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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谷经
∗



[波斯]巴哈欧拉著,叶灵希译

以宽大、仁慈的上苍为名

赞美属于上苍,她从无有中创造生命.在人的书简上铭记了世纪前的奥秘,从巴扬经典中教导

他所未知的,使他成为那些全心信仰的和顺从者的“灿烂之书”,使他能在这昧暗而沦落的时代明察

创造的万物,由那圣殿,以美妙之音,从永生的顶峰讲述:每个人最终都会在他内心,以他显示之主的

身份中见证;诚然,除她之外别无上苍.因而每个人都能达到真实的顶峰,直到他们的心目中洗尽纤

尘,唯见上苍.

我表扬并赞美由神圣精粹之洋分出的第一海,从“统一水平线上”闪耀的初晨,于永生天庭升起

的朝阳,由世纪前唯一的灯盏点燃的原火;他是崇高天国之阿末,临近天使们中的穆罕穆德,虔诚之

境的马末在那些知晓他的人心里,“无论哪位(名称)将可祈求他:它有极完善之名”.在他的庭

院及伴侣们中充满丰裕、持久及永生的和平.

再者,我们倾听着你本体树干上智慧夜莺的高鸣,明了在你心室枝头上确实之鸽的呼唤.诚然,

我吸入了你爱袍纯净的芬芳,由阅读你的启示而达到您这集会.自从我注意你提到你献身于上苍,

你通达她的生命,以及你对上苍和她启示各名及其“品质曙光之点”的敬爱———我即从各荣光境界向

你展露神圣及灿烂的标志,吸引你进入神圣临近及善美的庭院,导引你到那仅可瞧见你敬爱及尊敬

者的面庞的境地,同时如无人提及的那个年代一样望见创造的万物.

那统一的夜莺已经在格士依业园中高唱:“她说是时将在你心田书简上呈现微妙奥秘之文———

‘敬畏上苍,上苍将赋予你智慧’,你灵魂之鸟将忆起世纪前神圣的殿宇,翱翔着渴望的双翅于‘走向

你主行踏之道路’的天庭,在‘供食各类果实’之园中,采集共有之果.”

在我生命中,朋友,你将从名称及品德之镜映照出的东方精华之光,品尝那智慧源地青园中的花

蕾所结出的果实,思慕将从你手中夺去忍耐与缄默的绳索,使你的心灵在炫耀的光芒中震撼着,先使

你从尘世的家园归向那“确实中心”的天庭,把你提升到那境地,你将翱翔于高空,宛如你在世上行

走,你于水面移动,如你在陆地上奔跑一般.因此这将使你,我及那些登临智慧天庭者,由全权、仁慈

者发出的确实之风,吹拂本体之园,更新你的内心来共同欢庆.

∗ 原载简宁主编:«透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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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惠临那些依从“正道”的人们.

并且,由寻求者的尘居,到天堂家乡之地的路程,据说有七个境界,有的称它为“七谷”,另一些叫

它“七市城”.而且除非这寻求者摒弃“自我”,横越这些境界,他将无法到达那临近和谐的海洋,或畅

饮这无比香甜的琼浆.第一个境界是———

探寻之谷

这谷的关键是耐心,没有耐心,寻求者在这旅程上不能抵达任何所在,或获得任何目标.他决不

可灰心沮丧.就是努力了上百年,而仍不能景仰他“朋友”的面容,也不可踌躇,那些找寻“为我们”的

“卡比”为这信息欢欣.“依我们的意向,我们将指引他们.”在他们的探索中,他们坚定地准备应付一

切辛劳,时刻寻求跨越危殆之界,进入生之境地.没有任何桎梏能牵阻他们,任何议论能更改他们的

意向.

最主要的是仆人们须洁净其内心———那是神圣宝藏的泉源———的一切痕迹,避免模仿依从先人

的旧径而闭上友谊之门,仇视世人.

在旅程中,寻求者会到达这一境界:他瞧见所有的创造物在迷惘、困惑中寻找那“朋友”.多少个

雅各在追寻他的约瑟夫,多少个情侣在匆促地寻找那所“爱者”,全世界的殷望者在追寻“唯一敬爱

者”.每一刻,他都碰到一个重大事件,每一刻,他都觉察到一个奥秘.因为他的内心摆脱了这两个

世界,朝向“敬爱者”的“卡比”,每一步都得到来自“无形领域”的帮助,使他寻求的欲望增强了.

寻求者须有“麦伦之爱”的渴望.据说有一天有人碰见麦伦在筛着尘沙,一边流着泪珠.他们

问:“你在做什么?”他回答道:“我在寻找莉丽!”他们惊喊道:“哎呀! 莉丽是纯洁的圣灵,你怎么却

在尘土中去找她.”他回答道:“我在每个角落找寻她,希望能在某处找到她.”

诚然,聪慧者耻于在尘土中找寻君王之主,但这却是真情追求的表露.“谁以真诚热心追寻的将

找到它.”

真诚寻求者专心一意搜索他所殷望的目标,爱侣除能与他的爱人结合外,没有其他的愿望.除

非寻求者牺牲一切,否则他将无法到达他的目的地.把所见,所听和所悟的一切完全腾空,他才能进

入圣灵领域和上帝的城市.我们须真情全力去寻找,才能与她畅饮重聚的琼浆;如果我们尝到那美

酒,我们将抛弃这个世界.

在这旅程中,那位旅客寻遍天涯海角.在每张面容前他找寻那“朋友”的本质;在每一国土中他

搜索那“敬爱者”.他参与各种交往,同各种人为友,希望在某些意念中,发现那“朋友”的隐秘.或是

在某些面容前,窥见“敬爱者”的本质.

如得上苍辅助,在旅程中有这无踪迹“朋友”的些微痕迹,或是由上天信使闻及失踪已久的约瑟

夫的声音,他将步入———

爱之谷

并溶化在爱火中.在这城市中,呈现了欢乐的天堂.世界明亮的渴望之日普照着,爱的火焰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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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时,它把理智的果实烧成灰烬.

现在这旅客完全忘却自己及他四周的一切.他不分无知或智识,踌躇或是确定;引导之晨或夜

之错觉.他避离无信和信仰,那鸩毒是他的香膏.所以,阿达说:

无信者,谬误———虔诚者,信心

阿达之心,是你苦痛的原子.

这谷的关键在苦痛;如没苦痛这旅程将无终止.在这阶段,那情侣除他的“敬爱者”外,没有其他

意念,除他的“朋友”外,不寻示任何庇护.每一时刻,他于“敬爱者”的路中,奉献百条生命,每一步,

他于“敬爱者”的足下,掷下千颗头颅.

啊,我的兄弟! 未进入埃及之爱前,你不能找到约瑟夫朋友的圣容;未如雅各放弃外在之眼,你

绝不能揭开内在的生命;未受爱火焚烧之前,你绝不能与“殷望的爱人”作心灵的沟通.

情侣无所畏惧,凶险不能临近:他寒栗于烈火中,干燥于海洋里

情侣者寒栗于狱火中

理智者干燥于海洋里.

爱不承受生存,也不期望生命;他见生于死亡中,于羞愧中寻求辉煌.为表达疯狂之爱,须有明

达理智,欲同那“朋友”作联系,须充满活耀精神.庆幸欢乐的是那些被她绳索所圈中的颈项,及那些

在她爱的路上抛下头颅的人.因此,朋友啊! 忘却自我,才能找到那“无比者”,跨越世尘,才能见到

在天之家.如果点燃生之火焰,转向爱的路径你将化为虚无.

爱不攫取在生之灵

鹰不捕食已死之鼠

爱使世界焚烧于每一回旋.耗尽每一块提举他旗帜的土地,上苍并不生存于他的国土中,智者

在他领地无需施用号令.爱之最吞没理智之主,摧毁知识之君.他畅饮七海,仍无法抑制心中的渴

望,他问道:“是否还再有呢?”他自行退缩,远离世上的一切.

爱是世间,也是上天的异客;

他内在是七十二之疯狂.

他曾使许多受约束的遇难者欣喜,他的箭,创伤了不少明智者.世上的赤红是他的忿怒,人们苍

白的面颊是他的鸩毒,除死他无药可治了.他漫行于山谷阴影下.爱人唇上的毒汁比蜜还要香甜,

在寻求者眼中,毁灭胜于千百生命.以爱火焚毁邪恶本质的帘幕,净化及纯洁心灵,才能明悟万界之

主的地位.

燃上爱火焚毁所有,

始能进入爱侣之地.

如得创造者的许可,这爱侣将摆脱爱鹰之爪而进入———

智慧之谷

清除了疑惑而进入确信,从晦暗的幻觉到达敬畏上苍的导引之光.揭露他的内眼与他的“敬爱

者”私下交谈;启开那真理和虔诚之门,闭上那徒然幻觉之户.在这境界中满足上苍的恩赐,战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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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在死亡中发现永生的奥秘.以内在和外在之眼,于创造之境,窥见奥秘的复活及人的灵魂.

纯洁的心明悟上苍启示的无穷神圣的智慧,于海洋中他发现滴水,滴水中窥见海洋的隐秘.

剖开那原子的核心,啊!

你将于其中找到一个太阳.

旅客在这“谷”中瞧见现代真宰,除恩佑外无有其他.每一时刻他说:“仁慈上苍的创造全无瑕

疵:细心视察,试看能否发现一个缺陷?”他在无正道中窥见正义,在正义中感恩.在无知中他找得隐

藏无穷的知识,在知识中开拓无尽的智慧.他摧毁了本体及欲念之笼,与永生境界的人们为伍.他

登上内在真理之阶,奔向内在意志的天庭.他驾驶着“展示我们各方和他们本体的方舟”,航行过“直

到他们明了(这书简)是真理”的海洋.碰着不公正他将坚忍,遇到暴怒他将展露仁爱.

曾经有一爱侣,怀念着同他离别多年的爱人,在疏远的火中耗毁了他自己,以爱的习性来说,他

已用尽心中的容忍,身心疲劳,没了她,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时间使他憔悴,多少个日子,因怀念着她

而不曾安息.多少个晚上,因苦思着她而不能入睡.他的身体已折磨得十分憔悴,他内心的创伤使

他发出苦痛的呼号,他愿以万条生命换取一睹她真容的机会都没有.医生们束手无策,故友不与他

为伴.啊! 爱的心病是无药可治,仅有他爱人的关怀能拯救他.

终于他的渴念之树结出绝望的果实,愿望之火散成灰烬.一天晚上,他不想再活下去,他出了家

门走向市场.突然间一警卫跟上了他.他拔腿便跑,警卫追随不舍,不久另一警卫也加入追逐,阻挡

他各条奔逃的出路.这沮丧者内心呼号着,四外奔撞,呜咽自语道:“这警卫一定是‘依沙利儿’,我的

死神,这么快地紧追我;他或者是位狂人,企图伤害我.”他继续奔跑,流着被爱神之箭射中的血,他内

心悲愤.他来到一座花园围墙前,以说不出的苦痛,他攀上高大的围墙,忘了他的生命,跳进园子.

突然他看到他的爱人,手中持着一盏灯,在寻找一枚她丢失的戒指.这位心内绝望的情侣,注视

着他倾迷的爱人,深吸了一口气,高举双手祷告:“啊,上苍! 以你的荣耀、富裕和生命赋予那警卫,他

是‘耶默利’天使,引导我这可怜的人;或者他是‘意斯拉菲’天使,把生命带给我这沮丧者!”

诚然,他的话语是恳切的.从那宛如狂暴的警卫,他发现许多奥秘的正义,瞧见不少的仁慈,隐

藏在帘幕之后,在愤怒中,那警卫带他从渴思爱恋的沙漠,抵达他爱者的海洋中,以重圆之光,照亮那

分离的黑夜,促使远方的进入临近之园;引导受困扰的灵魂,找达心灵的神医.

如果那情侣能看到未来之事,他定会先感谢那警卫,并为他作祷告,也将视狂暴为正义;但因未

来受帘遮了,他先是呻吟,悲叹.行于知识园中的人,有先见之明,见和平于争斗中,识友谊于愤

怒中.

这些是旅客们在这“谷”中的情景;但在这“谷”上的人们,看末端和起点是合一的.而且他们也

没瞧见始与终或“先与后”.住在永生城市青园地上的人也不分“前与后”,他们奔驰自所有的最先,

弃逐所有的最后.他们淡泊各界的名利,如闪电般迅速地跨越各界之特征.因而说“完全之和谐,排

除一切特征”.他们建居于精华的凉荫下.

阿都拉主教———或许至高的上苍圣化了他敬爱的心灵———曾明确而意味深长地阐明说:“你引

领我们走上那直路”,那是“指示我们正确之道,以你爱的精华照耀我们,使我们除你之外,不倾向我

们本体和其他一切,使我们能全心向你,仅知晓你,仅注视你,除你之外无思其他”.

这些是超越这境界的,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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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帘幕间隔了情侣和爱人

　　除此之外我再不能披露什么.

在这时刻,知识之晨升了起来,旅行及漂泊之灯已熄灭了.

尽管拥有力量及光芒;

帘遮的仍是摩西

你如没有翅翼

别想尝试飞行.

经常沉思和默祷,以圣灵协助的羽翼,展翅高飞,你将能探知那“朋友”的奥秘,达到敬爱者的光

境.“诚然,我们来自上苍,我们将回归她的身旁.”

历经“智慧之谷”,是限制世界的底层,那旅客来到———

和谐之谷

由上苍之杯畅饮,注视着那“合一的显示”.在这境地,他刺穿复性的帘幕,摆脱情欲的境界,升

入单一的天庭.他以上苍之耳谛听,以上苍之眼窥见神圣创造的奥秘.他步入“朋友”的内殿,如知

已共处于“敬爱者”的篷帐.他从上苍的衣袖伸展出真诚的手,他显示神秘的力量.他无视自己的名

字,声誉或地位,发现本身的声誉建立在对上苍的赞颂上,他于他自己名中瞧见上苍之名,对于他“所

有颂歌来自君王”,一切的音律来自于上苍.他坐在“说一切来自上苍”之宝座上,并安息于“除上苍

外无力量及权能”地毯上.他以和谐之眼观望万物,他瞻见神圣太阳的辉煌光芒,由精粹晨曦之点,

普照所有创造物,而那单一之光,反射在所有创造物上.

“卓越者”明了寻求者,在每一阶段的本体意境中,所见的各种异象,是他己身的幻影.我们举出

个例子,使这含意更加明确.看那太阳,虽然它由同一日光普照大地万物,依启示君王的意旨,光芒

照耀所有的创造物.但对每一个地方的显示和散布的恩宠,要依其潜能而定.例如一面明镜其反映

功能,是依照镜子的敏感程度而定.于晶体中它产生火焰,在其他物件上,它仅表现出其反映功能,

而非其全部.通过这些作用,依创造者的意旨,它保持每一物体本身的质地,如我们所见到的.

同样的,每一物体所呈现的颜色,是以其质地而定.黄的球体,发出黄色光彩,红的发出红色光

彩,这些的变化是因为物体的感受,而非来自普照的光线.如果一个地方,光被墙壁或屋顶隔绝了,

它将完全失去色彩,阳光也不能普照其中.

所以那些不健全的人,把智慧的源地,紧闭在自我和欲念之墙内,让无知和盲目的乌云遮蔽着,

帘隔了神圣太阳和“永恒敬爱者”的奥秘.他们远离“信使之主”的明确信仰的珍藏智慧,也被拒于

“全惠者”圣殿之外,远离那辉煌的“目标”.这些是当代人们拥有的价值!

如果一只夜莺,鸣叫着从泥土中飞起,停留在心之玫瑰丛荫下,以阿拉伯的音律与柔和的伊朗歌

曲,唱出上苍的奥秘———仅其中的一句,能使无气息的本体受到鼓舞,唤起新生命的活力,赋予圣灵

于这世上的腐朽之骨———你将瞧见千万忌妒之爪,多少忿怒之啄,在追寻她,并倾尽他们的力量,企

图毁灭她.

诚然,对一只甲虫来说,清馨是难闻的.一位患有感冒的病人,对清新的芬芳无所感闻.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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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无知者的警语是:

清除你脑中之污液

吸入上苍的新气息.

简而言之,物体的不同本质已清楚说明了.所以当那寻求者注视那现身之处———就是说,当他

瞧见五彩缤纷的球体———他仅接受黄,红或白色.这些在人们之中的对立和一些浅见者所散布的黑

尘,蒙遮了这个世界.有些人会注视这辉煌之光,有些会沉醉在这统一琼浆中,他们都仅瞧见那太阳

的本体而已.

寻求者们对这三种不同的境界,各有其不同的看法.这些对立的因素将继续呈现于世上.那些

居于和谐合一的境界的谈论那个世界,另一些居于限制之境界,也有一些在自我的阶段中,而其他的

则完全受遮蔽了,所以那不曾看见晴天圣美光辉的无知者,发表其主见,而在每个新纪元,残害那统

一海洋中的人民,那折磨本应是他们自身应得的罪行.“如上苍要责罚那些刚愎自用的人,世上将无

再有生命,但依从定约,她暂缓处决他们”

啊,我的兄弟! 一颗纯洁的心如一面明镜,以爱之光擦亮它,除上苍外隔绝其他一切,使那真理

的太阳,能在其中光耀着,而永生之晨也破晓了.届时你将清楚地明白“我的世间,或我的天庭不能

容纳我,仅有我那虔诚仆人的内心能容纳”.你将为你所渴望的新的“敬爱者”而牺牲自己.

每当和谐统一君王的启示之光,普照在那心和灵的御座上,她的光辉呈现于四肢和每一细胞之

中,那传统的隐秘将从晦暗中闪耀出来:“虔诚的仆人于祷告中临近我,直至我回应他;当我回应他

时,我将成为耳朵,而他将有所听闻”如此,主人重现于她的住家中,屋中所有的支柱反映着她的

光辉.这光的作用和意旨是来自“光源赋予者”,所以一切通过她而运行,以她的意志而呈现.这泉

源是临近者们畅饮的,如所说的“那是临近上苍者畅饮的灵泉”

但是,不可让任何人误解这些言论,是考证学,而使上苍的各意境,沦落为物界的欲念.也不可

把他们的“超越者”引向类似的假定.上苍,她的精华是神圣,超越一切升与降,进与出,她自亘古超

越人类的本质,也将永远这样.无人曾知晓她,没有任何生灵曾觅得通往她本体之路,每一寻找上苍

的长老也在远离她的智慧之谷中徒然徘徊着,所有的圣人欲求明了她的精华而迷失方向,她是神圣

的,超越智者的悟性,她是崇高的,超越知识的理解成份! 道路受到禁止,欲追寻是不虔敬的,她的证

明是她的征兆,她的本质是她的形迹.

所以在“敬爱者”之前的情侣们会说:“啊,你的精华是那唯一指向精华之路.她是神圣的,超越

任何类似她的物体.”怎能以空无在史前的草原上驰骋,或是以瞬逝之影追赶那永生的太阳? 那“朋

友”曾说:“如非你,我们不曾晓你.”“敬爱者”也说:“不能得她的光临.”

诚然,这些各境界的阐解,是来描述有关真理太阳所启示的知识,她把她的光投射到明镜上,虽

这辉光是在人的内心,却被隐藏在这世间的意志及情势的帘幕下,如铁笼内的蜡烛,只有在除下其笼

罩之后,烛光才会照射上来.

在同样的情形下,当你除下心中受幻境缠裹的帘布,和谐统一之光辉将会被启示.

很明显的,那光线,并无去来之分———更何况是那“精华之本体”和那长久所殷望的“奥秘”呢!

啊,我的兄弟,在各境界的旅程应拥有探究的精神,而非盲目依从.一位真诚的寻求者,不畏言论的

攻击,或受典故警戒的困惑.



８６２　　

　　　　帘幕怎能隔离爱侣和爱恋者呢?

亚历山大的高墙也不能拆散他们!

隐秘重重,异客无数,虽可能仅是一句或一表征,多少的著作也不够容纳“敬爱者”的奥秘,多少

页数也未能详述其记载.“知识只是一个点,无知者增加了它.”

在同一原则下,深思各境界不同之处,虽然圣灵的境界无终止之期,有些人还是把它分为四种:

时间的世界,它有起源和终止;持续的世界,它有起源,但其终止之时却未被展露;永存的世界,不知

其起源,但却知它有个尽头;永恒的世界,它的起源和终止都不可见.互然对这些观点有很多不同的

见解,却难一一去论述.因而有些人说,永存的世界是无起源和尽头的,并称永恒之世界,是无形的

坚固的上苍居所.也有的称呼这些世界为天庭,为上苍的天国,为天使之国或世间之国土.

爱的路径可分为四个旅程:由人到“真宰”,“真宰”到人,人与人及“真宰”与“真宰”之间.

在这儿,古代许多奥秘占卜者及巫医们的言论,我们都没提及.既然我不喜欢古代冗长的引证,

因为从这些人的摘录,仅证实是学得的知识,并非圣灵的赋惠.我们在这儿的许多摘录,是出于人的

习俗的不同和随从朋友们的风俗举止.而且,这些事件是超越这书简的范围.我们不愿列举他们的

言论,这并非自满,而是智慧的启示和恩赐的表现.

如“卡诺”曾于海中折毁船只

在这错误中含有千万个正确

否则,尽管这“仆人”处于上苍敬爱者之一的身旁,仍认为“本身”是完全的失落和无有.那么在

神圣者之前,更会觉得他是如何的微渺了.我崇高至上的主! 而且,我们的目的仅是记述寻求者行

程的各个阶段,并非要阐明各方奥秘言论的矛盾.

虽然已经举出这“相对世界”及“品质世界”的起源和终期的简易例子.现在再次举例述明,使其

含意能完全呈现.举个例子,让“崇高者”细想其本身;你先和你的儿子有关系,后来和你父亲相连.

于你外在的形象,你谈论呈现于这神圣创造境界的力量.于你内在的本体,你表露隐藏的奥秘,它是

存在你内心的神圣信赖.因而,先和后,外和里,实在是指你的本体.为你讲述这四种状况,你将能

明了这四种圣灵的境界.你内心的夜莺,栖息在所有生存的玫瑰树梢上,无论是呈现或隐藏,都须呼

喊道:“她是先和后,是明现和隐藏”

由于人类因素的限制,这些说明是在比较情景中的阐解.其他有些人,一步能跨越这相对及限

制的世界,居留于真确的美境,于权与势之世界建立其幕帐———在一闪耀星火中焚毁这些相对性并

以一滴露珠抹去这些字语.他们畅游在圣灵的海洋里,翱翔于神圣高空的光境中.因而于这境界,

字语怎能来描述“先”和“后”,或描述除了这所瞧见和已描述到的事物! 在这境界,先是后的本体,后

原本是先.

在你爱的心灵中燃起你的火焰

焚烧一切思念和所有的话语.

啊,我的朋友! 瞧着你自己:你如不曾为人之父,或生儿女,就不曾听过这些俗语.如今忘却一

切,你可向爱的教长的统一学校中学习,回归上苍,放弃虚无的内在园地而升到你真诚的位置,居留

于知识树下的阴影中.

啊,你亲爱的,穷困你自己,使你能进入富有之庭.谦卑你自己,使你能畅饮荣光的溪源,而领悟

你所询问诗境的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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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说明,这些境界,要依赖寻求者的洞察力.在每一城市,他将瞧见一世界,在每一“谷”达到

一泉源,在每一草原听到歌声.但天庭奥秘之鹰,有许多美妙心灵的欢乐之歌于他的胸膛中,那波斯

鸟在他心灵中,隐藏了许多悦耳的阿拉伯音律:但这些都受隐藏,也将继续地隐藏着.

如我宣说,许多心灵将破碎

如我宣说,许多笔杆将折断.

安宁惠临那些完成这崇高的旅程及追随那“真诚者”的引导之光.

那寻求者,在横跨过这超凡、高耸的境界的旅程后将进入———

满足之谷

在这谷中,他觉察到由灵境吹来的神圣满足之风.他焚毁欲念之帘,以内在和外在之眼,悟解

“上苍将以她的富裕补偿每一个人”那一天所有东西的内外.从悲痛中他转向欢乐,从苦恼中进入欢

畅.他的悲伤和哀悼成为欣喜和狂欢.

虽然外表看来,那寻求者在这“谷”中可能居留在尘土间,但内心里他们却高升至奥秘意境之顶

峰.他们品尝内在意味的无穷恩赐,畅饮那心灵的美酒.

口舌无法形容这三重之谷,言语不足以描述,笔不能进入这境地,墨水也仅留下一小污点.在这

境界中,心田的夜莺,别有妙歌和奥秘,促使内心骚动,圣灵呐喊.但这奥秘的内在含义,只能低语互

相心传,仅可吐露于正义胸怀之间.

仅有心对心能谈论奥秘智者们的天庭

无信使能吐露它,无书简可容纳它.

很多事件使我软弱而沉默

因我的话不能感应他们,而我的

言论也不足以表达.

啊,朋友! 直到你进入这神秘之园前,你将不可唇染这“谷”的永恒之酒.如你尝到它,你将漠视

所有其他一切东西,而畅饮这满足之酒.你将放弃所有其他而确保施行她的意志,于她的道途中掷

下生命,抛弃你的灵魄.但在这境地,你将无须忘却其他的:“仅有上苍,除她之外别无其他.”因在这

境界旅行者于一切东西中瞧见他“朋友”的美质,就是在火焰中他瞧见“亲爱者”的面庞.他在幻境中

发现真实之奥秘,从品质中他熟悉精粹之谜.他的叹息焚毁那幕纱,一瞥间,去除一切隔帘.以透视

之眼,他注视着新世纪,以焕发之心,他领悟微妙的真理.以下这句话足以证实:“这时日我将使你

的眼光尖锐.”

历经这纯洁、满足之境界,那旅行者来到———

奇境之谷

颠簸于汪洋大海中,每一时刻,他的好奇心都在增强.现在他把富有的形体看作穷困之本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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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精粹仅视为无能.此时,最辉煌中的美质使他惊愕,他再次困乏他本身.多少奥秘之树受奇

境的烈风连根拔起,它曾耗尽多少心灵.因在这“谷”中,这旅行者陷入混乱状态,虽然在那些到达者

的眼中,这些奇境是值得珍重和敬爱.在每一时刻他瞧见一个奇异的世界,一个新世纪,并历经重重

的惊愕而使他陶醉于“统一之主”的无比杰作中.

诚然,啊,兄弟! 如果我们思考每一个创造物,我们将发现无数完善的智慧,觉悟许多新鲜而奥

妙的真理,创造奇迹之一是梦境.它曾窥见其中积存多少的奥秘,多少珍藏的智慧,多少隐蔽的境

界.留意你如何沉睡在住所中,门户紧闭,突然间你发觉自己已处身在远方的城市中,你却不曾移动

你的脚,或倦乏你的身体.不用眼睛,你可看见,不用耳朵而你确有所闻,不用舌头,你会讲话.或许

当在十年后,你将在外面世界中亲见今夜所梦的一切实景.

因此,梦里许多的智慧是值得思考,仅有这“谷”中的人能悟解其中的真实因素.第一,这是什么

世界,在其中,没有眼、耳、手和舌,一个人却能动用其功能? 第二,怎么会在外面的世界中.你瞧见

你梦中的实景,而它却已在十年前的酣睡幻境中见过?

试分析这两个境界的不同之处,和它们所隐藏的奥秘.这可使你获得圣灵的确定,天庭的启发

而进入神圣的境地.

崇高的上苍,把这些现象安插在人们之中,是要哲学家们否认奥秘的来生;或小看那些来世的应

诺.有些人要依理论证,却否认那些他所不明白的道理,低能的大脑是不能领悟这些我们所讲述的

事件,仅有“超越,神圣之智力”能了解它:

怎能以低能之理去阐解可兰经,

或用蜘蛛的网诱捕凤凰.

所有这些境界,都可在这“奇境之谷”中亲眼见到.那旅行者在每一时刻欲寻求这些,而全无倦

意.因而“先和后之主”在阐明沉思默祷的等级和陈述奇迹之时曾说:“啊主,增加我对你时惊异.”

同样的,反映在人类创作的完善,所有各境界及阶段是遮蔽的;隐藏在他内心.

你仅须知晓你是微小的形体

但其中却隐藏了整个宇宙.

因而,我们必须尽力弃除那内欲的本质,直到展露出人道的真义.

因此,同样的鲁曼他从智慧之泉源尝饮仁慈之水,证实与他儿子内森那复活和死亡之境界,先以

梦作为证明和例子,我们在这里联系这点,希望通过瞬息的“仆人”,记忆着“神圣统一”学说之青年,

及那较古的指引技艺和“绝对”.他说:“人之子啊,你如能不睡,你就能不死.如你安眠后不再醒来,

那你死后将能不再升起.”

啊,朋友,你的心田是永恒奥秘的住所,不能使它成为瞬息即逝的幻想之家;不要耗费你珍贵生

命的宝藏,为这迅速消失的世界而忙碌.你由圣洁之境到来,不要把你的思想束缚在世间.你是临

近天庭的居住者,不要撰居于世尘.

总而言之,这境界的描述是无尽的,但因受世间人们无理的迫害,这“仆人”没有心思再继续

倾述———

故事还没讲完,我却没了心情

请祈祷原谅我.

笔杆在呻吟,墨水流着泪滴,心田之河在阵阵血的波浪中震颤.“没什么能降临我们,除了上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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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安宁伴随那些随从“正道”的人们.

当跨越奇境的顶峰,那旅行者来到———

真穷与绝对虚无之谷

这境界是本质的消逝而生于上苍之中,本质自身是穷的而在“热爱者”之中是富的.在这儿穷困

是表示物质世界的穷困,上苍世界的富有.因当真诚者和虔诚的朋友,抵达这“爱者”的面前,“敬爱

者”的美丽光芒,及爱侣们心中之火,将燃起火焰,焚烧所有的隔帘及掩遮,甚至他的所有,由心到皮

肤,将受焚烧,除“朋友”外一无所有.

当亘古之日的品质得到揭露

摩西焚毁那世俗尘物的品质

那已达到这境界的是圣洁的,超越这世间的一切.所以如果来到她临近海洋者,并不拥有任何

短暂世界有限的物品,不论是外在的财富,或是个人之观点都无所谓.因为任何人所拥有的都受到

他自身的限制,任何“真诚者”所拥有的都是圣洁的.

这些言论须作深入推敲,使人能明悟其意旨.“诚然,那正义者将饮一杯由樟脑之源所调和的饮

品.”如这“樟脑”的含义揭晓时,那真确的意旨将会明现.在这境界,穷困者说:“穷困是我的荣光.”

有关内在和外在之穷困,有许多层次和含义,我想没必要在这儿提及.因而我把它保留至另一个时

期,依照上苍的意志和命运的确定.

这就是那个境界,在那里,一切东西的痕迹毁于旅行者之中.在永恒的地平线上,那神圣面庞自

昧暗中升起.那“世上所有的将消逝,仅存有你主的面庞”的意义将被显示.

啊,我的朋友,全神贯注,倾听那心灵之歌,珍惜它就像珍惜你自己的眼睛.因为天庭的智慧,就

像春天的云彩,将不会永远下落在人们的心地上.虽然“全慈者”的恩惠是永不止息的,但却在每个

时期和年代,确定多少份量,配合多少宠恩,是已安排好的.“没有任何东西在那儿,但我们却有其存

放的包库.我们仅降下定时的份量.”那“敬爱者”仁慈之云的雨,仅降落在心灵的园地上,也仅赋赐

这恩惠于春天的季节.其他季节不能平分这至大恩宠,而那禁地也没这宠爱.

啊兄弟,不是每一海洋都有珍珠,不是每一枝干都能开花,夜莺也将不再歌唱.因此在天庭奥秘

之夜莺尚未回到上苍之园,在上天晨曦的曙光尚未归向真理之阳以前,你须竭尽能力,以期能幸运地

在这充满尘埃的世间,获得永生花园散布的芬芳,而永居在这城市人们的荫护下,当你达到这至高之

地并来到这至大权势的境界,你将注视着“敬爱者”而忘却其他.

那敬爱者照耀着大门和城墙

没有帘遮,啊,有眼光的人们!

现在你放弃滴水的生命,来到赋予生命的大海.这是你所追寻的目标,如果这是上苍的意旨,你

将获得.

在这城市中,就是光的帘幕也被分裂而消失,“她的完美,没有面纱,仅有荣光,她的面庞除启示

外而无掩遮”.很奇怪,当“敬爱者”如太阳明显,而那不经心者却还在追寻金箔与废铁.终于,她强

烈的启示掩盖了他,她盈满回射的光辉隐藏了她.



８６６　　

正如太阳她很明亮地照耀着

但天啊,她却来到这座盲城.

在这“谷”,那寻求者,抛下离开他“统一之本质和启示”之境界,抵达这统一、超越这两种的境界.

仅有全神欣喜能环绕着这主旨,而不是言论或争辩.任何曾居留在此行程境界,或是曾吸入这园地

的气息者,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所有这些行程中,那旅行者不可对“律法”有如毛发些微的差别,因这正是“路径”的秘诀所在,

也是“真理之树”的果实.在这所有的阶段中,他须紧执着尊从和戒律之袍,并紧握着那照耀所有禁

止之物的绳索,使他能从律法之杯中滋长,并显示“真理”的奥秘.

如对这“仆人”的任何阐解不能明了或因而导致紊乱,他须再重新探讨,直到没有任何疑问,其意

义须清明如“敬爱者的面庞”由“荣光之境”照耀着.

这些旅程在时间的境界中没有确定的终止之期,但真诚的寻求者———如得无形的确认及教义圣

护的协助———将能跨越这七重境界,或者在七息之时,或者在屏息之间,如果这是上苍的意旨和殷

望.这是“依从她的意志,她赋惠于这些仆人”.

那些飞翔于单一天庭,抵达“绝对”的海洋,推测这城市———“这是生于上苍之中的境界”———是奥

秘智者最高的境地和最遥远爱侣之故乡.但对这奥秘海洋的刹那之间者,这境界是内心堡垒的第一

门,也是人通往内心市城的第一路径.内心赋有四种境界,如果找到虔诚的寻求者,将再给予详述.

当笔杆来描述这境界,

它将折断,页数将毁散

沙南

啊,我的朋友,许多猎狗追踪着统一沙漠之羚,许多利爪欲捕捉永生园中的画眉.无情雅雀正埋

伏伺侍着这上苍天庭之鸟,而那妒忌的猎人,在暗中追捕爱的草原上的麋鹿.

啊,教士! 以你的力量创作一个灯罩,或许它可防护火焰被逆风吹息,虽这光极其渴望能点燃在

主的灯中,并照耀于灵境的世界.那些为敬爱上苍而抬起的头,定将受剑刃的砍伐;那充满着渴望的

生命,定将受牺牲;那内心铭记敬爱者的定将满溢着血液.以下的叙述是多么恰当啊:

生于无爱,因为它的和平是苦恼

它始于苦痛,它止于死亡.

安宁惠临那些依从于“正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