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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中国与新世界秩序研究
∗



[加]乔卡特著,石沉译

写在前面

我们所在的社会正在从家族、部落、国家逐步演化到达一个世界共同体.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

都在为创造这一全球大家庭而努力着.

全球化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人类向往已久的成熟阶段.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实际上,人类社会是否能健康生存下去,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个

世界新秩序.

如果中国在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方面都有着丰富的潜在资源,那么深入全面理解中国的成熟

过程与潜在贡献就是很重要的,它会有益于我们面对人类向成熟期发展所遇到的挑战.

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在大家面前:当我们对现代化的定义越多地包含了对精神发展的重视(不仅

仅着重于物质发展),中国对此的潜在贡献就越明显.

本书包含了我本人的一些想法,同时汇集了他人对这个题目的论述.我希望本书与我们置身其

中的生活一样,日后还有机会不断地丰富、修正和完善之.

人类的成熟

１．１　一个全球性的过程

在人类成熟的图表(见图１)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各大文明如同道道河川,汇聚于同一海洋.

它们相对隔绝地流淌了数世纪,历经一个创建国家时期,之后便是近年来的飞速全球化.各文明交

汇合流的同时,人类登上了社会演进的阶梯.社会单位已从家庭,演进到部落、城邦、国家,最后则暗

示着列国一家.

在各种地域文明的影响下,社会发展的这些阶段展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从家庭、城邦发展到


∗ 原载[加]乔卡特:«广厦:中国与新世界秩序研究»,石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文中图表序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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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每一步,都提高而非减损了个人的能力.前进的每一步,都为身处其中的个人扩大了机会,这

些机会让人类精神得以表现,并将人类精神移植到越来越大的“园地”,直至我们达到了这一巅峰:觉

悟到我们的一体性.现在,我们的视线第一次越过同一片水域而彼此相望,带着我们全部的集体经

验和文化财富的广博遗产,以供相互探究利用.第一次,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融合为我们的世界.

图１　人类的成熟图表.在２０００年的光环大致代表着２５４个国家以及国家的独立日.数字代表各宗

教的开始:１．印度教　２．塞宾教　３．摩西　４．释迦牟尼　５．琐罗亚斯德　６．耶稣　７．穆罕默德　８．巴

孛　９．巴哈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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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呢?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J．Toynbee)将文明指认为一个过程,一种进取.

　　来开创一种社会状态,可让人类全体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有如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

庭的成员.我相信,这是迄今所有文明,即便不是自觉地,也是在无意中一直朝向的目标.①

巴哈伊信仰的宗教领袖②阿博都巴哈(１８４４~１９２１),把人类的成长过程比作个人的成熟过

程.他说人类已走过了童年和青年的集体阶段,现在正进入期待已久的成熟阶段.每一阶段都划定

了社会群体的边界,及合作互助的边界.而今这些边界已扩至整个星球.它们描绘出我们集体成熟

的轨迹:我们社会的幼年、童年期,和当前从青春期的国家、宗教及种族对抗向成年期的过渡.我们

现在必须获取“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能力”,以适应我们新的普遍状况———一个包容全体的大家庭.

　　一切造物皆有其成熟的阶段或时期.一棵树的生命中的成熟期,是其结果之时.动物

则是达到完全长大的阶段,而在人类王国中,当理智之光获得极致发展并达到最大能力时,人乃

臻于成熟类似地,人类的集体生活亦分阶段和时期.一时,它在经历童年阶段,一时经历青

年时期,而今它已进入预示已久的成熟状态,其迹象处处可见适用于人类历史早期之所需

的,既不符合也不能满足今日这崭新而圆满的时期之要求.人类已从先前的局限状态和初步训

练中破茧而出.现在,人必须拥有新的道德标准,新的能力.人在青年阶段所拥有的能力和品

格今天已不能满足其成熟期的需求了.③

罗马俱乐部前主席欧文拉兹洛(ErvinLaszlo)说,从进化的观点看,世界作为一个系统,正在

迈向更高级的组织秩序,迈向一个全球社会,一个各国协同合作的“大型综合体”.并且,除了像美

国、前苏联和中国,这些他称之为“综合体社会”的几个人口和疆土足够多的国家以外,“几乎没有哪

个社会发展到了足以独立自治的程度”.

　　虽然专业型的经济体制当中有几个,像新加坡、韩国等等,设法为自身找到了能够赢利的小

生境,但多数的专门型经济体制———即约有１２０个第三世界国家,既无大量贵重的自然资源储

备,又未掌握发达的科技基础设施———发现自身的境况日益难以为继.

　　着手向下一阶段,一个超国界的社会演进,正是国家自身利益所在.④

戈尔巴乔夫赞同此观点,他说:

　　在世界如此相互联系之时,还将国家利益摆在世界难题之上,实在是短视之举.⑤

虽然中国是一个相对自治的“综合体”社会,并且其在全球觉醒的早期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帝国主

义剥削,其领导人仍然说:

　　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国家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此说毫不为过.设立中央政府将是人类的

一大进步.有了这样的政府,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就能得以维护.因此没有世界政府,当今的

世界便没有秩序.(意译)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一直都在参与着集体成熟的过程;一个我们刚刚觉察到的过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rnoldToynbee,AStudyofHistory,abridgedoneＧvolumeedition,p．４４．
原书为“波斯的先知和作家”,应著者乔卡特要求修改为“巴哈伊信仰的宗教领袖”.———编者注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Wilmette,BahíPublishingTrust,１９６８,p．９．
ErvinLaszlo,TheGrandSynthesis,pp．１３７Ｇ１３９．
Gorbachev,AssociatedPress,SatMay８,９:３１PME．T．
YanXueTong,“ChinaInstituteOf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Relations”,quotedinChinaDailyeditorial,July２８,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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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参与的有机过程中,一个复杂系统的各种元素极力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这一整

体,各个部分就不能恰当地运作,甚至无法生存.我们正进入成长的必经阶段,一个全球化的动荡时

期,社会、政治和精神成熟的前奏.我们可以把人类在文明及其相应信仰体系方面的数世纪的实验,

看作是一个训练过程,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对人类品格的教化,它表现为一个不断前进的文明.

一个全球社会的创建,至少从贸易、交通和通信方面来说,已然在我们眼前展现.

　　在这幸运的世纪中出现的科学技术进步,预示着地球上社会向前演进的澎湃大潮,并指出

了人类的实际问题可能得以解决的手段.确实,科技进步恰好为大同世界的复杂生活提供了管

理工具.①

１５００~１８４０
陆地马车和海上帆船的最快平均速度为１０mph

１８５０~１９３０
蒸汽火车的平均速度为６５mph
蒸汽轮船的平均速度为３６mph

１９５０s
螺旋式航空器,平均速度３００~４００mph

１９６０s
喷气式载人航空器,平均速度为５００~７００mph

图２a　逐渐缩小的世界地图


①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othePeoplesoftheWorld:ABahíStatementonPeace,BahíStudiesSeriesNo．

１４,Canada,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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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b　缩小的地球

同样,还有政治和社会前沿的运动:

　　有利的迹象包括:初创于世纪伊始的国际联盟,与后来基础更为广泛的联合国组织,其迈向

世界秩序的步伐日益稳健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纷纷独立,标志着建立

国家的过程已告完成,这些初创国家可与老牌国家一道参与共同关切的事务;随后,以往相互隔

离敌对的人民和群体,在科学、教育、法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的国际合作大量增多;近几十

年来涌现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数目空前;呼吁结束战争的妇女和青年运动普遍展开;普罗大众

谋求借助个人通讯来理解事物,而自然产生了不断拓宽的网络.①

世界和平在过去十年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这一理想从形式到内容都在展现出来.长

久以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已在人类进步之途上瓦解;看似无法调解的冲突也开始屈服于磋商

决议的过程;以统一的国际行动来回击武装侵略的意愿正在萌生.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唤

起了广大民众和世间许多领袖对我们星球之未来的一度几近泯灭的希望.②

除非建立起这一全球社会,至少是达成政治上的停战,否则致力于国际、国内和城市的发展问


①

②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othePeoplesoftheWorld:ABahíStatementonPeace,BahíStudiesSeriesNo．
１４,Canada,１９８６．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OfficeofPublicInformation,TheProsperityofHumankind,１９９５,p．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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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像是发了洪灾却只管救助溺水者,而不修筑堤坝.既然我们现在已是一副躯体,真正的国家自

治唯有在各个器官和平联结、协同运作之后方能实现.

　　今日,人类已进入其集体的成年期,赋有能力将其发展的全貌视为一个单一的过程.成熟

的挑战在于要承认我们是一个民族,要摆脱我们过去受局限的身份和信条,共同建立全球文明

的基础.

确立一个既是进步的又是安宁的,既是动态的又是和谐的社会体制,它给予个人施展创造

性和主动性的自由,但乃是基于合作互惠.①

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冲突格局积重难返的当今世界,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协调合作主导大

局的世界.世界秩序的奠定,只能基于对人类一体的不可动摇的认识———这一精神真理得到了

人类所有科学的确认.②

我们亦可推想,这是所有宗教创始人所预言的和平年代的开端.它或许也是中国诗人和贤哲曾

梦想的大同时代的早期.

　　于大同世界,举世趋大同.去国界合大地,去种界同人类.再无战争

众生平等,无荣于地位阶衔.唯倡智与仁.智以举事成业,兴利助民,而仁以广济众生,普

度万民,爱人利物.

于太平世,人之本性既善,才智既优,则唯以智仁之事为乐.机构日新.公利日增.心

智日强.知识日明.举世之民并进仁、寿、极乐、至善与智慧之境.(意译)③

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

１．２　内在与外在平衡发展的需要

就在当今时代似乎正要提供技术和制度手段来创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厦之时,腐败、

自私和贪婪、国家主义、恐怖主义、宗教和种族偏见,却严重阻碍了其进程.正当全球化培植互惠互

利的国际贸易前景之际,恃强凌弱之加剧又见端倪.

我们有理由发问:“世界是否会被强权国家或企业操控而进一步加大贫富之间的鸿沟?”“我们的

文化资产,我们对新世界秩序的潜在贡献,是否会被西方喧嚣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所扼杀?”“战争的

周而复始能否终止?”“在环境破坏封杀了发展的可能之前,我们能否醒悟过来?”“我们真的是处在新

纪元的黎明,还是全球灾难的边缘?”

　　无论前景如何完美,目前的行为模式都不会激发人们对前进过程的信心.产生这些疑问也

就自然不过了:全球化究竟是要在保持多样化的前提下统一人类,抑或纯粹是要推动消费主义

文化普及全球? 它是给大众带来繁荣的体系,抑或仅是持有特权的少数人其经济利益的表达?


①

②

③

④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othePeoplesoftheWorld:ABahíStatementonPeace,introduction,October
１９８５．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othePeoplesoftheWorld:ABahíStatementonPeace,introduction,October
１９８５．

TheOneＧWorldPhilosophyofKangYuＧWei,trans．byLaurenceG．Thompson,GeorgeAllen & UnwinLTD,

１９５６．
张载:«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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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导致一个公正秩序的奠立,还是现存权力结构的巩固?①

阴暗面的存在,表明我们仍欠缺成熟的行为和原则,以及与我们新的“地球村”状况相应的成熟

机制.世界的不平衡,显示出我们“内在的”精神发展,并未跟上我们“外在的”物质发展.

不组成群体来相互支撑,人就无法生存.和动物不同,人不能孤立地生存.没有相应的更高层

次的理解、合作与互惠,就没有可能达到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合作互助是社团的基本运作原则与

社会生活的黏合剂:合作互助表现得越多,内在与外在生活的质量就越高.

合乎道德的知识与行为,给物质的发展标定了方向,并加以强化和保护.道德观是富于效力的;

精神品质部分地构成了执行革新项目的能力,而精神视野支撑着实施项目的意志.发展的物质经纱

与精神纬纱纵横交织.单以物质福利为目标的发展所带来的繁荣会更加捉摸不定,而非相反.人类

是相当复杂的.回避人的精神能力,只把人看作是物质世界中的消费者,就大大局限了发展策略,阻

塞了更深刻、更丰富、最终也更富能效的动力源泉.成熟意味着我们拥有潜在的“新的道德标准,新

的能力”,并必须加以开发利用.阻滞该能力的发展,会进一步导致不稳定.

　　我们知道,社会的前进肇发于那些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意义深远的社会

变革,有赖于发展品质和态度以助长建设性的人际互动形态,亦等量地取决于技术能力的获得.

真正的繁荣———建立在和平、合作、利他、自尊、正直操行和正义之上的福祉———来源于灵性觉

悟与美德之光,以及物质发现和进步.

这些品质,诸如可信赖、怜悯、克制、忠实、慷慨、谦卑、勇气和舍己奉公,为社团生活的进步

构成了无形但却是根本的基础.②

比较一些强制性的惩罚,威吓或腐败举报热线之类的措施,提高自我节制的能力对社会发

展肯定是一种更长远的基础.这种能力的保持和发展会带来精神与物质的同时增强.③

例如,美国的一群社会学家论说其国家的社会健康,因缺乏有意义的生活目标而受损:

　　没有社会效益的工作,放在任何大的社会或道德背景中,本质上都是无意义的,且必然产生

疏离感,金钱报酬对此仅有几分安抚.造成疏离感的结果就是工作丧失意义,没完没了的竞争,

自我中心的生活,家庭生活的观念与残酷竞争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分裂,以及注重功利的既无个

人意义也无公民美德的教育.④

经济繁荣和技术发展并非现代化的目标,它们是帮助我们在共同生存的新层次上达到内在

和外在成熟的手段.

　　除非个体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和渴望得到承认,否则发展的努力大多仍将归于失败.人类

的幸福、安全和福祉,社会凝聚力,以及经济正义,并非只是物质成功的副产品.相反,它们是从

物质及社会需求的满足,与个体的精神满足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中浮现出来的.

　　这空前的经济危机,连同其所催化的社会崩溃,反映出人性的概念本身存在着深刻的谬误.

因为主流体制的鼓励机制,不但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响应,而且基本与世界上的主要问题不接


①

②

③

④

Dr．FarzamArbab,TheLab,theTemple,andtheMarket,editedbySharonHarper,IDRC,Canana,２０００,pp．１Ｇ２．
OvercomingCorruptionandSafeguardingIntegrityinPublicInstitutions:ABahíPerspective,GlobalForumon

FightingCorruptionII,May２００１,theHague,Nertherlands．
原文中有段引文在下文中重复出现,故此处删去.———编者注

RobertBellah,HabitsoftheHeart:IndividualismandCommitmentinAmericanLife,NewYork,PerennialLibrary,

１９８５,p．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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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我们看到,除非为社会的发展找到一种远远超越单纯物质条件改善的意义,否则就连物质

改善的目标也无法实现.这种意义必须在生命和动力的精神维度中找寻,且须超越变化无常的

经济景象,以及“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的人为分野.①

中国的贤哲也认同,若无正直和正义的滋养,精神活力———气将馁败.并且,获滋养之气可弥漫

内外世界之间、“天地”之间的差距.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

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

馁矣.②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间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对于良好品格的重要性及其与发展的关系,亦有类

似的强调.

　　我们对世上可以促成人类进步的力量加以检视便会发现,现代文明极其有赖于教育和

科学:协同行动的能力取决于平等的原则与服务的精神;在政治、财务与行业关系中协调合作的

才能必然基于诚实无私之美德故理所当然,任谁无知,无能合作,不愿无私服务,同时又以

喜好压迫良弱,而畏伏于强恶以谋一己私利,这样的人很可能在人类进步前进时退却落后.(意

译)③

若把阴暗面视为我们向集体成熟过渡之动荡期的一部分,并非是我们固有本性的表现,而是我

们尚欠成熟的成长阶段的体现,我们对全球化过程的信心就会增加.

　　在过去浩瀚的历史进程中,偏见、战争和剥削曾是尚不成熟阶段的表现,而人类今日所经历

的无可避免的骚动,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集体的成年———坦率承认这一点,不应成为绝望的理

由,而应该是承担建设和平世界这一恢弘大业的先决条件.④

如果我们的信心足够深入,我们就会乐于找寻我们集体成年期所需的“新的道德标准,新的

能力”.

１．３　中国对人类成熟的贡献

人类正面临着建立一个和平世界的巨大工程.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为了促进全球繁荣的发展范

例”,而那需要“考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特征,来应对这个星球上人民和国家间不断增长的相

互联系”⑤.

中国的贡献会是什么呢?

１９９０年,著名的哈佛大学汉学家费正清(JohnFairbank)在他的新书«中国:新的历史»的导言

中,称中国为现代性的后来者.他还问道:中国从隔绝状态中浮现出来,只是及时地参与世界的终

结,还是偕其数千载的生存经验以援救世界?


①

②

③

④

⑤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OfficeofPublicInformation,TheProsperityofHumankind,Introduction,１９９５．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CaoYunXiang,HeadofQinghuaUniversity,excerptfromtheintroductiontohisChinesetranslationofBahullh
andtheNewEra．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othePeoplesoftheWorld:ABahíStatementonPeace,BahíStudySeries
No．１４．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TowardaDevelopmentParadigmfor２１stCentury,August１９９４．



巴哈伊文献集成
ChineseStudiesontheBahíFaith:AComprehensiveCollection

第５卷
２１３３　

１９２３年,作家兼国际事务观察家守基阿芬迪说:

　　中国,这片土地有其自己的世界与文明,其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１９２３年),其在物质、文

化、精神资源与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其未来无疑是光明的.①

１９２１年,伯特兰罗素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时,评论中国道:“生产而不占有,行动而不独断,发展

而不主宰.”②

１９１７年,阿布杜巴哈(巴哈Ｇ伊教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儿子)说:

　　中国拥有巨大的潜能.中国人极好追求真理且纯真无邪.真的我说,中国人免除了任

何欺诈伪善,可为理想的动机所激励.中国是未来的国家.③

这些对中国寄予高度期望的说法并没有聚焦在中国的商务能力或辛勤工作的能力上,也没有强

调中国在１４世纪前科学技术成就领先于世界文明的辉煌时代.相反,他们主要提及中国的品质,她

的社会和精神能量与潜力.这就是中国的潜在贡献吗?

　　在过去的四十个世纪里,中国在生活之道上必定汲取了许多教训,其思想必定已臻成

熟.或许中国要有所贡献.比起相互杀伐,肯定会有更好的方式、更人道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争

端.肯定的,有着四亿民众(１９３０年)、四千年文化和广阔的资源,中国必将对人类的和平与进

步有所贡献.④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精神、哲学遗产做一个简要的调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精神教育有道家、儒

家和佛家的印记.例如,中国由道家衍生出融合正反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更多地看到系统整体

而非二元分立的能力;借儒家精习了如何把精神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从佛教获取了高洁的灵性,及对

物质和灵性之间契合度的敏锐感知.

我们在中国会发现:

•诗人和贤哲之言所表达的对正义的热爱;

•对和谐、互惠和对立统一的信念;

•“信仰体系是社会秩序的根基”这一悠久的儒家观念;

•“天下一家”的信念;

•对完美的热爱,产生了诸多世纪的瑰丽文明;

•好谋求共识而非借助诉讼来解决冲突;

•服从的能力;思想开明而少偏见;

•希望“从事实中找到真理”;

•喜爱实际地运用知识;钦慕行为而非言词;

•注重家庭关系,尤其是孝敬父母.

下文摘自广为人知的儒家四书中的«大学»,它是孔子教义的“概要”.千百年来,学童都会背诵


①

②

③

④

LetterfromShoghiEffenditotheBahísoftheEast,２３January１９２３．
BertrandRussell,TheBasicWritingsofBertrandRussell:１９０３Ｇ１９５９,editedbyRobertE．EgnerandLesterE．DenＧ

non,GeorgeAllenandUnwinLtd,１９６１．
A̍bdulＧBah,ReportedinStaroftheWest,vol．８,April２８,１９１７,No．３,p．３７．
JamesYen,IntellectualShockofChina,StaroftheWest,１９,MassEducationMovementinChina,SWOctober１９２５,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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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其主旨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中.① 简言之,它主张发展的目标应当是昭明美德;其方法包

括规范,培养,纠正和调查;此过程将国家内政生活与实现和平发展,将社会福祉与个人精神健康联

系了起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人对真理实情的调查(格物)乃是内在与外

在的平衡所依靠的支点.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

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至少部分地可以追溯到大乘佛教的教义:

　　普度乃基于众生本为一体之念.个人可净化自己,从而逃离罪业之苦,然只要还

有人尚未觉知全体的灵性交流,则任何人的救度皆非尽善.度人以度己乃佛教所教诲的普

世之爱的训示.②

如果我们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支持的话,我们将发现中国提倡的和谐、关系的重要、平衡、

中庸以及集体重于个人的信念等等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与无限制的扩张、对欲望的满足、获取、

消费主义以及个人重于集体等相比,这些不是更吸引人吗? 中国艺术的美,她大多数的诗歌,特别是

她的园林设计,都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与和谐的诸多考虑之一.

迅速审视了中国的社会、哲学、精神遗产后,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有如此高的对中国的“资源”与

“潜力”的评价.我们在中国的精神基因库里发现了很多活跃和潜藏的因素,都与人类进展到其综合

成人期相关.

中国人第一个就会承认他们并没有总是遵循他们的价值观和教诲.他们指出历史上的暴乱.

他们也会指出中国当下的问题,如腐败、社会问题、环境恶化,以及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

当我们去看中国历史上的暴乱时,我们应将其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几千年前开始的伟大

文明在唐宋时期臻于成熟,随后是长期的没落,直至１９１１年止于末代皇帝.暴乱标志着每一个朝代

的兴替,两次领土扩张时期,以及革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稳定增长期

与分裂混战期交替对比.我们需要注意主要的征服与扩张期发生在元朝与清朝,当时统治中国的不

是汉族而是异族.蒙古人(元朝,１２６８~１３６８)和满族人(清朝,１６４４~１９１２)均来自北方,他们分别占

领中国,执掌中国航船之舵.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更近的历史时期,中国不曾参与全球殖民统治,但

曾受到他国的殖民统治.

尽管战乱频仍,中国在最长的历史时间养活了最多的人口.因此,我们应该将那些不时出现的

战乱期视为文明建设之漫漫长路上的困难———或者说是在当时缺少更恰当的方式或方向,而不应将

它们视为中国天生的性格.

同样的,中国当前所遭遇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逐渐增强的“财富不能带来快乐”的不安,都表

明了它与其道德标准间的矛盾以及与其精神根源的距离.这种不安同时表明了中国人心理上的价


①

②

比如:在１９９７年,在北京鼓楼附近的黑芝麻胡同小学,我儿子的家长会上,老师在谈到教育目的的问题时,她说了这

样一句话:“我不怕笨,我怕坏.”

E．A．Burtt,TheTeachingsoftheCompassionateBuddha,A MentorBook,１９５５,p．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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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系统的活跃程度,仍像飞轮一样在不停地转动.中国古代极受欢迎的诗人杜甫的声音仍在回响: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

惆怅难再述.①

如果我们将这些缺点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中尚不成熟的阶段的标志”,那么极有可能的

是,尽管中国的精神遗产目前看来极为贫弱或受到了强大的威胁,它并没有失落.能认识到这些缺

点就已经是成熟的标志之一.

对物质与精神必须携手发展的认识是通过一个世纪的疑问、探索、实验以及汲取教训中不断增

长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贫穷和物质匮乏的时代,首要的任务是集中精力改善中国

的物质条件,传统的和革命的美德,诸如克己、适度、为人民服务、中庸、服从等等很少有冲突.中国

在“废除长期的不公正和独裁统治方面,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解除极度贫困方面,以及扫除基于

迷信基础上的根源极深的信仰体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②

这个进程包括在那场狂热的青春期自我毁灭式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精神遗产的灭绝,那是一场

旨在消灭“四旧”(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和旧文化)的运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中国从这种近

乎“文化自杀”的状态进入了“一个试图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新的关系的实验和改革的进程”.③

与自身传统的关系逐渐成熟,能够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眼光去翻检这一巨大的遗产.对

一切传统的东西过去只是不加分析地一律排斥之,现在的态度渐渐成熟了,能够从中找到未来繁荣

和发展的资源.

１９７８年是一个分水岭,门户开放政策既鼓励了外国人又激发了本国人的个人主动性,来参与国

家(首先是经济和科学)的重建.中国现在正不断力争现代化以“赶上西方”,一举一动都透露出变迁

或“改革”.中国对其现代身份的探究,并未循行褊狭的民族主义道路;相反,中国自由地尝试非中国

式的科学、技术、商业方法、法律等等.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封闭到有意识地与外部世界恢复

往来.中国正经历“改革”和现代化的挣扎,以“追上西方”.中国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改革开放,

发展成为亚洲新兴的经济力量.短短的３０年时间,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轨道,世界也随

之体验了她的改革开放,并且为它的发展而投资.

今日的中国摒弃了数世纪以来传统的对科学漠视的态度,而给予科学崇高的地位.④ 科学和高

科技现在被视为经济发展的表征和主要方案.中国近来增加了对研究的投资,正摩拳擦掌要成为科

学领域中的世界领袖.

可以明显地看到,自从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她

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中国有意识地奋力前行了一百年.中国没有自满,也没有松懈麻痹.进入 WTO,成功申办


①

②

③

④

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家».

ThoughtsonChina,articlebyDr．FarzamArbab,May１９,１９８９．
ThoughtsonChina,articlebyDr．FarzamArbab,May１９,１９８９．
“有两千年,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历史记载极其令人注目.之后从两三百年前开始衰落了.约瑟夫尼达姆博

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前言中,评论古代中国人的科技发现和发明时写道,他们‘常常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

洲,尤其是到１５世纪’.”(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汇编:«古代中国的科技与科学»,外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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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和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均有助于再度唤起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乐观精神.

然而,最近几年,伴随着成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阴影.腐败、社会和环境问题持续不

断,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的标志越来越明显.腐败在一个将领导工作与道德水准相联系的文化背景中

更显突出.与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相比,对腐败的容忍可能是对稳定更大的威胁.

现在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富裕,对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现象也能够接受,人们不知道除了过舒适的

生活外该如何处理这些财富.不同的价值观互相矛盾地混在一起.中国传统中平衡个人和集体权

利的习惯导致了中国人对现代社会里为追求物质财富而追求财富的倾向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

警惕.人们逐渐认识到金钱并不能带来快乐,认识到缺少“社会生态”和物质与精神的一致性.中国

亲身体验到,物质的高度丰富、技术与科学的发展都不是最终极的目的,也不能确保“和谐社会”.

在向西方开放的近些年来,中国的精神资源被西方世界消费导向的物质主义发展模式所遮蔽的

现象日益严峻.中国越是接受去掉了我们精神能力的发展的“现代化”的定义,就越不能看清自己潜

在的精神贡献的价值.她对自身卓越理念的鉴识,不仅因为强调物质发展而被抑制,而且因她自谦

的本性而被延缓.“的确,我们国家落后”,很多中国人会点头称是,却加强了西方的自我优越感.

科学的进步,尽管导致了物质的发展,却需要与道德进行对话,以公正地、恰当地发挥它的利益

与能力.科学技术既可以施展于和平用途,而在腐败的人或者冷酷的或者不明智的人手里也可以应

用于破坏性的目的.例如,全人类所痛心疾首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等的过度储备,显然是对科

学的误用.而在虽不致命,但其危害性更为隐秘模糊的前沿领域我们遭遇到新时代的电脑盗窃和恶

意病毒.

１９３９年,外国人士朱丽叶布莱登(JulietBredon)说道:

　　虽然所有这些现代的进步尤可钦佩并引人注目,但对于中国来说,北京未来的一大问题,是

要让新的标准适应中国人的心理.过渡时期常常带来错误和仓促的现代化冒险,而令一切都丧

失了个性.在陈旧和崭新的两极之间,钟摆来回往复.要加快运动又不扰乱平衡,是有思想的

中国人已开始着手的一项艰难而精巧的任务,他们确信无疑:要么道德伦理和(科学)知识并驾

齐驱,要么丧失一切.①

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阴影是对精神质量的一个警示,提醒人们需要平衡内在和外在的发展.它们

是一个信号.现在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已经到了将注意力返回到根源的时候了,即“修身”,以改善

道德价值和行为.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都极其明了失去稳定要付出的代价.他们已获得了

有意识地谋划透过苦难和成功未来的能力.苦难自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它首先是一种能力的资源.

中国典籍中高度评价这一过程,如在易经中,还有孟子的描述: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②

而近些年来缺少物质、精神间的平衡所带来的痛苦与尴尬将挑战中国对更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深

入探索.


①

②

JulietBredon,Peking,１９３１,pp．５４Ｇ５５．
«孟子告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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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将我们时代的真正需求与中国传统里的精粹成果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承载的

许多品质、技巧、态度和能力,正是挣扎着迈向成熟时期并抛掉“积重难返的冲突格局”的世界所需要

的.发现中国浩繁广博的文化、哲学和精神遗产与新时代的需求多有合拍之处,发现中国能为人类

“真正的”现代化作出宝贵的贡献,这会是一个确认,一份欢欣,振奋着中国人的心灵.也许,如费正

清所推论的那样,中国的天命不仅是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实现物质与精神间更有活力的平衡,而且还

要与世界分享其经验.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其他国家,它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范例及其促进世界和平的协

同努力,而在新世界文明的发展中,成为更具效力的参与者.中国不需循行他国踩过的旧径;它

可以开辟一条新路,直接迈向新世界秩序中一个赋有尊荣的位置,而中国将亲身协助该秩序的

建设.①

成熟的诸方面

　　怎样自然而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及社会成员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现今

的观念反映了人类在其发展的早期和尚欠成熟的阶段中所达到的理解水平.如果人类真的在

走向成熟,如果地球上的所有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如果正义要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原则,那

么,由于对日渐显露的这些事实的无知而产生的现有观念,就必须加以重构.②

我尝试着从以下方面来描述我们的集体成熟:

２．１　个人的成熟

２．２　社会的成熟

２．３　信仰体系的成熟

２．４　与权威的关系的成熟

２．５　社团生活的成熟

２．６　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成熟

２．７　文化的成熟

２．８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的成熟

２．９　决策制定的成熟

２．１　个人的成熟

个人品质作为基本的发展目标其所赋有的重要性都蕴含在中国的文化里.例如:

　　儒家学说将治国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修身它把平天下这一最终目的,和修身这

一必然起点,逻辑地联系了起来.(意译)③

新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希望合乎天理的统治应注重“全民的自我修养”.他


①

②

③

ThoughtsonChina．articlebyDr．FarzamArbab,May１９,１９８９．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OfficeofPublicInformation,TheProsperityofHumankind,Part３．
TheWisdomofConfucius,editedbyLinYuTang,TheModernLibrary,NewYork,１９３８,p．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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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和良政的基础.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

厚,未之有也!①

在中国,“人的素质”这一说法时常在讨论中出现.缺乏素质往往被归结为问题的根源和发展的

障碍.

　　“自然而和谐”是宇宙的根本特性,亦是人不懈追求的理想状态.然而,裙带关系、自私自

利、国家冲突、家庭内部和男女之间的摩擦、宗教间的隔阂,都在人类和谐、进步与团结之道上作

梗.因而,要消弭争论,抛却好恶而改进人品就势在必行了.但这一目的不能靠惩罚来实现,因

为惩罚只能矫正外部的,却不能疗治心里的.此即儒家学派思想何以主张,要让民众行止端正、

品性高尚,教育乃是关键而有效的途径,因为人性之本质是与天道相合的.②

孟子说:“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之道是和谐的,人之道亦是如

此.人性的基本表现应是和平宁静的,并与自然(宇宙)秩序合一.那些好挑起争端的人既偏离了

人道也背离了天道.教育的责任和功能在于改造和匡正那些离失了人道的人,先匡正其心,再使

其行止合乎规则,从而达至社会的和谐.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作为改进品性的手段,教育占有重

要地位.③

用类似的语汇,阿布杜巴哈描述了个人的灵性化,个人的精神成熟可作为矫正犯罪的方法及社

会和谐的基础.

　　精神文明会训练每位社会成员,除了可以忽略的少数外,无人会从事犯罪行径.人们会把

犯罪看成是奇耻大辱,把罪行本身视为最严厉的惩罚.④

之所以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乃是根据这一假设:人是可以教化的;人有别于动物,是“天”的

反映,有组织社团的才智,生来就有爱与正义的能力.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

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⑤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是

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⑥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⑦

确信道德教育能够成功,还须基于这一假设:人究其本性,并非不可救药地自私而有侵略性.这

后一种行为,其产生乃是后天学得的,而非先天所固有.

　　侵犯与冲突成了我们社会、经济和宗教体系的显著特征,以致许多人已屈从于这一观点:此

类行为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因而无法根除.

这种观点一扎根,令 人 棘 手 的 矛 盾 便 在 人 类 事 务 中 滋 生 出 来.一 方 面,各 国 人 民 都 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大学».

SunLiBo,unpublishedpaper,１９９８．
SunLiBo,unpublishedpaper,１９９８．
A̍bdulＧBah,SelectionsfromtheWritingsof̍AbdulＧBah,p．１３３．
«荀子王制篇第九».
«礼记曲礼上第一».
«孟子尽心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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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和平与和谐的到来,渴望结束终日缠身的惶恐忧虑.另一方面

又不加鉴别地认同这一主张:人不可救药地自私而有侵略性,因而无能建立一个既和平、和

谐,又是进步而动态的社会体系,一个既允许个人自由施展创造性和主动性,而又基于合作

与互惠的体系.

对和平的要求日益迫切,这一基本矛盾却阻碍其实现.那么,关于人类古代境遇的通常看

法所基于的那些假设,便需重新加以评估.经过冷静检视便可证明,此种举动远非人类真性的

表达,而是人精神扭曲的反映.确信这一点,全人类就能开动建设性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

符合人性,因而会鼓励以和谐与合作采取代战争与冲突.选择这样的做法并不是要否定人类的

过去,而是要去理解它.①

不论是政府的对抗体制,渗透于多数民法的辩护原则,对各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斗争

的颂扬赞美,还是主导了大部分现代生活的竞争精神———冲突以各种形式被公认为人际互动的

主要推动力.它还在物质主义人生观的社会组织中另有一番表现———两个世纪以来,这种人生

观日益得到强化.②

尤为特别的是,对物质追求的美化———它既是所有这些观念形态的起源,同时又是其共同

特征———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人的自私和侵略性无可救药”这一谬论滋长的根源.正是在

这里,必须为建设一个适合我们子孙后代的新世界清理场地.③

孟子也赞同,人的本性并非是恶的.他把人的精神比作山上的树,山被附近乡民垦伐,被牲畜侵

蚀.他问,山貌退化是否归因于山的本性? 他宣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

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

之性也哉?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赤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

之,可以为美乎?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

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

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④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⑤

千年来中国一直明白,对个人的道德教育和训练是发展的基础.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国奋力建设

一个全球共同体时,其重要性再次显现.

２．２　社会的成熟

加拿大心理学家侯赛因丹尼什博士把迈向成熟的转变,描述为从专制型和放纵型转向更成熟

的“整合型”社会关系的一个运动过程.

　　虽然专制型的关系曾经并仍然是人际关系中最常见的,不过还有放纵型和整合型两种.


①

②

③

④

⑤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hePromiseofWorldPeace,Octoer,１９８５．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OfficeofPublicInformation,TheProsperityofHumankind．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hePromiseofWorldPeace,Octoer,１９８５．
«孟子告子章句上八».
«孟子告子章句上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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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成熟时代的莅临,必定与整合型的生活、人际关系的优势相契合.专制型和放纵型展

示出童年和青春期发育阶段的特征,而整合型则描绘了一个成熟类型的人际关系,因而,它对于

我们理解推动人类由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所需的先决条件来说尤为重要.①

他把这些关系模式演绎为人格类型(见表１).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类型看作是范围更大的社会状态.

表１ 人格与社会类型

人格类型

(民族性格)
特征 世界观 情感与理智特征 与他们的关系

专制型 以权力为导向 二元分立的感知 刻板僵化 屈从于专制

放纵型 以享乐为导向 不加分辨的感知 混乱 无法无天的关系

整合型 以成长为导向 存多样求团结 有创造性 负责与合作

如果我们把上表放在中国,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在从专制型向整合状态成长.据此观点,我们可

以认为专制主义不是永久性的状态,而是成长的一个阶段.

中国围绕君权天授的帝王而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展

示出了克制和中庸,对“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这一原则的尊重,以及服从的传统.儒家思想强

调整体福祉的重要性.比如,它提倡当个人与社会或家庭发生冲突时,个人应放弃自己的利益,即舍

生取义.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克制和中庸、注重群体理解为尊重整体团结或是尊重领导制度,而只是

从服从专制“政权”的角度来解释.

更成熟的整合模式的世界观是“存多样、求团结”.现在,这一新的世界观已是所有社会不论是

专制型还是放纵型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将彼此视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如果我们认同个人可

得益于社会整体的组织,那么理所当然的,个人行为要是能加强整体也必定会加强个人.没有这个

基本理念,就不会有动力去参与到集体的命运中,或是去服务他人;合作互惠的原则亦难以实行.

　　虽然人类社会并非纯粹由一堆互不相同的细胞所组成,而是由个个都赋有理智和意志的个

人联合而成;但是突显出人的生物学特性的运作模式,也生动地表明了生存的基本原则.这些

原则中最首要的就是存多样以求团结.看似矛盾的是,正是人体组织秩序的完整性和复杂

性———以及身体细胞在身体中的完美融合———才允许了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固有

的独特能力.不论是在为身体的功能出力,还是从整体的安康中撷取养分,任何细胞的存活都

不能离开身体.②

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的同时,个人的修身,正像儒家模式所阐述的,仍然是发展的出发

点———“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当个人意志从属于社会意志,其个性并不会在群体中消失,而是在发展中更被关注,从

而在前进的潮流中发现自身的位置;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得益于个体成员所积聚的天资和


①

②

H．B．Danesh,M．D,Unity:TheCreativeFoundationofPeace,BahíStudiesPublication,Canada,１９８６．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OfficeofPublicInformation,TheProsperityofHumankind,p．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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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这样的个人不单纯是通过满足其自身的要求,而是通过实现其与人类发展目标的完全合

一,来将其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这种关系对于文明生活的保持极其重要,它要求社会与个人之间极尽理解与合作;因为需

要培养一种风尚以便社会个体成员的所有的潜力得到发展,这种关系必须允许“个性”有“自由

空间”,通过自发、主动和多样的形式来确保社会的生命力,从而“维护个性”.①

公民权,在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同时满足两个目的:分享和表达我们独立

的、个人的能力和智慧;以及确保整个社会的活力.尽力创造出后者,才能更好地开发前者.

中国要进行这一过渡,也许比西方社会从较为“放纵”的状态转向成熟更为容易.

２．３　信仰体系的成熟

各信仰体系:同一过程的各个要素

我们一览人类成熟的图表(图１),便会观察到以下模式:

•文明的“河流”

•这些河流汇入同一海洋

•各大文明都和某一信仰体系紧密相关

每个文明周期都能追溯到某个强有力的、催发灵性的影响,究其根源,便是其创始人.事实上,

诸如印度教、犹太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这些文明的称呼和信仰体系的称呼,甚至其创始人的名

号,大多是可以互换的.与各文明相关联的创始人包括:克利什那和古普塔文明,摩西和犹太王国,

琐罗亚斯德和波斯帝国,佛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影响,耶稣和拜占庭帝国,穆罕默德

和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于１５００年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复兴,当归功于伊斯兰的影响.

与这些伟大文明的成熟时期相关联的,有所罗门、阿育王、康斯坦丁、萨拉丁和阿克巴等伟大的

君王.中国早期的一位圣王也许是一个文明的创始人.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国,但却在中国扎了根.

孔子和老子从未声称自己是先知,但他们的教义被拥奉为中国内在生命的根本哲学基础.

本文的附录«文明和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列举了若干简例,来说明灵性推动力总有“文明”响

应紧随其后的现象,特别是源于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文明响应.

各个信仰体系都有一位创始人和一本经书.信仰体系的创始人推进爱与团结的大业,并给出关

于其所在时代的律法和社会原则(详见附录).如果我们认同道德思想大多来源于各大信仰体系,如

果我们认同互助互惠是文明的根本,我们就可以论证,通过这些体系的影响,人类天生的道德与精神

禀赋逐渐得到发展,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世界上的各个宗教提供了伦理秩序和精神根源,由

此产生了社会秩序,并结出文明之果,整个进程都是由阳光———造物者的教化所推动的.


① Letterfrom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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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文明的元素

　　只要和现世的生存有关,宗教最大的功绩,多在于品格的教化.通过其教义,并通过这些教

义所启迪的人生楷模,历代各地的芸芸大众都发展出了爱的能力.他们学会克制其本性中的动

物层面,学会为共同的利益作出重大的牺牲,力行宽恕、慷慨和信赖,并将财富及其他资源供给

文明进步之用.他们谋划出制度体系,从而将这些道德进步大规模地转化为社会生活规范.无

论如何被教条增生所遮蔽,或被宗派冲突所扭曲,克利什那、摩西、佛陀、琐罗亚斯德、耶稣和穆

罕默德这些卓绝人物所启动的灵性推动力,都对人类品格的教化发挥了最主要的影响.①

他(巴哈欧拉)说,神圣天启是文明的原动力.当天启出现,它对那些回应者的心智与灵魂

的转变作用,便复制到新的社会中———这个新社会是围绕他们的经验慢慢形成的.一个人心所

向的新的中心浮现出来,它能赢得各种文化背景的民众投效于它;音乐和艺术采用的象征符号,

传达出益加丰富、更为成熟的灵感;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是非观,使得制定关于民法与操行的新法

典成为可能;新的机制构想出来,而让前所未知或被忽视的道德责任之驱动力得以表现:“他在

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当新的文化演进为一种文明,它进行大量的更新转换来吸收过

去时代的成就和洞见.过去的文化中不能被融合进来的特征就会萎缩,或被民众间的边缘分子

所接续.上帝之言既在个人意识里也在人际关系中创造新的可能.②

但是,每一个文明也都有她的寿命.文明过程的每一次显现,都展示出了内在的有机循环周期,

始为朝气蓬勃,继而成熟随后衰落.起初,其信仰体系是伦理行为的主要根源,为文明的幼年和童年

期提供了道德基础.当一个信仰体系的生命力处于巅峰,激发出社会秩序、文化和科学上的巨大成

就,安定、繁荣、兴盛的文明便产生了.当宗教教化的澄明和动力减弱,当道德戒律的力量松弛了,文

明就从内部溃散了.

中国不同朝代文明的兴盛和衰退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

的成熟期.中国的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将不同历史时期形容为,充满活力的汉代,成熟优雅的唐宋

和僵硬死板的明清.当信仰系统的创造力进入衰退期,其相应的文明体系的发展也停滞了.


①

②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TheProsperityofHumankind,Part４,１９９５．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StatementonBahullh,May２９,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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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一个文明的生命周期

如果我们将一个文明的发明创造和科技成就看作是该文明生命循环过程中的必要产品,那么我

们就能回答著名的“李氏问题”了.李约瑟(１９００~１９９０),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主

要作者,将其一生投入到发现“中国直至１５世纪一直是地球上最领先的文明、奉献给人类数百个最

广为人知的发明”的工作中.

李约瑟想“探求５００年前中国突然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使得现代科学的发展必须发生在别处,主

要是地中海沿岸,而不是中国.现实情况是很明显的:在１５世纪中叶,中国所有的科学进展基本都

陡然停止,欧洲那时却担当起了发展世界文明的领导角色.为什么会是这样?”①“为什么中国不能

保持她的早期优势和创造优势?”“为什么中国人停止了尝试?”②

１５世纪中期正好与中国由佛教衰退开始引起文明创造力走下坡路是重叠的.很自然的是,当

这一循环要结束的时候,其在科学发明进步方面也开始衰退.

感谢李约瑟,他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他的研究,中国

的发明与科学概念是欧洲农业进化的基础.而农业进化是工业进化的基础,而这些都是现代科技发

展的基础.

中国在科学上的领导地位下降与其长期的文明生命的终结相一致,其文明生命在几千年前由宗

教所推动,最近的一次由佛教助力.随着这个信仰系统的创造力的亏蚀,它的果实也枯萎了.


①

②

SimonWinchester,TheManWhoLovedChina,HarperCollins,NewYork,２００８,p．１９０．
SimonWinchester,TheManWhoLovedChina,HarperCollins,NewYork,２００８,p．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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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科学技术的进化过程

在中国的生产力也开始走下坡路的同时,伊斯兰的最富创造力的时代也已终结.以穆罕默德开

始的文明将其领导者的火炬传递给地中海南岸与欧洲,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如果没有穆罕默德,

欧洲还将沉睡在长达１０００年的黑暗年代.

伊斯兰给欧洲带来的礼物包括来自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的文化知识.伊斯兰在将中国的科学

及工程技术引入欧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发明和其在欧洲的应用之间的时间差

超过１０００年.

　　如果世界上的国家和人民相互间有更清晰地了解就更好了,就能在东西方之间的认知鸿沟

上架起桥梁.总之他们是,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建造一个世界文明的紧密伙伴.今天的

技术世界是一个东西方合作的产物,直至最近尚无人能想象得到它的发展程度.现在是东方和

西方都应该认识并了解中国的贡献的时候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今天学校里的孩子们认

识到这一点,他们这一代人将把这些知识吸收到他们对世界的基本认知里.当如是,中国人和

西方人才能平等相看,认识到他们是真正的全面的伙伴.①

贯穿历史,“信仰体系与文明”的过程在各个时期和地域里的相似性,不同信仰体系的伦理信条

在本质上的和谐一致,以及我们由穴居先民向世界公民的晋升———都暗示着文明和信仰体系间的关

系是一个持续进步、不断前行的过程.该过程的目的,如汤因比所提出的,是要:

　　来开创一种社会状态,可让人类全体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有如十个包容全体的大家

庭的成员.我相信,这是迄今所有文明,即便不是自觉地,也是在无意中一直朝向的目标.②

我们可以说,没有什么单独的“宗教”,精神教育的过程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我们曾将其各种

不同的面貌曲解为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所“大学”,以前是在分开的

校区里,而今正进入同一个全球“校园”.当我们面向历史上各大信仰体系迄今所达到的地步,我们

是在看旧课本,和我们童年与青春期的课堂行为.如果过去的各大信仰体系都是一个前行的、晋升

的“内在”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则我们要做的不是抛弃该教育过程,而是要进行一番更新,要有一套与

我们同一个星球的世界相适应的新的教育课程.


①

②

Robert,TheGeniusofChina,１９９８,p．１２．
ArnoldToynbee,AStudyofHistory,abridgedonevolumeedition,p．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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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同一精神教导的过程

列教皆有其在天之源而从之.溯其源,三圣无异也.(意译)

天下同归而殊逢,一致而百虑.①

既然视为一个过程,则任何信仰体系若主张唯我独尊,便毫无根据了.这样的主张并未看到所

有体系共通的统合意向.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旧的信仰体系,一旦其生命力耗尽,便再也无法作为重

建的基础.这就需要真理的再生,而不是复述真理,需要一轮新的春天,真实精神的一次复活.虽然

从一个“(信仰)周期”到下一个周期,真理会再次回响,甚至是原原本本地重申,但真正的更生力量却

已传递给了新出现的信仰体系.

　　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整个事业本身,是一个精神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心智不断创造

出更为复杂而有效的手段,来表达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和理智能力.该现象是不断再现

的;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因为它是演进的秩序所固有的基本现象.②

纵然从该过程中得到滋养,人类却从未理解过它.相反,人们围绕着自己精神经验的每一

段落,都分别构建了一个宗教体系.贯穿历史,宗教推动力一向因矛盾与苦痛冲突的结局,而屡

受羁绊.③

就如科学和法律总是趋向越来越精确地定义实体而时常被更新一样,宗教也必须获得更新.信

仰体系的“生命之水”的效力,具有清洁净化的功能;但是,不断使用也是一个不断污染的过程.比

如,刘子健(JamesT．C．Liu)推崇宋代新儒家为“道德先验论者”,但后来他说,“新传统主义完全渗透

到文化中,以致它丧失了转化的力量.”

随着信仰体系的生命力减弱,它就逐渐不再管理人们的行动或对人们加以规范了.随着社会的

成熟,信仰体系中的社会教义便失去了切实性.范围扩大了的科学不再和宗教同声相和.信仰体系

降格为外在的形式、外表和仪式,而缺乏内在的意义.它们和发展的新阶段毫不相干以致必须被抛


①

②

③

«周易系辞下».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WhoisWritingtheFuture?Part１,１９９９．
E．A．Burrt,TheTeachingsoftheCompassionateBuddha,AMentorBook,p．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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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信仰周期这一必要的冬季,把墨守旧时代体系的社团同转向新灵感源泉的社团划分开来.

图７　人类信仰的汇合

　　宗教是神性实质的外在表达.因而,它必须是活的,富于生机的,运动的,进步的.倘若它

没有运动和进步,它就没有了神性的生命;它是死的.神性的法则是持续活动的和演进的,因

而,对这些法则的启示必定是进步的和连续的.一切事物都受制于革新.①

以前的信仰体系虽然跨越了国家和种族的边界,但未能成为世界性的.例如,佛教很合中国的

口味,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罕能渗入汉人当中.那时人类尚不足够成熟以接受世界性的体系,也

无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然而,所有这些信仰体系,普世性已潜存其中,让我们为那备受

期待的圆满的日子预先做好准备.

今天有许多人,对宗教的第一印象便是偏见、迷信、无理性的盲目服从、暴力甚至战争,都冠以宗

教之名.倘若这些就是所谓的宗教的果实,那我们丢掉它岂不是更好? 关于这些不无道理的印象其

根源何在,以下所作的区分可提供一些解释:

(１)道德教义和社会教义之间的区别

虽然各体系的道德教义都基本相同,例如“爱你的邻人”这一主题贯穿了所有体系;但各体系中

关于婚姻、遗产、饮食等等的社会教义则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然而,一个体系里数世纪的积

习,使得放弃根深蒂固的传统而迈向新一级的社会律法原则并非易事.


① A̍bdulＧBah,ThePromulgationofUniversalPeace,p．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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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始经书和人为添加的成分之间的区别

信仰体系创始人的著述,有别于信徒经年累月所添加的非本质的仪式与习惯.后人添加的这些

有的已经模糊了甚至歪曲了原始信息,使其主旨更加难以把握,更不用说其总体的演进目的了.这

样混淆了真理也就遮暗了进步之途.世界信仰体系的创始人是———

　　人类的第一位教师.他们是普世的教育者,他们定立的基本原则是寰宇进步的肇因和要

素.后来蔓延开的形式和仿制品无益于那种进步.相反,它们是上天教育者所奠定的人类基础

的破坏者.它们是遮蔽实质之阳的乌云.①

(３)“经书”和某些宗教领袖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进一步加剧混淆的是某些宗教领袖的行为,通常是在文明的后期阶段,他们出于无知或对权力

的热衷,固守着不合时宜的制度,这些制度必定要在新周期里升起的太阳面前消散.他们没有指引

他们的大众朝向新光源,反而抗拒它,甚至鼓动迫害其创始人及其追随者.例如,犹太宗教领袖迫害

耶稣;基督教领袖掀起了对穆斯林的迫害.这些都是明确的表征,显示该周期结果的时期正在逝去.

　　真正的宗教是人间的爱与契合之源,优秀品质的发展之因;但人们固守着仿制品和伪造品,

忽视了那统合一切的实质:他们因此被剥夺而与宗教的光辉无缘.他们尊奉从父辈和先祖那里

继承下来的迷信.这迷信盛行若此,以致他们撇掉神明真理的天界光华,而坐在模仿和想象的

黑暗中.本是要助长生命的,反变为死亡之因;本应是知识之明证的,现在成了无知的凭据;曾

是人类本性崇高之要素的,却表明了其堕落.因此,宗教家的领域渐趋狭窄黑暗,而物质主义者

的范围却拓宽并得到发展;因宗教家固守仿制品和伪造品,忽视并丢弃了神性,以及宗教的神圣

实质.②

信仰体系名义下的暴力和偏见,是对其原初宗旨的歪曲,并不能抹杀其价值;知识之火在孩童或

无知者手里会是危险的.衰落腐朽中的信仰体系无法体现其价值;瓦解是衰落的表征,是一个周期

所固有且必需的,周期会翻新而再度开始,聚集起新的强大力量.

　　衰败时期过后,转折点到来.强光逝而复 返.革 去 故 也,鼎 取 新 也;与 时 偕 行,故 无 害.

(意译)③

如果信仰体系是前后相续的,而前一个体系的生命力业已耗尽,我们就需要一个崭新的开始.

倘若我们演进的下一步是人类家庭成为一体,则相应的,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契合我们时代需求

的生机勃勃的信仰体系.

我们的世界近来紧密地融为一处,以及过去一两百年间学识与发明急剧加速,都暗示着一个新

的文明周期———首次以全球规模———已经开始了.倘若信仰体系会驱动人类成长的新阶段,则此突

飞猛进的整合与瓦解背后的那股力量必定已然存在.它在哪里? 创始人是谁?

这一更新的信仰体系必须是普世的,必须实现世界各地民众的宏愿,并有能力激发文明的全球勃

兴,而各文化能在其中“以不断变化的模式相互作用”.它必须给予“人类心智更为复杂而有效的

手段采表达其固有的道德和理智能力”.该信仰体系的伦理规范应当是各个宗教所共有的

“爱你的邻人”之基本主题的复兴;其社会原则必须涉及世界公民在这全球化的星球上的组织形式.


①

②

③

A̍bdulＧBah,ThePromulgationofUniversalPeace,p．８５．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１９７２,p．７１．
«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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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

１８６３年,一位波斯要员的儿子巴哈欧拉,在流放于伊拉克巴格达期间,宣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

更新的信仰体系的开创者.他宣称自己要发出的是一系列递进的启示中最近的一个.他的核心讯

息和目标,是人类的一体.

　　须把世界当作人的躯体,虽于创世之初乃健全完美,但由种种原因,染患了严重的失调与疾

病.它未得一日安适,病情反而日渐加剧,因它历受无知医师的治疗,那医师任随己欲,谬误深

重.若经一位精干医师的照料,躯体的某一部分一度痊愈,其余部分却罹患如故.全知者,全智

者如此告知你等.

主所命定为医治全世界的极效药方与至强工具的,是世界众民联合在一个普世的圣道,一

个共同的信仰中.除非经由一位熟练、全能、受启发的医师之方,否则绝无法实现此点.诚然,

这是真理,其他皆为谬误.①

１９１８年,在致海牙和平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巴哈欧拉的儿子阿布杜巴哈写道:

　　巴哈欧拉的教义之一是,尽管物质文明是人类世界进步的一个手段,但在它与神圣文明结

合之前,想得到的人类幸福这一结果,是不会达成的.思之,一小时的光景,这些战舰就能把一

座城市变为废墟,这是物质文明的结果;同样,克虏伯炮、毛瑟枪、炸药、潜艇、鱼雷艇、武装飞行

器和轰炸机———所有这些战争武器都是物质文明的恶果.如果物质文明结合了神圣文明,这些

猛烈的武器就绝不会发明出来.不,人类的精力会完全投入到有益的发明中,集中在有益的发

现上.物质文明就像玻璃灯罩.神圣文明才是灯本身;没有光,玻璃罩便是黑暗的.物质文明

就像躯体.无论它如何绝顶优美,典雅极致,它也是死的.神圣文明就像是灵,躯体由灵获取生

命,否则它就成了尸体.因此显而易见,人类世界需要圣灵的气息.没有灵,人类世界就是无生

命的;没有这灯光,人类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因自然界是动物的世界.除非人再次从自然界出

生,即是说,超脱于自然界,否则人本质上还是动物;正是上帝的教义将这个动物转变为有灵魂

的人.②

根据巴哈欧拉曾孙守基阿芬第所言,我们的成熟不仅仅是在阐明一个理想.它是人类社会的

一场深刻的有机改变,带来与其新状况相匹配的机制,亦即人类演进必然的圆满成就.

　　不要有任何误解.人类一体的原则———巴哈欧拉所有教义所环绕的轴心———绝非无知的

激情主义之爆发,或模糊的虔诚希望之表达.不应把它的呼吁仅仅视同于再度唤醒人间兄弟情

谊和亲善精神,它的目的也不单单是培育个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和谐合作.较于任何古代的先

知所得以提出的,它的内涵更为深刻,它的主张更加伟大.它的信息不仅适用于个人,它更首先

牵涉到必定连结所有国家和民族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成员的那些基本关系之性质.

它并非只构成了一个理想之阐述,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

•一个充分体现其真理、表明其有效性并永保其影响力的机制.

•它意味着当今社会结构的一次有机改变,这一改变世界从未经历过.


①

②

Bahullh,GleaningsfromtheWritingsofBahullh,p．２５４．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p．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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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构成了一个大胆且遍及全球的,对国家信条之陈旧口号的挑战———这些信条一度盛

行,且必将按照天尊所设计并控制的一般情形,让步于一个根本不同于并无限优越于世界所曾

构想之事物的新福音.

•它所要求的不啻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重建与非军事化———该世界在其政治机关,灵性抱

负、贸易金融、文字语言等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有机统一,而其联邦单位的民族特征依然无限

多样.

•它代表着人类演进之圆满———该演进最初始于家庭生活的诞生,随后的发展达成了部落

的团结,接着导致城邦的建立,再后扩展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制度.

正如巴哈欧拉所宣示的,人类一体之原则恰如其分地赢得这一郑重声明的支持:达至这惊

人演进中的这最后阶段,非但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其实现正快速临近,并且,缺少源自上帝的力

量,无任何事物能成功地确立这一原则.①

巴哈伊信仰承认上帝的一体和他众先知的一体,坚持无束缚探索真理的原则,谴责一切形式的

迷信和偏见.巴哈伊信仰教导,宗教的基本目的是促进和谐一致,宗教必须和科学并行不悖,宗教构

成了和平、有序而进步的社会唯一而终极的基础.

　　反复教诲两性享有均等的机会、权利和特权的原则,提倡义务教育,消除极端贫富,将本着

服务精神进行的工作提高到崇拜的等级,推荐采用国际辅助语言,为奠立和维护世界永久和平

提供了必要的机构.②

巴哈伊信仰是世界独立宗教中最年轻的一个.其创始人巴哈欧拉,被巴哈伊信徒视为上帝使者

系列中最近的一位,该系列一直延伸到有记载的历史以前,包括亚伯拉罕、摩西、佛陀、克利什那、琐

罗亚斯德、基督和穆罕默德.

巴哈欧拉的信息中心主题是,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种族,其统一在一个全球社会中的日子已届临.

巴哈欧拉说,上帝已启动历史性的力量,正摧毁着传统的种族、阶级、教条和国家间的樊篱,并将适时

引发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地球众民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接受其一体性这一事实,并协助统一的过程.

巴哈伊信仰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这一点的实现.体现着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种族和文化的约六

百万巴哈伊组成的全球社团,正在为巴哈欧拉的教义付诸实施而工作.他们来自２０００多个不同的

部落、人种和族群,生活在２３５个国家和附属地区.大不列颠年鉴(１９９２年)称巴哈伊信仰是世界上

地理分布第二广的宗教,仅次于基督教.

他们的经验将成为一个源泉,鼓励着所有同样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家族,把地球视为一片故土

的人们.

２．４　与权威的关系的成熟

随着人类的成熟发展,大众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发展.我们需要逐渐地摆脱以权威崇拜为

导向的社会体系,走向以合作、承担社会责任为特征的成长型社会体系.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与西方

存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中: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体系和中国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体系.长


①

②

ShoghiEffendi,TheWorldOrderofBahullah,p．４２．
ShoghiEffendi,ExtractsfromUnitedStatesBahíNews,No．８５,１９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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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迟早都要向西方的“民主方向”发展.但过去三

十年的历史来看,中国人运用东方的哲学理念,平稳地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

定.现任政府更是直接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尽力化解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这使我们看

到,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东西方在未来可能做到殊路同归.

在这里,我们仅从个人自由和党派制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个人自由

如果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基于相互负责和合作,那么这就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必须

受到限制.我们在２．１节中提到,“如果我们接受个人能够从社会整体组织中受益,那么符合逻辑的

推论就是,个人行为在强化了社会整体的同时也强化了自己”.

为了保证整体的利益,团体的权益应大于个人的权益.因此,个体的自由应基于了解社会整体

关系并由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社会的能力.

自由的质量与个人的知识和训练有关,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对以下这段引文,中国人已是耳

熟能详,乃至常常不用岁数来识别一个人的年纪,而是看一个人和自由的关系有多成熟.

三十来岁称为“而立”之年———立足坚稳的发展阶段;四十来岁称为“不惑”之年;五十来岁则“知

天命”———明白命运的意义;六十来岁“耳顺”,能明辨优劣;七十来岁,“从心所欲”却不逾越规矩.人

们懂得,真正的自由是经过毕生的学习过程之后才能达到的.自由有界限,它不应“逾矩”.

这种对自由的理解使中国人具有冷静应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能力.尽管当今的中国的年轻

一代非常崇尚“自由”,但根深蒂固的克己理念使他们对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和宗教组织成员有牵

连的国家所发生的自我毁灭的暴力冲突大惑不解,同时也对美国允许个人携带枪支的法律很惊讶.

比如,中国大多数城市人遵守一个子女的法律,因为他们认为需要这种严厉的措施来预防人口

过多的后果.有谁感谢过中国的克己,因为中国控制了世界人口的数量? 如果你在中国的城市里,

在高峰时段挤过公共汽车,你就会切身体会到人们为什么能够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逻辑.尽管会有

棘手的副作用,即一个子女的政策会助长溺爱孩童,并且会减少照顾年迈父母的子女,但中国依然坚

持不懈.缺少社会福利体系,要在农村生存是很艰难的.生活要靠养儿子,因为儿子将来会留在家

里.这一需求和一个子女的政策相冲突,导致了女胎的流产.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直到教育水平提

高了,以及有更多的退休金规划就位.

中国人的克己遏制了那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颠覆行为,这种克己并非只是畏惧外部的威吓.

中国人把领导者看作是由“水”即人民所支撑的船.人民懂得,水的目的应该是载舟的,而非覆舟.

西方往往不把这种做法看作是维护自由之举,却认为这种做法缺乏自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

认为这些中国的传统经验更符合人类走向成熟的方向.中国的克己文化在当今金融危机中,对比无

限度消费的西方文化更显得“可持续”一些.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以封建家长、长官意志为主宰的文化已经消亡,实际上,

中国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还很长.

党派制

在成熟的社会中,我们将从一种充满对立意识的体制转换到另一种和谐统一的体制.在新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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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代对立竞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是通过公众参与、磋商调和,达到团体利益最大化.正如一对争吵

不休的父母不能管好一个家庭,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可能由一个时时处于对立争斗的政府机构管理.

西方对民主的定义通常是指民选政府,以及多党制和不受约束的对政府行为加以批评的自由.

多党制是出现于以追逐权利为目的的不成熟社会体系中.这种带有相互监督制约的体系在防止滥

用权力时是有必要的.但当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建立以公正和团结统一为原则的新体系时,这种以对

抗为基础的政府机制就该淘汰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千百年来适应的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权力中心.政治体制中的“在野党”或“反

对党”的概念是与其传统道德及知识系统相矛盾的.多党制对中国不单是一种外来的概念,而且可

能引起国家分裂,甚至内战,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在中国向成熟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没有必要重复

西方的对抗性多党制过程.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的传统道路,扩大和改进目前的各级人民代表的选

举,强化民众参与和磋商的过程,使之更具有民选的意义.

２．５　社团生活的成熟

在社会组织中有一个层面大于家庭而小于城市,我们称之为“社团或社区”.我们在村庄、街区

和中国的“单位”里能够体验到社团生活的一些方面.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是从权威式社会结构转

变过来的,这些初级的“社团”是由村里的头面人物、有权势的人或者指定的人所领导的.朋友的圈

子、共同利益集群、校友会、网友组织等都有一些社团的特征,但是没有实际的存在地点.

所有上述提到的组织都曾经或者仍然正在增进人类的成长和进步,但是现代世界的一些现状需

要创造更成熟的形式的社团.当我们的能力和教育不足时,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被领导

者———好的或坏的———由上至下地管理.

随着教育的改善以及知识的迅速传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获得了快速的提升.相应的“参与和

要求进步”的能力的增长需要一个新的环境,以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未知的潜能都能够被拓展,而新

的社会和管理形式能够安全地导引这股新兴的能量.

随着社会模式的不断整合,我们需要身边有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表达和体验创造力、责任感

以及携手合作.

社会发展由于从多方面吸取营养变得更加负责,高层次的社会单位如城市、国家和全球需要更

广泛的草根阶层民众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这些现状,我们可以将社团重新定义为一个由个人、家庭和各类组织自发形成的团

体,这个团体会创办各种机构和活动,其目标是大家一起为圈内和圈外的人提供服务以改善综合的

生活质量.

中国习惯于群体意识,常常会说“集体”.虽然其渊源还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但这一观念由于

大乘佛教强调通过救度群体来救度个人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中国的集体感与和平倾向是构建

社团的宝贵基础.

集体感针对的通常是家庭、朋友和全体中国人.目前的社会结构从较大的范围,如族群、国家和

城市,一下子跳到了工作场所、家庭和个人这些较小的范围上.工作单位一度也是某种社团,但这一

机制正在消失.城市、区政府、街道委员会等等各有一级行政单位,但它们更多的是行政的,而非社

会的.还有一些小型社团,但仅限于老同学、同事以及家庭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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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本图在«大学»的描述框架中增加了“社团生活”一环

　　１９３５年,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在他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指出,儒家教义«大学»,贯穿了各层

次的社会组织,独漏掉了社团.从国家到家庭的跳跃即可为证.团结和忠诚在这两个层次上还能发

挥作用,但在中间层次上意义就弱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也许在过去,这些社会结构已经足够.孔子应该也会同意在社会的阶梯上再增加“社团生活”一

环,因为当代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熟了.中国开放以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个人能力的增

强,不论男女.随着中国超越了专制型的社会结构而趋向成熟,亿万民众在自行决定如何将其能量

和天赋疏导出来.人们自择教育和职业,自创生意,国内国外哪里有工作机会就去哪里.专业的服

务态度开始取代家长作风.一个巨大的能量库正在形成,只待引流.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社会和管理机制来导引这股不断增强的个人的潜能,城市就会变得更有

效率,城市生活也会极大改善.目前这种在家庭和朋友圈子外隐匿身名的状况,越来越多的城市区

域被高墙和保安隔离开来,反映了对陌生人的恐惧,也是缺乏社区/社团的结果.我们需要离家较近

的机构和外围来提供相互的支持与合作,就像家庭内或朋友的圈子内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关系带来利

益和安全感.同样,在一个友好的、管理完善的社团层面扩展相互支持和相互关系的界限,将更大的

拓展利益和安全感的范围.

　　对我来说,发展规划和策略的一个主要挑战便是,怎样创建一个全球化社会的机构群,一个

将社会各个阶层联结在一起、它们之间也能够互相联系的结构网络,使之逐渐成为全球所有居

民都能够方便使用的共同财产.否则,我担心,全球化对大多数人来说恐将沦为边缘化的同

义词.①

就这一社会层面的接触有很多怀疑和提防.即便是好人也会迟疑.隔绝和匿名的渴望主要来

源于害怕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会提出无边的、不可控的要求;一旦你开始帮助某人也许就再也无法中


① 法赞阿柏博士:«实验室、庙宇,以及市场»,IDRC,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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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他对你的要求.

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在居民小区这个层面没有相关的管理机构来应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相

关的机构的发展以及社会质量和技巧的成熟,此类社团的延伸就不可能出现.信息的分享、需要和

服务间的对接、信任的扩展,都需要在社团层面有新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力.

如果参与社会真正是生活的一部分,则城市的孩童可以参与社区服务,作为学校课程的重要部

分.让他们更亲密、更实际地敞开面对周围的社会,能开阔他们目前的“学习—家庭作业—电脑游

戏”的活动范围.这反过来又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更明确的目的感.孩子们更容易想象如何把他们

所学的应用到周围世界的需要上.对这种社会教育多加重视,还会让孩童有更多的代理兄弟姐妹可

以交往,从而减轻独生子女家庭的困难.在服务中成长,这样的氛围也会减少自我中心.

青年能为社团的建设作出宝贵的贡献.目前在中国,青年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在强调分数

的学习中取得好成绩.这很容易把他们与生活隔绝开,而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性成长.如果社团服务

能够被认可,青年人可以参与到诸如低龄人的教育中,他们也会力行真正的服务,负起某种程度的责

任———其实他们已经为这种责任做好了准备,只是从未付诸使用.如果教育体系包括社团建设的参

与,一些人力资源亦可从较强的学校向较弱的学校流动.这就将与现在这种过分强调学科分数而分

裂各学校的状况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学校间并不互相交流,反而是根据各校考入大学的人数来排名

造成学校间的竞争.参与社团工作还会给予青年人以机会,不靠约会来了解异性.当你看到一个人

怎样工作,怎样与他人互动,怎样行使责任等等,你会更了解他.

在基层社会里,创造和参加社团活动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服务与接受服务的机会,更会大大增强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了解的深度.人们也会通过丰富活泼的社团活动,发现他们当中富有领导

才能的人物,从而使日后的社会选举更为深入和更有成效.

中国的“集体”意识和和平的处世态度将是社团建设的宝贵基石.信任的圈子需要扩大.一个

成熟的信仰体系的标志就是它能够有助于创建成功的社团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讨论社团问题.

在今天互联网与快速交通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同地方的社团可以有很多新的渠道相互交流.而

社团给人们带来的收益则逾越了它的地理范畴,从同一城市到世界任一城市.

从始于１８４４年的电报的发明开始,城市迅速地成为遍布全球的网络中的结点.主要的构成现

代城市的技术因素出现于１８７７~１８８９年的１２年间.通过这些发明,城市得以朝着水平和垂直方向

扩展;城市的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时间能够轻易地延长到夜晚;人们在城市里或城际间的相互接触

也大为快捷简便.

尤其是随着国际电信的普及,城市有了新的维度和目的,城市正变成整个星球网络的一部分.

它们正在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础设施.城市,及其内部的社团成为所有个人据此获取世界资源的基

础,同时为建立一个全球社会努力.从理论上讲,城市越是发挥这种功能,城市的潜力就越能得到开

掘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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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种发明及其诞生的时间

蒸汽机 １７８１

铁路 １８００

电报 １８４４

电话 １８７７

白炽灯 １８８０

摩天楼 １８８０

有轨电车 １８８５

地铁 １８８６

汽车 １８８９

电梯 １８８９

无线电通信 １９０１

飞行器 １９０８

电视 １９２０

计算机 １９３０

互联网 １９８０

２．６　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成熟

　　妇女能顶半边天.①

世界过去一直由武力所统治,男人因身体和心智的品质更为强悍好斗,而凌驾于女人之上.

但天平在移动,武力正失去分量,而女人所擅长的心智的机敏、直觉、爱与服务的灵性品质,正获

得优势.因而,新的时代将是少些男性气质,而更充满了女性理想的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男性与女性的文明要素更为均衡的时代.②

只要专制型主导大局,妇女,就像少数群体一样,不得不去更了解男人,而胜过了男人对女人的

了解.男人公然或无意间表露的专制的、传统的态度,会让女人受挫.对于中国妇女的高自杀率,这

会有几分解释.③ 妇女正在幕后等待,比其他人更迫切地要求得到更好的机会来施展她们的潜能.

中国有许多非常成熟精干的单身妇女,她们似乎不大可能找到一位好丈夫,尽管男人的数目比妇女

多.许多妇女嫁人好像是甘心要默默无闻地做丈夫的教育者.

　　男人假想的优越性还会继续压抑妇女的雄心.④

这种不幸,其部分原因在于,妇女更多地认同人类生存的性质基本上是合作的.男人还处于专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者毛泽东的著名口号.

J．E．Esslemout,BahullhandtheNewEra,U．S．edition,１９７６,p．１５６．
北京,１９９１年的一天早上,我离开我在宣武门的家,看见人行道上有具女尸盖着塑料布,手伸在外面.她是从１２层

楼上跳下来的.人们说是因为她生了女孩,而她家人要的是男孩子.

A̍bdulＧBah,ThePromulgationofUniversalPeace,U．S．edition,１９８２,p．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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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型的时候,妇女已经展示出整合型的某些特征了.

　　男人更被竞争、控制这些更属于青春期的态度和习惯所累.男人的成熟是自治、脱离他人、

独立和个人成就.顾及人际关系与合作,好像是软弱的表现.①②

女人的确更有一种精妙的才能,可涵容他人的需要且轻而易举.我的意思是说,女人较男

人更善于首先看出他人的需要,而后又深信能满足他人的需要———这让女人既能回应他人的需

要,又不会觉得有损她们的身份感.

服务他人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女人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它组织起来的;男人就远非如此

了

尽管任何社会都有竞争的一面,但社会要存在,就必须有起码的一点合作.(我把合作定义

为扶助并增进他人的发展,同时推动自身发展的行为.)当然很清楚的是,我们尚未达到很高层

次的合作生存.就现有的范围来说,妇女已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来维持合作生存.尽管她们不会

为此大事张扬,但妇女在家庭中会坚持不懈地努力,以缔造出某种合作体系,能照顾到每个人的

需要.虽然作为我们 家 庭 基 础 的 不 平 等 前 提 大 大 阻 碍 了 她 们 的 作 业,但 总 是 妇 女 在 笃 行

努力.③

为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肩负了数世纪的责任,便得妇女作好了准备,来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关键

的贡献;她们更为推动当今世界的专制型向整合型过渡的社会而装备起来.建设更加亲和的社团生

活,这一需求将为发展自我同时服务他人提供更多机会.妇女很有可能成为这一事业中的领导者.

　　直到最近,发展自我同时服务他人的机会还鲜有存在;实质上没有哪个社会形态可以

将二者结合并举对于男人来说,发展自我兼顾服务他人的情景,似乎复杂得无法可想.但

对于女人却没有那么复杂.

传统的经济模型中,世界被看成是一个充满了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独立的消费者,这已过时

了.新的模型会将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考虑.群体的利益,家庭与社团的重要性都应在经

济活动中兼顾到.而在这些方面妇女的经验恰恰可以做出出色贡献.④

在我们成熟的新阶段,女童教育具有了新的重要性.经由母亲传给下一代,合作与服务的态度

更容易传播开;如古谚所言,“教男教一个,教女教一家.”⑤如果财力短乏而不得不做一个选择的话,

女孩应比男孩更有优先受教育的权利.

即使纯粹从经济的观点出发,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为培训下一代而培训妇女“和世

界上任何其他投资相比,很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打破贫困循环最有效的方式是投资女童教

育.在低收入国家,让女童也和男童一样受到中级教育所花的费用,比起这些国家国防经费的１０％
还要少.低收入国家的父母未能在女儿身上投资,是因为他们没有指望女儿能为家庭作出经济上的

贡献.”在中国农村,女儿会离开娘家住到丈夫家里.在短期内———


①

②

③

④

⑤

CarolGilligan,InaDifferentVoice,HarvardPress,１９８２．
要在北京乘公共汽车的时候玩一种游戏,我从不会输.那就是不看司机,猜猜司机是男是女,如果车子停了还往产

倾,停车时刹车很猛,而且速度很快,我就知道司机是男的.如果加速减速平缓,速度适中,我就知道司机是女的.女司机不

觉得自己是在赛车,非得争先;她们会考虑到站在过道里的乘客.刹车或启动太猛会把他们晃得站立不稳.

Dr．JeanBakerＧMiller,TowardaNewPsychologyofWomen,BeaconPress,Boston,SecondEdition,pp．６２Ｇ６３．
Dr．JeanBakerＧMiller,TowardaNewPsychologyofWomen,BeaconPress,Boston,SecondEdition,pp．６２Ｇ６３．
AgnesJung,UnveilingIndia,AWomansJourney,１９８７,p．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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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不像男孩那样宝贵———于是女孩要留在家里做家务而让她的兄弟上学———这一预言

就自圆其说了,却让妇女陷入了被忽视的恶性循环中.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出

去赚钱,而能面对完全不同的一番选择.她很有可能少生孩子,但她能让孩子更健康,注重每个

孩子的发展,保证女儿也有公平的机会.她女儿的教育又使得女儿下一代的女童更有可能和男

童一样受到教育而且健康.恶性循环就这样变成了良性循环.①

妇女的解放,两性间全面平等的实现,是和平的最重要先决条件之一,虽然对此少有公认.

　　否认这种平等便是对世界半数人口施行不义,并助长了男人的不良态度和习惯———它们从

家庭被带到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并最终带进国际关系中.从道德、从实践或是从生物学上,都

找不到任何依据能证明否认男女平等是正当的.只有当妇女在人类进取的所有领域里被迎入

全面的伙伴关系中,才会营造出能让世界和平得以出现的道德和心理风尚.②

教育妇女是消除和终止战争的有力措施,因为妇女会施展全部的影响力来反对战争.妇女

抚养孩童,教育青年长大成人.她们会拒绝交出儿子去牺牲沙场.确实,她们将是促成世界和

平与国际仲裁的最大因素.肯定,妇女将废除人间的争战.因为人类社会由男性和女性这两个

互补的要素构成,除非二者都得以完善,否则人类的幸福与安定便无保障.因此,男人和女人的

地位和标准必须达到平等.③

如果“中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资源和潜力方面列居各国之首”,如果妇女在迈向服务与整合型

人际关系范例时首当其冲,则整个世界都应侧目于中国妇女———首中之首!

２．７　文化的成熟

当下的历史暗示着;一个世界共同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而它正是世界被创造的目的.伴随

着新信仰体系的到来而兴起的文化,曾把先前相互分离的民族联系起来.例如,佛教连接了中国和

印度;基督教在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之前连接了中东和罗马属地;伊斯兰教连接了希腊、罗马属地

和阿拉伯、波斯、印度以及中国.今天,全球各处都浸没在世界性的剧烈的文化交汇中,概莫能免.

并且,在社会演进的每一步———从家庭、部落、城邦到国家———个人表达的机会和能力都得到了扩

展,这暗示着随着我们进入世界文明的这个阶段,又有可能产生进一步的扩展.

那将是协同增效的创造性的交互作用,还是适者生存? 中国文化将会怎样?

　　很像基因库在人的生物性的生命及其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数千年来形成的文化财富浩瀚的

多样性,对于正在经历集体成年的人类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财富所代表的

遗产,必须得以在一个全球文明中结出果实.一方面,各种文化的表现形式需要受到保护,以免

被时下当道的物质主义势力所窒息.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必须在不断变化的文明格局中得能以

交互作用,且不受党派政治目的所操纵.④

中国革命成功地“废除长久以采的非正义的统治结构,为地球五分之一人口战胜赤贫,并扫清了


①

②

③

④

LawrenceSummers,ChiefEconomist,WorldBank,EssayforScientificAmerican,TheMostInfluentialInvestＧ
ment,１９９２(８)．

TheUniversalHouseofJustice,TothePeoplesoftheWorld:ABahíStatementonPeace,BahíStudySeries
No．１４,p．１３．

A̍bdulＧBah,ThePromulgationofUniversalPeace,U．S．edition,１９８２,p．１０４．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TheProsperityofHumankind,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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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迷信习惯”.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些东西是要抛弃的.

　　要保存我们的民族性,须先确定它们能否保存我们.有特色的东西未必就好,为何非得保

存呢? 因为是中国的痈疽就要留着吗? (鲁迅,意译)

这一过程,时而猛烈,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质疑.

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恢复过来之后不久,正当旧账被一笔勾销,正是在这一脆弱的转折点,中国

向西方敞开了大门,外国文化随即涌入.中国的现代化得到了明显的收益,可是她在文化、传统和精

神生活方面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对于和其他文化交互作用,中国人的感受是复杂的.中国的文化表

现形式正在“被时下当道的物质主义势力所窒息”吗? 进入全球共同体和全球文化的行列既引起了

恐惧也唤起了希望.

比如,李道增教授的以下言论就表达了前者.他们这些博学者的特殊贡献包括保存和研究了体

现在中国古典和乡土传统里的广阔的民居资源,他们是文化基因库的一个重要部分的看护人.李道

增教授虽然希望古代文化能得到创造性的转化,但他看到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过程只导致了“冲突和

妥协”.

　　“全球化”正在成为最新的思想潮流.随着经济、金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意义似

乎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可是,“文化全球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将来世界的文化

发展很可能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冲突和妥协、互动和对话的结果.地方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我们要从上述的三个不同层面来理解传统的地方文化,并对我们的古代文化进行创

造性的转化,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目前的实践.①

他和同事们相信,中国的文化资源中蕴含着很多物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则和解决办法,蕴

含着一个浩瀚的精神激发和意识觉悟体系.到传统的乡镇和少数民族村寨旅行调研,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放松和灵感的资源.在这里,文化“基因库”的密度令人精神一振.其中还包含着手工技艺———

它在现代建筑运动之前,一直是成熟的建筑语言不可或缺的成分.以进步的名义丢弃或毁坏这一财

富令他们极为痛心.

在现代的语境中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风格,这个过程必定需要该文化基因库的资源.

当研究要深入下去的时候,基因库的资源还会留下多少呢?

美术家和音乐家也有同样的担忧.例如,中国从事金属雕塑和油画的年轻艺术家杨冕,说外国

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压迫形式,并导致了感觉的钝化.

　　不崇尚历史,不参与文化圈子,建筑在中国到处都是一个模样.没有个性,没有地方文化传

统.这不能归咎于政治力量.是我们的文化在受压迫并且变得迟钝,才导致了这种情形.我们

城市的建筑工艺规程,只是开发商在不违反什么规定的条件下他们个人喜好的产物.开发商追

求的是利润,要利用市场销售伎俩.我们只需要看一看我们城市里的所有房地产项目,就能发

现它们全是一样的筒子楼,出现在广告里却打着“欧式”、“欧陆风格”、“罗马花园”、主题社区、高

尚住宅、亲水园林等等旗号.(意译)

音乐家谭盾痛惜传统的消失,他要寻找一幅精神地图,以借此挽回脆弱的民间乡土文化.尽管

他看到现代化切断了中国的魂和根之间的联系,他还是在技术中看到记录和传播的手段,而有助于


① LiDaoZeng,“GlobalLocalizationandCreativeTransformation,”WorldArchitecture ,２００４(１),p．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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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正在湮没的脆弱的文化元素.

　　北京[法新社]　１９８１年,谭盾作为音乐学院的学生访问他的出生地湖南时,看到一位老人

以石奏乐,对风而歌,这种萨满式的音响令谭盾颇为着迷.“他在进行他原始的歌唱:对天地风

云倾谈,与往世来生对歌,”这位曾获得奥斯卡奖的作曲家说,“我惊呆了.”２０年后当谭盾作为

著名的作曲家再次采到村子寻找那位老人时,他伤心地发现,老人已过世了.“那老人给我的记

忆太深了,美妙绝伦.可是突然间它就消失了,我意识到其他的每一样东西也在消失.”谭盾在

一次采访中对法新社说.

这位居住在纽约的作曲家说,正在湮没的中国乡土民族传统,让他汲取了音乐灵感,也令他

魂牵梦萦.谭盾说,在中国危悬的经济发展面前,乡土传统的泯灭迅如摩天大楼的拔起.“在每

个地方,传统都在消失,”他叹息道.“这非常严重,因为在中国,发展来得太快了.发展令人目

眩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保存文化和传统.”

为村里那位老人的离世所触动,谭盾决心用他的音乐来帮助保存他所热衷的脆弱的乡土民

间文化.“肯定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即使已经失去的东西,就像一幅精神地图一样,”他说.

谭盾深切的失落感激发他创作了多媒体作品«地图»:为大提琴、录像和管弦乐队而作的协

奏曲,古老和现代、视觉和音响的混合.去年由大提琴家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次公演的

这部鼎新之作,意在唤起对湖南少数民族濒临灭绝的音乐文化的关注.协奏曲展示了土家族、

苗族和侗族演奏的传统笛箫和铙钹,吹树叶和轮唱———一种远距离传递人声的技法.

“«地图»是很个人化的旅程试图把东西追回来,试图让声音永恒,试图让传统永恒,”谭

盾说.“我希望,技术要是能和传统结合起来的话,技术会变得人性化,并且能寻回传统.”谭盾

说该作品也是他寻根的一次精神之旅.他说,“我试图找到另外的道路,一条看不见的途径,回

到我在湖南的家.”

“在古代,你要凭借听声音来试着找出道路:那种感觉给人以强大的灵感.”他告诉北京的观

众,他希望中国人在置身于快速现代化的时候,也能找到途径与他们古代的根相连.“我希望通

过«地图»,人们能找到另一条回家的路,不是靠自行车,船或者飞机,而是循着看不见的道路回

家———这条路连接着我们的魂和我们的根.”作曲家说.

农村人得不到鼓励去做别的,一有机会去附近正在发展的市镇上打工,他们往往会首先丢掉他

们的传统.比如,在富一点的村子里,人们常常抛弃木头框架、砖墙和土瓦做的传统房屋,而要粉刷

过的或贴了琉璃瓷砖的混凝土砖建筑.虽然结果既艳俗又拙劣,但他们的选择很明确:新型房屋更

宽敞、干燥、暖和,能通电还有室内水管.并且,对他们来说,这看起来更“现代”.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持希望呢? 在历史早期,约公元２００至８００年间,外来影响曾一度渗入中

国,但其结果迥异.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有数百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窒息中国的精神,事实证明它反而

解放了中国的精神.公元８００年以后,它屈服于其物质上的成功,滥用其权力,并受到压制,它的影

响就衰退了.以下论及的是佛教的正面影响时期,虽然说的是建筑艺术,但也同样适应于当时中国

文化的各个方面.

中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戴念慈教授和梁思成教授描述了这一过程.

　　始自公元四世纪,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进行了一次碰撞融合,由于佛教东传导致了中国建筑

的可观巨变.在印度和西亚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建筑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建筑文化的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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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６~１３世纪).当时的建筑大师,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并未采取机械移植外国有生力量

的方式.相反,通过消化吸收,他们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些新东西.接着,“日本的许

多古建筑强烈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他们假装这就是日本的特色”.(意译)①

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基督纪元伊始.虽有记载,早在公元三世纪之初就有佛塔建造,但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五世纪中叶以前的佛教遗址了.然而,从那时起,直到十四世纪后期,中国建

筑的历史便主要是佛教(和少量道教)寺庙和宝塔的历史了.(意译)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创始人梁思成,说佛教启发了中国的美术和建筑.他在«中国建筑图画史»

一书的序言中说:

　　读者不要奇怪,这里呈现的绝大多数建筑实例,是佛教的寺庙、宝塔和墓冢.在各个时期各

个地方,宗教都为建筑创造,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

因早期的这番交互作用颇具创造力,戴教授希望它能再度发生.

　　所有这些先例都使我相信,在接受西方建筑技术的同时,亚洲当代建筑师能够凭借消化、吸

收和融合东西方文化,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建筑新文化.

亚洲国家大多有着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有自身的古代文明.由于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

别,民族和种族的不同,及历史进程的迥异,每个文化都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它们都有过辉煌

的时刻,但后来(也许日本除外)由于各种原因都落后于欧洲国家.随着我们进入２０世纪,尤其

是到了后半叶,我们再次投身于同样的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这个目

的,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以及先进的思想和经验.那么,这就是东西方文化何

以在这里交汇;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后就是某种程度的融合.

我相信,由这些冲突融合,将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新文化.它们将成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颇

具价值的一分子.(意译)③

吴良庸教授痛心于地方文化多样性的销蚀.

　　在强大的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２０世纪经历了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销蚀,即地域特征的

销蚀,其结果就是城镇的灵魂失去了视觉上的定位.(意译)④

他把文化指称为灵魂,一个地方的精神.虽然文化多样性在销蚀,他也看到了充满活力的建筑

家们在受到另一种文化的滋养后回到了他们的本土,创造出杂交以新元素但仍反映着浓厚地方文化

的现代建筑.这种情形令他萌生了希望.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也看到了根植于地方的建筑勃兴,增添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丰富性.２０世

纪初,各国有造诣的建筑师来到北美想做番事业,包括萨里南在早些时候,格罗皮乌斯和密斯

范德罗在战后来到北美.这新兴的国家对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美国的一些建筑师,

像莱特,来到亚洲领受东方文化的养分,回国后开创了他自己的美国风建筑.同时,亚洲的一些


①

②

③

④

ProfessorDaiNianci,paperpresentedatQinghuaconference,“ModernizationandTraditionalCulture—Oneofthe
ProblemsConfrontedbytheAsianArchitect”,September１９８９．

LiangSecheng,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MITPress,１９８４,p．３１．
ProfessorDaiNianci,paperpresentedatQinghuaconference,“ModernizationandTraditionalCulture—Oneofthe

ProblemsConfrontedbytheAsiaArchitect”,September１９８９．
ProfessorWuLiangYong,LookingForwardtoArchitectureoftheNew Millennium,KeynoteSpeechfortheXX

UIACongress,Beijing,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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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去西方学习,然后回到本国来发挥自己的天赋,例如,日本的槙丈彦(FumihikoMaki),印

度的柯里亚(C．Correa),和中国的吕彦直、梁思成等等.

这都表明了可以吸收不同的文化来作为地方新文化的成分.同时,他们最优秀的作品也表

明他们不是和周围环境相隔离的.所以世界是个大花园,花卉杂交可以创造出时代的新品种

来.(意译)①

为了提高这一杂交过程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他建议:

　　我们应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地方(文化)多样性.(意译)②

如同佛教影响中国的情形,哪里有精神性的影响,哪里就有促成中国文化繁盛的那种消化、吸收

与融合的过程.当前对全球化的疑惧,是由于发觉了“物质主义消费至上的文化入侵”这一缺乏心灵

因素的过程.在相互尊重和吸引的状况下,文化交互能催生出无穷的创造性嬗变.无情的物质主义

标准将大量的文化表现形式打入了“落后而毫无价值”的冷宫.

要义在于,没有一个精神的基础,全球化必将导致冲突和妥协,而“文化全球化在任何意义上都

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把人类看成是一个家庭,它被一系列诱发文化的信仰体系所驱策而步入

成熟之途,或者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其生命力仰赖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基因库”,那么,要紧的是要找

到谭盾的“精神地图”,作为由精神所激励的发展的一个根基.

就像人体一样,在一个活的系统中,整体维系着部分的生存.用生态学上的协同增效来作比喻,则意

味着社会、经济、技术、智力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赖的;任何方面缺少了多样性都会伤害整体的进步.

文化景观好似河流和海洋.各种地方风味位于河流的上游;同时,它们哺育着全球文明的海洋.维持生

命的水,从海里蒸发后又回来更新地方景观.输入的品种越丰富,整体的美和力量就越宏大.

基于一个世界性的信仰体系,并视人类为一个家庭的一个新世界体制,必将重视其文明的构成

要素,并需要发挥成年人相互尊重、欣赏甚至热爱彼此的差异以及在创造性的协作中相互信任的能

力.动力来源于统一的视景,比如中国人说的“天下一家”,多样和差别只会使一座“花园”更美丽.

中国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不仅会与世界分享她自己的遗产,而且会引发李道增教授所希望的

“我们古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精神所激励的人类社会中交互作用,最终可能是保存和振兴中国

文化遗产的唯一希望.

２．８　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的成熟

环境危机也表明外部现实和我们内在视景之间需要平衡的动态关系.

　　事实证明,正在被复制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如此有害于环境,必须对其存活能力提出质

疑.通过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来给世界所有民众带来繁荣,这一挑战不能只凭借应用技术和调整

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来应对.它要求彻底离弃物质主义哲学———此类哲学造成了今天潦倒的贫

困与不负责任的富裕并存的局面.③


①

②

③

ProfessorWuLiangYong,LookingForwardtoArchitectureoftheNew Millennium,KeynoteSpeechfortheXX
UIACongress,Beijing１９９９．

ProfessorWuLiangYong,LookingForwardtoArchitectureoftheNew Millennium,KeynoteSpeechfortheXX
UIACongress,Beijing１９９９．

Dr．Farzam Arbab,TheLab,theTemple,andthe Market,editedbySharon Harper,IDRC,Canada,２０００,

pp．１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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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承受力能无限地满足人类的任何要求,基于这一信念的理论,其谬误现已无情地暴

露出来.一个极端重视扩张、获取以及满足人民需求的文化也不得不承认,单靠这些目标本身

来导出发展方针是不现实的.

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一些美德和态度,诸如中庸、平衡与协同,长久以来为中国的哲学家和圣贤所

体认.中国的美术家在广阔的山水画里把人物描绘得很小,反映出对自然的敬畏、谦卑之情和对美

的尊崇.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①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②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③

虽然后来,中国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式占有大大增多了,但中国还是展示出许多可持续发展的特

点.有限的土地资源和中国人的实用、中庸、节俭,产生了土地利用的最佳效果,斯巴达式的生活方

式,以及处于食物链低端的饮食习惯.中国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可持续的特征是其最佳的疏密度(不

太密,也没有铺得太开).自行车广泛地用作了交通工具;几乎都是朝南建房以吸收太阳能;私营的

非正规的纸张、玻璃、塑料、器具和家具回收颇为广泛;为初创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孵化器”建筑.还

有自愿的节育,至少是在城市地区.

然而,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暗合,比起自觉之举,更多些侥幸.随着财富的增长,最佳城市结构

和节约能源的生活方式还会被侵蚀,除非环境意识和教育增强.“富裕舒适”这样的普通志向,可能

会侵蚀并抹除现存的可持续特征.

２．９　决策制定的成熟

磋　商

巴哈欧拉倡导的“磋商”程序,是重新构思所有人际关系的中心.巴哈欧拉的忠告是:“凡事必要

磋商.天赋之领悟力通过磋商才变得成熟.”

在追求真理方面,“磋商”所要求的标准,远远超越现在商议时经常采用的谈判及妥协方法.现

时在社会上盛行的“抗议文化”,不但不能成功地追求到真理,反而是这过程的严重障碍.磋商的目

的是使大家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对个中的真理达到一致的认识,并在任何时刻能够选择最明智的行

动.辩论、宣传、抗衡方法及派别组织等长久以来常常被使用的集体行动方法,都是有损这目标的.

巴哈欧拉提倡的磋商过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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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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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集

体所有,任由集体来决议取舍或改善,谋求能最完善地达到目的.磋商成功的大小,是看在什么过程

上,参与者不论本身在磋商时最初有怎样的意见,而都支持全体的最后决定.在这种条件下,一旦发

现一项决议在实践中有缺点,就容易重新考虑.

如此来看,磋商是人类社会事务中履行正义的具体表现.磋商是集体努力成功的关键,因此是


①

②

③

«老子第四十六章».
«老子第四十四章».
«老子第八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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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行的社经策略不能缺少的基本部分.诚然,只有在每个社经计划上以磋商作为策划原则,人

民的参与才能有成效;而社经策略的成功则是有赖于参与者的投入与努力程度而定.巴哈欧拉的明

训是:“只有履行正义,人才能提升至其真正地位.只有通过团结,才能拥有力量.只有经由磋商,才

能获得福利与幸福.”①

(注:以下这些材料是给中国的社会工作者们准备的,着重谈了共同磋商以及家庭生活.我们读

这些材料时,可以将文中的“家庭”替换成团体企业、组织、婚姻、议会等,以适合你的需要.)

进行共同磋商需要有成熟的素质,它培养和促使人们用成熟的态度来互相对待,并得到逐渐走

向成熟的锻炼,要达到这样的成熟磋商,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是必不可少的.

建立目标对成功的磋商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目标应是发掘达到各方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路径,如果参与磋商的成员动机不在于此,而在

于获得或保持他的权力,赢得这场争论或仅仅是为了挽回面子,这些动机只能阻碍磋商的正常进行,

而磋商也不可能成功地达到应有的目的.

成功的磋商需要人们具有良好的素质.而进行共同磋商是帮助人们发掘并获得良好的素质.

纯洁的动机,为他人服务的愿望、耐心谦逊、开放的心态(自愿为作出最好的正确决定而抛开个

人的喜好恩怨)和训练有素的思维方式(具备识别和及时采用正确原则的能力).彼此之间正确的尊

重可以通过言语和行为表达出来,没有尊重亦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利用人与人

之间的差别.威胁与恐吓压制了胆小温顺的人.蛮横无理招致怨恨.同样的一个家庭为了解决家

庭成员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持僵持态度.团结的思想和行动建立在彼此接受差别的基础上,而不是

互相否认和反对,家庭成员彼此苛求一致性就和个人身上的那种自高自大,自我中心主义一样不受

欢迎.

以下所列是成功磋商必备的几个因素:

•建立全部的事实

•决定采用的原则

•讨论问题

•作出决定并且使成员团结统一地去执行

家庭中的谈话成过于散漫或抑制.当我们就一个敏感的决定需要磋商时,根据共同磋商的原则

及过程,自我约束和合理程度的自由便能达到和谐一致.

因为没有自我约束也就无所谓自由,存在的只是控制与服从的关系.

建立事实

有些家庭的磋商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能同意所列举的事实而以失败告终.这不是因为他们找不

到坚实可信的事实证据,而是参加磋商的家庭成员们仅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就会拒绝接受不利于他

们的事实情况.

原　则

原则上为使磋商顺利进行,成员们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对即将来用的原则达到基本统一,在一


① BahíInternationalCommunity,OfficeofPublicInformation,TheProsperityofHumankind,Part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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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团体中执行正义,表达彼此间的关爱,是统一的基础.

讨　论

磋商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统一的目标,而不是意见的一致.不同意见的冲撞往往会迸发出真

理的火花,因为意见的不同绝不是人们性格上的冲突.

每个人都应该充分表达他的意见,并且确信自己的意见对整个讨论是有所贡献,每个人都应坦

诚、礼貌、谦逊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羞涩的人鼓起勇气直抒己见.而自我滔滔不绝的人应该注意简

短和应自我控制.

我们应该以开朗的态度倾听所有的意见并对之作出公正的判断.大声吵闹、冷嘲热讽以致谩骂

都只能让彼此产生敌对的情绪并掩盖了真理,妨碍磋商正常进行.选取一位主席来主持磋商保证所

有人都参加讨论认真听取别人意见,且就意见本身讨论,保证无任何人控制或随便转化讨论的方向.

这对磋商是大有帮助的.

对参加磋商的团体来说,每一个意见都是朋友呈送的礼物.我们不应该把意见与提出意见的人

同一而论.即,这个意见可以被修正,发展甚至于被拒绝而不至于伤害任何人的私人感情.如果参

加磋商的朋友采取了正确有效的方法,无论他们最初的意见如何,他们将看到最终采取最有效行为

的过程,如此,在磋商的过程中,一个人可能完全改变他最初的意见而不觉得失了脸面.实际上这是

一种成熟的反映,同时也是一种最有弹性,敏锐的发掘,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技巧.

显然,一个正确的磋商目标可以为灵性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而这种灵性的素质对创造一个

美好的家庭是大有帮助的.

作出决定

如果共同磋商的过程进行得顺利,那么作决定则是最容易的一环.这决定必须也是一个一致性

的决定.如果磋商中达不到这种一致性,那就应该以大多数的意见为准.每一位成员都应当尊重这

一磋商团体所作的决定,即便他不赞成最终的决议,也必须以服从和完全信赖的态度去执行.

统　一

统一本身就会使大众受益.假如一个决议不能被统一地服从执行时,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这个

决定本身的错误还是意见分歧造成的流产;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的去执行,即便决议是错误的,也会很

快被发现,并得到及时的修正;决定是正确的,则它的受益会马上被感觉到.

附录:文明与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

本书曾经简略讨论了佛教和巴哈伊与人类社会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

下灵性推动力总有“文明”响应紧随其后的现象,特别是源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明响应.

犹太教

　　那时,以色列各部落四散漂泊,摩西召集、联合并教育他们,因而他们获得了高度的能力和



２１６４　

发展.摩西使他们由卑下转为荣耀,由贫穷变为富有,去其恶行而代以美德,直到他们达至鼎

盛———使得所罗门统治的光华展露,他们的文明也名扬东西各方.比如,苏格拉底从希腊而来,

求教于犹太学者.当他返回故国,却因宣扬自己在以色列学到的观念,即“一神”和灵魂不灭的

思想,而被迫自杀.①

基督教

耶稣到来之时,犹太文明已然衰败.他说,他来是要:

　　聚集摩西的那些迷途的部落或离散的羊群.他不仅牧养以色列的羊群,还召聚了迦勒底、

埃及、叙利亚、古亚述和腓尼基的民众.这些民族深怀敌意,凶如猛兽,极欲彼此相残,但基督将

他们集合起来,凝聚团结在他的圣道中,并在他们之间奠立了爱的联系,以致他们抛弃了仇恨和

战争.②

在数百年间,他的教诲所启发的文明显现出来.

　　那时,基督徒优秀品格的明证之一,是他们献身于博爱善举,并创办了医院和慈善机构.比

如,整个罗马帝国第一个建立公共诊所,让穷人、受伤者和无助者接受医疗的是康斯坦丁大帝.

这位伟大的君王是第一个拥护基督圣道的罗马统治者.他不遗余力地投身于推广«福音书»的

原则;以往罗马政体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压迫体制,而他将其牢固地建立在适度和正

义之上.他蒙福的名字如同晨星光芒四射,穿透了历史的黎明,他的地位和声誉归于世上最高

贵、最文明的人士之列,至今仍被各派的基督徒所传颂.

生活在公元２世纪的希腊医生兼哲学家伽林,就国家的文明写过一篇论文.他不是基督

徒,却证实了宗教信念对文明的症结所发挥的非凡功效.他基本上是说,‘我们当中有一群人,

他们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追随者,耶稣已在耶路撒冷被杀.这些人确实浸透着令哲学家羡慕的道

德原则.他们信仰并敬畏上帝.他们寄望于上帝的恩眷,因此避免了所有不足取的行为举动,

而倾向于值得赞美的伦理道德.他们终日奋力以求行为可嘉,以求促进人类福利;故而实质上

他们人人都是哲学家,因为这些人已深得哲学的主旨精华.这些人的道德令人赞叹,即使有的

还不识字.③

微观与宏观世界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宇宙具有和谐结构,凭借中心、圆形和球体的数学符号

可理解上帝这些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了新生,并从视觉上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

上.建筑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来说,其严格的几何结构,均衡和谐的风格,平和安谧的

外形,最重要的是其球形的穹顶,都在回荡着,同时揭示着上帝的完美,万能和仁善.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深信,宇宙的和谐,除非在空间上,通过为服务宗教而构思的建

筑来加以体现,否则就无法完全展示出来.④

伊斯兰教

当耶稣的影响力开始衰退,欧洲进入千年的黑暗时期之际,穆罕默德出现了.其间,在南方,阿


①

②

③

④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１９７２,p．２２．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１９７２,p．２２．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１９７２,p．５６．
RudolfWittkower,ArchitecturalPrinciplesintheAgeofHumanism,AcademyEditions,１９９８,p．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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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的游牧部落

　　四处流散,在没有法律的状况下生活在沙漠里,各部落间冲突流血不断,没有哪个部落能免

遭攻伐毁灭的威胁———值此危难关头,穆罕默德出现了.他把这些野蛮的沙漠部落聚集起来,

使他们和解,团结一致,因而停止了敌对战争.阿拉伯民族迅即崛起,直到其疆土向西拓至西班

牙和安达卢西亚.①

那至高先知之火焰在麦加之灯里燃起以前,未开化的汉志民族在地球的所有民族当中是最

粗野蒙昧的.他们凶残,习性顽劣,且世代结仇,在各种历史记录中皆有据可查.那时,世界上

的文明民族甚至不把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部落当作人类看待.这些部落如此蒙昧难驯,

在无信仰时期,他们甚至会活埋自己七岁的女儿然而,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后,因由完美

之矿藏施与他们教育,神明律法赐予他们福佑,他们在短期内便聚集在神性一体之原则的

庇所中.随后这粗野的民族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人性完美与文明,令他们的同代人大为惊异.一

向嘲笑奚落阿拉伯人为毫无见识之辈的那些民族,现在却热切地寻觅阿拉伯人,访问阿拉伯国

家以期获得启迪和文化、技术技能、治国之道、艺术科学.这粗野卑劣的一支,在如此短暂

的时间内攀升至人类完美的最高峰,这是穆罕默德先知身份之合法性的最伟大的证明.②

欧洲受惠于伊斯兰教这一事实,而今更为人知并已被公认.伊斯兰教把欧洲带出了黑暗时代,

并推向了文艺复兴时期.

　　以罗马为中心画两条线,一条向东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一条向西跨过比利牛

斯山脉,几乎所有位于这两条线以南的地中海国家,在我们所说的时代(约公元９００年),都生活在

“真主独一,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信条中.现在我得讲讲这两条线是怎样向欧洲推进的:东

线是凭借军事力量,西线是凭借理智力量.两条线以罗马为轴心转动;时而张开时而夹紧,一时

威胁要从两端弯过来,把变异的基督教世界攥在掌心;一时又因它们围起的列国最后的阵痛,而

各自退回并全线震颤,但只后退片刻便又夹得更紧了.似乎有看不见的手臂从非洲炎热的沙漠

伸出,要把欧洲拢在掌中,试图合起手来给变异的基督教世界③以可怖而致命的一压.虽然遇到

挣扎抗拒,但那不祥的手最终还是攥紧了.从历史上看,我们说就是那时的压力促成了改革.④


①

②

③

④

A̍bdulＧBah,FoundationsofWorldUnity,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１９７２,p．２３．
A̍bdulＧBah,SecretofDivineCivilization,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pp．８７Ｇ８８．
杜雷波使用了“变异的基督教”(paganizingChristianity)一词,意指基督教在穆罕默德的年代里所处的状况,那时,基督教

已从康斯坦丁的荣耀时代跌下,约在公元５００年后,落入实利主义的腐败领袖的掌控中.
“感谢那些起身传扬«福音书»之教义的神圣灵魂的训导,一个何等牢固的优秀品格的基础(在康斯坦丁的时代)奠定下

来.多少小学、学院、医院以及能让失去父亲的穷困孩童接受教育的机构得以创建,多少人牺牲了个人利益而献出一生的时

间来教化大众‘以期获主的喜悦’.
“然而,当穆罕默德的灿烂美质即将破晓世间之时,掌管基督教事务的权力已落入无知的教士手中.自神恩之域轻拂的

天堂微风已然沉寂,伟大福音的律法,奠立世界文明的基石,均荒废无果.这全是由于滥用,以及看似姣好而内里污秽之人的

行止.
“欧洲的著名历史学家在全面描述早期、中世纪和现代的状况、风俗、政治、学识和文化时,一致记述道,从基督纪元的６世

纪初到１５世纪末的十个世纪所构成的中世纪期间,欧洲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极端野蛮黑暗的.其主要原因是那些被欧洲民族

称作灵性和宗教领袖的僧侣,已丢弃了服从神圣的诫命与天降的福音教诲方可获得的持久荣耀,而与当时暴虐专横的世俗政

体之统治者串通勾结.他们闭目不视永恒的荣耀,竭尽全力增进彼此的世俗利益和转瞬即逝的好处.最终乃至大众成了这

两个集团手中的绝望囚徒,而这一切导致了欧洲各民族的宗教、文化、福利与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AbdulＧBah,Secretof
DivineCivilization,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pp．８５Ｇ８７．)

JohnW．Draper,TheIntellectualDevelopmentofEurope,HarperandBrothers,１９０５,pp．１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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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欧洲与地中海地图

西线凭借理智力量:

　　在伊斯兰时代的早期,欧洲各民族便从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的居民所实践的伊斯兰教

中获得了文明社会的科学和艺术.全面细致地考查历史记载,就会确定这一事实:欧洲文明的

主要部分来源于伊斯兰教;因为穆斯林学者、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所有著作,都逐渐在欧洲得以收

集,并在教学中心和学术集会上经过缜密周详的考量辩论,之后便对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加以利

用.今日,大量穆斯林学者的著作在伊斯兰国家已无迹可寻,但却能在欧洲的图书馆里找到.

并且,通行于欧洲各国的法律和原则整体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来源于穆斯林神学家的法

学著作和法律裁决.①

那些熟知欧洲史实,以真实和正义感而特出的欧洲知识分子一致承认,无论从哪一点来说,

他们文明的基本要素都来源于伊斯兰教.

作者(杜雷波)指出了整个欧洲文明———其法律、原则、制度,其科学、哲学、各种学识,

其文明的礼仪习俗,其文学、艺术和工业,其组织、纪律和行止,其可嘉的品格特性,甚至法语的

许多通用词汇,是如何源自阿拉伯的.他对这些要素逐一详加考查,甚至点出了每项要素从伊

斯兰传入的时期.他还描述了阿拉伯人来到西方,来到现在的西班牙,如何在短时间内便在那

里建立了发达的文明;他们的管理体系和学术杰出到了何等的高度;他们如何稳固地创建并良

好地规范了学校和学院,以教授科学和哲学、艺术和工艺;他们在文明的艺术方面如何携领风

骚,又有多少欧洲显要家族的子女被送往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托莱多的学校,以求

取文明生活的科学和艺术.他甚至记述了一个名叫格尔伯特的欧洲人来到西方,就读于阿拉伯

辖区的科尔多瓦大学学习艺术和科学,并在返回欧洲后如此腾达,最终晋升至天主教会领袖的

地位而成为教皇.②

东线凭借军事力量:

　　欧洲文明的开端要追溯到伊斯兰纪元七世纪,具体情况是:回历５世纪将近结束时,教皇或


①

②

A̍bdulＧBah,SecretofDivineCivilization,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p．８９．
A̍bdulＧBah,SecretofDivineCivilization,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pp．９２Ｇ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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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领袖叫嚣说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等基督教的圣地已落入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

煽动欧洲的国王和平民发动一场他所谓的圣战.他的喧嚷激昂甚嚣,使得欧洲各国皆尽响应.

参加十字军东侵的国王们率领无数军旅越过马尔马拉海向亚洲大陆挺进.那时,法蒂玛王朝的

哈里发统治着埃及和一些西方国家,叙利亚国王也就是塞尔柱王朝的君主大多时候也臣服于他

们.简言之,西方的国王们带领无数军队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叙利亚的统治者和欧洲的国王持

续争战,为时两百零三年.欧洲援军不断加入进来,西方统率们一次又一次发起猛攻并夺取了

叙利亚的每座城堡,而伊斯兰的国王们又一次次地将它们夺回.最后,萨拉丁在回历６９３年(公

元１３１５年)将欧洲的国王和军队逐出埃及和叙利亚沿岸.他们一败涂地,回到欧洲.在十字军

东侵的这些战争中有数百万人丧生.总之,从回历４９０年(公元１１１２年)至６９３年(公元１３１５
年),欧洲的国王、将帅和其他领袖不断往来于埃及、叙利亚和西方之间,当他们最终全部返回家

园时,便将他们在两百余年间在穆斯林国家中观察到的一切引介到欧洲,诸如政体、社会发展、

学识、学院、学校和雅致的生活方式.欧洲的文明便从那时开始了.①

伊斯兰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重要桥梁.

　　穆斯林们在引用一句圣训时充满自豪“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它指出了寻求知识

的重要,即便意味着要远途跋涉直至中国,尤其是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中国被认为是当时最

先进的文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UthmanibnAffan(AllayhiRahma)哈里发即第三个哈里发

时.打败了拜占庭、罗马人和波斯人后,̍UthmanibnAffan在回历２９年(公元６５０年)先知离世

后十八年派了一个使团去中国,在先知的舅舅SaadibnAbiWaqqaas(艾比宛葛素 A１１ayhi

Rahma)的率领下,邀请中国皇帝加入伊斯兰教.在此之前,阿拉伯商人在先知在世的时候已经

将伊斯兰教带入了中国,尽管不是有组织的活动,尽管只是他们在丝绸之路(陆地与海上)上旅

行的分支.

尽管在阿拉伯的历史上对此事件只有零星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有简要的纪录,据«旧唐

书西域传»记载,唐永徽二年(６５１年)大食国遣使第一次来华,抵达长安(今西安),参见唐高

宗李治.中国的穆斯林将此事定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

据传皇帝敕建中国的第一座清真寺———位于广州的“怀圣寺”.十四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

完好.中国最早的穆斯林聚居区也是建在广州这个港口城市.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共派

遣过六个使团到中国,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定居中国的穆斯林最终给中国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冲击和影响.

在宋朝(９６０~１２７９)它们几乎控制了全部进出口贸易.

事实上,那段时间的市舶使职位一直由穆斯林把持.明朝(１３６８~１６４４)一直被认为是伊斯

兰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穆斯林也完全地融入了汉族社会.②


①

②

A̍bdulＧBah,SecretofDivineCivilization,BahíPublishingTrust,Wilmette,Illinois,pp．９０Ｇ９１．
http://ChineseＧschool．netfirms．com/Muslims．html．



２１６８　

结束语

我来自加拿大,已经在中国(主要是北京)生活了２３年.我的妻子何红雨是中国人,我的两个１３
岁和１８岁的儿子,都在北京成长读书.我最开始在天津大学教建筑设计,后来一直在北京做建筑师.

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或学者,但在这里的经历促使我将自己关于中国的一些想法写下来.初到

时,我见到的是一个感觉陈旧的、较为传统保守和缺乏自信的中国.二十多年来,我和这里的人民一

起共同见证了中国向一个更自信更向全球开放的转变过程.中国的崛起和我们所面临的创造和平

统一新世界的挑战绝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必然.

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是一个信号,它显示出人类在成熟过程中面临的深层精神危机.我们必须

从不成熟的分裂走向成熟的联合.从我阅读到的中国哲学、诗歌和宗教作品中,从我见到的中国人

当中,我感到中国恰恰应对世界走出危机有所贡献.

本书的前一部分主要是陈述了这一观点.后一部分探讨了关于包括中国在内,我们都要经过的

成熟过程.当然,关于成熟的很多范畴我们可以添加进来,比如婚姻、家庭、教育等.同时,每一个领

域都需要更深的探讨.我在这里提到的想法主要还是在原则层面,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来研究现实中

的实施策略.我也意识到其他人可能对解决这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有不同的原则,但我希望我在这里

所展示的能对大家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材料.

昨天晚上,我的大儿子,他现在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年级新生,给我演示了他和他的小组

将要在课堂上作的报告.题目是“核武器:它是避免战争的威慑物吗?”这个题目主要是针对印巴核

冲突的.他们的结论是,在理性世界中,应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来避免相互攻击是有逻辑性的.但从

太空看,国界是不存在的,是一种人为概念.从这种角度看,依赖于使用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作为解

决国际争端的方法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新一代的想法进化到这种水平,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JoeCarter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