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样化经历综述

——一个社经发展的全球性学习过程

  华媚(May Farid)*a 

 

毫无疑问，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不可逆的、以全球

化和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同时人们可能尚未意识到，

这个新的阶段也正是人类步入成年的阶段，个人、机构、社区

都在进入一个成熟的时期。人类在经历了她的漫长的儿童期与

青春期后生存下来。然而，现在，无论是在商业、经济、环境

还是通讯领域，人类必须以其内在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连接达成

一致，不仅仅是为了繁荣，而是为了生存。这一点已在变得愈

加明确。

这个新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这一主题带来

了无数的问题，它对于人类未来具有深远的寓意和影响。

*　巴迪基金会项目官员，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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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风险。一些令人

惊讶的现象都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全球化”一语让人心

绪难平，大家对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毫无疑问，

全球化浪潮已经将世界各国推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崭新道

路。世界的经济活动、政治结构和文化正在经历着深刻的

变化。随着阻碍人类走向团结的障碍被一一扫除，一个全

球性社会正在破茧而出。此外，突飞猛进的科技也在为这

场转型推波助澜；作为科学技术的早期成果之一，全新的

通讯模式跨越了国家疆界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无论未来将多么令人陶醉，但当前的行为模式使人们

对此不敢抱有奢望。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不强推一致性，

全球化是否果真能使人类团结一致？还有，全球化是否只

会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普遍化？它是广大人民幸福的承载

者抑或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经济利益的代名词？它将会导致

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巩固现行的权力结构？a

为了能够驶过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我们非常清楚地知

道我们需要价值标准。这些价值标准必定与人类的孩童时期所

需的价值标准不同。人类各个方面的努力都需要普世价值。而

这些价值标准是什么，怎么应用，尚不清楚。本文将试图探寻

一套适合人类成熟期的价值标准，以及它们是怎样被应用在人

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重要领域的，探讨这些价值标准的全球

a　法赞·阿巴伯：《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交互作用的反
思》，张继涛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引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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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如何导致了一个多样化网络的形成。与全球化会导致人

类失去多样性而趋于雷同的担忧相反，下文采用的案例将会显

示，社会与经济发展当中的丰富与多样化的经历可以被看做是

学问的宝库，其连续性与系统性足够在全球范围内指引我们未

来的努力。

一

1. 价值标准或灵性原则的应用

价值标准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应该出现在宏观层面，因为

领导和政府在探求他们人民的发展之路。然而，这些价值标准

在草根阶层的应用，特别是在社会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应用，才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因为，只有在草根阶层才有最大的自由，

允许试验和多样化经历的存在，以便探索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

如何为一个社区或一个区域带来整体性的发展。不幸的是，也

正是在草根阶层，这些丰富的经历往往缺乏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所必须的一致性和系统性。如何克服这个挑战，这是萦绕在很

多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者头脑中的难题。一些为解决这个挑战

所做的富有成效的尝试将会在下文被提及。当然，首先，我们

必须给读者一个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简介，以为后面的分析

做好铺垫。

2. 社会和经济发展

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有时也被称作“国际发展”领



多样化经历综述 163

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最初关注于“滞后国家”的“发

展”，发展的实施逐步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事业，牵扯了众

多政府、国际机构、私有团体，还有成倍增长的非政府组织。

它的目标包括：外国援助供应、加速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

平、基本必需品供给、公民社会的崛起、女性进步、科技的转

化、农业现代化，最近还增加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尽管

人们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方法，但是，过去50年在

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所做努力的结果不尽人意。

世界上恐怕只有那些无比天真或者故意装聋作哑的

人才会相信，国际发展机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

努力以及投入了亿万巨资之后，总算“获得了成功”。然

而，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感觉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是失败

者。的确，发展机构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于这些机

构开展的项目，由于其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还由于现代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更多的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

食品，更长的寿命，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及更加便捷的通

讯手段。

然而，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多，这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贫困。在撒哈拉

沙漠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区，教育、卫生和就业体系已经

分崩离析。地球正在我们高歌猛进的工业发展导致的毒污

环境中呻吟，而我们的发展模式却只重视消费。许多国家

的人口水平超过了本国供应基本需求的能力，更不用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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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益增长的挥霍性消费需求的能力了。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均面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分裂，犯罪、腐败和

暴力只不过是分裂的外在表现而已。以西方的流行文化还

有社会及亲缘关系纽带的撕裂为标志，全球社会文化价值

体系的转变使整个人类社会丧失了传统精神文化参照系，

并导致了令人不安的社会疏离和精神疏离。a

一项来自发展努力中的“受益者”和从事发展的工作者对

于现行实践之绩效的真实评估显露出颇多的微词，而对于全球

发展事业建立之设想和理想基础的不满也在逐渐增长。

保持这样的警觉并非毫无根据可言，因为，尽管不断

地涌现出很多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手段，但各种问题仍旧

层出不穷。就此而言，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当数全球发展事

业的停滞不前，尽管它已经进入到第六个十年了。这个问

题是纷繁复杂的。首先，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些显著成

就，但贫困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这里所说的贫困不是那种

人们通常所说的贫困，而是伴随社会团结纽带的断裂而来

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其次，陈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环

境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连环境的存继都成了问题。我

们面临着造福于全人类的巨大挑战，但这个挑战不能仅仅

依靠技术的应用及现存组织的计划的扩展来加以解决。因

此，我们必须摈弃物质主义哲学，正是它造成了目前极度

a　皮埃尔·毕曼斯：《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交互作用的
反思》，张继涛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前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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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和不负责任的富庶并存的局面。

我们不能仅仅以因果分析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前进的动

力。当统一性原则、联系性原则及公正性原则逐渐地深入

人类的集体意识时，如此深刻的社会变迁应该被看成潜在

的发展进程在此时出现的紧急情况。这种觉悟引发的全球

性行动可能会是尝试性的、不充分的，它甚至还会受到某

些野心和私欲的驱动。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待我们经

历丰富之后，我们的精力会被不断地用来创造世界文明，

这样的文明既体现了人类的团结一致又体现了人类的多样

性。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评估发展领域，它的基本假设以

及现行策略，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任务。a

如以上所建议的，对发展领域一次全面重新评估的成果之

一，就是越来越意识到：需要有意识的将一些适当的价值标准

整合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努力之中，无论是在概念、战略还是

执行层面。进一步的建议表明，很多这些必需的价值标准，将

会来自我们所知的宗教这个知识和实践系统。

3. 整合价值标准和灵性的必要性

说发展领域中有意义的进步需要价值标准和灵性原则的

应用，并不是否认现在所做的努力没有在一定的价值标准指导

中。然而，很明显，现存努力潜在的大多数价值标准既不与人

a　法赞·阿巴伯：《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交互作用的反
思》，张继涛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序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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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高贵天性相一致，而去强调竞争、自我关注、物质主义和

肤浅、短期的解决方案，又从来不是清楚直接的——以至常常

带入隐藏着相互矛盾的价值标准的情形中，也不是在各种努力

中都是恒定适用的。

借现实主义之名对美好愿望的本能排斥已演变成解决

社会问题的惯常方法，这种方法虽然不能促进人类进步，

但也不愿承认其软弱无力。对人性的普遍看法——可能是

现实主义的——往往令人困惑，也自相矛盾。一方面，我

们渴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并且也在为此而努力；另一方

面，所谓的科学理论认为人类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不能达

到迎接挑战所必需的高尚境界。因此，我们就为超越私利

的远大目标而工作。正是这种矛盾性才导致了盛行于社会

各阶层集体意志的瘫痪。a

威廉·F.莱恩博士为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作的一个前期研究

包含了跟世界各地的近200位在发展领域里工作的理论家和实

践家。其研究的结果发表在《关于文化、精神和经济发展的对

话》一书中，表明了在发展的思想领域中需要给予精神原则一

个重要地位，这是该领域中的许多人所持有的信念。他发现大

家对那种企图用“一揽子方案”及正确的“技术性方法”来解

决每一个人类的发展问题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

a　法赞·阿巴伯：《对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载《实验室、庙宇、市
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交互作用的反思》，张继涛等译，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2006，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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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价

值观应该融入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的研究中。就在几

乎所有的人都关心发展的道德伦理层面时，有些人走的更

远，他们开始寻求将其行动建立在宗教和信仰的基础上；

他们怀疑纯粹理性的道德规范的效果，特别是当大家根据

“狭窄的个人主义”对理性进行界定时更是如此。a

但是，有人会争辩说，传统上，宗教被视为分裂的力量，

近乎迷信，且与科学背离，它怎么可能给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

一个具有一致性的价值观框架，从而指导该领域的努力？这些

问题本身包含了对宗教和科学的肤浅理解。这种肤浅的理解忽

略了这些人类文明驱动力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4. 科学与宗教

科学被奉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利器，这本无可厚非。因为科

学确实是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有力工具。今天人们便捷、高

效、发达的文明生活正是拜科学所赐。但是，社会经济发展领

域的另一个默认的假设——宗教与社会生活无关或于经济发展

不利，则需要重新被思考。试问没有宗教的凝聚力和基本的价

值观念，社会将会如何呢？它会面临崩解的危险，随着物质财

富的增加，社会问题会呈现病态的爆发状态。发展领域50年的

实践，揭示了畸形发展物质文明，忽略社会公正、社会凝聚力

a　法赞·阿巴伯：《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交互作用的反
思》，张继涛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引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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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问题的后果。城市膨胀、穷人激增，社会凝聚力下降，人

们普遍感到失望和迷茫。

宗教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各种宗教都

曾对所处社会的文明起到了基础性的塑造建构作用，成就了一

个又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

在历史上，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传统曾经在很多情况

下为人类提供了指导；今天，它们仍然能够为人类提供必

要的精神洞见。与宗教反对者想当然的假设相反，多样性

不一定会成为冲突和争斗的原因。没有必要总是根据“教

派”和“宗派”观念来思维；人们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谈

论宗教，就像谈论科学时一样，并且，能够研究两者的相

互作用，因为它们共同引导着人类的进步。a

在世界的不同部分，确实存在指引社会和经济发展努力的

一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有些价值体系甚至就是直接来自

这种或那种的世界伟大宗教的教义，并且这些努力的初步结果

已令人鼓舞。但是，大多数努力都只通过当地的中介和项目，

在很小范围内发生，因而相互隔离。由于这些发展问题天生的

复杂性，对某一地区社会和经济的持久改进需要多部门协作。

再加上，本论文的前提之一认为，为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里面

发生重大进展，学习将是必须的。这种学习只有通过话语构建

来产生：即能够让持有各样经验的个人或者是机构参与讨论，

a　法赞·阿巴伯：《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的
反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引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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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所得到的成果，吸取经验教训，并且识别出更好的战略来

指导行动。从偶然的活动中我们是不能够真正学到什么，因为

它缺乏连贯性，即使这些活动是由一套一致的价值观为指导。

从目前全球发展活动的组织方式上看，另一个被忽略的要

素是一个学习网络机构的存在。发展活动如果受到一个具有连

贯性和明晰性的价值体系的指导，那么产生这样的一种学习网

络，可以获得更多的成果，这将远较将各地的成果加到一起更

为伟大。这篇论文将呈现一个这样的学习网络，以及主导它的

价值观。它可以作为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中已经建立的，综合了

全球多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机构的经验、并且产生出发展领域

的重要学习经验的一个模型。

二

1. 综合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

就像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力求为其国民带来物质

繁荣与社会福祉的同时，经济发展似乎要附带着社会的巨大变

化，其中有环境退化、犯罪、贫困和不平等。这些变化常常被

视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这种自然产物不可避免，只能加

以改进。许多人把这些“副产品”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

价——如果认为只能在经济停滞及其低水平的物质生活，和经

济发展及其伴生的社会与环境弊端这两者中选择其一的话，这

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巴哈伊的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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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前提，即一个社会能够而且必须努力在所有方面达到完

整意义上的繁荣：

粗略一览历史上塑造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力量，即使现

今全球方针最热切的拥护者也会相信，不加限制的物质进

步绝不会带来真正的繁荣。人类大众的心中发出了双重的

呼喊：它呼吁物质进步的果实要惠及所有的人，同时它对

精神文明价值标准的诉求亦同样迫切。因为物质文明“好

似玻璃灯罩。神圣文明方为灯本身，灯罩离开了灯就是黑

的。物质文明仿若躯体，无论如何极尽优美雅致，也是死

的。神圣文明犹如灵，躯体要由灵得获生机……”a

此外巴哈伊认为，若不贯彻一条兼顾物质、社会与精神等

生活各维度的综合途径，一个社区或国家就连其所期望的持久

物质文明也断无法实现。

2. 无私服务人类

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巴哈伊努力避免经常困扰发展或慈

善中的宗教团体的行为模式。有些团体以慈善作为幌子，给予

穷人一定物质激励，以换取他们的皈依。这样的行为既对真正

的物质进步无益，又对他们的精神发展无益。

巴哈伊发展活动遵循着几个基本原则。巴哈伊信仰禁

止诱人改宗，发展项目不能用于公关目的，或是作为让人

a　‘Abdu’l-Bahá,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p.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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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皈依巴哈伊教的手段。同理，巴哈伊教徒可以从政府

和捐赠机构获得人道主义性质的项目捐助，但是不能接受

或使用外部捐款来推动社团内部事务。当然，作为一种宗

教，巴哈伊教同样也会为人们提供了解和皈依巴哈伊信仰

的机会。因此，巴哈伊教会开展各种社团活动，欢迎所有

人参与，包括礼拜和教育。然而，发展活动的目的则是让

巴哈伊社团参与无私的人类服务。a

巴哈伊启发的项目，诸如扫盲，健康或者教育等等，绝不

仅仅只限于让巴哈伊自身受益，实际上，他们竭力让这些项目

纳入那些来自各种宗教信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并使之

受益。

社会与经济发展事业在巴哈伊社团生活中起着独特的作

用，代表了个人、团体和巴哈伊管理委员会将宗教原则用于物

质和社会进步的努力。这些事业不仅只服务于巴哈伊教徒，同

时也服务于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并尽可能地吸引最大可能的参

与。这些项目通常都是与具有类似目标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

组织合作开展。b

3. 草根阶层自主有机发展

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个普遍的模式是，识别出某个

a　Bahá’ 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 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6.

b　Bahá’ 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 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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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的社会问题，建构一个以“配套的技术”形式出现的解决

方法，或者是由理论家和专家制定的方案，及其后的在大范围

的传播和执行。这样“自上而下”的项目，通常需要巨大的人

力和财力，并经常随着时间走向失望、觉醒和被实践者和受益

人最终放弃，直到该领域的某个新趋势出现，产生新的项目，

但用同样的原则来执行，并导致类似的结果。为了避免这个趋

势，且由于巴哈伊认识到有效的社会经济发展项目需要整合精

神和物质的发展，而这种项目尚需要被构想出来，被测试，并

且用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应用，然后才能说在大范围里运用。巴

哈伊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努力是由有机成长和实验的原则来引导

的。在草根层面，本地人中构思出来且被运用的项目，更倾向

于处理当地人民的真实需求，因而具有长久的效果。

从巴哈伊观点来看，发展领域的进步极大地取决于社区基

层的自发活动，激励力量也应当来自于这些活动。因此，巴哈

伊在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努力一般都以相对简单的，能够由

地方社团本身所管理的行动开始。然后，随着参与者在推动精

神和物质进步方面逐步取得成功，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决策

能力也开始增强，这些地方性的活动也会自然而然地以一种有

机的形式演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具有更加可持续性的、目标更

为远大的项目。这个时候，一般会创造出能够支持类似项目的

组织结构，这些新的机构有的会有潜力发展成为配备全面的发

展组织，具备在广泛领域开展大型项目的能力。a

a　Bahá’ 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 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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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学习

学习的概念强调一种有机生长和实验的方法。

巴哈伊发展的所有努力，不论在任何层面，其中心主题都

是学习。作为宗教社团的成员，巴哈伊教徒拥有相同的信仰体

系和基本准则。然而，将这些准则明智地应用于社会蜕变则是

一件必须要通过经验去学习的事情。因此，所有集体行动的核

心都是关注灵性原则的应用。这些原则不仅为实际解决方案指

明了道路，同时也包括了那些有助于推动方案实施的态度、意

志和动力。和学习过程同样重要的，则是内容和科学方法，因

为宗教真理并不是对奥义的简单断言，而是能够引向实验，运

用以及创造诸系统和诸过程的宣言，它的结果可以通过观察和

推论来被验证。此外，文明进步还对物质手段的增加提出了要

求，这些都必须通过科学活动来得以实现。因此，发展可以最

好被描述为，一个包括了行动、反思和磋商的学习过程——这

一切活动的实施都是与宗教教义的指引之光一致，并且利用了

科学知识。a

如何应用科学知识和精神原则改良世界，这是我们必须学

习的。此外，学习必须从实践中而非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中得

来。通过逐渐应用原则和知识，曾经困扰理论家和实践者的重

要问题可以被渐渐解决。如何同时达成物质和精神的发展？团

a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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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社区领袖和个人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可以克

服“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二元分裂吗？如何推动科学的文化？

融入精神原则的经济、农业、教育和健康项目是什么样的？

显然，这些问题不能被一个单一的机构或个人研究解决。

为了产生所必需的数据并据以分析，有必要将在全球各地产生

的小的而且多样的实践经验汇集起来。实际上，巴哈伊的社会

和经济发展的一个较为革新性的假设前提是：通过参与才能获

得必要的学习。参与方有：政府领导和农民，男人和女人，老

人和年轻人，研究者和实践者，教育者和学生。当更多的来自

不同领域的个人和机构参与到一个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集体

的话语构建中，大家所达成的学习和洞见，对于策划在该领域

的进一步的行动有着无价的意义。

但是如何才能引起在数量上来说足够多元的个人和机构来

参与呢？他们将怎样被连接起来呢？这样的一种网络存在吗？

2. 学习的系统化

巴哈伊所主张的学习是系统的，是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就单个独立的项目来讲，他们会通过行动-反省-再行动的

模式累积经验，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项目。对于整个

的巴哈伊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来说，他们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

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的学习的网络，共同分享经验、教训。位

于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社会经济发展处（OSED）是全球巴哈

伊社会经济发展项目学习网络的中心。它会观察各地多元化活

动的成效，汇集新获得的知识，并将其整合并予以推广。下面



多样化经历综述 175

是OSED的描述以及一个具体的例子：

当它识别出一些在某些行动领域取得了特别好的成

果的方式方法的时候，OSED就安排在不同的大洲开展试

点项目，其目的是进一步完善这些内容和方法，然后将其

整合到一个经历了测试的项目里。然后，再将这个项目推

广到全球，这样各个国家的巴哈伊社团就可以对其进行调

整。a

1994年，OSED邀请了一组教育专家，对巴哈伊社团

在扫盲方面所取得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这一分析在

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和圭亚那开展了扫盲试点项目。在

第一年的试点结束以后，OSED又与这些教育家展开了磋

商，对战略和决策加以了细化，将这一学习过程推广到了

另外四个国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和马来西

亚。随后，各国代表又举行了会晤，对考察结果进行了交

流，并对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反思。他们发现，对强化表

达能力的项目接收度最好的是12-15岁的青少年，于是发

展出了“青少年精神赋能项目”。除了对简单的阅读和写

作技巧加以指导之外，这个项目还致力于培养这个年龄段

青少年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清晰流畅地表达思想的能力，尤

其强调了积极的语言与思想和纯洁行为的重要性。

2002年，OSED起草了一份文件，详细介绍了致力于

a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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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精神赋能的活动的背景、特点和一般参数。这份文

件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对这一年龄组的工作，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习阶段。随着青少年项目的增加，

OSED又资助了几次洲际研讨会，让各国代表分享经验，

接受培训，制订计划。在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持续活动的

能力之后，研讨会的重点又转向了在每一个国家培养人力

资源，以强化和提高项目的质量。现在，OSED正在探讨

新的学习和知识传播方法。a

个别机构在孤立的状态下独自行动，它通过实验和反思，

并且用学习的模式来运作，可以想象，假以时日，这样的机构

可以开发出优秀且有效的项目。但是，同样的过程可以被极大

地加速并且加强：通过一个集中的机构，来观察各种情形的结

果，并且促进开发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项目。

对于巴哈伊社团来说，扩大上述活动网络所具有的重要的

意义，远远超越了已经积累的直接的利益。将巴哈伊信仰经文

中的原则应用于各种环境的经验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当前发展

领域的挑战的理解，让我们更加有信心为全球事业做出贡献。

而这一参与反过来又代表着另一个重要而持续的学习机会。b

在全世界里，投身于改善其社区的个人和组织的数目在稳

a　Bahá’ 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33. 

b　Bahá’ 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World: The Worldwide 
Bahá’í Community’s Approach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2008), p. 34. 



多样化经历综述 177

步增长。找到驾驭这种能量的途径并加以疏导，以使之更有效

地推进国家所构想的繁荣、和谐的社会，则是全球化世界中的

个人与机构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