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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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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是一个世界性宗教，它的目的是
将所用的种族和民族团结在统一的圣道和共

同的信仰之下。

巴哈伊信徒是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巴哈欧拉
是各时代的允诺者。

“主已命定，用来医疗整个世界的权威药方

以及最用力的工具就是把全人类团结统一在
一个世界性的圣道与一个共同的信仰中。”

全人类 –
一个共同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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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教导我们，上帝的本质是不
可知的。这说明我们不应该在脑海中
臆想上帝的形象，比如把他想象成一
个人。

通常创造物不可能理解其创造者。

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在创造我们背
后的理由是爱。巴哈欧拉告诉我们，
我们是因爱而生。

上帝，
不可知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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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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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的灵魂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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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圣约

通过他永恒的圣约，他的爱涌
向我们。

依此永恒的圣约，上帝不会离
弃我们，而致使我们失去指引。
每当人们远离他，忘却他的教
义，一位上帝的显圣者就会出
现，向我们告知他意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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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显圣
上帝的显圣者是那些向人类启示上
帝之圣词与意旨的特选者。因此当
我们听从他们时，我们就是响应上
帝的召唤。

上帝的显圣者们就是充分反映上帝
荣光的完美的镜子。所有这些明镜
反映同一光辉。

上帝高不可及，这些完美者隔一段
时间就会到来，生活在我们之中，
给我们指引，从精神和物质上提供
给我们发展所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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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说：

“这是上帝最美妙的恩宠流露给人

类的日子，是他全能的恩泽灌输

给万物的日子。世人应当协调彼

此的歧见，并以完美团结与和平

的精神，共同生活在他保佑与仁

慈的庇荫下。”

人类的困境
今天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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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身体上或情感上
有差别，在才智和能力上有
差异，但我们由同根所生，

我们都属于人类家庭。

有恨念时，我们应马上以更
大的爱念去取代它

巴哈伊信仰的目的
是团结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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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类一家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世界人们距
此尚远，团结人类并不容易。

当有人加入巴哈伊社团，他们就与其他人一起，
共同致力于建设和维护人类的团结。

巴哈伊教义中有许多章节教导我们如何走在团结
之道上，同时帮助别人走在相同的道路。

人类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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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已经勾画出天下大同的

远景。他制定了一个将全世界人

民团结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普

天一家的帐篷下。这是恩惠之神

的千秋大业。我们大家必须全心

全意努力，直到团结在我们中间

真正实现。只要我们作出努力，

我们就会得到力量。”

团结的神圣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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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上帝的显圣者

• 巴哈欧拉在1817年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

• 从小他就表现出伟大之处。

• 他在家中受过些教导，但没有必要去学校，因为他有天赋

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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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的生活

巴哈欧拉出生在贵族家庭，年青时他就拒绝了到朝廷作高官的邀请。

他希望致力于帮助压迫者、病痛者和贫困者，并从事正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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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他的苦难和影响

巴哈欧拉在他起而宣扬上帝的圣道时就开始遭受痛苦。他的

一生被流放、监禁和迫害。他在德黑兰阴沉黑暗的监狱中饱

受铁链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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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四次被流放异

地，最终到奥图曼

帝国的监狱城阿卡。

没有任何事能够阻

止巴哈欧拉逐渐增

加的影响力。

他的流放和监禁



15

“你保在有生之日要记忆我的生平和我流亡于这偏远

牢狱中的苦难。在对我的爱中，你要无比的坚定，

即使敌人的刀剑对你穷功不舍，整个天地起而与你
作对，你的心志亦不动摇。”

至伟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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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美尊答应去承受铁镣的绑缚，使得人类能

够从束缚中得到解放，他接受了在此最固不可破

的至伟牢狱中成为囚犯的命运，使得全世界能够

得到真正的自由。他饮尽了悲伤之底的残渣，使

得世人能获得永恒的快乐并且充满欢欣。这是大

慈大悲和怜悯的主降赐给你们的恩典。相信上帝

唯一性的信徒啊！为了使你们能高超脱俗，我们

同意受贬抑和屈辱，为了使你们能富足繁荣，我

们蒙受了多方面无尽的苦痛。看吧！为重新建立

世界而来的他是如何地被那些自称与上帝为伴的

人逼迫而居宿在这些万分荒芜和孤独的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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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光辉
两个强大的帝国：伊朗和奥图曼国王竭力反

对巴哈欧拉和他的教义。但是真理之光是不

容被熄灭的。

巴哈欧拉不顾那些对他的持续不断迫害，在

四十多年里，他一直启示上帝之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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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的陵寝

巴哈欧拉于1892年离世了。

他的陵寝 --我们认为是世间最神圣的地方，座落在阿卡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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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
巴哈伊信仰的先驱

所有上帝的显圣者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人类的拯救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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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哈欧拉宣示使命前的几年，上帝派遣了特别的圣
使来宣布他将到来。

在六年里，他不断教导人们上帝的新显圣者就要来临
了，并为他的到来作好准备。

他告诉人们将看到新时代的曙光，上帝所允诺的日子
的曙光。

巴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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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的人们接受了巴孛及他的教义。但是

伊朗政府及控制大众的教士反对他。

他的苦难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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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孛的两段祷文：

他的追随者受到迫害，甚至

许多人处决。

巴孛自己在三十一岁时殉道

了。一队士兵在政府的命令

下在广场吊起他，并开枪将

他杀害了。

“当如此说：上帝在万物之上，使

万物盈满丰足。除了上帝，天地
间没有满足一切者。诚然，他独
自是明知者、扶养者、万能者。”

“除了上帝，还有谁能解除困难

呢？当如此说：赞美归于上
帝！他是上帝！万人都是他仆
役，万人也遵行他的吩咐！”

巴孛的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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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精神和行政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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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博都巴哈，圣约的中心
作为巴哈伊信徒，我们毕生的信

念是：我们已和巴哈欧拉定立了

圣约。

在其他所有宗教中，显圣者过世

后，他的门徒中就产生了许多纷

争，结果使宗教分裂为许多派别。

巴哈欧拉通过赋予圣约独特的权

能，保护了信仰免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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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巴哈欧拉亲自教养，早在孩

童时期即认知了他父亲的神圣地

位，并于他父亲共渡艰难。

阿博都巴哈在世77年，他于

1844年巴孛宣告使命的当晚出

生，1921年11月去世。

在他过世前，他以最清晰的形式写明：在他之后，所

有的巴哈伊都应转向阿博都。

唯一的诠释者和完美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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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父亲过世后，巴哈伊社团

的重任落到他肩上，他日以继

夜地操劳，把信仰传播到东西

各国。

阿博都巴哈提醒我们永记与巴哈欧

拉的圣约：即不许信徒们的团结被

破坏。

要团结成一个世界范围的社团，我

们要努力直到人类一家牢固地建立

起来。

一个团结的世界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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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基 ·阿芬第，圣护

在他的遗嘱和圣约里，阿博都巴哈命名他的长

孙在他过世后成为圣护。守基 ·阿芬第成为他教

义的全权诠释者。

三十六年来，他续写了他祖父的著作，阐明了

显圣者的圣作，并在全球各地牢固建立了他的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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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义院
全世界巴哈伊信徒选举产生了世界正义院。正如巴哈欧拉所预

见，由阿博都巴哈和圣护所描述的那样。

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的最高机构，全世界的巴哈伊信徒现在都应

朝向他寻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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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仆役们仁爱的神佑之灯，和我对

我的创造物的施恩之匙。”

“为了爱我的美质，严守我的诫命吧。”

上帝的显圣者将律法带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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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灵性的营养

“我自行见证说：我的上帝啊！

你造生了我，来认识你并崇拜你。

我在这时刻表明我的无能和你的

万能，我的贫穷和你的富裕。

除你之外别无上帝，你是苦难中

的救难者，自有永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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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圣座之伴侣啊！

邪恶勿听，邪恶勿视。莫卑恭屈膝，莫自怨自艾。

不说邪恶，便不会有人对你说；不夸大别人的

错，你自己的错也不会显得大；不想别人受屈

辱，你自己便不会有屈辱，你这一生转瞬即逝，

要以无暇的意念、无垢的心灵、纯洁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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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奥秘之天堂，永远安
居在那不灭之王国。”

禁止背后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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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之子啊！

“我使你有生以来富有，你为何自陷贫穷？我使

你生来高贵，你为何自趋卑贱？我将知识之本

质赋你存在，你为何另寻他人指点？我以慈爱

之泥土塑造了你，你为何舍我而他求？把目光

转向自己！你会发现：全能、全权、自圣自在
的我，立在你心中！”

禁止饮酒和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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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挚爱者和慈悲者的女仆们首要的责任是：他们必

须竭尽全力使男女两性受到教育；女孩和男孩一样；他们

之间无任何差别。忽视他们应受到责难，怠慢他们要受到

谴责。 ‘难道有知识的人与无知识的人是一样的吗？’ ”

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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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教区教区个人

建立一个世界文明

第一参与者——个人
个人的责任是坚守信约，每日努力，将自己的生活与巴哈欧拉的

教义紧密相连，服务全人类，时常记住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

人与上帝的联系是永恒的。

死后，我们的灵魂将得到自由，并永远朝向上帝继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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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被创造不是为了独自生活。我

们生活在社群里，应一起工作，建

立新的文明。

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教区是由我们

村落或城镇的巴哈伊组成的地方教

区。

在地方教区里，我们学习与他人合

作，一起成长，走向团结。

第二参与者——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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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欧拉已把他自己的管理秩序带给我

们，他告诉我们该创立什么样的机构，

如何运作，人类怎样得到管理。

巴哈伊信仰没有神父和传教士，地方分

会指导教区事务并关注信徒们的福利。

地方分会由九位成员组成，是由地方教

区成年巴哈伊教徒在祈祷的气氛中保密

投票产生。

第三参与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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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望你振兴而畅快我的精神，净化我的心

田，启发我的智能。我托付所有我的事情在你的
手中。

你是我的向导，我的庇护。我将不再忧愁悲伤，
而会做一个快乐欢爽的真人。

上帝啊！我将不再满怀焦虑，也不会让什么困难

来烦扰我。人生不愉快的事情，我将不会记在心
上。

上帝啊！你对我，比我对自己更为亲善。主啊！
我立志为你献身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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