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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的发展话语
构建初探

∗



邱永辉

在新兴宗教初创阶段,被宗教社会学家称为“克理斯玛”(charisma)型的教主所具有的非凡魄力

和卓越才能,通常使新兴团体朝气蓬勃.但这个“英雄时代”会随着“神圣家族”光环的消褪而很快结

束,此后新兴宗教能否成功延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后继领导人能否建立有效的民主管理机制,更

为关键的是取决于新兴社团能否不断地回应新时代的要求,并创造性地解决其信徒及其所生活的时

代面临的新问题.这是研究者观察新兴宗教的“后代”的一个焦点,也是新兴宗教本身能否发展为一

个制度性乃至世界性宗教的关键.巴哈伊教被一些中国学者称为“未来宗教”,其主要原因是该教一

直胸怀世界,面向未来,并有志于为解决人类社会当下的重要问题做出贡献.

发展、可持续发展及其困境,无疑是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巴哈伊教社团及其由巴哈伊教所激发的组织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尝试.在巴哈伊组织、社团及其

相关机构的文本中“发展”一词的最终含义是“一个历史进程”,一个人类总体发展或全球发展的进

程,即在现有的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体现人类一体、世界大同的新秩序.巴哈伊教的有关

思想和实践,被吴云贵教授称为“社会发展观”;而巴哈伊团体本身则旗帜鲜明地声称,其所作所为是

在“推动一场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话语构建’”.① 我将其称为“发展话语构建”,是基于这场

话语构建的中心论题是发展,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点,是在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宗教与科学的

关系.本文即是对于巴哈伊教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尝试.

一、发展话语构建的历史背景

巴哈伊教及其组织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作为一个系统的和推广性的构建工作,始于２０世纪

末,以１９９９年巴哈伊全球繁荣研究所的组建作为标志,以其在印度、巴西、乌干达、中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研究项目为代表性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有关宗教、科学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性探讨和实践,其开


∗

①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本文是笔者２０１０年出席巴哈伊全球繁荣研究所召开的“宗教多元与民族和谐”
会议并访问巴哈伊世界正义院的成果之一.笔者的出访和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巴哈伊世界正义院委员法赞阿巴伯博士、社
会经济发展署负责人苏娜阿巴伯夫人、全球繁荣研究所海勒阿巴伯所长、巴哈伊亚洲顾问团顾问麦泰伦先生、巴哈伊全

球文明研究所宗树人博士、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赵曙青所长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特致诚谢.
参见吴云贵:«巴哈伊社会发展观若干问题之思考»和巴哈伊全球繁荣研究所:«推动一场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

“话语构建”».两文均载«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文集»,澳门新纪元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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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则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一)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并且见

证了一系列的、使当时的“落后国家”取得“发展”的行动.最初,发展领域仅是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点,随后则成为一项席卷全球的宏大事业,各国政府、国际机构、私营部门以及不断增加的非政府组

织等,纷纷卷入其中.但伴随这个发展进程的,是西方文明的迅速扩张.这一扩张将启蒙运动的福

与祸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随着揭开迷信的面纱而来的,是排斥理想的粗俗思想和“成者为王”

口号.因此,发展政策及其实践不是持续渐进的,成效更值质疑.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衰落的

迹象就已经显现,一些观察家甚至将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称为“迷失的年代”.

不愿迷失的思想者观察到发展项目带来的不发展结果和出现的乱象:一是贫困,不是绝对贫困,

“而是伴随社会团体纽带的断裂而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二是环境问题,“陈旧的经济增长方式

对环境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环境的存继都成了问题”.如联合国«１９９２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

与环境»里所说,“人类面临着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发展的双重挑战”.各国发展项目的困境作为一种

动力,导致了发展思想的演进,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是否应当导致对人自身发展的不断关

注,文化、价值、传统和世界观是否都应当被视为发展规划及其实施过程的关键因素.这是巴哈伊教

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巴哈伊教致力于“发展话语构建”的出发点.

(二)宗教需要建构精神话语系统

巴哈伊发展话语建构的先行者和领导人是美国量子物理学家法赞阿巴伯(Farzam Arbab)博

士.他１９７１年在哥伦比亚参加跨学科团体组织的农村发展研讨会和社区活动时,发现乡村地区的

生活现实与跨学科团体精心设计的计划之间有着巨大鸿沟,并暴露出无法回避的矛盾.其中世界银

行等机构推进的公平,在理念和实践之间的“参与”差距,形成了最大的挑战.于是,阿巴伯与一些巴

哈伊教的朋友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活动框架,这就是科学应用与教育基金会①.该机构至今在哥伦

比亚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项目,因其在教育和发展领域运用的精神原则获得了国际声誉.

阿巴伯博士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

的反思»②一书中,他为该书写作了«引言»和第四章,即“对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在建构初期,

他提出的问题是:全球化是否果真能使人类团结一致? 全球化是否只会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普遍

化? 全球化是广大人民幸福的承载者抑或只是少数特权者经济利益的代名词? 它将导致公正社会

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巩固现行的权力结构? 那种认为纯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应被抛弃的主张得到了

广泛支持,但问题是,发展理论和实践怎样才能获得精神性的前景? 他认为,巴哈伊的发展话语建构


①

②

科学应用与教育墓金会(FundaciónparalaAplicaciónyEnseñanzadelasCiencias,FUNDAEC),了解该机构的理念

和活动,可查阅其网站 www．bcca．org/services/lists/nobleＧcreation/fundaecl．html．
沙伦M．P．哈珀主编:«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反思»(TheLab,theTempleand

theMarket:ReflectionsattheIntersectionofScience,ReligionandDevelopment,editedbySharonM．P．Harper．),张继涛等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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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于“创造世界文明,这样的文明既体现人类的团结一致,又体现人类的多样性”①.

阿巴伯博士于１９９３年入选巴哈伊教国际执行理事机构理事,至２０１０年仍供职于世界正义院.

笔者在以色列访问期间,曾经询问:巴哈伊教为什么重视话语构建? 他说,当科学已有话语系统时,

宗教需要构建精神话语系统.前者由科学家构建,后者则由先知开始构建并不断前进,科学话语对

人类物质文明作出了贡献,也带来许多问题,精神话语的构建当对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二、发展话语建构

如今的巴哈伊教团体拥有话语构建的三个“实践”路线: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署以非宗教的方式与

世界各国合作,进行研究和从事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项目.二是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SGP)以及设

在香港的世界文明研究中心(IGC)以研究项日的形式,为自己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实地进行的发展项

目提供精神原则和人员培训,在此过程中启发人们以不同的语言表达精神原则,实现物质和精神的

平衡发展.三是巴哈伊国际社团以向联合国提供咨询报告等形式,参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本

文主要讨论巴哈伊教如何通过“研究项目”促进发展话语的构建,其中包括法赞阿巴伯的早期研究

项目和巴哈伊的第二条实践路线的研究项目.

(一)走出“二元分立”———法赞阿巴伯的建构努力

阿巴伯博士无疑是巴哈伊有关发展话语构建的“天才人物”.他坚信能够创造一种替代性的发

展策略,把精神性原则用于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之中.他在回答一系列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通过

解构已有的发展话语,为巴哈伊社团后续的发展话语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首先,解构“内在”与“外在”的二分:在乡村发展研究中,巴哈伊团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村

民在多学科、多机构的发展干预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法赞阿巴伯发现,二战以后的政府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干预穷人发展的行动,都属于外部干预式的培训;许多发展组织都坚定地采取了外来者

的立场,因此旨在帮助村社发展的项目,总是在要求当地人参与并遵从既定的模式.当这种模式出

现明显弊端时,批评者则批评发展项目本身,也批评村民不自觉地执行潜在的预设,实际上强化了既

定的发展模式.法赞阿巴伯认为:钟摆从家长制的一个极端,摆到对文化自治或文化自治的赞颂

的另一个极端,都是从前的发展话语中有关“内在与外在二分”的反映.

其次,解构“我们”和“他们”的二分:在“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眼里,乡村意味着“物质的贫

乏和人的落后”,而村民则是“愚昧迷信、不思进取、生性懒惰之人”.法赞阿巴伯发现,“发展理论

极不重视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外部干预式的发展项目显现了一种将区隔奉为规范的社会结

构———将人们区分为‘我们’和‘他们’,两者要么相互冲突、相互党争,要么相互协商、相互合作以及

跨越界定彼此的边界相互帮助”②.因此,我们越是以“我们”和“他们”的方式思考,就离服务对象越


①

②

法赞阿巴伯:«引言»,载沙伦M．P．哈珀主编:«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反思»,
第２页.

法赞阿巴伯:«对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载沙伦M．P．哈珀主编:«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

展的交互作用的反思»,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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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从服务对象的立场看待这个世界,并且与他们一道改造世界”①.发展不

是发达国家送给不发达国家的装满各种计划的“礼包”,而是一个所有人以各种方式参与的过程.

第三,解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在原有的发展设计中,那些为项目定下基调的经济学家

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立,这使他们热衷于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创造并强化有

关机构,认为发展项目就是为穷人建设好一个现代世界.但结果往往是大多数人不但饱受贫困之

苦,而且日益被现代机构所排斥.阿巴伯认为,大多数传统机构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在现代化的社会

变迁中甚至已经与高速变动的社会脱节,没有为那些只能被动地看着自己的生活秩序分崩离析的人

们提供替代品,结果技术先进的社会与大多数人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因此,现存的发展理

论实践不能为多数国家和地区确定发展道路.他认为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制定适用于全球社会的制

度、构建在各层面(从地方到国际)将社会凝聚起来的网络,即创建“地球村”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制

度.否则,全球化就会变成民众边缘化的代名词.②

最后,解构“宗教”与“科学”的二分对立:据法赞阿巴伯的观察,世界各国已经进行的强调“二

分”的发展项目,许多都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误解科学的结果.巴哈伊教对

科学的定义是“一个知识和实践体系”,笃信科学在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大业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巴哈伊信徒普遍地对人类的科学遗产及其创造成就的潜能敬畏有加.巴哈伊信仰同时认为,“如果

科学不能达至真理,那么除了留下一堆空想外,将一无所有”③.因此,宗教与科学是“和而不同”和

相互补充的.巴哈伊教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必须源自以宗教的精神和道德准则去引导,但宗

教也必须将其置于科学的监督之下.有了它们的帮助,人类就能认识到蕴藏于自身的高贵品格、自

由意识和团结精神的力量,并学会用这些力量来建设一个永不停滞的文明.

综上,阿巴伯博士一直致力于用巴哈伊教的观念和原则去发现一个更加全面、更富于参与性的

发展模式.他通过自己创办的组织,实施以精神原则为指导的具体方案.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法,成为了巴哈伊社团及其研究机构在发展话语构建中的基本方法.

(二)走向“人类一体”———在发展中国家建构发展话语

巴哈伊团体话语构建的第二条“实践”路线,主要是通过“全球繁荣研究所”以及新近在香港成立

的“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实现的.自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０年１０年间,这些研究机构通过在印度、巴西、乌干

达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项目和实践经验,积极推动了一场独特的发展“话语构建”④.

１．印度的经验:２１世纪的印度已被视为一股新兴的力量,甚至崛起中的大国.可在联合国人类

发展指数排名中,印度在１７７个国家中位列１２７,至今仍有４亿文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日均生活费

不足１美元.印度社会结构中反映出的极端不平等和迈向自由市场体系的间断努力,使巴哈伊社团


①

②

③

④

法赞阿巴伯:«对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载沙伦M．P．哈珀主编:«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

展的交互作用的反思»,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法赞阿巴伯:«对科学,宗教与发展的探讨»,载沙伦M．P．哈珀主编:«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

展的交互作用的反思»,第２０３页~２０４页.

BPT１９９７,７２:３．转引自沙伦M．P．哈珀主编:«实验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的的反思»,
第２０７页.

TheInstituteforStudiesinGlobalProsperity,ISGP:Science,ReligionandDevelopment:PromotingaDiscoursein
India,Braziland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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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其“发展话语构建”到了“转折路口”.于是,全球繁荣研究所准备了一份概念方面的文章,标

题是«科学、宗教与发展———若干初步思考»,并在２０００年新德里举办的有关讨论会上发表.为帮

助、协调、保持和推动这场话语构建,印度巴哈伊国家总会建立了秘书处,旨在成为一个不断扩展(机

构和网络、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传播论文)的中心.它通过与伙伴机构合作,把这场话语构建带到印度

不同的邦(省);其次,通过圆桌会议、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继续促进有影响力的执行者开展工作,随着

机构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个人的参与,渐渐地使一场“话语构建”初具形态.①

在促进话语构建的１０年间,发展计划者和参与者对于宗教和科学的认识中的一些误解得到了

澄清.在印度这样一个拥有历史悠久的巨大宗教遗产的国家对于宗教的认识仍然处于进步和深化

之中.话语构建参与者确认宗教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是人们的世界观、道德标准、

信仰和价值观的源泉,它维系生活的希望并赋予其意义;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历史上有许多以宗教名

义发起的大浩劫,历史上的乞讨、奴役、独裁、战争和种族歧视,正是以宗教的名义存在或持续存在

的.在印度,贬低妇女地位的经文被用来证明剥夺妇女平等权力和机会的合法性.关于科学的认识

方面,参与者所收获的新认识如下:首先,科学实践经常被等同于技术应用;其次,因为科学探索的是

自然界,并且绝大部分考虑的是物质世界,经常与唯物主义混淆;最后,精神原则对于科学知识成果

有着重要的意义.参与者普遍强调将宗教所强调的精神原则用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话语构建的

工作转向了落实层面,即精神原则在机构和社会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在将精神原则应用于发展实践方面,全球繁荣研究所派驻印度的一位研究人员,在印度巴哈伊

国家总会的帮助下,通过与印度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如SevaMandir,意即“服务神庙”)合作,不仅通

过广泛讨论,帮助人们将精神原则运用于各个发展项目,还通过从事项目调查,观察在运用精神原则

和科学方法的实践中,生成了哪些新知识和学习经验,使研究课题成为一个学习的领域.这种研究

方法重在利用其他与繁荣相关的“话语构建”中有关科学和宗教的概念框架,比如经济活动、管理、教

育和技术等等,理解发展话语构建的更广阔含意,并希望通过各种“话语构建”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

响,积极影响印度的社会转型.②

２．中国的试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在澳门共同

举办“共建和谐———科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这是有关发展话语构建的又一努力,也是其工作的亮

点之一.在大会上,全球繁荣研究所用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该所在巴西和印度的经验,即通过科学、

宗教与发展的讨论,在巴西促进了“新意识的觉醒”,在印度则推动了一场“话语构建”.

上述会议可视为巴哈伊社团在中国“引入”发展话语构建的努力.在实践方面,２００９年的８月

至１２月间,为了支持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活动,香港全球文明研究中心针对志愿者、学生、社会

服务者,在成都和昆明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坊③,旨在于通过个人和机构的能力建设使其更有效地

参与到各个领域的服务中去.在成都的三期工作坊由四川大学本科生、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和中国电

子科技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组成.工作坊讨论的概念,如人类精神的高尚性中的美感吸引、渴望知


①

②

③

参见巴哈伊全球繁荣研究所:«推动一场关于“科学、宗教和发展”的“话语构建”:印度的经验»,载«共建和谐———科

学、宗教与发展研讨会文集»,澳门新纪元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页.

TheInstituteforStudiesinGlobalProsperity,MayKnowledgeGrowinOurHearts:ApplyingSpiritualPrinciples
toDevelopmentPractice—TheCaseofSevaMandir．

工作坊的学习材料«探讨社会行动»(DSA)为哥伦比亚“科学运用与教育基金会”设计的社区发展、社会服务与道德领

袖教育体系中的一系列课程.工作坊所有教材的基本理念是“行走服务人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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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等,成为引导、支持和激励工作坊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知识.例如一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最初去

绵竹是想去给小孩子做心理辅导,认为经历过地震后他们有受过创伤后产生的精神压力、心理紊乱.

但他逐渐发现,其实大多数孩子都很健康,参加工作坊期间所探讨的人的潜力和人性高贵的问题,帮

助他在做行动计划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开发孩子的潜力方面,把孩子看待为一座“满藏无价之宝的矿

山”.①

巴哈伊团体先后在一些国家引入了发展话语构建,在印度是２０００年、在巴西是２００１年,在乌干

达是２００１年.相比之下,在中国引入发展话语构建较晚.从研究层面看,全球文明研究中心实施的

项目处于初始阶段,其特点是以工作坊的形式开展学习和促进探讨,并进而将学习到的理念用于个

人或社团的实践.在“宗教、科学与发展”的讨论方面,则未见诸相关材料.

三、巴哈伊与发展话语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巴哈伊发展话语构建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它体现了巴哈伊教的核心教义人类一体;

第二,它的主旨和核心是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第三,它的方法是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以一种

亲和的、谦卑的态度,与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探讨.巴哈伊团体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经

验,可以为今日中国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推动体现核心思想的话语建构

巴哈伊教义最根本的原则是“人类一家”.巴哈欧拉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不值得骄傲,唯爱

全人类者才应得之.地球仅一国,万众皆其民.”笔者认为,巴哈伊教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的核心

概念,正是其“人类一家”的教义.在回答笔者关于巴哈伊发展话语建构的独特之处时,法赞阿巴

伯说:“总体说来,巴哈伊所说的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巴哈伊教导中并无‘个人救赎’和‘上帝的

选民’等概念.巴哈伊的历史使命是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因此,在话语建构中,我们的独特之

处是‘一体、一家’(Oneness).”②因此,巴哈伊教如何推动体现核心教义的话语构建,对于具有“天下

一家”“世界大同”理想的中国人,是可以提供一些启示的.

巴哈伊社团在关于全球繁荣的讨论中,特别强调“发展伦理”,强调大多数人的观点,即经济自由

化和全球化不会自动促进国家的繁荣,这些趋势实际上已经使贫富差距恶化,绝大部分人群被摒弃

在受益者之外.真正的发展需要人类意识的转变,需要人们独立探索真理,需要强调公平正义作为

治理人类社会的原则,需要使“人类一家”成为一个深刻的信念.

为此,巴哈伊教提倡以精神途径解决经济问题.落实在巴哈伊教所推动的发展话语构建上,其

主要工作则是“开发精神原则”并向各种发展项目提供“精神原则”.在发展话语构建中,巴哈伊强调

在发展领域,物质与精神的一种必要的互动应该发生在原则层面.物质文明的动力从根本上讲来自

科学的推动,它来源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广泛应用.但是,这些应用必须符合精神文明的原则并


①

②

舒蒙萌:«参与式行动研究:与参加震后社区服务的学生志愿者团队合作的一点初步省思»,未刊稿.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法赞阿巴伯委员与笔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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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受其支配,否则,物质进步的后果将是祸福各半.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也成为了巴哈伊发展

话语构建的主要目标.

巴哈伊团体使用“精神原则”而非“宗教原则”,源于现实世界,也源泉于其“宗教同源”的思想.

巴哈伊团体在研究项目实施中发现,即使像在印度这种宗教历史悠久的国度,许多人对宗教仍然保

持着不信任,并且有许多批评之声,甚至提出由精神代替宗教的问题:“假定要取代这些以宗教名义

的陋习,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宗教置于一旁,开始探索发展中的精神概念吗? 将我们的词讨论导向个

人和集体的精神经历不是更好吗? 难道我们不是正在提及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在他们的崇拜和

实践个人行为中体现出诸如爱、慷慨、同情的品质吗?”①巴哈伊教对于“一切宗教的基础相同”的信

念,使其项目实践者能够认真聆听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经历,并注意到不同宗教

背景的人们对于同一精神原则的不同阐述,从中归纳(开发)的精神原则因此被广泛接受.

(二)以精神原则指导发展实践,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巴哈伊思想家注意到,在当今世界,我们很难让人信服发展实践应受到精神原则的指导.在中

国亦如此.“目的决定手段”的陈规长久以来受到许多中国人的追捧,以至于成为了一种文化特征;

巴哈伊教的发展话语构建初探人们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功利性理解,使得诸如教

育、医疗、环保、社会工作、社会科学研究等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领域受到忽视.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

放和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意识到必须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临时策略,使“公正”成

为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可以说,在反思过去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促进一场发展话语构

建,是今日的中国社会必须进行的工作.例如,如何体现、如何促进公正,虽然在今日中国仍是众说

纷纭,但公正作为一个精神原则,是中国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必要让全社会认识到,

政府行为和社会行动的每一个阶段,从政策的出台到计划的制定,再到具体项目的实施,公正原则理

应拥有最终的发言权.

巴哈伊教主张,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必须包括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繁荣两个方面,这与中国共

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异曲同

工之妙.当然,二者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意识

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刻不容缓,因此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

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

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②

巴哈伊教思想家承认,科学和宗教属于不同的知识体系,但也十分强调二者在运行之中有一部

分是交叉重叠在一起的,因为物质和精神不可能截然分开,因此提倡以“互补性原则”和“和而不同”

的思想,“深入研究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草率地做出评判”.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加强凝聚力并

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寻求基本的价值共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提升精神生活时,也许会更多地发掘

非宗教形式的精神传统,也特别强调发挥宗教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向宗教研究


①

②

巴哈伊全球繁荣研究所:«推动一场关于“科学、宗教与发展”的“话语构建”:印度的经验»,载«构建和谐———科学、宗
教与发展研讨会文集»,第２７页.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方针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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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了任务,即为了走向一条物质和精神齐头并进的发展道路,我们应当研究各个宗教传统,挖掘

其在今天的正功能和独特贡献.

(三)话语构建的方法论借鉴

法赞阿巴伯博士早年的构建努力,即向人们展示出其精神的、道德的、亲和的甚至谦卑的态

度,并且特别强调其伦理高度.在其对于“内在”与“外在”、“我们”与“他们”的二分的批判中,巴哈伊

教信徒所阐述的思想,不仅是基于巴哈伊教“人类一家”的核心教义,也可以诠释为基本的“发展伦

理”.巴哈伊教深信人类生来就是高贵的,因此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乐观情怀,它同时反对不切实际的

空想,即认为人类将本能地避免恶行,因此对人类尊严的信念和对教育、知识的信念紧密相连.这是

巴哈伊团体致力于服务人类的逻辑思考.

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巴哈伊社团在话语构建中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向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

子)提供了大量可供学习的案例.例如,构建话语过程中,必须解决如下问题:怎样促进探讨? 怎样

才可以在不说教、不贬低他人的前提下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改变? 怎样让个人和集体做好准备,抵制

正大行其道的物质主义力量且同时逐渐稳步地推动社会的转变?

成功构建的话语可能成为一种“权力”,但构建话语则更多地是一种能力.因此,强调“话语权”

的国人应当认识到,致力于“中国认识”的话语构建,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提高我们自身

的话语构建能力,则十分关键.现在是中国知识界反思自己的话语构建之时,笔者写作此文,旨在与

学术同仁共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