“一个词好比火焰，另一个词好比光明，二者的影响在世界上昭然

无遮。”巴哈伊经典建议我们“说话要像牛奶一样温柔”，好让人

们“能因此而得到养育和启发，能到达人之存在的终极目标，也就

是那真知与高贵的地位。”c我们从这句话中可以直接得出这样的

含义：家庭环境应该充满仁慈的言语和诚实的言语。这也是一个家

庭的所有成员都能努力达到的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与当前的社会常

规不大相符，但是这毫不减弱培养这一习惯的重要性或降低其紧迫

性。在这方面，父母和家里大人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

2. 进行积极谈话的习惯

下一个该问的问题是：一个家庭一般习惯上谈论什么事情？巴

哈伊信仰从不鼓励没有意义的闲谈，d并劝告家人的“谈话要限于

a ‘Abdu’l-Bahá, From a Tablet -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an,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397, No.860。

b 当然，在这个转型时期，需要根据人类成熟时期的时代精神重新定义“美”。
c 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p.172。  
d 当前，在家里说人坏话的现象并不少见，因为诽议这种社会疾病会蔓延到家里，而

家庭成员对此往往不够警惕。巴哈伊经文警告：“诽议会扑灭心灵的光辉，扼杀
灵魂的生命。”（《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25节，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
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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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的话题，限于关于当代知识的信息。”a巴哈伊圣典特别建

议父母要教导子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极其重大的事业，鼓励他

们从事有益于人类的学习。”b有人也许会问：这第二条习惯是不

是会使一个家庭变得过于枯燥和严肃，是不是会让一个人失去理应

从正常的家庭生活中获得的乐趣？然而，如果我们想想“人的本质

在于他的思想”c这个事实，那还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富有启发性的

思想会不给人们带来快乐？在这方面，我们现在也许该根据人类的

成熟状态来重新定义快乐了。

3. 磋商的习惯

上面提到，当今时代的家庭的标记应该是爱、团结和公正。如

果一个家庭能够营造出充满友爱、团结与公正的氛围，这个家庭就

“不会有独裁权威，而只有谦逊的友爱；不会有专断的权力，而只

有坦率亲切的磋商。”d需要在家庭中养成的第三条习惯就是家庭

成员之间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家庭磋商会议。当然，家庭磋商不见

得要有多么正式，多么有组织。聚会的氛围要非常轻松，让每个成

员能够无拘无束地彼此进行磋商。家庭成员正是在家庭中培养起磋

商的能力，而这能力不论对于一个人与家人或者外人进行交流合作

都具有重要价值。通过经常举行家庭会议，孩子们就可以初步体验

到机构生活，而且慢慢就可以开始掌握管理家务的艺术。为了培养

磋商的习惯，父母在与孩子交谈时一定要注意自己讲话的方式，以

便能鼓励孩子自己发现事情的真相，并要十分重视孩子的意见。每

个家庭成员都应理解，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见得完全相同，因

a ‘Abdu’l-Bahá,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374.
b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02.3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c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d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8 December 1980 to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New Zealand)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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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肯定会存在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不同思想的存在实际上是很有价

值的。家庭作为一个单元，通过举行这类会议，既可反思个别成员

的努力，也可检讨整个家庭的状况。

4. 祈祷的习惯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要重建家庭这个最古老而又最

基本的社会机构，我们对家庭这个实体就要有新的目标和理解，而

且要有实现目标的决心和毅力。家庭成员的力量与灵感来源于经常

阅读发人深省的话语和祷文。家人每天要一起祈祷并阅读圣作，这

种日常习惯会帮助每个成员深化自己对家庭所提供教育的理解，也

会促使每个成员按照这种理解而行动。巴哈伊圣文敦促父母教给孩

子“上天启示的神圣经典，好让他们用最甜美的声音诵读。”a另

外，这个习惯还有助于家庭成员形成感恩和谦卑的品质，给家庭带

来神圣之感和灵性气氛，让家人每日都能想起生活的精神本质。这

一习惯完全可以成为每个家庭的核心。

5. 善始善终的习惯

家庭为了实现其教育目标而应该培养的第五条习惯是“做任

何事都要善始善终。”b如果能够始终坚持这条习惯，不仅可以让

家庭成员学会坚持不懈，学会努力奋斗，适应艰难困苦，c而且可

以让他们看到自己所做事情的结果，从而欣赏到系统化行动的魅力

所在。d由于一个人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某种工作上的，因

此，父母一定要让孩子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和服务精神，这一点非

a Bahá’u’lláh, From a Tablet - 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250。

b ‘Abdu’l-Bahá, Compilations, The Compilation of Compilations vol. I, p.289, No.640。
c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02.3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d 当然，要排除以下情形：若一个人在行动中意识到有错，那无疑应该终止错误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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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

6. 服务习惯

家庭需要培养的第六条习惯是整个家庭或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空

出一定时间和一些资源，定期为有价值的事业做出贡献和服务。这

些服务包括：给周围的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品德发展的精神教育；或

者帮助一些人培养服务的能力。这样，孩子就会从很小就学会造福

他人、服务邻居，就会深刻懂得一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是密不

可分的。更为重要的是，孩子们还会懂得并实践这一格言——一个

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地位乃是服务的地位。服务这一行为模式在巴哈

伊信仰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今日，凡献身于服务全人类

者，皆乃堂堂正正之人。”a要建立这条习惯，首先家庭要有定期

的好客行为，关心邻里左右和所在社区，同时家人之间也要相互服

务。这种做法肯定有助于慷慨精神的培养。

7. 健康习惯

虽然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但其灵魂的寓所是物

质躯体。这个寓所不仅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它的良好保养也

能反映一个人内在精神的良好状态。“虽然身体的洁净是外在的事

情，但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此，照顾和管理好自己

的身体，可以说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无疑

需要从家庭、从人的年幼之时就着手。健康习惯一旦建立起来，人

就会“洁净、保持健康和戒除不良嗜好。”b这条习惯要求我们饮

食要科学健康，杜绝一切不良嗜好及行为，如喝酒和吸毒等，保证

足够的运动和休息，还要有适当的娱乐活动。总之，家庭教育必须

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健康教育。而健康习惯所要求的这些家

a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p.249。 
b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129.6段，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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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内组织化和计划性的行为模式也当然要在幼年——身心成长之

时——就建立起来。

七、结论

以上论述可能已经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印象：在家庭教育问题

上，本文要求重新而彻底地审视普遍认可的社会常规和当今社会的

基本现实。的确，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付出努力。虽然按照我们社会

的常规，我们一般不会重新思考我们的家庭状态或者重新构思我们

的家庭，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到了非要这么做的时候了，而

且还非常紧迫。我们要让家庭重新获得神圣地位，恢复自身的教育

功能，以便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光接受一

些教育孩子的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至少，家庭成员要重新定义一下

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是怎样的，要重新调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要按照时间和资源重新安排家务和家庭之外的事务的优先顺序。幸

运的是，正式教育体系的改革需要许多个人、机构及社区的决定和

承诺才可以执行。然而家庭的改革则不然：任何一个有意于建设一

个更美好的家庭的人都可以马上开始这一行动。在这一方面，在青

年群体中宣传婚姻的目的与意义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着力提倡的正是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家庭。我们可以在家

里培养组织性行为模式——各类良好的家庭习惯，使家庭教育真正

产生成果，从而使我们的家庭变得更加美好。不过，这些家庭习惯

都建立在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和人类整体迈进成熟阶段若干新原则之

上。本文所建议的这些习惯既简单易懂，又易于操作。我们着手培

养或思考这些习惯时，可逐步增加它们的复杂程度。家庭成员或者

家庭这个机构在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可将培养这些习惯视为其

中重要的一环。应该说，很多家庭已经开始在家里培养以上的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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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当然，如果能赋予这些习惯不同的意义，将它们建立在不同的

信仰体系之上，就可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这些习惯。

本文仅仅对巴哈伊圣典关于家庭教育这一主题的启发性阐释

进行了初步探讨。家庭教育无疑是一个广受关注的主题，因为我们

之中没有哪个人可以宣称自己与家庭毫无关系。关于这个主题，我

们还需从巴哈伊圣典或其他地方学习很多东西，还需涉及很多其他

问题。比如说：怎样培养这些习惯？有没有忽视一些更重要的习

惯？我们该怎样鼓励家人共同反省家庭目前所处的状态，所依赖的

根基，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积极参与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在

建设具有强大教育功能的家庭方面，社区和机构能够发挥怎样的作

用？本文所提及的一些思想与当前中国文化中的思想有何关系？与

当前社会上的惯常做法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们在着手重建家庭、

反省我们努力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凡此种种，都需要

我们进一步加以探究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