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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是一个世界性宗教，它的宗旨是用同一个普世圣道和同一个信仰将
世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巴哈伊就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他们相信巴哈欧拉就是各时代都许诺过的那位
神圣教育者。如你所知，几乎每个民族的传统里都有对未来的许愿，即在将来
某个时候，普天之下的太平盛世一定会实现。我们相信，那许诺的日子已经来
临，巴哈欧拉就是那位非凡人物，衪的教义必将使人类建立一个新世界。巴哈
欧拉在衪的一部圣作里写道：

“主已命定医治整个世界的灵丹妙药与至强手段，那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于同
一个普世圣道、同一个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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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已命定医治整个世
界的灵丹妙药与至强手
段，那就是全世界人
民团结于同一个普世圣
道、同一个信仰。”

－巴哈欧拉

“主已命定医治整个世
界的灵丹妙药与至强手
段，那就是全世界人
民团结于同一个普世圣
道、同一个信仰。”

－巴哈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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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教导我们，上帝的本质是不可知的。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在自己的
脑海里构想上帝的形象并思考衪的本质，譬如，把衪想象成一个人。一般而
言，受造物不可能理解其创造者。例如，一张桌子不可能理解制作它的木匠的
本质。木匠的存在对于他所做的东西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衪创造了天与地，创造了山峦、峡谷、沙漠、海洋、河
流、草木。上帝创造了动物，创造了人类。巴哈欧拉告诉我们，人类被创造的
原因是爱。衪说：

“人之子啊！我爱你的创生，所以我创造了你。你也要爱我，好让我能说出你
的名字，用我生命之精神充实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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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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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子啊！我爱你
的创生，所以我创造
了你。你也要爱我，
好让我能说出你的名
字，用我生命之精神

充实你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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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

圣约

尽管上帝的存在远非我们的理解所能企及，但衪的爱一直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和
我们的存在。而这爱源源不断地倾注于我们的渠道就是上帝的永恒圣约。根据
这永恒圣约，上帝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决不会听任我们迷失方向。只要人类背
离衪、忘却衪的教义，就会有一位上帝的显示者出现，将上帝的意旨和目的告
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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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圣者

显圣者

“显示”这个词的意思是揭露，即将前所未知的事情展现出来。上帝的显示者
是向人类启示上帝的话语和意旨的特殊人物。因此，我们听从显圣者，就是听
从上帝的召唤。一些过去的显圣者有克利须那、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巴哈
欧拉是现代的显圣者。

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显圣者”这个概念，巴哈欧拉讲过物质世界的一个
例子。在这个世界上，太阳是一切光和热的源泉，没有它，地球上的生命世界
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太阳高高在上，与地球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我们试图
接近它，那只能是彻底毁灭。

然而，假如我们拿着一面光洁的镜子对着太阳，那我们就会从中看到太阳的形
象；镜子越光洁，太阳的形象就越完美。上帝的各位显示者就像一面面光洁无
瑕的镜子，能够完美地反映出上帝的所有荣光。而这些明镜反映的都是同一圣
光。因此，尽管上帝远非我们所能企及，但这些完美的显圣者却每隔一段时间
就光临我们，生活在我们中间，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提供我们物质与精神进
步所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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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 – 当代显圣者

巴哈欧拉 – 当代显圣者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一直在各显圣者的指引下得以灵性成长和教化。他们带
来的宗教为我们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用道德伦理规范社会关系，用精神原则
指导个人行为。如今，新的显圣者降世了，衪的称号是巴哈欧拉，意即“上帝
之荣耀”。

巴哈欧拉的教义与以往显圣者们的教义是并行不悖的，只是它旨在解决人类在
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你要是对人类现时的境况稍加思索，肯定也会觉得该有
一位新的显圣者出现了。我想给你念一段巴哈欧拉的话，讲的正是我们所处的
这个时代：

“此乃上帝的至伟恩泽倾洒于人类之日，此乃衪的至大宠爱注入一切受造物之
日。世界各族人民皆有责任消解分歧，精诚团结，全然和平地生活在衪的关怀
与仁爱之树的荫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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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上帝的至伟恩
泽倾洒于人类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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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对人类现时的境况稍加思索，你是
不是觉得现代应有一位上帝的显圣者来
临？

你要是对人类现时的境况稍加思索，你是
不是觉得现代应有一位上帝的显圣者来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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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知的神医已把住人
类的脉搏，诊断出人类的
疾病，并且以其无误的智
慧，开出治病的良方。每
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
每个人灵各有其独特的志
愿。今日世界的苦痛所需
要的药方绝对不会跟来日

所需的药方相同。

－巴哈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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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家

人类一家

巴哈伊信仰的宗旨就是团结人类。巴哈伊教义告诉我们，全人类都是一树之
果、一枝之叶。我们之间尽管存在各种差异，如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才智上
的、能力上的，等等，但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根源，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 

人类就好比一座大花园，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虽然花的形状、色彩和香味各
有不同，但花园令人倾心的美丽也恰恰在于这千姿百态的多样性。因此，尽管
人类在生理特征、性格气质、背景或思想及观念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但我们决不应该让这些差异成为冲突与纷争的起因。我们必须将人类各成员都
看作人类大花园里的美丽花朵，并为同属于这座大花园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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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量一下花园里的花朵
吧。虽然品种、颜色、形
态、形状各有不同...这样其
多样性便更加迷人, 更加锦上
添花。假如花园里所有的花
朵、植物、叶子、果实、枝
干、树木都是同样的形状、
同样的颜色,这会多么令人生
厌啊!

－阿博都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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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团结

建立团结

尽管人类一家已是不容否认的真理，但世界各族人民的现状离这一目标仍然十
分遥远。因此，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你决
定加入巴哈伊社团，那我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你就能与所有的巴哈伊一道为
建立和巩固团结而共同努力。我们正在竭尽所能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人类大
同的信念相一致。巴哈伊信仰教导我们，只要战争意念一冒头，我们就必须立
即用和平思想取代它。一旦仇恨的念头在心中出现，我们就必须立即用友爱的
情意取代它。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消除各种偏见，无论种族的、肤色的、国籍
的、文化的、宗教的还是性别的，因为这些偏见是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巨大
障碍。巴哈伊圣作中有许多内容不仅教导我们走团结之道，还要求我们帮助他
人走上这条正道。我后面会讲到阿博都巴哈，祂有一段精彩的谈话，我能够背
下来。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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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已经勾画出天下大同的远景。衪制定了将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宏伟蓝图，将他们聚集在普天
一家的帐篷下。这是恩惠之神的千秋大业。我们大
家都必须全心全意地协同努力，建立真正的普世团
结。”

      －阿博都巴哈

“巴哈欧拉已经勾画出天下大同的远景。衪制定了将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宏伟蓝图，将他们聚集在普天
一家的帐篷下。这是恩惠之神的千秋大业。我们大
家都必须全心全意地协同努力，建立真正的普世团
结。”

      －阿博都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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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的生平

巴哈欧拉的生平

巴哈欧拉1817年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童年起，衪就表现出超凡的迹象。
衪在家里受过一点教育，但没有去正规学堂念书，这是因为衪有着天赋的知
识，当然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巴哈欧拉出身于一个贵族家族，尚在年轻之时就
被安排在朝廷接任要职，但衪拒绝了，因为衪立志献身于帮助被压迫者、病患
者和穷困者，捍卫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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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病患者和
穷困者，捍卫
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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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的苦难

巴哈欧拉的苦难

我想着重说明巴哈欧拉生平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衪蒙受的深重苦难，另一方
面是衪对世人心灵和思想的巨大影响。而这实际上也是所有上帝显示者们的生
平所共有的特征。

从巴哈欧拉挺身宣示上帝圣道的那一刻起，衪的苦难就接踵而至了。衪的大半
生都是在流放、监禁和迫害中度过的。起先衪被禁闭在德黑兰的一座阴暗恐怖
的地牢里，锁链加身。之后被四次放逐到不同地方，最后被送往奥斯曼帝国的
监狱之城阿卡。在那里，衪遭受的苦难可谓罄竹难书，以至于衪将阿卡斥为“
至大监狱”。在一部书简里衪这样写道：

“你在遭遇困难与考验时，要想起我流亡于这僻远牢狱的艰苦岁月。你要忠贞
不渝地爱我，即便敌人的刀剑扑面而来，即便诸天与大地都与你们作对，你的
心也决不动摇！”

我想着重说明巴哈欧拉生平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衪蒙受的深重苦难，另一方
面是衪对世人心灵和思想的巨大影响。而这实际上也是所有上帝显示者们的生
平所共有的特征。

从巴哈欧拉挺身宣示上帝圣道的那一刻起，衪的苦难就接踵而至了。衪的大半
生都是在流放、监禁和迫害中度过的。起先衪被禁闭在德黑兰的一座阴暗恐怖
的地牢里，锁链加身。之后被四次放逐到不同地方，最后被送往奥斯曼帝国的
监狱之城阿卡。在那里，衪遭受的苦难可谓罄竹难书，以至于衪将阿卡斥为“
至大监狱”。在一部书简里衪这样写道：

“你在遭遇困难与考验时，要想起我流亡于这僻远牢狱的艰苦岁月。你要忠贞
不渝地爱我，即便敌人的刀剑扑面而来，即便诸天与大地都与你们作对，你的
心也决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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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遭遇困难与考验时，
要想起我流亡于这僻远牢狱
的艰苦岁月。你要忠贞不渝
地爱我，即便敌人的刀剑扑
面而来，即便诸天与大地都
与你们作对，你的心也决不
动摇！”

－巴哈欧拉

“你在遭遇困难与考验时，
要想起我流亡于这僻远牢狱
的艰苦岁月。你要忠贞不渝
地爱我，即便敌人的刀剑扑
面而来，即便诸天与大地都
与你们作对，你的心也决不
动摇！”

－巴哈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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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的胜利

巴哈欧拉的胜利

波斯王国朝廷和奥斯曼帝国朝廷这两个强大政权竭尽所能打压巴哈欧拉及其教
义。然而，神圣真理之光是无法扑灭的。用来扑灭这圣火的水变成了油，反而
使火烧得更旺。巴哈欧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有的打压均以失败告终。当局
将衪放逐越远，被衪的教义吸引、认识到衪的力量和威严的人就越多。尽管迫
害浪潮此起彼伏，巴哈欧拉却从未停止启示上帝之言，历时长达四十多年，给
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圣爱和精神力量，足以使衪的圣道赢得最终的胜利。

波斯王国朝廷和奥斯曼帝国朝廷这两个强大政权竭尽所能打压巴哈欧拉及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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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衪放逐越远，被衪的教义吸引、认识到衪的力量和威严的人就越多。尽管迫
害浪潮此起彼伏，巴哈欧拉却从未停止启示上帝之言，历时长达四十多年，给
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圣爱和精神力量，足以使衪的圣道赢得最终的胜利。

24

24



25

25

然而，神圣真理之光
是无法扑灭的。巴哈
欧拉的影响力与日俱
增，所有的打压均以
失败告终。当局将衪
放逐越远，被衪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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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原因

苦难的原因

1892年，巴哈欧拉与世长辞。衪的陵殿位于阿卡城附近，是我们巴哈伊信徒心
中最神圣的地点。

巴哈欧拉讲述自己蒙难的话：

“亘古美尊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
禁在这至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祂饮尽了悲伤之酒，以
使世界各族人民能享有永久快乐并充满喜悦。这是你们的主——大慈大悲者、
至大仁恩者——对你们的慈悲。信奉上帝同一的信徒啊！我们忍受屈辱，为使
你们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使你们能够兴旺发达。看吧，为重
建世界而来的祂，如何被那些自称为上帝伙伴的人强迫移居到这至为荒芜之
城。”

1892年，巴哈欧拉与世长辞。衪的陵殿位于阿卡城附近，是我们巴哈伊信徒心
中最神圣的地点。

巴哈欧拉讲述自己蒙难的话：

“亘古美尊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
禁在这至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祂饮尽了悲伤之酒，以
使世界各族人民能享有永久快乐并充满喜悦。这是你们的主——大慈大悲者、
至大仁恩者——对你们的慈悲。信奉上帝同一的信徒啊！我们忍受屈辱，为使
你们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为使你们能够兴旺发达。看吧，为重
建世界而来的祂，如何被那些自称为上帝伙伴的人强迫移居到这至为荒芜之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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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美尊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
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禁在这至
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
由。祂饮尽了悲伤之酒，以使世界各族人民
能享有永久快乐并充满喜悦。这是你们的
主——大慈大悲者、至大仁恩者——对你们
的慈悲。信奉上帝同一的信徒啊！我们忍受
屈辱，为使你们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历尽千
辛万苦，为使你们能够兴旺发达。看吧，为
重建世界而来的祂，如何被那些自称为上帝
伙伴的人强迫移居到这至为荒芜之城。”

－巴哈欧拉

“亘古美尊甘于承受枷锁，是为了全人类能
够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情愿被囚禁在这至
大城堡里，好让全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自
由。祂饮尽了悲伤之酒，以使世界各族人民
能享有永久快乐并充满喜悦。这是你们的
主——大慈大悲者、至大仁恩者——对你们
的慈悲。信奉上帝同一的信徒啊！我们忍受
屈辱，为使你们能够得到提升；我们历尽千
辛万苦，为使你们能够兴旺发达。看吧，为
重建世界而来的祂，如何被那些自称为上帝
伙伴的人强迫移居到这至为荒芜之城。”

－巴哈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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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在阿卡监狱之城的营房广场

巴哈欧拉在阿卡监狱之城的营房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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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在阿卡的监狱牢房

巴哈欧拉在阿卡的监狱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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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到巴哈欧拉的使命与他的教义，
你认为他是今日上帝的显圣者吗？

你听到巴哈欧拉的使命与他的教义，
你认为他是今日上帝的显圣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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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 Baha’i simply means to 
love all the world; to love humanity 

and try to serve it; to work for 
universal peace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 ‘Abdu’l-Bahá 

“To be a Baha’i simply means to 
love all the world; to love humanity 

and try to serve it; to work for 
universal peace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 ‘Abdu’l-Bah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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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孛的地位

巴孛的地位

巴哈欧拉宣示其使命的几年前，上帝派遣了一位特别的使者向世人宣布巴哈欧
拉的到来。这位圣使的名号是“巴孛”，意思是“门”。衪的确是通向认识上
帝以及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必经之门。在六年的时间里，衪不间断地教谕世人有
一位新的上帝显示即将到来，并要人们为其到来做好准备。衪告诉人们：你们
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一个上帝允诺之日的黎明的出现！衪呼吁人们摒
弃世俗虚荣，净化心灵，以认明那位上帝很快将昭示天下的圣者。

巴哈欧拉宣示其使命的几年前，上帝派遣了一位特别的使者向世人宣布巴哈欧
拉的到来。这位圣使的名号是“巴孛”，意思是“门”。衪的确是通向认识上
帝以及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必经之门。在六年的时间里，衪不间断地教谕世人有
一位新的上帝显示即将到来，并要人们为其到来做好准备。衪告诉人们：你们
正在见证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一个上帝允诺之日的黎明的出现！衪呼吁人们摒
弃世俗虚荣，净化心灵，以认明那位上帝很快将昭示天下的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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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孛的出现就像晨
曦,因为晨曦预示着太
阳即将升起.巴孛的晨
曦预示着“真理之阳”
即将升起,普照世界.”

 －阿博都巴哈

“巴孛的出现就像晨
曦,因为晨曦预示着太
阳即将升起.巴孛的晨
曦预示着“真理之阳”
即将升起,普照世界.”

 －阿博都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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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孛的生平

巴孛的生平

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巴孛的佳音，开始信奉衪的教义。然而，伊朗当局以及控
制信众的有权势的教士阶层却反对衪。巴孛的追随者受到迫害，很多人被处
死。巴孛本人也在三十一岁那年殉道。当时，一队士兵奉当局的命令将衪悬吊
在一个广场上，然后开枪射杀。

我想给你念巴孛的两篇祷文，你可以从中感受衪的话语所具有的渗透人心的力
量：

“除了上帝，还有谁是救苦救难者？曰：赞美上帝！衪乃上帝！万众皆其仆
役，皆遵其命而行！”

“曰：上帝凌驾一切，使万物满足！天地间惟衪能满足所需。确然，衪是明察
者，供给者，全能者。”

很多巴哈伊信徒对第一段祷文格外熟记在心，在遇到困难时会大声诵读或心中
默念。如果你愿意，我们不妨停一下，让你有时间将它记住。做到这一点并不
难。

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巴孛的佳音，开始信奉衪的教义。然而，伊朗当局以及控
制信众的有权势的教士阶层却反对衪。巴孛的追随者受到迫害，很多人被处
死。巴孛本人也在三十一岁那年殉道。当时，一队士兵奉当局的命令将衪悬吊
在一个广场上，然后开枪射杀。

我想给你念巴孛的两篇祷文，你可以从中感受衪的话语所具有的渗透人心的力
量：

“除了上帝，还有谁是救苦救难者？曰：赞美上帝！衪乃上帝！万众皆其仆
役，皆遵其命而行！”

“曰：上帝凌驾一切，使万物满足！天地间惟衪能满足所需。确然，衪是明察
者，供给者，全能者。”

很多巴哈伊信徒对第一段祷文格外熟记在心，在遇到困难时会大声诵读或心中
默念。如果你愿意，我们不妨停一下，让你有时间将它记住。做到这一点并不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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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帝，还有
谁是救苦救难者？
曰：赞美上帝！衪
乃上帝！万众皆其
仆役，皆遵其命而

行！”

“曰：上帝凌驾一
切，使万物满足！
天地间惟衪能满足
所需。确然，衪是
明察者，供给者，

全能者。”

“除了上帝，还有
谁是救苦救难者？
曰：赞美上帝！衪
乃上帝！万众皆其
仆役，皆遵其命而

行！”

“曰：上帝凌驾一
切，使万物满足！
天地间惟衪能满足
所需。确然，衪是
明察者，供给者，

全能者。”



巴孛陵殿

巴孛陵殿

巴孛殉道后，衪的信徒找到衪的遗体，之后转换几处地方藏匿，以免被信仰的
敌人发现。最终，巴孛的遗体被迁移到圣地的卡梅尔山。我这里有几张明信片
与你分享，上面有位于海法的巴孛陵殿以及海湾对面阿卡城圣地的照片。这两
座城市如今已成为巴哈伊信仰的灵性与行政世界中心。之所以说灵性中心是因
为巴孛和巴哈欧拉的陵殿在这里，而行政中心是指巴哈伊信仰的最高管理机关
世界正义院也坐落在卡梅尔山上。

巴孛殉道后，衪的信徒找到衪的遗体，之后转换几处地方藏匿，以免被信仰的
敌人发现。最终，巴孛的遗体被迁移到圣地的卡梅尔山。我这里有几张明信片
与你分享，上面有位于海法的巴孛陵殿以及海湾对面阿卡城圣地的照片。这两
座城市如今已成为巴哈伊信仰的灵性与行政世界中心。之所以说灵性中心是因
为巴孛和巴哈欧拉的陵殿在这里，而行政中心是指巴哈伊信仰的最高管理机关
世界正义院也坐落在卡梅尔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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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的圣约

巴哈欧拉的圣约

作为巴哈伊，我们生命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巴哈欧拉已经与我们订立了圣约。
你知道，在其他所有宗教里，显圣者去世后，衪的信徒之间会出现众多的纷
争，结果使宗教分裂成许多派别。分裂的部分原因在于，有时某些怀有野心的
人图谋领导地位。还有一部分原因出自对教义的理解，即便是虔诚的信徒，对
显圣者话语的含意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倘若显圣者没有指定权威诠释者，那么
这样的分歧就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于是冲突与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了。事实
上，各派系正是因为对教义的不同解释而产生的。

巴哈欧拉赋予其信仰一种独特的力量，即圣约的力量，从而避免了这样的分
裂。衪去世前用明确无误的书面形式规定，在衪去世后，所有巴哈伊信徒都必
须转向阿博都巴哈。由此，衪的长子阿博都巴哈成为衪的话语的权威阐释者以
及衪的圣约的中心。阿博都巴哈是由巴哈欧拉亲自抚养大的，在年幼之时就认
识到衪父亲的神圣地位，与父亲同甘苦共患难。衪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无比宝贵
的赠礼，是所有巴哈伊教义的完美典范。

作为巴哈伊，我们生命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巴哈欧拉已经与我们订立了圣约。
你知道，在其他所有宗教里，显圣者去世后，衪的信徒之间会出现众多的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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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图谋领导地位。还有一部分原因出自对教义的理解，即便是虔诚的信徒，对
显圣者话语的含意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倘若显圣者没有指定权威诠释者，那么
这样的分歧就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于是冲突与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了。事实
上，各派系正是因为对教义的不同解释而产生的。

巴哈欧拉赋予其信仰一种独特的力量，即圣约的力量，从而避免了这样的分
裂。衪去世前用明确无误的书面形式规定，在衪去世后，所有巴哈伊信徒都必
须转向阿博都巴哈。由此，衪的长子阿博都巴哈成为衪的话语的权威阐释者以
及衪的圣约的中心。阿博都巴哈是由巴哈欧拉亲自抚养大的，在年幼之时就认
识到衪父亲的神圣地位，与父亲同甘苦共患难。衪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无比宝贵
的赠礼，是所有巴哈伊教义的完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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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都巴哈的生平

阿博都巴哈的生平

阿博都巴哈出生于1844年巴孛宣示其使命的同一个晚上，1921年11月去世，享
年77岁。衪的一生饱受痛苦与磨难，可衪却给予每一个接触衪的人无尽的喜悦
和幸福。父亲与世长辞后，领导巴哈伊社团的重担就落在了衪的肩上。衪日以
继夜地操劳，将信仰传播到东方和西方。衪给世界各地的信徒个人与团体写下
了数以千计的书简，阐明衪父亲的教义。如今，衪的诠释已成为巴哈伊信仰教
义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拥戴阿博都巴哈为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使得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保持了团
结，他们竭尽全力地构建巴哈伊的生活方式并创造一种新文明。作为对巴哈欧
拉的一项承诺，我们时刻牢记着我们之间要彼此友爱，而我们从阿博都巴哈身
上看到了这种爱的榜样。我们牢记着我们必须伸张正义，必须宽宏大量，必须
忽略别人的过错，我们要以阿博都巴哈为楷模，在生活与工作中力行公正、慷
慨和宽仁。最重要的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到阿博都巴哈，我们就能时刻意识
到我们对巴哈欧拉的誓约，决不允许有破坏信徒间团结的行为；就能意识到身
为世界巴哈伊社团的一员，我们所有信徒都必须不懈努力，直到天下大同的理
想真正实现。

阿博都巴哈出生于1844年巴孛宣示其使命的同一个晚上，1921年11月去世，享
年77岁。衪的一生饱受痛苦与磨难，可衪却给予每一个接触衪的人无尽的喜悦
和幸福。父亲与世长辞后，领导巴哈伊社团的重担就落在了衪的肩上。衪日以
继夜地操劳，将信仰传播到东方和西方。衪给世界各地的信徒个人与团体写下
了数以千计的书简，阐明衪父亲的教义。如今，衪的诠释已成为巴哈伊信仰教
义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拥戴阿博都巴哈为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使得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保持了团
结，他们竭尽全力地构建巴哈伊的生活方式并创造一种新文明。作为对巴哈欧
拉的一项承诺，我们时刻牢记着我们之间要彼此友爱，而我们从阿博都巴哈身
上看到了这种爱的榜样。我们牢记着我们必须伸张正义，必须宽宏大量，必须
忽略别人的过错，我们要以阿博都巴哈为楷模，在生活与工作中力行公正、慷
慨和宽仁。最重要的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到阿博都巴哈，我们就能时刻意识
到我们对巴哈欧拉的誓约，决不允许有破坏信徒间团结的行为；就能意识到身
为世界巴哈伊社团的一员，我们所有信徒都必须不懈努力，直到天下大同的理
想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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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巴哈欧拉的一项承
诺,我们从阿博都巴哈身上
看到了这种爱的榜样。

我们牢记着我们必须伸张正
义，必须宽宏大量，必须
忽略别人的过错，我们要以
阿博都巴哈为楷模，在生活
与工作中力行公正、慷

慨和宽仁。

作为对巴哈欧拉的一项承
诺,我们从阿博都巴哈身上
看到了这种爱的榜样。

我们牢记着我们必须伸张正
义，必须宽宏大量，必须
忽略别人的过错，我们要以
阿博都巴哈为楷模，在生活
与工作中力行公正、慷

慨和宽仁。



圣护

圣护

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里指定衪的外孙守基·阿芬第为“圣护”，成为继衪
之后巴哈伊教义的权威阐释者。圣护在职历时三十六年，他继续推进外祖父的
大业，阐释显圣者的话语，将巴哈欧拉的信仰全球各地牢固地建立起来。在他
去世五年半后，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选举产生了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是
由巴哈欧拉设想、阿博都巴哈和圣护具体阐述的巴哈伊信仰最高管理机关，领
导整个巴哈伊世界社团。

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里指定衪的外孙守基·阿芬第为“圣护”，成为继衪
之后巴哈伊教义的权威阐释者。圣护在职历时三十六年，他继续推进外祖父的
大业，阐释显圣者的话语，将巴哈欧拉的信仰全球各地牢固地建立起来。在他
去世五年半后，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信徒选举产生了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是
由巴哈欧拉设想、阿博都巴哈和圣护具体阐述的巴哈伊信仰最高管理机关，领
导整个巴哈伊世界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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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代表投下他们的表决为
了选举世界正义院

一位代表投下他们的表决为
了选举世界正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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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律法

巴哈伊律法

各个宗教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每位显圣者都给人类带来了律法，
指引人类行走正道。这些律法和戒律之中有些是永久有效的，其余的则会依照
人类进步和演化的需要而相应变更。巴哈伊信仰教谕我们，我们不可将巴哈伊
律法看作是一套“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规定。巴哈欧拉告诉我们，
衪的律法是“我给予仆人们的神佑之灯，我对我的创造物的施恩之匙。”我们
也不应该因为惧怕惩罚而服从这些律法，因为衪在其《至圣经书》里明确指
出：“为了爱我的圣美而遵从我的戒律。”

不妨让我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巴哈伊律法的性质。

各个宗教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每位显圣者都给人类带来了律法，
指引人类行走正道。这些律法和戒律之中有些是永久有效的，其余的则会依照
人类进步和演化的需要而相应变更。巴哈伊信仰教谕我们，我们不可将巴哈伊
律法看作是一套“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规定。巴哈欧拉告诉我们，
衪的律法是“我给予仆人们的神佑之灯，我对我的创造物的施恩之匙。”我们
也不应该因为惧怕惩罚而服从这些律法，因为衪在其《至圣经书》里明确指
出：“为了爱我的圣美而遵从我的戒律。”

不妨让我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巴哈伊律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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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说,衪的
律法是“我给予
仆人们的神佑之
灯，我对我的创
造物的施恩之.”

巴哈欧拉说,衪的
律法是“我给予
仆人们的神佑之
灯，我对我的创
造物的施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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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祈祷

在物质世界里，人必须每天进食，这是身体的需要，不然我们就会生病以至饿
死。所以，我们可以说，每日进食是物质生存所需的一条律法，必须遵从。

同样，巴哈欧拉的戒律中有一条是我们每日必须祈祷。跟身体一样，我们的灵
魂也需要不断地补充营养，而祈祷就是给我们提供灵性进步所需的养料。巴
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启示了很多优美的祈祷文，我们可以在独处或聚会
时诵读它们。有些祷文是特殊场合用的，有些则是“必诵祷文”，即每日必须
诵读。这里我念一则巴哈伊每日必诵的祷文：

“我的上帝啊！我作证，袮造生我来认识并崇拜袮。此时此刻我表白：我无
能，袮至能；我贫穷，袮富有。上帝唯袮，别无其他。袮是救苦救难者，自生
自在者。”

在物质世界里，人必须每天进食，这是身体的需要，不然我们就会生病以至饿
死。所以，我们可以说，每日进食是物质生存所需的一条律法，必须遵从。

同样，巴哈欧拉的戒律中有一条是我们每日必须祈祷。跟身体一样，我们的灵
魂也需要不断地补充营养，而祈祷就是给我们提供灵性进步所需的养料。巴
孛、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启示了很多优美的祈祷文，我们可以在独处或聚会
时诵读它们。有些祷文是特殊场合用的，有些则是“必诵祷文”，即每日必须
诵读。这里我念一则巴哈伊每日必诵的祷文：

“我的上帝啊！我作证，袮造生我来认识并崇拜袮。此时此刻我表白：我无
能，袮至能；我贫穷，袮富有。上帝唯袮，别无其他。袮是救苦救难者，自生
自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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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ar witness, O my God, 
that Thou hast created me to 
know Thee and to worship 

Thee. I testify, at this moment, 
to my powerlessness and  

to Thy might, to my poverty 
and to Thy wealth. There is 
none other God but Thee, 

the Help in Peril, the 
Self-Subsisting.”

             ~ Bahá’u’lláh

“我的上帝啊！我作证，
袮造生我来认识并崇拜
袮。此时此刻我表白：我
无能，袮至能；我贫穷，
袮富有。上帝唯袮，别无
其他。袮是救苦救难者，
自生自在者。”

－巴哈欧拉

“我的上帝啊！我作证，
袮造生我来认识并崇拜
袮。此时此刻我表白：我
无能，袮至能；我贫穷，
袮富有。上帝唯袮，别无
其他。袮是救苦救难者，
自生自在者。”

－巴哈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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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说人坏话与毁谤

背后说人坏话与毁谤

巴哈欧拉的另一条戒律是禁止诽议和造谣中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诽议是团
结的大敌。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养成了这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痼习。
他们似乎只注意别人的缺点，议论得多了，这些缺点就会被放大，变得格外明
显。阿博都巴哈告诫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人有十个优点和一个缺
点，那我们应该看重这十个优点；即便一个人只有一个优点，缺点有十个，那
我们也应该看重他的那一个优点。

巴哈欧拉的另一条戒律是禁止诽议和造谣中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诽议是团
结的大敌。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养成了这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痼习。
他们似乎只注意别人的缺点，议论得多了，这些缺点就会被放大，变得格外明
显。阿博都巴哈告诫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人有十个优点和一个缺
点，那我们应该看重这十个优点；即便一个人只有一个优点，缺点有十个，那
我们也应该看重他的那一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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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说:

“我圣座之伴侣啊！邪恶勿听，邪恶勿视。莫自怨自艾，莫
卑恭屈膝。不说邪恶，便不会有人对你说邪恶；不夸大别人
的错误，你自己的错误便不会被夸大；不想别人受屈辱，你
自己便不会有屈辱。你这一生如白驹过隙，要以 无瑕的意
念、纯洁的心灵、清净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好好生活！这
样，你才会自由而满足地，抛弃必朽之身躯，奔向神秘之天
堂，永远安居在那不灭之王国。”

巴哈欧拉说:

“我圣座之伴侣啊！邪恶勿听，邪恶勿视。莫自怨自艾，莫
卑恭屈膝。不说邪恶，便不会有人对你说邪恶；不夸大别人
的错误，你自己的错误便不会被夸大；不想别人受屈辱，你
自己便不会有屈辱。你这一生如白驹过隙，要以 无瑕的意
念、纯洁的心灵、清净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好好生活！这
样，你才会自由而满足地，抛弃必朽之身躯，奔向神秘之天
堂，永远安居在那不灭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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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与滥用毒品

禁酒与滥用毒品

酗酒确实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社会弊害之一。它常常导致暴力，破坏美好的
家庭生活。说实话，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饮用这种影响心智、使人
丧失理性思考力的东西。我们生来是高贵的，可酗酒却会令人做出可耻的事
情。巴哈欧拉有一则讲述人的高贵性的诗篇，非常优美，我念给你听：

“灵性之子啊！
我使你生来富有，你为何自陷贫穷？
我使你生来高贵，你为何自趋卑贱？
我以知识之本质赋予你存在，你为何另寻他人指点？
我以慈爱之泥土塑造了你，你为何跟别人马后鞍前？
把目光转向自己！
你会发现：
全能、全权、自生自在的我，
在你心间！”

酗酒确实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社会弊害之一。它常常导致暴力，破坏美好的
家庭生活。说实话，我真的弄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饮用这种影响心智、使人
丧失理性思考力的东西。我们生来是高贵的，可酗酒却会令人做出可耻的事
情。巴哈欧拉有一则讲述人的高贵性的诗篇，非常优美，我念给你听：

“灵性之子啊！
我使你生来富有，你为何自陷贫穷？
我使你生来高贵，你为何自趋卑贱？
我以知识之本质赋予你存在，你为何另寻他人指点？
我以慈爱之泥土塑造了你，你为何跟别人马后鞍前？
把目光转向自己！
你会发现：
全能、全权、自生自在的我，
在你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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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之子啊！
我使你生来富有，你为何自陷
贫穷？我使你生来高贵，你为
何自趋卑贱？我以知识之本质
赋予你存在，你为何另寻他人
指点？我以慈爱之泥土塑造了
你，你为何跟别人马后鞍前？
把目光转向自己！你会发现：
全能、全权、自生自在的我，
在你心间！”

“灵性之子啊！
我使你生来富有，你为何自陷
贫穷？我使你生来高贵，你为
何自趋卑贱？我以知识之本质
赋予你存在，你为何另寻他人
指点？我以慈爱之泥土塑造了
你，你为何跟别人马后鞍前？
把目光转向自己！你会发现：
全能、全权、自生自在的我，
在你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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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

儿童教育

另一条巴哈欧拉的戒律是关于父母和社会教育儿童的责任的。阿博都巴哈的引
文，对这方面解释得很清楚：

“因此，上帝之钟爱者及慈悲者之女仆必须尽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他
们养成美德，日臻完善。此乃要务，不可懈怠，必须称职！诚然，与其让孩子
在无知中成长，还不如不要孩子。因为，无知的孩子今后必将承受其诸多缺陷
造成的痛苦，必将被上帝问责，必将遭人羞辱与唾弃。果真如此，为父母者何
其疏失？该当何罪？！ ”

“上帝之钟爱者及慈悲者之女仆的首要职责是：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教育男性和
女性；无论女孩或男孩，皆须一视同仁；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区别对待。二者无
论谁无知，父母当受批评；疏忽二者之一，父母当受责备。‘有知者与无知者
可以等同吗？’”

另一条巴哈欧拉的戒律是关于父母和社会教育儿童的责任的。阿博都巴哈的引
文，对这方面解释得很清楚：

“因此，上帝之钟爱者及慈悲者之女仆必须尽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他
们养成美德，日臻完善。此乃要务，不可懈怠，必须称职！诚然，与其让孩子
在无知中成长，还不如不要孩子。因为，无知的孩子今后必将承受其诸多缺陷
造成的痛苦，必将被上帝问责，必将遭人羞辱与唾弃。果真如此，为父母者何
其疏失？该当何罪？！ ”

“上帝之钟爱者及慈悲者之女仆的首要职责是：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教育男性和
女性；无论女孩或男孩，皆须一视同仁；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区别对待。二者无
论谁无知，父母当受批评；疏忽二者之一，父母当受责备。‘有知者与无知者
可以等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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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帝之钟爱者
及慈悲者之女仆必须尽
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孩
子，使他们养成美德，
日臻完善。

－阿博都巴哈

“因此，上帝之钟爱者
及慈悲者之女仆必须尽
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孩
子，使他们养成美德，
日臻完善。

－阿博都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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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徒的任务

巴哈伊信徒的任务

巴哈伊信仰是一个组织有序的宗教，其宗旨是全人类的团结统一。你可以将巴
哈伊的工作看成是建设一种世界文明。

世界正义院告诉我们，这项伟业有三类参与者，每类都担当一个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色:

 1. 信徒个人
 2. 巴哈伊社团
 3. 巴哈伊信仰的教务管理机构

巴哈伊信仰是一个组织有序的宗教，其宗旨是全人类的团结统一。你可以将巴
哈伊的工作看成是建设一种世界文明。

世界正义院告诉我们，这项伟业有三类参与者，每类都担当一个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色:

 1. 信徒个人
 2. 巴哈伊社团
 3. 巴哈伊信仰的教务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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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是一个组
织有序的宗教，其宗
旨是全人类的团结统
一。你可以将巴哈伊
的工作看成是建设一
种世界文明。

巴哈伊信仰是一个组
织有序的宗教，其宗
旨是全人类的团结统
一。你可以将巴哈伊
的工作看成是建设一
种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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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教友

个别教友

个人的职责是恪守圣约，在日常生活中竭力遵循巴哈欧拉的教义，为人类服
务，时刻意识到肉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人与上帝的联系是永久的。

肉体死亡后，我们的灵魂自由了，继续朝向上帝进步以获得永生。我们在此世
的生命就好比子宫里的胎儿。在约九个月的时间里，胎儿长出眼、耳、手等器
官，以备出世后的需要。同样，我们必须在此世发展灵性能力，以便在上帝的
另一个世界里能够持续进步。当然，空想无助于实现。我们必须工作，为人类
同胞服务，与别人分享我们获得的知识。

个人的职责是恪守圣约，在日常生活中竭力遵循巴哈欧拉的教义，为人类服
务，时刻意识到肉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人与上帝的联系是永久的。

肉体死亡后，我们的灵魂自由了，继续朝向上帝进步以获得永生。我们在此世
的生命就好比子宫里的胎儿。在约九个月的时间里，胎儿长出眼、耳、手等器
官，以备出世后的需要。同样，我们必须在此世发展灵性能力，以便在上帝的
另一个世界里能够持续进步。当然，空想无助于实现。我们必须工作，为人类
同胞服务，与别人分享我们获得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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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职责是恪守圣约，在日常生活中竭力遵循巴哈欧拉的
教义，为人类服务，时刻意识到肉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
结，人与上帝的联系是永久的。

个人的职责是恪守圣约，在日常生活中竭力遵循巴哈欧拉的
教义，为人类服务，时刻意识到肉体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
结，人与上帝的联系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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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社团

巴哈伊社团

人生来并非独自生存。我们生活在集体内，必须同心协力地建设新文明。跟信
徒个人关系最密切的社团是由同居一地的信徒组成的地方性社团。在地方社团
里，我们学习互相合作，共同成长，融为一体。我们不仅是地方社团的成员，
也是国家级社团和世界巴哈伊社团的成员。巴哈伊社团正在不断扩展壮大，吸
引了越来越多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种族和国籍的人士。

人生来并非独自生存。我们生活在集体内，必须同心协力地建设新文明。跟信
徒个人关系最密切的社团是由同居一地的信徒组成的地方性社团。在地方社团
里，我们学习互相合作，共同成长，融为一体。我们不仅是地方社团的成员，
也是国家级社团和世界巴哈伊社团的成员。巴哈伊社团正在不断扩展壮大，吸
引了越来越多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种族和国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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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团内所有的巴哈伊信徒都会
帮助组织活动使团结能在邻里建

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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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组织活动使团结能在邻里建

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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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的机构

巴哈伊信仰的机构

世界正义院告诉我们，巴哈伊信仰的教务管理机构是建设新文明的第三类参与
者。现在我只是略要提及一下，巴哈欧拉的训诫里有很多涉及到社会应有的组
织方式。过去，上帝的显示者并未详细言及其信徒应该如何组织自己，因此他
们只能靠自己摸索。但是，到了巴哈伊信仰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巴哈欧拉给我
们带来了衪自己的行政体制，也就是说，衪告诉我们该建立怎样的机构，它们
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如何管理人类事务。

我前面讲到了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机构——世界正义院。在各国或区域，巴哈伊
信徒每年进行一次选举，产生国家级或区域级教务管理机构，称为总会，地方
上也同样每年选举产生一次，称为地方分会，这也是你应该最先接触并了解
的。巴哈伊信仰没有牧师、神父之类的神职人员，只是由地方分会管辖所在教
区的事务并关注信徒个人的福祉。地方分会由九名成员组成，他们是由该教区
所有成年信徒在祈祷的氛围中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总会与地方分
会对巴哈伊信徒极其重要，因为通过它们，我们知道该如何管理人类事务，怎
样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巴哈欧拉的世界体制。

世界正义院告诉我们，巴哈伊信仰的教务管理机构是建设新文明的第三类参与
者。现在我只是略要提及一下，巴哈欧拉的训诫里有很多涉及到社会应有的组
织方式。过去，上帝的显示者并未详细言及其信徒应该如何组织自己，因此他
们只能靠自己摸索。但是，到了巴哈伊信仰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巴哈欧拉给我
们带来了衪自己的行政体制，也就是说，衪告诉我们该建立怎样的机构，它们
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如何管理人类事务。

我前面讲到了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机构——世界正义院。在各国或区域，巴哈伊
信徒每年进行一次选举，产生国家级或区域级教务管理机构，称为总会，地方
上也同样每年选举产生一次，称为地方分会，这也是你应该最先接触并了解
的。巴哈伊信仰没有牧师、神父之类的神职人员，只是由地方分会管辖所在教
区的事务并关注信徒个人的福祉。地方分会由九名成员组成，他们是由该教区
所有成年信徒在祈祷的氛围中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总会与地方分
会对巴哈伊信徒极其重要，因为通过它们，我们知道该如何管理人类事务，怎
样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巴哈欧拉的世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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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一个地方分会
的成员

南非一个地方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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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这只是巴哈伊信仰的简短解释。要成为巴哈伊信徒无须经过特别的仪式。最重
要的是要在心里接受巴哈欧拉为这个时代上帝的显圣者。他启示了上帝的圣言
和指引。作为一个巴哈伊信徒，重要的是：必须决定要在生活上运用他的教义,
并夜以继日地努力增加对巴哈伊信仰的理解. 阿博都巴哈说:

“他们必须以行动为而非空名来证明他们是巴哈伊的自称。作为一个真正的巴
哈伊， 一个人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求进步， 循着提升人类的正道前进。 他们
最热切的希望是通过正直的生活与行为来丰富并照亮人类世界；他们的人生目
标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言行成为人类无限进步的因素。唯有当他获得这样
完美的品质时，他才算是一位真正的巴哈伊。”

这只是巴哈伊信仰的简短解释。要成为巴哈伊信徒无须经过特别的仪式。最重
要的是要在心里接受巴哈欧拉为这个时代上帝的显圣者。他启示了上帝的圣言
和指引。作为一个巴哈伊信徒，重要的是：必须决定要在生活上运用他的教义,
并夜以继日地努力增加对巴哈伊信仰的理解. 阿博都巴哈说:

“他们必须以行动为而非空名来证明他们是巴哈伊的自称。作为一个真正的巴
哈伊， 一个人必须夜以继日地努力求进步， 循着提升人类的正道前进。 他们
最热切的希望是通过正直的生活与行为来丰富并照亮人类世界；他们的人生目
标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言行成为人类无限进步的因素。唯有当他获得这样
完美的品质时，他才算是一位真正的巴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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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请振奋和愉悦我的灵魂，净化我的
心田，激发我的力量。我将我的一切事务托付
袮。袮是我的向导和庇护者。我不会再哀愁悲
伤；我会做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上帝啊！我不
会再满心焦虑，也不会再让烦恼折磨我。我要

将人生的一切不快抛诸脑后。

“上帝啊！袮对我，比我对自己更友善。我把
自己奉献给袮，我的主！”

－阿博都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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