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视阈下的可持续发展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Feburary 2016 by 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BMZ)
Division 111: Churches; political foundations; social structural programmes;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the Amity Foundation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BMZ.

本书版权归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及合作部(BMZ)所有。

本书英文原版由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及合作部授权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IZ)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及合作部授权爱德基金会翻译使用。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合作咨询：ReligionMatters@giz.de（英文版），wumeijuan@amity.org.cn（中文简体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宗教视阈下的可持续发展                                                                

编    者  （德）库什万特·辛格 (Khushwant Singh)   
          （德）朱迪斯·施泰瑙·克拉克 (Judith Steinau Clark)
译    者   张沂昀  谢  颖  沈广湫  

主    编   丘仲辉  张素玉 (Theresa Carino)
责任编辑   凌春香  吴美娟

特邀编辑   吴  肸  肸

翻    译   爱德基金会

地    址   南京市汉口路71号
邮    编   210008      
电子邮件   wumeijuan@amity.org.cn
网    址   www.amity.org.cn
电    话   025-8326 0858（编辑部）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捐印）

印刷时间   2016年12月

准印证号   Z(2016)00000169



     4      前言

           盖德·穆勒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部长

     6      序言

           丘仲辉
           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

     8      序言

           霍斯特·克勒
           德国前总统

  10      巴哈伊信仰

  22      佛教

  32      基督教

  44      儒学

  56      道教

  68      印度教

  82      原住民传统：兰昆图瓦坎，勒纳佩人的生活方式

   94      伊斯兰教

106      犹太教

118      锡克教

133      作者简介

157      译者简介

160      致谢

目录



4

前言

盖德 穆勒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部长

随着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出，国际社会已经制定出一条路径，

确保全人类在尊重地球极限的同时，得以有尊严地生活。然而，倘若我们希

望能够实现议程中所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需要在各个层面改变自己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长远来说，若要达成此目标，我们所建立的伙伴关

系不仅应当吸引人们的思想，也要足以打动人们的心灵。

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公众价值观的重要

来源。任何尊重人类个体的发展政策也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世界观。对于大

多数人而言，世界观从根本上由其信仰塑造而成。

数百年来，宗教团体一直在为满足人们的基本社会需求作着实际的贡献。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若没有宗教的贡献，教育和医疗系统的发展将难以想象。

因此，只有宗教参与其中，我们才能为新型的全球伙伴关系注入活力，从而

真正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这样的共识正是在 2015 年夏天举行的宗教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中达成的。

此次会议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BMZ）也参与

其中。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们在交谈中论及佛教徒怎样看待全球正义，基督

徒有多看重保护受造物，穆斯林如何理解承载社会责任的商业行为，遂萌发

了出版本书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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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有超过 25 位作家尝试为上述问题乃至更多困惑找寻答案。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一个合作项目，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每一章

中，每一种宗教的多位代表——包括宗教团体的领袖、要员、研究学者和虔诚

的信徒——携手共同著述。诚如各章的标题所示，本书辑录了重要的思想和洞

见，帮助我们应对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而不是提出老生常谈的神学观点。

书中的观点来自于九种不同宗教和一种原住民传统——巴哈伊信仰、佛

教、基督教、儒学、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以及美国原

住民的勒纳佩族。作者们均从五个维度进行了创建性的探讨，按照英文首字

母可统称为“5P”，分别为：地球（planet）、人类（people）、繁荣（prosperity）、

和平（peace）以及伙伴关系（partnership）。这五点恰恰构成了 2030 年议

程的核心内容。

我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将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宗教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出

何种贡献的讨论之中，这场讨论不仅在政治舞台上，也在宗教团体中进行着。

德国愿意投身其中。我们有志于进一步发掘世界各大宗教的潜力，更加

有效地应对饥饿和贫穷。有鉴于此，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首次发表了

我们的战略目标，借此阐明发展政策中宗教所起到的作用，并借此契机，于

2016 年 2 月在柏林主办了一场国际会议。

我要感谢帮助本书成形的每一个人，特别感谢每一位作者的精彩著述。

期待所有读者都能领略书中的新见解，并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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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丘仲辉

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

在过去几十年中，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成为人类的共同诉求。然而今

天的世界，发展的不协调、环境的不和谐、地区的不稳定和宗教信仰的冲

突仍在挑战着全球和平进程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宗教信仰

关注的是人与神、人与世界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在这样的三重关系中，改

善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具有至关重要的属世意义。在我们生活

的地球上，宗教和信仰传统是帮助我们面对各种挑战，抑或增加更多困难，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领会信仰的真义，以及怎样将信仰付诸于实践。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肯定了宗教界在减贫、医疗、教育、救灾等领

域对社会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这有助于激发国际宗教界力量发挥宗教信

仰优势，共同投身于消除贫困和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立的目标。

2016 年 2 月，我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变迁中的伙伴——宗教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会议，并出席了 Voices from Religion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的新书发布会，由此萌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介

绍给中国读者的愿望。

中国积极响应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确定在 2020 年实现贫困人

口在现行标准下全部脱贫的宏伟目标。宗教界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有

责任和义务为这一目标的实现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不尽然是以往各自

为战的、不成体系的、局部的、个体的工作，更要形成一种整体的、协同

的力量，实现这样的方式转变，不仅有赖于各宗教自身的统一和协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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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地进行宗教间的合作与交流，在价值倡导上开展对话，在宗教参与

社会服务的实践方式上进行探索。

与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

团体之间的彼此尊重、互信和协作对于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我们期待本

书中文版的引介，能够启发中国宗教界与非宗教界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

思考与交流，找寻不同信仰语境下的共同目标，携手促进宗教为全人类的

福祉作出积极的贡献。衷心感谢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的慷慨授权，

使我们得以与中国读者分享书中的真知灼见，这种分享、共享与共同发展

的理念也正是宗教公益所倡导的价值所在。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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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霍斯特 克勒

德国前总统

在当下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坏消息，

却往往忽略了好消息。然而，尽管无处不在的危机似乎揭示了不同国家

与文化之间共识的脆弱性，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对话与合作。虽

然在其他诸多领域尚存差异，联合国的 193 个成员国依然于 2015 年就

两大框架达成了共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后者的内容是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到 2030 年为止，全

球想要达成的 17 项综合性目标。这两项共识均表明，人类越来越意识到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合作而非冲突会带领所有人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两大框架能够引导国际政治产生新的范式——一种全球伙伴关系的范

式——彼此联结、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这两项协议的签订，与当今世

界各国间的摩擦、冲突和不信任形成了对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共识：必须在一代人的

时间内终结极度贫困，且不能以毁灭地球为代价。另一种共识应运而生：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全球的人们必须共同努力，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

遭遇滑铁卢。处处都需要变革，不仅新兴的经济体需要，发达国家也需要。

毋庸置疑，经济、生态和政治上的相互关联会迫使我们去合作，但

这个世界不应只是迫于现实压力才团结起来的共同体。我们迫切地需要

找寻基于相同价值观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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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寻的过程中，宗教会发挥主要的作用。早在 1993 年，世界宗教

议会就宣告全球伦理的存在。支撑这一伦理的两种原则在各大宗教中均可

找到：人道（每个个体都有权被人性地对待）与仁爱（想要别人怎样待你，

你也要怎样待人——黄金律）。

我们通常会考虑发展战略和政治行动的详细方案，却忽略了根本的价

值观和宗教信仰。这只是哲学家或者神职人员才需要关心的问题吗？我认

为恰恰不是。当今的世界需要就价值观展开新的对话，讨论是什么把我们

联结在一起的。如若不然，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诸多举措就会以失败告终，

充满分裂和仇恨的简易政治以及恐怖主义愤世嫉俗的手段则会大行其道。

要开展这样的对话，我们需要宗教人士的加入。他们身负特殊使命，

应当参与其中。正是他们在彼此之间构筑起桥梁，方才使得社会最终作为

一个整体得以巩固。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曾经说过：“没有宗

教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间的和平；而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

的和平。”现在，我们当以一种新的紧迫感就此认知展开行动，无论身处教堂、

清真寺、寺庙抑或犹太会堂。

因此，我非常高兴这本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如此众多的声音，讲述各

自的宗教认同，阐释通力推动全球性对话文化的动因。这种全球性对话文化

有益于创造一个全人类共同期许的未来。祝愿这本书能够拥有众多读者，期

待书中所传递的讯息不仅能抓住我们的头脑，也能打动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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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信仰
    

     巴尼 杜加尔（Bani  Dugal）

     荷达 马赫穆迪（Hoda Mahmoudi）

     乌尔里克 戈尔默（Ulrich Gollmer）



巴哈伊信仰        11

巴哈伊信仰简介

巴哈伊信仰是一种独立的世界宗教，有超过 500 万信众，遍布全世

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巴哈伊信仰始创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波斯，基本教

义为：在人类历史上，上帝派遣了多位神圣的导师来教导人们，他们的

教导成为人类进步的基础。这些导师包括亚伯拉罕、讫里什那、琐罗亚

斯德、摩西、佛陀、耶稣和穆罕穆德。巴哈欧拉（Bahá’u’lláh）是距

今最近的使者，也是巴哈伊教的创始人。他宣称世上的各种宗教始于同源，

本质上是上帝合一的宗教的连续篇章。巴哈伊教相信人类至关重要的需

求是找寻社会和自然发展的统一愿景，以及生命的意义。这种愿景在巴

哈欧拉的圣作中得以彰显。

左图：天堂树上的天堂鸟。文字花纹：“以上帝为名，荣耀的，最荣耀的。”

来源：巴哈伊书法家米什金·加拉玛（Mishkin Qalam）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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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伟大的。人类致力于修复世界以及国家福祉的努力也同样

伟大。”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

巴哈伊教相信今天的人类已经接近社会和精神发展进程的顶峰，这

一进程长达千年之久。当我们能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便意味着人类

成熟纪元的开始。人类尽管在外在有多种差异，实际上是同一个物种。

在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都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一原则所暗示的情形。

同样，它要求我们放弃任何种类和形式的偏见。若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一致的迫切需求出发，重新审视那些广泛存在的

实践、态度和习惯。

“请密切关注你所处时代的需求，慎思明辨那些迫切的需要。”巴

哈欧拉如此写道，呼召人们为了公共利益采取行动。他告诫人们要警惕

消极的信仰，抑或仅从智识上认同崇高的原则。他规劝世界各个民族都

要“努力彰显业已载入现实和行动中的原则”1。因此，在这个星球上的

千万个地方，巴哈伊教信徒与邻人以及相识的人一起并肩合作，学习符

合人类同一性原则的新型关系模式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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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当今的全球秩序习惯于将自然环境视为等待开发的物质资源的存储

器。这一范式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随着 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其他国际议程的开展，意义深远的改变正在日益积聚动能。而对于可持

续性的界定，既要考虑到人类和社会因素，也要考虑到生态因素。例如，

不平等和环境恶化之间存在关联性。这就意味着人类之间彼此联结的关

系对于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具有直接的影响。

如果要建设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环

境，我们既需要关注自然，也必须着

意关注人类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要

利用有效的技术、实施有效的政策，

也要向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注入正

义、公正、团结的要素。然而，愿为

整体福祉牺牲、能够信任他人，或者值得信赖、慷慨施予等特质，并不

仅仅来自于环境实用主义或政治上的权宜。它们其实更多地出自人类灵

感的终极驱动之源。这其中，信仰是关键。宗教使人愿意付出，得以应

对日常生活中的新挑战。

“人和世界是有机的整体。人类内在的

生命塑造着外在环境，并深受其影响。”

守基·阿芬第，1933 年 2 月 17 日书信

人类

不乏有人指出，2030 年议程的真正考验在于它的实际执行——尤

其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激励世界各国的人们。结构改革，尤其是政府

方面的改革，在众多领域都至关重要。然而，执行规定或者无视规定的

是个人，那些占据权威职位或滥用威权的人。因此，或为个体，或为社



巴哈伊信仰14

区和机构中的一员，人们都需要有能力实现大家共同看重的目标，这一

能力是获得长期进步不可或缺的手段。 

当代话语里从不缺乏对于人的重

视。联合国秘书长起草 2030 年议程

的过程中就曾这样说道：“新的议程

若要成功，就不能仅限于机构和政府

的范围，而一定要被人们接受。”2 

然而，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

中，财政和技术被视为实现宏大计划

的手段因而受到偏重，有时它们甚至是唯一被看重的。财政和技术资源

对于全球发展当然至关重要。但是，若认为改变主要发生在机构和结构

中，这样的想法会大大限制个体和社会团体的作用。2030 年议程的中

心是人，这无疑是重大的胜利。然而，我们也必须谨防仅仅将人视为被

发展的目标。实际上，人更应该是发展的领导者和主人翁。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利用世界的多样性带来的契机，就需要重新构想

为社会做出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前提。世界上物质缺乏的人远远多于生

活富足的人，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一小部分人能给其他所有人带来富足。

这样的主张对于当下全球社会的发展既不可行，亦不可取。因此，要努

力实现 2030 年议程目标，我们必须确保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援助的被动

接受者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发展的进程中。新的体系应当日益反映

根本的灵性原则，即社会改善需要全体参与。

“个体要日夜努力，运用一切有助于进

步的手段，直到政府和民众每一天每一时都

能进步。”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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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在任何时代，宗教的核心作用之一都是提升人类对于安康和繁荣的

理解。世界主要宗教的建立者对此尤为认同，他们反复申明物质富裕与

人类存在的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 2030 年议程的语境下，宗教作用重大，

它能帮助人们缜密思考发展过程的属性和目的。宗教以其 真实的形态

保障并促进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福祉。

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目标及指标，尽管极具技术性和程序性，其终极

关怀却都落在这一 根本的目的上——提升人类的福祉。世界上的宗教

均以此为共同目标。发展和宗教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而是互为

补充，拓展着人类意识的无限可能，让人类文明变得更加美好。这里有

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应对贫穷、无知、冲突等人类的痼疾。然而，运用

个体和集体的能力应对社会挑战具有内在的价值，意义远超过那些具体

项目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为社会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每一种宗

教都把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无私奉献看作是满有祝福。越来越多的人参与

到这些祝福中。正如巴哈伊圣典《神圣文明的秘密》中所说：

“一个人的荣誉和卓越体现在他

能够于芸芸众生中成为社会良善的源

头。当一个人自省时发现他已经通过

证实上帝的恩典而成为他人的平安、

康乐、幸福和裨益之源，我们还能想

象得到比这更大的赏赐么？不能。以

唯一真神上帝之名，没有比这更大的

幸福和纯全的快乐了。” 

“人的价值体现在服务和美德中，不在

荣华富贵里。”

巴哈欧拉，《智慧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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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这是历史上全人类第一次都能从同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所居住的星

球。诚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类似形式的浅薄偏见依旧存在。

然而，认为一个民族的命运不会受到其他千千万万个民族的影响这一设

想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依赖性在生态、科技、政治、

经济等各领域普遍存在，因此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从这

层意思上来看，人类的一体性是亟待重视的具体现实，而不是仅供辩论

的抽象命题。一体性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和全球关系中日益体现，只

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和平才会成为可能。

因此，任何一种动员全世界为了共同的命运担负责任的策略都应该

建立在人类一体性这一共识基础之上。世界各族人民构成一个人类大家

庭的想法在理论上获得了广泛支持。然而，国际间的互动依然牢牢固着

在民族、种族、国家、部落或者其他类似的名称和概念上。全体繁荣的

愿景若想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上的权宜措辞，就需要各种派

巴哈伊教的实践　

巴哈伊教认为，不论其形式或侧

重，任何项目对于社会进步都具有的

核心意义是各种知识的产生、应用和

传播。因此，巴哈伊团体建立了一种

去中心化的、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精

神和道德教育，欢迎各种背景的人参

加。这一体系以年龄层分段，既照顾

到儿童的德育，增添青少年的灵性能

力，也帮助青年人和成年人探索如何

将灵性的教导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并面

对社会的挑战，协助参与者分析社会

中建构和解构的力量，识别这些力量

对于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并相应

地采取建设性的、有原则的行为。



巴哈伊信仰        17

别都受到启发，忠实于一种全球化的文明，同时又不削弱社会起源、历

史、语言和传统的丰富多样性。

对于当下的国际秩序和联合国本

身，这样的重新定位意义深远。尽管

人们已经意识到多种挑战的全球性特

征，也采取了国际协作和治理的初步

行动，不可妥协的国家主权和有限的

区域伙伴关系依然是几乎所有国际关

系中的退路。这反映出千年以来的社会演进所获得的胜利来之不易。这

一演进以家庭为单元开始，推广到不同阶段的部落、城邦， 终落实到

我们现在的民族国家理念。然而，如果把现在的这种格局看作社会组织

形式的巅峰，我们就太缺乏远见。只有当国际机构认识到共同命运的意

义，并且不再仅仅追求狭隘的本国议程，我们才能迎接当今这个时代的

挑战。

“除非或者直到人类能一致团结，人类

的幸福、和平和安全都无法实现。”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

伙伴关系

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讨论通常将个体的选择和政府行为微妙地对立起

来。而在现实中，两个方面我们都需要。如果个体不能够更新生活方式

或行为，政府间的协议和约定就无法真正有效。同样，如果政府不能够

在结构层面做出有效的改变，单纯由个人采取行动也是不够的。社区的

力量非常重要。社区是文明独特的组成部分，拥有自身的能力和品质。

社区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我们需要日益融合个人、社区和社

会机制，以确保长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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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战略伙伴关系很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重新定义维系社

会存在的诸多关系。今天我们所认为的自然而恰当的关系，无论是在人

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还是在社会成员与社会制

度之间，都反映了在人类发展各阶段中人们所能达到的理解度。这些理

解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它们并不足以为当今的伙伴关系提供可靠的基

础。人类是单一的民族这一前提对当今社会大多数机构运行的方式提出

了根本性挑战。

举个简单的例子，冲突被认为

是人类互动的主要动力，比如在公民

政府中存在的对抗结构、民法中的抗

辩原则等。这样的竞争精神占据了现

代生活，颂扬了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

的斗争。这其实反映了在过去两百多

年间，这种狭隘的、对于生命的功利

主义的解读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显

著。正如巴哈欧拉在《智慧之言》中所言，人类若想成熟，就迫切地需

要自我解放，脱离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的局限，学习“用探索的目光考

察所有的一切”。如此，人们便可认识到这个星球的所有居住者属于同

一个族群，对于无法意识到这些正常形成的现实而产生的错误概念，我

们必须加以改变。

“人类至高无上的需求是合作与互惠。

人们之间的联系和团结越紧密，建构性的力

量就越强大，各个层面的人类活动所取得的

成就也会越大。”

阿博都巴哈，《世界和平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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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玻利维亚的巴哈伊信徒正在研读巴哈伊圣典。全世界的巴哈伊信仰者一

起研读巴哈伊圣典，学习将信仰运用到服务社区之中。

来源：巴哈伊国际社团

愿景

自有记载的历史元年以来，宗教一直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

众人奉献自己，推动文明，造福他人。宗教使人理解人类的存在和进步，

让人们从崎岖的道路上抬起头来，举目眺望远方的地平线。当宗教忠实

于创建者们的超然精神时，就成为 有力的工具，创造新的模式，造福

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巴哈伊教的世界管理机构世界正义院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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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帮助人们塑造正直的品格，使人富于耐心和同情心，变得仁

恕、宽容、高尚。宗教禁止人作恶，使灵魂得以升华，让人们愿意牺牲

自己成就他人。宗教传递普世愿景，净化心灵，洗去自私和偏见。宗教

激发人类的灵魂合一，鼓励人们惠己惠人，丰富物质和精神，推动科学

和文明，带来真实的喜乐，振兴全人类。宗教擦亮灵魂的镜子，使其充

满灵性的光亮。由此，神圣的属性在人类个体和众人的生命中显现，新

的社会秩序也应运而生。”3

全世界各国都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也都认为下一个关键的挑战是

能够让世界各国的人都参与到 2030 年议程中来。这需要沟通和教育，

也需要积极主动的意愿和自律。无数处于迥然不同语境中的人们需要将

此议程看作自己的议程，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信仰至

关重要——宗教触及人类主动性的根本，促使个人不仅仅同意去改变，

更能驱动他们站起身来，开始行动。

推荐链接

www.bahai.org 

巴哈伊全球网站

www.bahai.org/frontiers 

影片：巴哈伊教义启示下的社区建设理念

www.bic.org/statements/all-statements 

巴哈伊信仰致联合国各部门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官方声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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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1. 巴哈伊圣作的主要作者包括巴哈欧拉、巴孛（巴哈欧拉的先驱）、

巴哈欧拉的指定继承人阿博都巴哈和守基 阿芬第。巴哈伊现在的世界管

理机构——正义院的文告也可阅读。巴哈欧拉的主要典籍包括《巴哈欧

拉圣作选粹》、《亚格达斯经》、《伊甘经》和《隐言经》。

2. 联合国秘书长关于 2015 年之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综合报告《通往尊

严之路：2030 年前结束贫困、改变所有人的生活、保护我们的星球》

（A/69/700）。

3. 书信日期：2014 年 1 月 29 日。

注：

《召集我们的意愿：巴哈伊对于联合国全球发展议程的贡献》，巴哈伊国

际社团驻联合国办公室，2015年，www.bic.org/publications/summoning-our-
common-will-bahai-contribution-united-nations-global-development-agenda

《让世界更美好》，巴哈伊国际社团社会和经济发展办公室，2008年，

www.bahai.org/documents/osed/betterment-world.pdf

保罗·汉利，《一一》（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达到一百一十亿人，这将改

变这个星球的一切），弗里森出版社（FriesenPress），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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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夏荣寿（Ha Vinh Tho）

     帕里恰特 苏旺布哈（Parichart Suwanbubbha）

     普拉玛哈 布川 杜贾（Phramaha Boonchuay Doo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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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简介

佛教由乔达摩 悉达多创立。他也被称为释迦牟尼佛，大约 2500 年

前生活在印度北部。现如今，全球约有佛教信徒 4.88 亿人。佛教是世界

第四大宗教。佛陀的口述教诲后来被他的追随者整理成文字，据此形成

了佛教的教义。佛教经藏包括经、律和论。经是佛陀的话语；律是修行

的戒律和准则；论是哲理。佛陀的教导并非天启，而是他用自身的经历

教导人们如何追随灵修的道路，通过纯净心智和品行高尚的生活抵达觉

悟。佛教主要分为小乘、大乘和金刚乘。小乘强调终极目标是无欲无苦，

终结轮回。大乘强调菩萨思想，即立下誓愿留在轮回中，直至渡一切众

生获得彻底解脱。金刚乘通过复杂的冥想和仪轨将负面的心绪转换为智

慧和爱，从而彻悟。

左图：象征缘起合生的曼荼罗。生命中的一切都相互联接，都是更高的一种意

识的一部分。

来源：夏荣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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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诸佛教。”

据传，佛教的创立者乔达摩 • 悉达多王子青年时代在皇宫里过着奢

华的生活。他的父王努力保护他不受世上任何形式的痛苦。但是有一天，

王子漫步到了皇宫之外，看到一个生病的人、一个年老的人和一具尸体。

他突然要面对痛苦的现实，以及生命和感官享乐的无常。随后，他见到

了一个游方的苦行僧和一位瑜伽修行者。王子希望能追随一条灵性的道

路，使自己能够战胜痛苦。29 岁时，乔达摩 • 悉达多离家，寻找生与死

的深层意义与心灵的永久和平。他带着五名侍从，像苦行僧一样苦修了

六年，然而悟道似乎遥遥无期。于是他决心跟从自己的道路，即中道。

中道避免了两个极端：纵欲和禁欲。 终，乔达摩 • 悉达多 35 岁时，在

菩提迦耶（今天的比哈尔邦）的菩提树下大悟、成佛。成佛后，释迦牟

尼开始说法传教，讲“四圣谛，八正道”。佛的意思是“觉悟的人”。

佛陀教导众人：生、老、病、死是痛苦，怨憎是痛苦，求不得也是痛苦。

贪图感官和情感的欢乐使人堕入轮回。止贪欲、灭无明、去嗔恨是超脱

痛苦的关键。成佛的路径有三个组成部分：

慧：正思维和正见。智慧的基础是辨明心灵的本质，看清现实的真相，

包括觉知世间万物的无常、因果相报和自我的虚妄。

戒：正语、正业、正命。这意味着增添智慧和慈悲心，区分带来长

久幸福安康的事物和造成痛苦的事物，于己于人都如此。

定：正精进、正念、正定。心念能决定人是痛苦还是幸福。因此，

发展积极的内在品质很重要，如慈悲、仁爱、快乐、平静、知足、慷慨、

利他等。这些内在品质可以通过禅定、静虑等自我训练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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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佛教的价值观有益于拯救地球，比如以慈悲心善待众生（包括动物

和植物）、尊重生命、过简单的生活等。将佛教的原则运用到经济和政

治生活中，对生态足迹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克制生态暴力。例如

在巴黎召开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不丹承诺的碳

排放吸收量超过其 70 万居民所排放总量的三倍之多，这样的举措将保护

森林完好，减缓气候变化。所有宗派的佛教领袖都积极致力于推动环保

事业。在此次会议上，佛教领袖们发

表了《2015 年佛教徒关于气候变化致

世界领导人的声明》。声明中称：“佛

说，万物共生。我们对世界的关注也

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即宇宙间的一

切事物都相互联结。减少对坏境影响

的重要步骤首先是理解因果律并了解

我们行为的后果。我们要修习慈悲相即，行为要出于爱，而非出于恐惧，

以此保护我们的星球。……然而，每日的生活常使我们轻易地忘记生命

与自然彼此联结、不可分离。我们呼吸的每一口气，喝的每一口水，吃

下的每一口食物，都与自然相系。……我们要渐渐淘汰化石能源，转向

使用百分之百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既激励全球低碳变革，也帮助我们走

上必要的灵性更新的道路。”1 

“生命对于人和无言的生物都一样重

要。人渴望幸福，惧怕痛苦，希望活着，惧

怕死亡，其他生灵也是如此。”

佛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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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佛教注重服事他人。自阿育王（公元前 304 年至前 232 年）执政

始，佛教的准则就被应用到政治中。阿育王受佛教的感化，执政宽容，

多有善行。这样的治理不为自利，而

意在创造为人类带来幸福的环境，确

保可持续发展。若意识到众生都趋福

避苦，政治和经济的政策会更为良善

与慈悲。

“慈心待众生，心念得解脱。”

《相应部》2

繁荣

佛教经济学使用灵性的方法，将考察人类的心灵作为第一要则，目

的是创造一种内在的过程进行积极的转变，将无知、贪婪、暴力这些当

今经济模式的基础，转变为智慧、知足与和平。同样，佛教经济学也期

望揭示人类所有活动中有害与有益的方面（包括生产和消费），支持人

们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找到能够平衡经济发展和人类价值的中间道路。

当我们理解了欲望和饥渴的根源，了解什么能带来满足，就会明白财富

永远无法满足我们，才能意识到过简单而有尊严的生活何其重要。

佛教经济学挑战“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这一假设。它

是当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基础。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人类是纯

粹理性的、自我主义的，毫无内疚地总是要将利润 大化。从佛教的角

度来看，利他主义和同情心是人类心性与生俱来的，然而这样的品质需

要被发现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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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

这个著名宣言中，不丹的第四位国王挑战了传统的物质主义的进步观念。

他认识到现存的基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无法照顾

到每一个人的终极目标——满足和幸

福。国王受不丹佛教传统的启发，认

识到国内生产总值不应当是治理的首

要目标。由此，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

诞生了。之后，国民幸福总值一直指

“无病最利，知足最富，厚为最友。”

《法句经》

上图 : 佛教的树木出家仪式提醒人们尊重所有生命形式的价值和保护我们神圣

星球的必要。

来源 : 帕里恰特 苏旺布哈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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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着不丹的发展政策。这并非意味着不丹不会面临经济和社会的挑战；

不丹正努力找到一条平衡的“中间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公正的社会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文化推广、善治成为一体。为了实践国民幸福总

值的理念，新的指数、量表和筛选工具被创造出来，促使政策到位。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国民幸福总值作为一种经济和发展模

式，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关注，为我们迎接当下的挑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佛教的实践

　
象征性的树木出家仪式最先由泰

国的保育僧侣（Phra Nak Anuraksa）发

起。过去二十年间，柬埔寨、越南和

缅甸的僧侣也施行同样的仪式。树木

出家的创意十分独特：袈裟受人尊重，

为树木披上袈裟令伐木者们有所顾虑，

不再轻易砍树。这样的做法结合了先

于佛教的灵性崇拜和佛教中尊重自然

的价值观，传递了拯救森林免于灭亡

的信息。通过这种仪式，僧侣也质疑

了市政当局和政府在森林砍伐和保育

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并提供与当地社

区合作的解决方案。僧伽慈心项目（The 

Sangha Metta Project）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项目最初由泰国僧侣们发起，他

们参与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僧侣

们希望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防治

艾滋病，以及照顾感染艾滋病的患者。

他们以佛陀的教导为启示，认识到防

治艾滋病的主要挑战是患者以及公众

对严峻状况的不了解。僧侣们的积极

介入增强了他们与公众的信任，也开

发了社区潜力，鼓励更多的草根参与

解决当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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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国王普密蓬 • 阿杜德提出的“自足经济”强调知足，是一种佛

教经济学的发展模式。其中，智慧和美德是获得长久幸福的指导原则。

支撑这一模式的三大支柱建立在相关领域的知识，以及诚实、耐心、坚

毅等美德之上：

节制：避免过度，过一种尊重他人和自身的生活。解决之道是自足

的生产和消费，足够支撑有尊严的适度生活即可。

合理：合理决定适度的水平。要考虑到所有的相关因素，并谨慎预

期结果。

风险管理：评估跨产业的积极和负面影响应成为所有决策过程的一

部分。决策和行动都要恰当，以满足知识和美德的前提。

和平

尽管“不可杀戮”是 广为认可的道德原则，战争和暴力依旧是人

类生活的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序言中这样写道：“战争起源

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工事。”因此，教育

在发展全球性的和平文化中起到中心

作用。我们必须转换目前的思维定式，

创造一个关爱型的经济和社会，保护

环境。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改变教

育方法，从早教起就开始教授社会和

“世间皆炽焰。火因缘何起？贪瞋恨无

明。”

《法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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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技能，以及伦理价值观。佛教有诸多改变心灵的有效办法。这些方

法也可以超越佛教的界限，应用于世俗语境中的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

教育。

伙伴关系

佛教领袖和团体已在多领域积极参与国际和信仰间的伙伴关系，包

括在柬埔寨和越南开展和平与和解工作，倡导人权，促进发展和生态保

护。略举数例：在世界宗教领袖峰会

中，佛教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致力

于终结当代的奴隶制度和人口贩卖；

他们确立了以幸福为中心的新型发展

模式，并发表了《2015 年佛教徒致

世界领导人的声明》3。佛教徒们希望，

所有人，特别是各个宗教的信众们，能够开创一种全球性的运动，缓解

痛苦、带来真实与和平，并且更好地保护环境。

“以不忿胜忿。以善胜不善。以施胜悭

吝。以实胜虚妄。”

《法句经》

愿景

面对当下岌岌可危的地球和众生的困境，佛教关于缘起合生的教义

契合解决之道。没有人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入世佛教运动了

解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和苦痛，并采取慈悲体恤的行动。佛教有特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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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僧团和传统。以数世纪的默观和认知探究为基础，佛教是深刻的哲

学、心灵的科学。因此，佛教的积极影响超出佛教团体的边界，开辟了

多种理解和应对时代紧迫挑战的方式。

推荐链接

推荐阅读

1. http://gbccc.org

2. 所有佛教的引说（包括来自《法句经》的部分）都来自于巴利三藏（佛

家最重要的经辑）。

3. http://gbccc.org 

www.buddhanet.net 
佛法教育协会

www.ecobuddhism.org 

生态佛教——佛教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www.inebnetwork.org 

国际入世佛教协会（INEB）

萨莉·金，《入世佛教》，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9年。

舒拉克·西瓦拉克沙，《可持续发展的智慧——二十一世纪佛教经济

学》，夏威夷柯亚书店（Koa Books），2009年。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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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塔博 塞西尔 马凯巴（Thabo Cecil Makgoba）

     斯蒂芬 阿克曼（Stephan Ackermann）

     丘仲辉（Qiu Zhonghui）

     张素玉（Theresa Chong Ca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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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简介

基督教是一神教，以基督耶稣的教导为根基。目前基督教在全世界

约有 21.7 亿信徒，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

儿子，是子也是上帝；耶稣三十多岁时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祂的受

难拯救了世界，救赎了人类。《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旧约是犹太教

的圣书；新约是耶稣基督的教诲，也称福音书，由耶稣的门徒世代相传。

耶稣降生后的三百年，基督教渐渐成为罗马帝国最主要的宗教。根据教

会结构的不同和释经的差异，基督教现在有很多个教派，包括天主教、

新教、福音派、圣公会、卫理公会、东正教、基督复临派、五旬节会、

新使徒教会，以及其他很多地方化的独立教会和摩门教等新教派。自

十九世纪以来，多数大型教会都彼此合作，支持全球化的普世教会合一

运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该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也与梵蒂冈密切合作。

左图:这是一座位于法国的难民营临时教堂。教堂顶上有典型的基督教标志——

十字架。

来源 : 肖恩 霍基 (Sean Hawkey)，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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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自内心地服事人，因为神首先服事了我们。”

在基督信仰和传统中，我们深感安慰，因为世界是属神的；我们不

属于自己，也不为自己存在。上帝是创世者，祂委托我们成为受造物的

管家；神的一切创造都是美好的。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

圣子、圣灵。基督徒渴望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效法基督的样式。基督徒

相信，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了整个人类。上帝把祂的儿子赐给我们，

让祂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以这样的形式确认人类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

尊严。基督信仰认为，基督是上帝宽恕我们的中保，耶稣的受死和复活

让所有的人得自由。

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被视为宝贵的、有尊严、被尊重，无论其生活

境况、信仰、文化、性别、社会或经济状况如何。基督徒所理解的尊严

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都有权得到尊重。如诗篇中所赞叹的：“你

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 8: 4 - 6）1

基督徒倡导的发展观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而更看

重人们是否能完全实现情感、智力和体质的潜能。经济增长和经济成就

只是发展的前提。

关心和同情有需要的人是基督教的基本关怀。要让无声的人发声。

在旧约中，先知谴责国家领袖是牧羊人却没有照看好托管给他们的牧群，

因为“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

没有缠裹”（以西结书 34: 4）。在新约中，耶稣教导祂的追随者们生病

的人实际上造就那些看顾他们的人，任何不愿意向他人提供帮助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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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谴责（马太福音第 25 章）。

基督徒把自己视为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的管家。基于这一信念，他

们积极参与到社会领域中，努力促进社会正义、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

作为好的管家，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努力确保上帝的创造不被人类行为所

破坏。

地球

我们只是神奇妙创造的管家。作为基督徒，我们深切关注人类旅居

于这个星球的方向。人类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导致了地球的持续破坏。继续坚持当前的全球经济行为会将人类带入

死胡同。我们必须逆转这个进程，向可持续生态经济的转型是至关重要

和紧迫的。气候公正需要信仰的应对。

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组织的全球

网络已经发出紧急呼吁，号召政府、

企业界和全球社会各界采取有效措施

遏制全球变暖。2015 年 2 月，来自六

大洲的 17 位英国圣公会主教聚集在开普敦，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寻求气候

正义。他们呼求各国和国际社会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定，同时

帮助气候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非洲第一位女主教埃兰娜 • 瓦穆克亚

说：“女性更依赖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所以她们在气候变化决策中的

贡献必不可少。我们必须强调人在上帝眼中的平等性，犹如圣餐仪式所

象征的那样。”2 主教们着重指出，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活动，尤其以化

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是造成气候危机、海水酸化、渔场枯竭及气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

修理看守。”

创世纪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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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难民的主要原因。环境问题不单是经济、科学和政治的问题，也是属

灵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默许一种主宰论的神学。主教的宣言承诺基督

徒要采取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教堂要采取节能措施，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

在教会土地上保育物种多样性，支持水、食物、农业、土地使用的可持

续发展，复核教会的投资或在必要的情况下撤资，强化普世教会以及信

仰间的合作。

 

教皇方济各的通谕《赞美你》阐述了天主教会关于关爱人类共同家

园的教导，帮助我们理解不公正、边缘化和全球环境变化之间的联系。

教皇的通谕十分及时，成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辩论的一部分，也是

议程执行的指导精神之一。如教皇通谕中所说，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认真

对待第二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饥饿，就必须改变国际农业政策和

贸易关系。

人类

上帝是一个与人类有关系的上帝。上帝呼召并邀请人类彼此之间建

立关系，与万物建立联结，也与祂建立关系。只有当我们在所有的关系

中以尊重和关爱的方式生活时，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存在，也才能够在万

有中见到神。因此，许多基督徒将慈

善视为信仰的见证。除了造福信徒，

更务必要将我们的服事推及全社会。

信仰若没有行动就是无意义的。正是

在社会行动中，信仰得以彰显，并带

来社会变革。

“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

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

以赛亚书 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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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繁荣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去理解增长。人们

可以在能力、潜力、灵性和睦邻关系上成长繁荣。其必要前提是可以免

费获得安全洁净的水、充足健康的食物、教育的机会，以及可以享受包

括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内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同时，基督徒也要承认自己对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公负有责任，要参

与到反贫穷的战略行动中，解救更多人免于贫困的痛苦。只有通过受影

基督教的实践

　
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教会和基督

教信仰组织倡导不将任何人排除在外

的包容性社会。因此，教育是能够确

保自下而上的人类发展的关键领域。

教育工作为年轻人，特别是来自农村

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平

等的机会，让他们进入高等院校，开

始职业生涯。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

区，基督教组织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

促使政府现在鼓励基督教以及其他宗

教的组织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参与

救济工作。

基督徒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医疗

服务、基础医疗培训和艾滋病防治教

育。他们资助并管理医院、养老院、

孤儿院和教育中心，帮助自闭症儿童

和精神障碍儿童。基督教组织和团体

帮助发展就业机会，帮助弱势群体摆

脱隔绝和污名。他们还向贫困儿童提

供奖学金，并组织“培训师的培训”

（train-the-trainer）项目以加强当地的

人力资源实力。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支

持贫困社区参与公平贸易和社会创业。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的参与使得

基督教组织的工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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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督徒应当勇于抵制战争和任何为战争辩

解的说辞。而人类的悲剧常在于宗教和信仰经常被原教旨主义者滥用，

成为实现政治目的手段，或者被用来为暴力和战争开脱。基督的和平不

等同于毫无冲突时的宁静，而更应该理解为一种正义的和平，这种和平

意味着人们享有充足的条件，允许他们发挥所有的潜能。离开经济正义，

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和平，因为社会中的一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办法享受所

谓的经济繁荣。

响社区的知情参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贫穷的人们应当能够参与建

设并掌控自己的未来，应当被赋予机会在社区内为自己创造并发展项目。

基督徒也应当认真对待企业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与

合规管理不应该只是装饰门面的。社会市场经济需要有道德判断力的企

业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做？

正当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因此，我

们有必要在所有的教育领域讨论道德

伦理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和商业研究

中。正如罗马教廷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2012 年在《商业领袖的圣召：反思录》

中所说的那样：“尊重人类的尊严和共同利益是基本原则，我们应当依

据这样的原则在市场体系中组织劳力和资本、管理创新过程。个体企业

和商业系统深厚持久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真正的需求。”3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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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基督教志愿者帮助 2015 年尼泊尔地震中的灾民。全世界的基督教组织为

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各种服务。

来源：爱德基金会

基督徒相信，上帝已经与世人和好，因为耶稣基督为“众人”死，

特别是那些“外邦人”。这样的信仰鼓励我们戒除任何形式的排他，不

去妖魔化或灭绝其他的人、宗教和文化。上帝和解的能力大过人类破坏

的力量。上帝给我们勇气是为我们共

同的未来赢得敌人，而不是单单只要

打败他们。只有和敌人一起，和平才

是可能的；与敌人对立或是将他们排

除在外，都不能获得和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

为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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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需要尊重、投入和对话。应对世界面临的多重挑战需要

政府、民间社会和信仰团体之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合作。这并不意

味着教会和基督教组织将取代政府的

工作。要建立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努力在民间社会和信仰社团间建立桥

梁，调和不同的方法和能力；努力的

重点应包括发展和创造就业的项目，

资助帮助脱贫的小微企业等。很多迹

象表明，宗教组织活动空间的扩大以

及与中国这样的国际伙伴的合作，成功地帮助了贫困人群，促进了可持

续发展。目前中国的民间孤儿养育机构，75% 以上有宗教背景，这是一

个很好的例证。4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

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

同快乐。”

哥林多前书 12: 26 

愿景

基督教的社会愿景是要荣耀上帝在地上的国。这样的愿景既伟大也

微小。微小在于基督徒也许可以相信实现上帝的国并不是他们的任务；

上帝的国在神子到来时已经开始。愿景也可以是伟大的，因为基督耶稣

要求跟从祂的人尽心尽意成为上帝对人类之爱的表征。这意味着为人类

繁荣创造条件。对于人权切实可行的承诺不在福音之外，而是福音至关

重要的部分。基督教考虑到所有大洲的多元文化、民族和宗教的环境，

提醒国家、企业和众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人类的尊严。基督教向所

有善意的人们发声，不仅仅面向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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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链接

基督教本质上是将“我”变成“我们”，将自我主义的个体需求变

成利他的行为，照顾世人的需要。以“我们”为重心的社会能产生出

满足的公民——他们关心他人、尊重差异。我们呼请所有的政府及各大

宗教相互协作、参与宗教间活动、分享经验。这将为和平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祈祷新的 2030 年议程不只是我们用来

勾划选项的清单，而是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籍此能够尽己所能创造一

个正义的世界。我们乐于成为这样的伙伴，努力去帮助被世界忘记的人。

http://w2.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 
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_en.pdf
2015 年教皇方济各通谕《赞美你——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

http://act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COP21_Statement_
englisch2.pdf
宗教代表关于 2015 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声明

http://acen.anglicancommunion.org/media/148818/The-World-is-our-Host-
FINAL-TEXT.pdf
普世圣公宗咨议会与普世圣公宗环境网 2015 年为气候正义呼吁紧急行动宣言



基督教42

推荐阅读

艾伦·博萨克、约翰·沃伊斯曼、查尔斯·阿麦吉-阿里（编），《梦想一

个不同的世界、人类和地球的全球化与正义——阿克拉宣言对教会提出的

挑战》，德国福音归正教会—南非团结归正教会全球化项目，2010年。

菲利普·魏克利、简妮丝·魏克利、达玛扬蒂·尼尔斯（编），《多元

化，权力和使命：宗教新千年作用的关联神学探索》，世界传道会，香

港，2000年。

胡里奥·德·圣安娜（编），《心向穷人的教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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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中的引言出自《圣经》。《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各由不同的经卷组成。

注释括号中的名字指的是具体的经卷和篇章。第一个数字是书中的章数，

第二个数字是确切的节数。

2. 引自《世界是我们的主人：普世圣公宗咨议会与普世圣公宗环境网 2015

年为气候正义呼吁紧急行动宣言》。

3.《商业领袖的圣召：反思录》（第四版），罗马教廷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2014 年。

4.《〈关于规范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活动的通知〉政策解读》，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jd/201405/20140500631722.

shtml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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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姚新中（Yao Xinzhong）

     彭永捷（Peng Yongjie）

     安乐哲（Mary Evelyn T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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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简介

儒学由中国教育家和哲学家孔子（公元前 551 年至前 479 年）创立，

最初形成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文化传统的思想流派。儒学虽然在早期就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才开始占据主导性地位。儒家

对道教等其他传统或宗教采取开放的态度，之后传播到东亚的其他地区，

例如韩国、日本和越南。今天，这些地区的很多人仍然按照儒家的方式

生活着，但并不一定公开宣称自己是儒家信徒。儒学教义的核心存于“四

书”、“五经”中。儒家关注有德行的生活，其道德准则来源于天理，

即“道”。儒家要求其追随者承担责任，以“和而不同”而不是“毫无

差别”为原则对待其他人与民族，在此基础上建立世界和平。儒家思想

讲求对世界作为有机体的认识，以及天人合一的理念，支持环境保护。

左图：“和为贵”——摘自《论语》

来源：张立文教授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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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儒教可以追溯到晚商时期（公元前 1760 年至前 1045 年）和西周早

期（公元前 1045 年至前 770 年）术士（儒）们所遵循的教义和实践。但是，

儒家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想流派得以凸显要归功于孔子（公元前 551 年至

前 479 年）。孔子创办私学，教化弟子和官员，传授礼（《仪礼》）、

史（《春秋》）、乐（《乐经》）、诗（《诗经》）和治国之道（《尚书》）。

孔子认为，重续周代文化繁荣的唯一途径就是“以德为治”，强调治国

者必须自我教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给人民带来长治久安。

儒家的主要教义

儒家对于“天”以及“天命成败”有着坚定的信仰。然而，人生在

世的混沌时期，非常有必要注意人本身的修养，特别是通过教育来提高

重视程度。有鉴于此，儒家课程注重叫人钦崇天道，以仁立身（仁：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六艺休闲。孔子认为，这样

能够成为有教养的人（君子）。他提出，仁、孝、悌、智、敬、信等正

面的品质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要获得这些美德就需要遵循礼法。

虽然这些礼法来源于宗教，但孔子将其转化成道德标准和行为守则。

孔子花了十三年的时间周游列国，推广他的德政方略，希望被治国

者接受并付诸实践。虽然有一些国家邀请孔子登堂入室，但是他的治国

方略和思想始终被拒之门外。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和修订古籍，将历史

记载编订成规范的文章以供研习，即《书》、《诗》、《易》、《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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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秋》。孔子身后，其学生和弟子将他的教导广泛传播，并在战国

时期扩展成多个不同的儒学流派。这期间伟大的儒学大师包括孟子（公

元前 372 年至前 289 年）和荀子（公元前 313 年至前 238 年）。他们分

别建立了自己的流派，献身于培养良知的内向价值，以及教育和礼法的

外部实践（即知行合一）。孟子和荀子在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上互相并不

苟同，但他们都相信人人皆可为圣贤，强调人应该以成为圣贤作为理想

（即学以至圣）。但是儒家到了后期，圣贤就不仅被视作人之理想，而

且也是人与天地之间的联结，是宇宙变化过程的一部分。

历史沿革

儒家在秦代备受统治者压制，尤其是秦始皇在位时（公元前 221 年

至前 210 年）。直到公元前 140 年，儒学才得以恢复，被汉代（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皇帝汉武帝接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代儒家融合

了道家、法家、墨家等流派的一些元素，与早期的儒家教义有差别。汉

代儒家的教义中引入了“阴阳”——指宇宙间负向和正向的两种力量——

以及木、火、土、金、水等“五行”的概念，而且更注重天人互动。人

间的统治者必须根据上天的警示杜绝不道德的行为，用美德和正直治理

国家。

公元一世纪，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及道教的兴起，儒家式微。

经过很长时间，三教合流，彼此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冲突，因此广为人

们接受。但是，作为对佛教的回应，宋明时期（公元 960 年至 1644 年）

儒家 终发展出一个新的教义体系，西方称之为“新儒家”。新儒家给

予“四书”以首要的地位，强调人的心性与天理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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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进入中国，不仅破坏了儒学赖以生存的体制，

也摧毁了儒家信众对自己传统的信心。针对这一局面，中国一批杰出的

儒家学者复兴了儒家教义的改革精神，抵制中国的西化。二十世纪的现

代“新儒家”吸收了西方的经验重建儒学，提出了儒家文化转型的多种

方式，试图挽救中国脱离西方的入侵。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复兴引起了学

者和大众的注意。儒学不仅仅是一个学问修习的传统，更是一种值得信

赖的生活方式，新的儒学复兴加强了这一观点。近年来，很多私立孔子

书院、孔圣堂和中心相继成立，成为城乡地区文化复兴的集结点。古老

的生活方式和做法又被重新带入生活，以抵消快速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

的那些不好的副作用。这些都有助于应对道德沦丧、孤独、抑郁等心理

问题，也包括政治腐败、环境恶化、内外张力和冲突。儒家的道德教义

能够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例如鼓励公民和政府官员避免贪腐，负责任

地自我约束。为了社会福祉而积极工作，特别是教育，可以协助个人克

服孤独或抑郁。

历史上，儒家没有自己的神职人员或传道人来支撑其传统。所有通

过儒家经典接受教育的官员或学者都自视为儒家信众。读书人应该遵行

儒家的操守，或者在政府、教育、社区、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按照儒家的

方式身体力行。然而，在二十世纪初，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被废止并

与公共教育断开关联后，这个特色却成了儒学的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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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儒学

经过此番失败，儒学践行者和学者决定建立一系列机构来支持类宗

教性质的儒学，并开展了诵读经典、践行古礼，以及恢复出生礼、成年礼、

婚礼、葬礼等儒家生命礼仪的活动。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复兴成为全面功

能性的文化传统，正在所有公共的、国家的和国际的计划中积极参与推

进中国和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确实，以儒学为基础创建“生态文明”

的想法已经在中国的很多层面上发力，包括政府、学界和更广泛的社会

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远大抱负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地球

儒家相信天、地是所有造物过程和自然变化的两个基础力量，也是

所有事物和生命的起源，包括人类。儒家坚持人应当以天地为本，必须

遵守天地之道。因为只有在这些自然法则和宇宙运动中，才能够解释和

规范人类的感受、情绪、行为、政治设计和教育计划。这种精神指导人

们应该顺应天时和季节变化的节奏。造就和维持生命的，正是生命的根

本。既然如此，天地在万物生命的创造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天生之，

地养之，人成之”。这条教义将人与星球绑定，要求我们像对待父母一

样，用敬意和诚意对待这个星球。这

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四条“保护

水中的生命”，以及第十五条“珍视

陆地上的生命”，也可以被归纳为在

星球的界域内共生共荣。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 , 乃混然

中处。”

《西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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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 中国儿童穿着传统服装学习儒家价值观

来源 : 北京四海孔子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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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儒家将“以人为本”视为传统，相信人类从天地而来，因此也依

靠天地之力生生不息。人类活动必须与自然及其创造生命的过程保持和

谐。因为所有的人本质相同，因此应当以兄弟姐妹相待。儒家教义称：

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所有人都属于共同的生命社区。但是，儒

家也认为，“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重要的是识别什么是不道德的，

同时承认所有的人有性善的潜质。所以，人需要接受教育和精神培养，

通过阅读经典、效仿圣贤及儒家导师

的榜样来学以至圣。有史以来，儒家

社会在中国和东亚推进了高质量的教

育，并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四条的

精神指引下继续推进。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

其性。”

《西铭》

繁荣

人类拥有天地之灵，因此，儒家认为人类是世界的心性——万物之

灵长——因为他们能够自觉地培养良知美德。同时，人类肩负 伟大的

职责，保护自然环境，用温和的方式利用资源。人们按照正确的礼法行

事，当财富高位带来的名利与自然义理和道德冲突时，应该舍利而取义。

对于真正的仁者，成功是发展个人道德的手段，仁者以财发身；一个缺

乏道德修养的人则会疯狂地追求财富而泯灭自己的良知，不仁者以身发

财。所以，虽然人追求荣华富贵并没有错，但是必须要在仁和义的引领

下去追求，因为只有这样，荣华富贵才能真正满足人性和命运。“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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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和经济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一，儒家对此一贯支持。中国人

现在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

续的，以避免污染的后果。从古至今，

儒家领袖始终在践行消除贫困和饥饿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两条），为公共的社会利益服务一直都是他们工

作的一部分。

“知化则善述其事”。

《西铭》

和平

对儒家而言，和平发自一个人的内心，而世界和平是修习美德的自

然结果。“四书”之一的《大学》特别注重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基础性地位。修身要遵循忠恕之

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强调家庭

德行，例如孝和悌，但是特别要求我

们将德行延伸到认识或不认识的其他

所有人、家庭和生命，包括地球上所

有的生命，统称“万物”。这样我们才能达成与其他任何事物的和谐统

一，完全实现全天下的和平与和谐。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三条“推进

良好的健康与福祉”很相似。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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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实践

　
儒家经典阅读：

儒家是通过教育沿袭的传统，通

常经由课堂和书本来实现传承。今天，

互联网的作用更加强大，很多文章都

可以在线获取。二十世纪时，公共教

育与儒学分道扬镳，使得儒家传统濒

于失传，削弱了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

影响。近年来，儒家学者将资源集中

投入儒家经典的教授，特别是青少年

群体的教育。因此，儒家的理想，例

如呵护健康幸福、负责任的消费等，

开始被纳入教育大纲，旨在培养负责

任、有爱心、有诚信的新公民。

乡村儒家：

快速的城市化导致农村地区大规

模退化，因为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前

往城市。为了乡村生活的复兴，儒家

有志人士发起了“乡村儒学”项目，

旨在推广儒学教育，宣传儒家价值观，

培养每个人内心隐藏的爱。这些项目

的直接成果就是村民的精神面貌，以

及当地氛围和邻里关系的改善。遵循

儒家德行使得村民们重新开始重视传

统智慧，鼓励他们尊老爱幼、遵纪守法、

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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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儒家认可各种存在、生命和行为的多样性。人也各有不同，包括性

格、偏好和能力。但是，差异并不能成为冲突的理由。相反，人应该互

相合作构建社区，好好生活并充分实

现自己的本性。人应当追求“和而不

同”，差异不应该通过武力或暴力来

消除。因此，战争和不义是有罪的。

只有尊重和诚意才能建立真正的伙伴

关系，表现出一个人自己的德行，为

他人做出表率。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儒学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可以为可

持续发展目标第十七条增加道德力量，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价值观上建

立全球伙伴关系。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

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西铭》

愿景

儒学蕴含着无价的资源，能够适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实现新

千年急需的可持续发展。儒家创造了“生态文明”的概念，提出了一个

可持续性的新理念，人人皆可参与。在这个更广泛的框架内，树立了为

公共利益服务的目标，这是儒家原则和实践中 重要的方面之一。对现

代的高度个人主义和无意义的消费主义来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应对点。

儒学鼓励人们理解局限，不能仅仅为自己，更应当为社会整体的利益而

工作。这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应当重视人类的血缘关系以及人与自然

的相互依赖。



儒学 55

推荐链接

推荐阅读

http://fore.yale.edu/religion/confucianism
关于儒学与生态的文章

www.sfsu.edu/~news/2010/fall/42.html
孔子关于可持续生活的训导

www.confucianacademy.com
香港儒学现状

安乐哲（Mary Evelyn Tucker）、白诗朗（John Berthrong）（编），《儒学与

生态：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

杜维明、安乐哲（编），《儒家精神论》，第2卷，歧路出版社（Crossroad 
Publishing），2003-2004年。

姚新中，《儒学概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1. 本章所有引文均出自宋代（公元 960 年至 1279 年）新儒学大师张载（公

元 1020 年至 1077 年）的著名铭文《西铭》。英文翻译来自《中国传统之源》，

卷二，威廉·西奥多·德巴里、卜爱莲（Irene Bloom）（编），哥伦比亚

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683 页。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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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樊光春（Fan Guangchun）

     何韵（He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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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简介

道教，英文称“Daoism”，起源于中国公元前 770年至前 221年的“百

家争鸣”时期。自东汉时期 (公元 25年至 220年 )正式出现道教组织以来，

道教作为一门宗教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近两千年前。如今，道教信众约达

1.7 亿人。主要的道教信众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道教的名称取自汉字“道”，宣扬对宇宙自然法的遵循，其核心经典为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道教有一套教职人员体系。根据中国国家宗教

事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仅在中国的九千多座道观中，就有五万名男女

教职人员，称为“道长”。另外，全国大约有一百个地方性道教协会，

隶属于中国道教协会。他们负责协调本地道观的活动和慈善工作，建立

培训道长的道教学院，以及道教研究和教习。

左图：“道法自然”出自《道德经》。“道”是自然和宇宙的大道。顺应自然

是所有生命的最高成就。

来源：中国道教协会前会长任法融道长供图



道教58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 25 章　　

　　

两千多年来，道教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深深影

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工作和行为。道教是中国认可的五大宗教之一，

另外四个分别是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道教是儒教以

外唯一一个中国大陆的本土宗教，而后者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宗教形式。

道教早于佛教，在很多方面跟儒教发展是同时期的。道教受到佛教和儒

教的双重影响，但佛教的影响更多。道院运动的兴起，建造大型的道观

楼宇，以及编撰正规的教义都能体现出佛教的影响。道教从儒家吸取的

则是神明的层级制度，例如玉帝——对应着人间帝国的镜像。

道教的一个主要概念是阴阳平衡。它们代表了寰宇之内两股相对却

互为补充的力量。“阴”是地、暗影和死亡背后的力量，“阳”则形成天、

光明和生命。阴阳相生相克，缺一不可，正如无生则无死，没有光也就

没有影。只有阴阳平衡，世界才得繁荣。这个信念塑造了道教对于发展

和气候变化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地是阴而天是阳。当我们燃烧取自

地下的化石燃料释放温室气体，是在将阴转化为阳，因此打破了天地的

平衡。全球变暖就是这种失衡的后果，只有当它被纠正，世界才得太平。

为了发展而破坏自然也是对阴阳自然平衡的破坏，因此必须避免。

　　

“慈悲”是道教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儒家的慈悲更多指向人类，而

佛教认为慈悲是通往觉悟的必要载体。道教信众觉得需要对“天下万物”

怀有慈悲，包括人类和自然界的一切。这是因为道教相信外部的宇宙与

个人内在的宇宙是呼应的。发慈悲心、结善缘，都将得到内心的平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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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作为回报。因此，道教信徒努力保持外部世界的平衡，以及外部世

界和我们人类社会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某些元素，

例如和平与自然保护，对于道教的活动家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自然和简朴也是备受重视的概念。道教相信“大道至简”，因此，

道教要求所有的信徒都过简单的生活，维持生活的物质能少则少。过去，

道士们隐居荒郊，穴居露饮，食草果为生。直至今天，中国人依然对这

些道教圣地怀有崇高的敬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显示，道教圣地

所在的山区，对于森林植被的保护远远优于那些没有道教的地区。从这

个意义上说，道教信徒不仅是自然道法的跟从者，也是自然和自然道法

的保卫者。

地球

如何看待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人类中心说，

认为人类是这个星球上 重要的物种，是中心。另一种是非人类中心说，

相信人类只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世界不是为了让我们消费而被创造出

来的。道教秉持后一种观点。

　　

关于道教的世界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印证。有个财主在家里

大摆筵宴。来的宾客上千，酒席极尽铺张奢侈，排场之大史无前例，各

种鱼、禽、牛肉、猪肉等等，应有尽有。财主很高兴。他举目四顾，说：

“老天爷对我们真是慷慨至极，给我们粮食当饭吃，还有鱼禽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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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实践

　
道教人士积极参与改善人们的生

活。他们开办诊所医治病人，资助贫

困家庭的儿童上学读书。中国北方地

区获取清洁饮水有困难，道教信徒掘

井取水与当地百姓共享。富裕的道观

建立了基金会，开展赈灾、养老和扶

贫工作。

鉴于中国40%的贫困是因病致贫，

越来越多的道观开办了道教诊所，帮

助无钱医治或吃药的病人接受治疗。

病人只需要支付很低的价格，就能获

取传统中医药方和接受针灸治疗。有

时候，还会开设免费的气功班。有些

道观也开始在观内或周围种植中医草

药。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降低了

药物成本，二是鼓励了中医草药疗法

的运用，以替代动物性成分，保护野

生动物和物种多样性。

宾客们热切地表示赞同：“是啊，是啊！上天创造了所有这些，只为满

足我们的需要，真是太棒了！”席中有个十二岁的小孩，却跟所有人意

见相左。他走到主人跟前说：“此言差矣。只不过因为我们吃了这些鱼

禽走兽，并不意味着它们生来就是为

了让我们吃的。你看，蚊子吸我们的

血，虎狼吃我们的肉，但我们并非生

来就是为了喂饱这些蚊子和老虎的，

不是吗？”

“不欲以静。”

《道德经》第 3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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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取自《列子》，它是 重要的道教经典之一。故事本身写

于两千年前，但其寓含的真知灼见至今仍余音绕梁。尽管人类已经成为

支配性的物种，但并不代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物种均是我们的案上鱼肉。

相反，正因为人类有能力思考和分辨是非，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世

界上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我们生存的环境——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

这个星球上肩并肩地共存和发展。

人类

按照道教观点，人只有在健康的条件下才能生活得好。道教对健康

十分重视，相信通过养形保身能够长生不老，尽管只有极个别人能够做

到。但是，千百年来，这种追求带动了保健运动和医学实践的发展，形

成了传统中医、气功和针灸的基础。道士通常也是著名的中医，道观则

是人们寻求治疗的地方。因此，道教推动健康生活和全民康乐的历史源

远流长，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语境下仍将发挥类似的作用。

道教提倡素食。在道教传统中，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是斋戒日，不

可开荤。在这两日斋戒的人，据信将会受到老天保佑。全世界四分之一

以上的肉食消费在中国，日渐升高的肉制品消费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土地

的负担，污染水源，引发糖尿病、肥胖症和其他疾病 1。牲畜也是产生

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鼓励

人们遵循道教的饮食理念，每个月斋

戒两日，道教正在帮助降低肉食消费，

鼓励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并为抵抗气

候变化的战斗助一臂之力。

“健康是最大财富。知足乃最大快乐。

自信是最好朋友。”

西方流传的老子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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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道教衡量贫富的尺度不是个人财富或物质富足，而是地球的健康以

及与我们和谐共存的物种数量。根据道教经典《太平经》所述：

“天以凡物悉生为富足，故上皇

炁出，万二千物异生，名为富足。中

皇物减少，不能备足万二千物，故称

小贫。下皇物复少于中皇，为大贫……

天为父，地为母，此父母贫极，则其

子日贫矣。”

道教对“繁荣”的理解，将人类的发展与相关的自然界和其他物种

的健康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道教理念中的繁荣呢？老子

的“三宝”点亮了通往繁荣的道路：

        —　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对这个有生命的星球怀有仁慈；

　　—　生活简朴，保持使用 少的资源，避免耗尽自然的慷慨；

　　—　限制自己与其他人在资源上的竞争。

“其他人”不仅指其他的个人，也包括未来的后代。依据这样的世

界观，道教的教义跟可持续发展定义中“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并不以折

损后代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为代价的发展”完全匹配。因此，所有的道

教信徒都有义务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水和生物多样性，才能让

社会运化繁荣。因为道的概念包含了所有的生命而不仅是人类的存在，

所以生物多样性被视作天地大道富足生发的赠予和表现。因此，道教实

践的中心就是保护、珍视并且恰当利用这一多样性。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道德经》第 6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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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道教提倡包容而不是排斥，和平而不是战争，接纳而不是暴力。老

子曰：“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

下矣。”2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六世纪前期，道教和佛教两家用棋

局解除一个重大纠纷的事。天台宗二祖慧思和尚想要在道教圣地南岳衡

山兴建寺庙。道教山神岳君约棋以定。慧思同意了，并且赢了这局棋。

于是，他告诉岳君，他想用道观的原

址建第一座佛教寺庙。岳君并没有生

气，反而慷慨相让，搬至山脚下。这

就是今天衡山的道观为什么坐落在山

脚而不是山顶的缘故。这个解决争议

的故事在佛教和道教中都广受欢迎，

是道教处理重大争议的一个范例。

另一个著名的传奇是关于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丘处机道长的。他看到

蒙古人毁坏城池、屠戮百姓，万里迢迢穿过兵荒马乱的战区去见成吉思

汗，规劝他饶过中国北方的城市。倡导和平与非暴力是道教一贯的传承。

在这个时代，宗教冲突和不相容愈演愈烈，道教对和平、分享和

接纳的倡导犹如灯塔，照亮宗教恐怖主义和正在上升的极端主义投下

的浓重阴影。

“善为士者，不武。”

《道德经》第 68 章



道教64

伙伴关系

道教对于伙伴关系的理解与太极图中阴阳之间的关系紧密相关。阴

阳平衡可以理解成“和合”，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

正如前文中衡山那个故事所示，道教的中心是合作。中国的独特之

处在于，儒、释、道等几大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冲突。道教的

不同流派之间也没有冲突。结合天人合一的观点以及道与万物的关系，

阴阳模式为合作而不是竞争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中国传统宗教中，道教是

第一个在重大的环境保护项目中建

立对外合作的，例如联合国、世界宗

教与环境保护联盟以及世界自然基金

会。这个事实正体现了阴阳学说为合

作奠定的基础。

我们面对的世界危机四伏，全球变暖、水资源匮乏、宗教极端主义

以及地球上有史以来 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但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也

必须相互合作，克服差异和偏见，构建“和合”的伙伴关系，追求可持

续发展目标所规划的共同未来。道教相信这样的伙伴关系会实现，也将

在其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在希望和行动结合的叙事中、在匹夫有责的

真实感召下，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它。

“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

《吕氏春秋·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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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5 年，身着道袍的中国道士们在有机草药园中种植银杏树。道士们在

道观中每天都穿着这样的道袍。帽子象征着天，因为中国传统相信“天圆地方”。

来源：樊光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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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对于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道教是一股鼓舞人心的力

量，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当今中国，探究更深刻、更

重要的意义而非仅仅是消费型资本主义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回归古典

传统中寻求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把道教看成一个智慧的宝库，甚至是一

种为成千上万的人带来愿景和希望的生活方式。

推荐链接

推荐阅读

www.taoist.org.cn
中国道教协会官方网站

http://daoism.org
世界道教组织

http://arcworld.org/faiths.asp?pageID=11
道教生态

阿勒德·史蒂克，《圣山：道教复兴如何扭转中国的生态危机》，英国好

待出版社（Bene Factum），2014年。

彭马田（Martin Palmer）、韦芬莉（Victoria Finlay），《自然保护的信

仰》，世界银行，2003年。

彭马田、杰伊·拉姆塞，《道德经》郭曼和（Man-Ho Kwok）译本，元素出

版社（Element），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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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球政策研究所，www.earth-policy.org/plan_b_updates/2012/update102

2.《道德经》，第 31 章。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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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
    

     阿南特南德 雷邦禅（Anantanand Rambachan）

     克孜维诺 维努 阿兰姆（Kezevino Vinu Aram）



印度教        69

印度教简介

“印度教”这个概念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非常多样的传统。这个名称源自

单词“Hindu”，它是印度河的伊朗文名字。同时，欧洲人叫它“Sindhu”，

希腊人叫它“Indos”，英国人叫它“Indus”。然而，很多印度人按照自己的

传统，叫它“Sanatana Dharma”——恒河。印度的传统一直是多变的，这也

反映出印度丰富多样的地理、文化和语言特征。整体而言，这些传统对于宗

教多样性并不构成问题，也并未将其视作需要克服的障碍。比较有益的理解

方法是将印度教看作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共有的特征进行识别，但又保留各

个成员的独特性。全世界印度教人口估计约为十亿人，是世界第三大宗教。

90%的印度教信徒在南亚，不过世界各地的印度教人群都在增长。

印度教传统产生于印度次大陆，并没有一个历史性的创始人。它以一

套教义为中心，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教义来自四部吠陀经。这四部古文的吠陀

经——《梨俱吠陀》、《裟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包括《奥

义书》——被大部分印度人奉为天启，享有特殊的权威地位。学者推断《梨

俱吠陀》成文于公元前 1200年甚至更早。其他重要的文本包括《薄伽梵歌》、

《摩诃婆罗多》史诗，以及《罗摩传》。印度教传统肯定婆罗门的一体性，

但也说可以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毗湿奴、湿婆或者杜尔迦，并且可以用无

数的形象——“murtis”来代表。这些名称和形象可以是雌性、雄性或者中性。

左图：“唵”（Aum）是印度教传统中对神最古老和最富有综合性的称谓。三个

字母 A-U-M 分别代表身、心和无形实在以及它们的终极源头——神。

来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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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行动都要考虑公共利益。”

《薄伽梵歌》2: 20　　

　　

印度教传统拥有丰富的智慧和实践，在应对当代全球面临的挑战，

特别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珍贵资源的可持续性方面，可以有很多的贡献。

印度教认为，宇宙有自己的源头，它来自于一个自在的存在，吠陀经中

称之为“梵天”，无极限的意思。但是，梵天并非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

独立于宇宙之外的超自然存在。宇宙始终被描述为存在于梵天之中，而

梵天也同样平等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和万物之中。 终，对印度教徒来说，

没有哪一个词汇能够定义无限，也没有哪一个形式能够限制无限。梵天

超越所有人为制订的类别和性别隔阂。

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印度教并不厌世，也不出世。印度教传统为兴

旺的人间生活树立有四个目标。第一个是财富（artha）。既然承认财富

是生活的目标之一，印度教就认可每个人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源来经营生

活的需要。第二个目标是快乐（kama）。它为人类需要快乐和享受快乐

的能力正名；作为满足人类天性的一种途径，生活必需品是用来享受的。

不过，对财富和快乐的求索，必须要小心第三个生活目标：正法（dharma）。

正法强调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提醒我们对财富和快乐的自私追求会

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暴力。它要求我们扩宽视野，综合考虑社区的利益

和福祉。如果在获取个人财富和快乐时，对别人造成痛苦和伤害，或者

剥夺别人自由追寻这两个目标的机会，那就违反了正法。在所有的行为

中，都必须注意公共利益。印度教生活的第四个、也是 高目标，是解

脱（moksha）。它可以被理解为摆脱蒙昧（avidya），即对梵天的本质、

以及梵天与自我（atman）之间关系的无知。解脱的结果是克服贪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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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解脱赋予我们力量，在跟所有人的关系中体谅别人的欢喜与忧愁，

充满了慈悲和慷慨。

　　

印度教确信善恶报应的法则，或称“业”（karma）。因果业报强

调自由意志和责任。我们行动中所作的选择，对于别人和自己都是有后

果的。这些后果远及未来，甚至来生，塑造我们个人以及社会性的存在，

决定我们是富贵还是潦倒。印度教信仰出生、死亡和重生的循环，即轮

回（samsara），这与因果报应的教义是相连的。我们的未来和来生是由

当下的选择引发的。为避免受苦，这些决定应当符合不害、慈悲、诚实、

慷慨和自律的守则。

地球

印度教传统中，自然界具备其固有的价值，因为神无处不在。在《薄

伽梵歌》（7: 8-9）里，神圣的化身黑天要求我们通过自然界的元素看见神：

“我是水的滋味，日月的光辉，空气的声音，土地的醇香，火焰的光华，

万物的生命，苦行者的朴素。”

《薄伽梵歌》反复鼓励我们从万

物的福祉中获得快乐（sarvabhutahite 

ratah）。文中倡导的普遍公共利益的

价值观（lokasangraha）并未专门给人

类赋予特权。宇宙之中（路迦 loka）

包罗万象，包含所有的造物。任何将人类与自然界生硬分离的发展思想

都与印度教传统相悖。自然界有自身的整体性，它的存在并非仅仅服务

于人类的目的。印度教传统从未授予人类主宰、拥有和强迫其他生物臣

“梵乃是为了众生的福祉而存在。因而，

终生的福祉正是因了梵而得以维系。”

《摩诃婆罗多》10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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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于我们的需要和欲望的权利。印度教的发展观提倡所有生命的共同繁

荣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

　　

每个印度教徒都有义务养护地球。这是一种感恩的表达，因为自然

界通过各种方式福荫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如果一味自

私地接受地球的馈赠，而不看护它，不慷慨地让它休生养息，这个世界

的资源将会耗尽。这种无所顾忌的过度消费将以所有人的苦难告终。《薄

伽梵歌》将那些无视地球可持续性而开发地球资源的人描述为窃贼，并

谴责其自私和偷窃行为。它倡导温和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双向的施与受。

2015 年，一群印度教领袖和学者发表了一篇《气候变化印度教宣言》

（Bhumi Devi Ki Jai）。行文引用了《阿闼婆吠陀》（12.1.12）中的一句名

言作为开篇：“地球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孩子。”宣言强调了印度教教

义中“不害”（ahimsa）的重要性和对地球的敬畏，促进万物共生的福祉

以及业报的道德法则。后者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也会对这个星球造成一

定的后果。我们对地球所做的，将会报应在我们自己身上。宣言称：“我

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行动不仅会在自己身上带来报应，也会对身边的其

他人造成影响，更会影响到万事万物。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宗教上的义务，

为葆有一个健康、丰饶、富足的星球而承担匹夫之责。”2

人类

神平等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源于此，所有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尊严

和平等价值。印度教的这剂精神解药，可以用来化解任何企图否定别人

的人格、价值和尊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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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实践

　
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的创始人、

高僧辩喜大师（1863 年至 1902 年）

将“为个人的救赎，为世界的安宁”

作为机构的会训。他创造了一个词

“daridra narayana”，意即“穷人之

神”。今天，印度人积极地工作着，

不仅造福南亚，也造福全世界。传统

印度教实践中的“daan”——自愿的

施舍和自我更新——继续鼓舞着成千

上万的人捐赠和参与。印度教徒建立

了各个层面的教育机构，包括为无助

的儿童设立的机构、医院、药房等，

他们也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支持，并

且兴办了孤儿院和老人院。此外，他

们还为部落社区提供极其重要的服务，

对信徒进行环境问题、森林和水资源

保护等方面的教育。社区服务中心与

神庙相融合，为穷人提供服务，为寡

妇和受到暴力侵害的妇女提供安全庇

护。发生自然灾害、饥荒和疫病的时

候，僧人和信众一起为难民提供服务。

2015 年 11 月金奈洪水期间，宗教团

体的志愿者在一线为受灾社区发放

食物、衣物和药品。类似香缇修行所

（Shanti Ashram）这样的机构，开展

了先锋性的工作，争取农村妇女和女

孩子在职业和经济上的赋权。很多妇

女不仅脱离了贫困，而且建立了团结，

一起解决对她们产生影响的问题，包

括子女的婚姻以及一些歧视性的做法，

例如嫁妆、暴力、饥饿、财务资源的

限制以及家庭决策等。在印度，公共

舆论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法律上

的进步，包括地方政府 30% 的妇女席

位、村委会制度以及家庭层面的财产

平等继承权。最近，政府也在寻求印

度教团体的支持，在自然灾害中提供

救灾和灾后重建服务，包括发生在印

度本土及周边国家（例如尼泊尔和孟

加拉国）的灾害。



印度教74

繁荣

印度教从来不赐福给非志愿的贫困。它认为贫困是苦难的重大原因。

这种价值观的启示在于，我们不

可能尊崇和珍视神而贬低人。我们无

法赞成和支持任何建立在不平等与蔑

视基础上的社会文化体系。认为女性

比男性低贱、重男轻女、虐待老人、按照出身区分人的高低贵贱、歧视

或对任何群体实施暴力，这些都从根本上与 深刻的印度教教义相抵触。

对印度教徒来说，与人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与神的相遇，也是一次服

侍神的机会，因为神寓居在对方身上。辩喜大师是印度教 伟大的导师

之一。1897 年，他在印度南部班本寺的讲经中对此做过非常有力的解释：

“在贫、弱、病者身上得见湿婆（神）的人，是真正崇拜湿婆；若是只

在偶像中看见湿婆，其崇拜不过皮毛。”

同样，对圣雄甘地（1869 年至 1948 年）来说，神显现在万物之中，

只有和万物团结相认才能找到神。这种团结的 高表达就是服务，特别

是为那些贫困和有需要的人服务。正如甘地所言：“为了得见神面，没

有什么牺牲是过分的。我所有的行为，无论是被称作社会的、政治的、

人道主义的或者伦理道德的，其实都指向这个目的。如我所知，在神的

造物中，在 卑微的造物身上寻见神的机会比在那些高贵有权势的造物

身上得见的机会更多。我正在为达到这样的状态而奋斗。没有他们的服务，

我做不到。”3

“神驻万物之心。”

《薄伽梵歌》1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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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有四个生活目标，包括财富、快乐、美德和解放，认可每个人获

得物质必需品的需要，例如食物、医疗、住所、衣服等，有了这些，生

活才可能得以维系，人们也才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关注

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防止它们阻碍和拒绝人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机会。

我们应当对上述需求进行识别，并且采取措施来确保所有人都能实现这

些目标。

在这方面，印度教传统中一个重

要的观点是对贪婪和消费主义文化的

批判。甘地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提醒

我们：“这个世界足够满足每个人的需

要，但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我们

生活的世界上，北半球富裕的国家和

南半球贫穷的国家差别巨大，同一片国土上贫富差距也很大，每周都有

太多的孩子死于营养不良和感染。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提醒对这种

差距和贪婪文化的警惕，贪婪使得贫富差距愈加固化。谈及贪婪，重要

的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个人问题来看待。在政治、制度和企业结构中，

贪婪都有其表现形式，它们对于人的苦难都难逃其咎。

在对我们后代福祉的关怀上，印度教传统与 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

目标拥有共同的基础。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神造物并进驻其中这个

过程的翻版。《耶柔吠陀》称子宫为神的出生地。孩子和成人拥有同样的

尊严和价值，因为神在孩子身上也平等地存在着。尊严并不取决于生理年

龄或者情商和智商的成熟度。孩子的价值并不在于她 / 他们能做出经济上

的贡献或满足成人的需要。对孩子的尊重就是对神的尊重。

“愿世界欢喜。”

印度教传统口头祝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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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印度教所有的祝祷词都以重复三遍“和平”（santih）这个词作为结

尾。反复诵念这个词表达了印度教徒对于自然界的和平、人类社会的和

平以及个人内心的和平的祈望，重点在于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果人类社会存在着暴力和不公正，如果自然被不顾一切地掠夺和开发，

我们就无法获得世界和平。同时，如果自己的内心不得平安，我们也无

法成为世间和平的有效载体。

《耶柔吠陀》（36: 17）中记载的一段关于和平的祝祷词，堪称

古老也是 美丽的祝祷词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祷告对于“没

有世界和平就没有个人和平”这一事实的重视。

“愿天地得平安；

愿森林的水流、植物得平安；

愿圣洁的生灵得平安；

愿四处平安；

也愿我们得平安”

“没有‘通往和平的路径’，只有‘和

平’。”

圣雄甘地

我们对孩子的尊重必须表现在“不害”的行动中，这是印度教传统

的基本德行。虽然它从字面上来说是个消极的结构，但含义远远不止“放

弃暴力”这么简单。对圣雄甘地来说，“不害”是悲悯和无私的行动。

甘地同时强调，我们中间那些无助的人， 应该得到保护，以免于受到

暴力侵害和虐待。保护她 / 他们不受伤害的意愿，是对我们自身的检验，

考验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不害”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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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

我们所有的宗教传统，除了对个人命运的宣告和教导之外，也想象

和包含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的愿景，这个理想社会的特征是公正、和平

与繁荣，没有暴力、剥削和恐惧。如今，每一个关心社会秩序和变革的

宗教传统都面临着跨界的挑战，要与不同宗教以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

寻找共同的基础和价值观。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面对和克服导致人类苦

难与冲突的根源。

《薄伽梵歌》呼吁我们在每件事上为了普遍的公共利益而思考和努

上图：印度教珍视知识，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知识，认为知识对于解除苦

难和实现每个人的潜能必不可少。知识的礼物（vidya danam）是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

来源：雷邦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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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今天，如若不跟其他宗教信徒、世俗机构和国家当局建立伙伴关系，

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实现这样的公共利益，无法应对全球挑战。救苦救难

的使命也要求我们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

印度教传统对圣、俗的分界并不严格。印度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宗

教”对应的词。梵文中的“正法”经常被误用为“宗教”的代名词，但

是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都强得多，囊

括了人类生活所有的方面，包括我们

可能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圣雄

甘地作为英属时期印度独立运动的杰

出领袖，他对自己政治活动的理由所

作的声明就来自“正法”这个概念的含义。对于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来

应对全球挑战，他也提出了一个印度教的基本原理：

“要得见无所不在的真理之灵，我们必须能够像爱自己一样爱那

些 卑下的生命。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追求，就无法对生活中的任何领域

置身事外。我投身真理却被卷入了政治领域，这就是原因。我可以毫不

犹豫但满含谦卑地说，那些说宗教与政治无关的人根本就不懂宗教的意

义。”4

甘地对于自己政治活动的宗教辩护并不意味着印度教传统倡导建立

宗教国家。虽然大部分印度人口都是印度教徒，但是 1976 年印度修宪，

宣告了印度是一个世俗国家。无论在印度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民

主多元的社会中平等对待所有的宗教才是理想。

只有在强大的伦理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正法这

“愿我们干劲十足，一起努力。”

《奥义书》祝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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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有一篇著名的印度教祷告词，经常被用来作为寺庙或者家庭崇拜的

结束语，它表达了对于一切生灵脱离苦难的渴求和希望。

“愿众生有欢愉。愿众生无病痛。

愿众生知善恶。愿众生离疾苦。”

《罗摩传》讲述了罗摩的生平事迹，十六世纪伟大的宗教诗人桑特·

杜拉西达斯（Sant Tulasidas）的版本广泛流传。他在《罗摩传》中写到一

个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夭折，没有苦难，每个人都享受着美好和

健康。没有穷苦、忧伤和贫困，没有愚昧无知”。没有暴力，大自然欣

欣向荣。“森林里的树木，”杜拉西达斯写道，“整年开花结果；大象

和狮子睦邻而居；各种飞禽走兽尽释前嫌，和谐共处。”印度教憧憬的

这个隐喻性公社式天堂将消除苦难作为它的理想。全覆盖的扫盲、医疗

和消除贫困，这三点抱负明确表达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目标。所有的

印度教徒对这些目标都能有所担当，

并和其他同胞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共同

努力。

“愿众生离疾苦。”

印度教传统口头祝祷词

个印度教的目标强调我们达成目的的社会环境。它提醒我们，对财富自

私和没有节制的追求带来的是苦难。只有在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得到同

等的——即使不是更强的——认同的条件下，我们对权利的宣称才有可

能和意义。印度神话里正法的象征是牛，它的四蹄分别代表真理、纯洁、

慈悲和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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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引文均出自相关文献的标准梵文版，由阿南特南德 雷邦禅翻译。将    

brahman（婆罗门）译作 God（神）并不意味着婆罗门等同于一神论中神    

的全部属性。

2. www.hinduclimatedeclaration2015.org

3. 圣雄甘地，《四海皆兄弟》，连续体书店（Continuum Books），2011 年，  

第 68 页。

4. 圣雄甘地，《四海皆兄弟》，连续体书店（Continuum Books），2011 年，

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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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传统：兰昆图瓦坎，
                     勒纳佩人的生活方式

    

     哈德里安 库芒（Hadrien Coumans）

     乔 贝克（Joe 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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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昆图瓦坎，勒纳佩人的生活方式简介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保持着丰富多样的传统。他们包括但不限于因纽特人、

澳洲土著人、图瓦格雷人、闪族、玛雅人、查克马人、切尔克斯人、拉达克人、

雅库特人和萨米人，以上仅略举数例。据估计，全世界共有2.2亿至3.5亿原住民。

勒纳佩人，也称德拉瓦印第安人，是美利坚合众国东北部地区的原住民。

他们祖传的土地叫做勒纳佩宏科（Lenapehoking），包括纽约州南部、新泽西州、

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特拉华州和康涅狄格州西部。勒纳佩人使用阿尔贡金语，

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按照家族关系生活在各地的独立地带，居住在半固定的

季节性村庄里。十八世纪，扩张的欧洲殖民者强迫勒纳佩人离开了他们的家乡。

在殖民压力下，勒纳佩人的社区被种族灭绝、部落冲突、传入性疾病和强制

搬迁削弱了。尽管勒纳佩人的历史命运多舛，始终不停地在适应这个世界不

断变化的条件，但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社区、传统、价值观和语言。如今，

勒纳佩人的地理分布很分散。其中一些生活在俄克拉荷马和安大略，这两地

分别有两个联邦政府认可的勒纳佩民族。

正如所有的原住民群体一样，勒纳佩人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传统。而且，

跟大多数原住民传统的核心一样，他们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灵性见解，对具有

生命的地球有着深深的崇敬。“兰昆图瓦坎（Lankuntuwakan）”是勒纳佩人

的一个概念，意指平衡的关系，以它为指导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克服目前整个

世界面临的挑战。

左图：乔 贝克佩戴着勒纳佩人的传统弹袋。人们在舞蹈、仪式和其他正式场

合穿着这种弹袋。弹袋双边对称，用现代和古典风格的串珠做装饰，纹饰灵感

来自于原住民家乡抽象的自然花型元素。

来源：勒纳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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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大地存于我身，死时我身归于大地。我与大地，实为一体。”

美洲土著人等原住民的价值观都有着古老的渊源。人类为了能够在

地球上可持续地生活、发展和采用长效的生活手段，这些原住民价值观

正是人类这种开发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统上这些价值观只是在

小的集体中付诸实践，但是今天它们在全球层面上都具有意义，因为它

们为日益恶化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提供了对策。

对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管理，原住民拥有独到的知识、信仰和做

法。自殖民时期以来，他们就面临着主权、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权等方

面的生存挑战。今天，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饱受威胁，例如热带雨林的

砍伐、跨国公司的采掘活动以及国家的同化政策。基于原住民与特定疆

域的历史纽带及其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国际和国家层面都有立法保护

原住民的特定权利。2007 年，联合国采用《原住民权利宣言》引导成

员国建立国家政策，保护原住民的集体权利，例如文化、语言、健康、

教育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就业机会。

怎样看待我们和地球的关系

在勒纳佩的宇宙观中，人与地球的关系从来不是授权关系，而是容

纳。在殖民和工业化之前，从来没有概念说大地可以按照现金价值被划

分成几何图块，因为大地包括生活其上的所有植物和动物，包括水，包

括笼罩大地的阳光和云彩，也包括充斥周围的空气。勒纳佩的宇宙观认

为，土地、水、天空和阳光是无法被拥有的，因为它们被理解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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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体的一部分，即“我们的母亲”，赋予并维持着一代又一代所有

的生命。当我们死去以后，将回到大地的怀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它

滋养我们。生时大地存于我身，死时我身归于大地。我与大地，实为一

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大地上的生命一代代更迭，又回归大地成为

其中的一部分，不断加强与大地之间连结的深度，模糊着人与地球之间

的边界。俄克拉荷马州的老人回访勒纳佩宏科的时候，反映出看见和感

觉到祖先的能力，表达了他们与原生故乡本为一体的认同。

虽然环境主义者也寻求解决能源危机、气候变化、污染、食品生产

和浪费等问题的方案，但是，如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在阻

碍解决这些危机的整体性努力。我们认为自己与地球是分离的，这种认

识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环境”或“自然”意味着包裹在我们周围的

一个外部实体，然而“环境”和“自然”实际上在我们里面。污染的水

和土壤跟一个污染的人类躯体没有差别。它们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而

被污染的人体在某一个时刻也将融入地下水和大地。地球所包含的，迟

早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

地球

不可持续的、急功近利的经济活动导致了全球气候的急速变化。它

们无法再支撑二十世纪定义的所谓“美国梦”，这个梦曾经如此强烈地

影响到全世界的野心，现在却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以

我们的环境为代价预支了未来。短期收益无法偿还气候变化带来的直接

性和间接性的长期成本。这是人类有史以来 糟糕的经济赌博。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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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和恶化，加上全球对石油的依赖以及不道德的石油获取手段，已经

导致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激起了冲突。

气候变化的事实已经经过科学的

确定， 近多地频发的自然灾害也证

实了气候变化不可否认。飓风、破纪

录的干旱以及毁灭性的龙卷风已经导

致了不可承受的人员和经济损失。遍

观世界，自然灾害加上缺乏获取可靠

资源的机会将继续引发更多冲突，带来动乱。上升的海平面很快就可能

让几百万住在沿海和岛屿上的居民流离失所。环境恶化的代价令人震惊。

巴黎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讨论已经证实，美国和其他国家需

要优先协商和计划阻止气候变化的工作。

眼下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能通过会议或者武装干

预得到缓解。我们需要全世界的人们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然而，在

目前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生活方式的改变很难实现。正是这种政治

经济意识形态指引我们走上了破坏和利己主义的歧途。它必须来源于另

一种综合的生态系统的认识，将地球上的生命视作一个完整的、一体的、

综合的，但同时又是多样的、复合的生态系统。一个新的、充满了灵性

智慧和价值观的二十一世纪“梦”可以为制订政策和经济模式提供方法，

使得它们具备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健全的风格，不是妨碍生活，而是充分

开发生命的潜力。

“勒纳佩人承认一切生命都是造物的一

部分，并且各自有灵。我们是有生命的宇宙

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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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传统的实践

　
世界上大多数物种多样性丰富的

地区，也是传统原住民的家乡。虽然

困难重重，但是这些社区都想方设法

保留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些做法

跟地方生态系统的维护和物种多样性

的保存是齐头并进的，因为原住民的

劳作遵循自然规律和节奏。原住民和

所处环境的互动甚至增强了物种的多

样性。例如，在澳大利亚，刀耕火种

的原始做法就创造出更多样的动植物

栖息地。今天，保留了传统生产方式

的社区成了世界上作物和养殖动物物

种至关重要的保存者。不仅如此，他

们还通过自己对本地动植物群的分类

为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纪录做出宝贵的

贡献，他们对环境的知识和集体记忆

对人们了解地方和全球层面变化的进

程也大有裨益。2

我们怎样看待太阳和它的能量

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曾经指引着勒纳佩人的收割和仪式活动，配合着

四季更迭，维持着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地球上所有的能量都来源于太阳。

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就很成问题。按照勒纳佩人的宇

宙观，造物主为地球上的所有人做了充分的准备，只要行为明智，就足

够我们生存和繁荣兴旺。但我们还需要重视范围，在这个范围中，太阳

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没有太阳的能量，我们在任何层面都将无法运转。

太阳为地球上的一切提供力量，包括植物的生命、我们的思想和念头、

将想法变成实际创造以及实际创造本身，包括电的形式。从勒纳佩的观

点来看，我们不需要依赖化石能源。能源事务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的诺

塞拉教授（Professor Nocera）在这一点上支持原住民的智慧。诺塞拉教

授认为“太阳是替代化石能源的唯一能量源”。人类活动目前消耗大约

12.8 兆兆瓦的能量，但是太阳持续供给地球 800 兆兆瓦的能量。1 我们

只需找到日常有效使用这个能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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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跟地球和宇宙相连，因为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我们作为个体存在，如同父母和孩子一样，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通过代代相传，以及文化和社会的共享，我们也以集体的形

式相互包含。“兰昆图瓦坎”意味着关系、血缘与和平。原始的勒纳佩

经济体现在以下方面：捕鱼、狩猎和种植。收获的时候总伴随着对造物

主（Kishelemukong）的感谢，而对那些为了其他人的生存而牺牲的生灵，

充满了尊敬。因此，形成了一种对那些维持人类生活的动物和植物充满

尊重和敬畏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形式。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动物供狩猎，庄

稼能够应时丰收，有必要将人类的存在作为“地球母亲”的一部分来对

待。除了必要的份额之外，不多杀生，也不浪费任何食物或动物资源，

这就是例证。

今天，我们可以学习“兰昆图瓦

坎”的智慧，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事关幸福，就有可能重建人类与地球

的平衡。否则，随着全球人口的攀升，

由人为造成的灾害和冲突将带来伤亡人口呈指数函数的激增。更多的旱

灾和饥荒将 终导致更多人口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其他副作用也会持

续发生：土地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不可逆转的污染、疾病、基础设

施损坏、饮用水缺乏、食物供应不足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国防和军队

后勤将越来越多地被召集，以消除这些灾害带来的影响。出于道义，我

们被召集来优先处理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义务也会压倒其他常规工作。

是时候改变进程了，否则地球上的人们将不再拥有明天。

“我们跟地球和宇宙相连，因为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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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今天，世界上还有大量人口在忍饥挨饿，有些国家却大肆浪费食

物。对于造成我们自己的和其他人的孩子营养不良的不平等，我们从道

德上作何解释？勒纳佩人对于彼此之间的责任感包括赠送食物和生活必

需品，这些都是集体分享的。任何一

个幸存的群体都没有因此而产生不平

等的差别心和优越感，每一名成员都

在为公共利益而努力。但这不应误解

为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个性、灵

命、个人的成功和成就都是受到尊重

和回报的。在勒纳佩历史上，有些人被树立为模范猎人、卫士或首领，

但对他们的奖赏从未以让一个孩子饿肚子或者其他人负债作为代价。相

反，更大的成功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和权力，因为他们有能力为他人提

供保障。领导力的定义靠的是慷慨和服务、保持和平与外交，效仿的是

谦逊的榜样。今天的世界需要这样的政治、经济和宗教领袖。

“真正的财富带着责任、慷慨和服务的

标记。”

和平

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和平中，就需要以史为鉴。历史上美国人和美

洲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既艰难又复杂。在美洲原住民的语汇中，谈到战争

年代会说到种族灭绝，以及殖民以降的大屠杀。美洲原住民困于欧洲殖

民战争，被谋杀，被迫迁移到保护区，而同化政策导致了虐待和歧视。“杀

了印第安，拯救全人类”的口号如今提醒我们，任何形式的直接或间接

殖民、暴力和改变信仰都必须被阻止，这样才能创造和平与公正的世界。



原住民传统90

美洲原住民和新“美国梦”

虽然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仍然面临着歧视、不公正和家园的丧失，但

他们传承着自己的价值观，眼下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价值观。

美洲原住民的价值观也影响到美国的形成，比如，美洲原住民的治理理

念对塑造美国宪法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梦”，

不再接受过去殖民时期的短期经济行为和目标。在化石燃料的使用、工

业化造成的污染，以及其他不可持续

的经济行为影响下，地球和所有的生

命已经岌岌可危。原住民价值观能够

帮助克服阻碍世界和平的短视和利益

驱动的行为。

“我们需要克服所有形式的殖民和改变

信仰的行为，才能创造和平与公正的世界。”

伙伴关系

人体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没有界限，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原则，

就可以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上对挑战做出更深刻和负责任的反应，包括气

候变化、利己主义以及以物质需要为

中心的思维方式。在政治上，我们需

要超越分离的模式和国家界限。地球

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亘古存在的，只

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关系还将继续存在。如果我们有勇气这样做，

就能够选择在地球和所有人之间开创一种富有活力的关系，裨益一切物

种的健康和安宁，以及全世界的社会团结。

“伙伴谈的就是关系，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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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勒纳佩兰昆图瓦坎理念的核心包含关系、血缘、和平，以及对健康

的深层理解：我们是从地球、太阳和彼此而来的，我们通过这些部分的

合成而存在。

这些方面对我们个人和组织社会的存在都至关重要，我们和他们的

关系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和平与幸福。兰昆图瓦坎提供了一种方法，帮

助我们渡过短期思维和地球联系断裂带来的激流险滩。原住民知识一直

上图：因纽特人穿着传统的冬装皮衣。原住民尊重和敬畏大自然中的一切。他

们除了必须的以外不滥杀滥取，也不浪费任何食物和动物资源，这就是例证。

来源：维基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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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链接

推荐阅读

www.thelenapecenter.com
非政府组织网站，位于曼哈顿勒纳佩祖传的岛屿

http://fore.yale.edu/publications/books/cswr/indigenous-in troduction/
原住民传统简介，哈佛大学神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http://cwis.org
世界原住民研究中心

世界原住民的状态，美国，2015年，

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2015/sowip2volume-ac.pdf

梅丽莎·尼尔森（编），《原始的指令：对可持续未来的原住民教义》，

贝尔公司（Bear & Company），2008年。

约翰·格雷姆,《原住民传统与生态：宇宙观和社区的相生相在（世界宗教

与生态）》，世界宗教研究中心，2001年。

要我们以“地球母亲”为准来校正自己。伟大的拉科塔首领疯马（Lakota 

Chief Crazy Hourse）曾经说过：“印第安民族将要东山再起，这将是这

个病入膏肓的世界的福音。这个世界充斥着言而无信、自私自利和四分

五裂。这个世界渴望光芒再现。”我们呼吁这个世界跟现在由狭隘的利

己主义指引的路线分道扬镳，去拥抱一个新的“梦”。这个梦将超越国

界，引领全球范式的转换，投入到人类与地球所需要的长期校正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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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dotearth.blogs.nytimes.com/2008/03/27/all-energy-roads-lead-to-the-                          

sun/?_r=0

 2. 详见：

http://portal.unesco.org/science/es/files/3519/10849731741lk_people/lk_      

people

注：



伊斯兰教
    

     哈桑 本 塔拉勒 (El Hassan bin Talal)

     穆罕默德 阿什马威 (Mohamed Ashmawey)

     沙夫瓦特 阿里 穆尔西 玛古布 (Safwat Ali Morsy Mahgo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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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简介

伊斯兰教是易卜拉欣一神教，公元 610 年至 632 年间兴起于阿拉伯

半岛。穆斯林信徒认为，伊斯兰教义晓谕予先知默罕默德。穆斯林称神

为“安拉”，安拉的真言记录于《古兰经》中。世界穆斯林信徒数量达

17 亿，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第二大宗教。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义无所

不包，其核心价值是平等、公道、团结、忍耐、克制、信任、包容与宽恕。

依据以上教义，伊斯兰教认为完满的人生基于自由和对一切生灵的责任

感。伊斯兰教信仰支柱的五功：信仰作证 ( 念清真言 )，谨守拜功 ( 每日

五次 )，封斋节欲 ( 每年一月 )，完纳天课 ( 法定施舍 )，朝觐天房 ( 一生

一次 )。古兰经文、先知穆圣言垂身范（圣行）都是信众修行和实现人

生道德及物质追求的向导。

左页：古兰经文（17: 70）：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

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超过我创造的许多人。

来源：法赫德王《古兰经》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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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

们美好的（生活）。”

《古兰经》2: 201

伊斯兰教赞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创建有利环境，使人们

在世能享受精神、道德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福祉，并有所成就。伊斯兰教

的核心发展观是：真主恩赐每个男性、女性和儿童应享的尊严。《古兰经》

第 17 章 70 节明确宣称：“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

海上都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超过我创造

的许多人。”1 因此，既为人，无论国籍、信仰、性别、才能、年龄及

经济地位，人人都有权利有尊严地活着，受到尊重。保持人性尊严的核

心教义原则是公道。《古兰经》第 57 章 25 节有“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

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以降示天经和公平，以便众人谨守公道……。”

伊斯兰教的“公道观”内涵全面，身心兼顾，情理皆通，不仅是社

会概念，更作为个人道德准则。伊斯兰教认为，社会公正是社会团结框

架下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伊斯兰教学者看来，只有社

会致力于从根源上消除各个层面的穷困贫乏，才能维持人类尊严。沙里

亚教法（Maqasid al-Shari’s）作为天启大法，采纳了伊斯兰教道德和法

则的根基——公正、团结、权利与责任——作为治理实现高层次目标的

举措。伟大的伊斯兰经学家伊玛目 • 阿布 • 哈米德 • 安萨里（Imam Abu 

Hamid al-Ghazali）如此定义人类发展的几个层面——“沙里亚法的目标

在于增进人类福祉，即捍护其信仰、保障其生计、保存其智慧、保留其

后裔、保全其财富。上述五大基础得到保证，即视为服务公共利益，值

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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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气候变化及环境破坏的表象之下是更大的挑战。如今的环境破坏主

要源于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由于能源大多依赖化石燃料，使用能源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当中，生态循环遭到破坏，气候变化加剧。

真主创造的世界本就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反映和彰显着造物主的无上

荣光和仁慈。一切生灵本质上应侍奉真主，荣耀真主，顺从真主。人类

创造出来即是为了侍奉真主，为一切生灵物种世世代代至大的好尽力。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造天地于完美的平衡之中，即所谓“弥赞”

（mīzān）的状态。地球按照自然季节韵律和周期运转，气候利于万物勃发。

当下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破坏了这种平衡。人类无止境地追求经济

增长和消费滋生了腐败（fasād），引起环境危机，继而导致气候变化、

污染加重及自然环境恶化。安拉令人做他在地球上的“哈里发”（代理

人）。《古兰经》（6: 165）云：“他

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这托付如

此重大，人类作为环境的守护者，要

确保地球资源可持续使用，造福一代

又一代人。看护责任是否履行恰当，

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均须向安拉有所交

代。

先知穆罕默德对生灵权利的保护既有言语宣告，也有圣迹可循，穆

斯林信众有责依照行事。穆圣训示同伴节水，即便是祷告前的净身。他

禁止砍伐沙漠中的树木，命巢中捕鸟的人将幼鸟送回母鸟身边。穆圣还

在麦加和麦地那创立禁地（haram），那里的本土植物不得砍伐，野生

“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

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的行为的

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

《古兰经》3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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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伊斯兰教义明确发展能带来财富、结构或体系上的改变，但更应注

重其对人的影响。衡量可持续发展有无成效要看是否使人们信仰更虔诚、

生活更幸福、智慧更全面、后代更兴旺和物质更富庶。实现真正的人类

可持续发展，需要人们有所信仰，不

受饥饿、疾病、压迫和歧视之害。信

仰赋予人生目标，因而是幸福感的关

键因素，可令人们积极转变，有利于

其精神和物质追求的实现。信仰令社

会更团结，是全社会抵御困难和风险

的宝贵财富。而且通过信奉现世和未

来的业报，信徒能以更长远眼光看待自身的利益。伊斯兰教认可信仰的

自由。《古兰经》（2: 256）有云：“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

确已分明了。”经文也强调教化的巨大意义——“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

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

的。”（58: 11）

健康是安拉的赐福。无论古兰经文或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行均对身体

保健及康乐有所训示。先知晓谕道：“祈求真主宽恕，赐予康健。一旦

蒙恩，健康必是 大的赐福。”穆斯林相信自己仅是真主托付的身体守

护者。如何对待身体要受真主的问责。先知穆罕默德训诫：“审判日来

“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

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的行为的

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

《古兰经》30: 41

动物不得猎取或惊扰。另外，他还为牧场、植被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建有专门的保护区（hi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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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非答五问，不能离座。也即：一生如何度过、学识如何使用、财富

取之何处又用之何处以及健康如何守护。”穆斯林祷词不仅关注精神需

求，更涉及肢体的运动和大脑的专注，身心健康皆有顾及。另外，教义

也非常重视礼拜功修前的净身教仪。

繁荣

以为拉动消费和发展经济就能带来人类真正兴盛和身心福祉，今日

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便建立在如此错误的基本理念之上。对商品的

欲望导致过度消费，反向刺激生产，资源随后快速耗尽。为了经济增长，

不公正的世界财政金融体系建立并运转。显而易见，简单地为增长而增

长，未将人类置于核心的位置，必然

导致一些人富裕，多数人陷入极贫。

伊斯兰教义明确指出，人类的幸福并

不仅仅依赖于物质财富。

同时，伊斯兰教认可财富是幸福

感的源泉之一。它鼓励财富的合法取

得，鼓励人们功成名就之后享受成功

带来的优渥。个人仅是受真主之托看护财富而已。伊斯兰教认为，财富

是社区的生命线，须时时流动，可以拥有财富但不囤积财富。这意味着

财富要用于投资，增进人类的福祉。伊斯兰教接受财富分配不均，但不

允许贫富差距过大，所以赤贫之人对过度富裕者的财富拥有确切的权利。

《古兰经》第 51 章 19 节云：“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

“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

自己所爱的事物。你们所施舍的，无论是什么，

确是真主所知道的。”

《古兰经》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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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伊斯兰教从鼓励和

惩戒角度建立了教规。它包括：天课（Zakat）——义务奉献、施济

（Sadaqat）——志愿的善举、继承及遗赠规制、善功救赎捐纳钱财和税

赋供奉；惩戒性措施则包括利息罚没和对非法不当谋取财物及财富囤积

的禁令。

伊斯兰教的实践

　
世界上有不少灾害高发的国家穆

斯林人口众多。在这些国家中，清真

寺成为了备灾救灾的中心。每当风暴

洪水肆掠过后，清真寺是唯一屹立不

倒的建筑。灾害来袭时，清真寺本身

以及当地伊玛目的影响和威望正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伊斯兰世界赈灾

组织的一次救灾行动即是最好的证明，

通知教友祷告的扩音器成为洪水预警

信号和撤退指令发出的载体。周五祷

告中的聚礼宣讲（呼图白）成为发展

议题和灾害防御的知识普及和动员平

台。另外，多个减灾项目的筹划和执

行也得到了当地宗教界的通力合作，

工作领域涉及救灾资金的设立、赈灾

食品的存储、人道危机发生时受灾人

员的医疗和心理支持等。信仰使当地

伊斯兰教会和相关机构积极参与到各

类人道主义和发展项目中。上述善举

一般由清真寺的天课抽取、施济和济

贫税缴纳机构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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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穆斯林信众大多认同人生必有争端，他们也理解和平为 高目标。

先知一生中面临争端和追求和平的圣行即为明证。值得注意的是，穆圣

一生中仅有三次真正的开战经历——巴迪尔（Badr）、伍侯德（Uhud）

和侯奈因战役（Hunayn），历时仅

半日，从正午至日落。一旦出现缔

结和平、维护正义的可能，先知还

是选择了签署似乎对穆斯林有所不

公的《侯岱比亚条约》（Sulh al-Hu-

daybiya）。

伊斯兰教的和平观来源于“和平”的圣名属性。阿拉伯语中的“和平”

（as-Salam）是真主九十九个名字中的一个。古兰经中对“salam, silm”

的说法众多（见 3: 83；4: 58；5: 8），但核心意义为“和平”与“公道”

（adl）。教义经典中的和平观体现在穆罕默德对待和平的态度和外交理

念，即“心灵和解”（reconciliation of hearts）。基于这一“和平非暴力”

理念，伊斯兰教也提出了各种价值观、原则和做法，以使人达成平和，

作为信徒功修采纳、践行、立身不可或缺的准则 , 其中包含倡导非歧视

和多元化的精神。争端常见的诱因之一即是基于宗教、民族、种族或性

别的歧视。《古兰经》（49: 13）云：“在真主看来，你们中 尊贵者，

是你们中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伊斯兰传统主张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人人均有其价值和尊严所在。

先知说“不害人，也不报复”，点明了人类不得互相伤害或不伤害其他

任何事物的责任。不公的政治经济体系常常通过剥夺某些群体的基本需

“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古兰经》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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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权利，向其实施结构性暴力，继而引发怨恨情绪。解决争端的前提

条件即是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及机构的公正化。

恐怖和暴力通常利用反人性手法树敌，剥夺袭击对象人的属性。冲

突发生时，灭绝人性的做法炮制出奸淫、杀戮、虐待和残害等人祸，只

因“对象”不再被视作人类。将敌对关系转变为和平共处要求“另一方”

重归人性。《古兰经》中“仁”（Rahman）和“慈”（Rahim）的原则

即有助于实现这一过程。

伙伴关系

伊斯兰教定义了社会团结和共同担责的多种类型和形式，规范了人

们与其家人邻居、个人与社会、社区与其他社区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教

义也认为，多宗教并存时，应保障各自均有活动场所。

伊斯兰教自创立伊始，政教曾不可分。先知穆罕默德七世纪前往麦

地那（Madina）城后，手下治理的是一个生活着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

徒的多宗教社区。伊斯兰 1300 年文明中，政治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宗教定义着政治当局或政府的

角色、目标和伦理，虽然具体的治理

过程和组织方式由民众依据达成治理

终目标的有效途径来确定。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

罪恶和横暴而互助。”

《古兰经》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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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志愿者帮助马里妇女学习垫子编织技艺。清真寺和其他穆斯林机构秉承

教义，积极参与人道主义及发展工作。

来源：世界伊斯兰赈灾组织

伊斯兰教的社会团结理念可见于其“人人皆兄弟”以及“信徒皆兄弟”

的教义中。《古兰经》如此述及穆斯林：“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

排解教胞间的纷争。”（49: 10）“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9: 71）圣

训中对此亦有生动描述。先知说：“信士之间好比房屋各部相互支撑。”

他又说：“信士之间有着深厚的友爱和同胞之情，好比身体的各个部位。

手足若疼，身体必痛，发热，不能入眠。”穆斯林相信，全人类皆由真

主造自阿丹和哈娃。无论信仰如何，我们都是真真正正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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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有人道主义援助诉求的国家中，四分之三是穆斯林人

口占大多数的国家。人道主义与发展部门也希望穆斯林机构能提出见解，

以更好地服务经历宗教纷争的地区，找到更为适当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

展思路。与此同时，穆斯林机构也要求与其他各方一道共同推进能力建

设和信息分享。没有协作精神，上述合作则难以企及。

信仰令穆斯林重视各种合作，但绝不违反法律。真主定下人与人之

间相互的权益，唯有合作和互敬，方能不负圣谕。伊斯兰教义崇尚为有

价值的事业结成伙伴关系，开展合作竞争，以取得 大的成就。《古兰

经》（5: 48）云：“（真主）考验你们能不能遵守他所赐予你们的教律

和法程，故你们当争先为善。”

愿景

伊斯兰教认为，全人类都值得尊重，人人均应在各个方面享有进步

的机会。安拉说，我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子嗣。散居各国，来自不同部族，

只为后来相认。所以，安拉强调着眼全人类利益的行事准则。贫穷很可

怕，足以在经济、社会、道德和精神上摧毁一个人。我们受召而为，探

索建立起开放的支持体系，以消除世界上的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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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链接

www.introductiontoislam.org
入门级网站，面向对伊斯兰教义知之甚少的非穆斯林访问者

 

www.islamreligion.com
提供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知识

www.islam101.net
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主要经学基础及教仪知识的网站

推荐阅读

奥德·拉什德·加尤西，《伊斯兰教与可持续发展：新世界观、转变与创

新系列丛书》，高乐尔出版公司（Gower Publishing），2012年。

加瑟·奥达，《沙里亚法——入门导引》，国际伊斯兰教思想研究院

（IIIT），2008年。

穆罕默德·阿布·尼摩，《伊斯兰教义中的非暴力与和平建立：理论与实

践》，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2003年。

注：1.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所有《古兰经》经文的英译文采用的是全真国际版。

           该《古兰经》译本行文较为简明，详见 http://quran.com。

   2. AH指伊斯兰历法，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 620年为伊斯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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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
    

     阿乌拉汗·所滕多普（Awraham Soetendorp）

     波顿·维索特斯基（Burton L . Visotzky）

     爱丽安娜·费舍尔（Eliana F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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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简介

据希伯来《圣经》记载，犹太教于公元前 2000 年创立于以色列众

教基础之上，后逐渐从部族宗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并从中衍生出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属契约性宗教，信徒遵从《圣经》前几章《托拉

律法》（《摩西五经》）的教义。犹太教的主要诫命为爱神与爱人，严

禁偷盗、杀戮及奸淫。除此之外，犹太教教义还包含过往两千多年中各

地区教会拉比经师对诫命的阐释。《圣经》教导：上帝依据自己的模样

造出男女。因而男女应享有同样的尊严，获得一致的尊重。神创世后，

将世界交由人管理，并命人类兢业从善而行，以实现世界之和平公正，

即达到教义所称的“弥赛亚时代”（Messianic age）。犹太教之所以历

久弥新得以弘扬，主要在于教徒信守对神的诺言，坚守教义传统。全世

界犹太教徒数量约为 1300 万，主要分布在以色列和美国。

左图：抄经人使用鹅毛笔在羊皮纸上逐字抄写构成《圣经》前几章的《托拉律法》。

来源：埃杜 蒙克（Ido Menco）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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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你土地上少不了有些穷人，我才要你乐善好施，向困厄中的兄

弟伸出援手！”

《申命记》15: 11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希伯来《圣经》教义及各代拉比经师的

阐释多有共性。如今，世界形势走到路口，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空前

的难民潮涌动全球，安身立命的渴求如此迫切，然而，各国对此却无法

供以适当的礼遇，令人汗颜。另一方面，各国却一致认同纽约联合国大

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峰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诸项措施也获得了广泛支

持，全球一心，态度凛然。对于如何看待国际社会的两副面孔，犹太教

的古老智慧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犹太教义认为，每个个体均生活在“立”

与“破”两种趋势的矛盾冲突当中，即所谓的“Yetser tov”（向善、建

设性的）和“Yetser rà”（向恶、破坏性的）。破坏性的能力和攻击性

的行为本身并无所谓恶。如若运用得当，也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例如

建设城市和组建家庭。建立新秩序的过程有时需要果敢的行动，乍看之

下显得具有攻击性。个人如此，全球范围亦然。借用犹太教圣人希勒尔

（Hillel）所言：“我若不卫护自己，谁又能卫护我？我若只卫护自己，

我又将成何人？若非此时，更待何时？”

犹太教信众拥护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拉比们常说：“引经据典，

更能明救世道理。”（米德拉什谚语）为致敬这一观点，本文将采用数

千年来犹太法典文本引文，从五个方面举例阐释犹太教义中的可持续发

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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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换个角度看，气候变化的威胁不失为一次保护地球、捍卫社区的合

作契机，以借此消除极端贫困。这是对人类的呼吁，正如犹太教精神所

推崇的——“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没有别的神。”

（《以赛亚书》45: 18）2

中世纪犹太教大哲人、法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曾于公元

十二世纪用《申命记》（20: 19-20）的经文阐释了人类的环保职责。

“城外结果子的树不得砍伐，不

得引走其灌溉的水源致其枯萎……除

树木之外，此禁令也适用于其他。致

器具碎裂、衣物撕毁、房屋破坏、泉

水断流或食物糟蹋者，均视为有违此

诫命。”3

公元七世纪的一篇《申命记》拉比注解经文中也有对保护、不破坏

环境的迫切性有所阐述。经文设想上帝训诫所造的人看护上帝造出的世

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的呢？”（《传

道书》7: 13）。上帝造人之初，便带人类查看伊甸园中一切的树。上帝

说：“看我做的功！看它们多么美妙——无上的美！一切都是为着你们。

照看好，切莫胡作非为，毁我所造。如若有损，则将无人修葺。”（《传

道书米德拉什》7: 13）。此早期的教义正映射当前人类的困境，我们若

不改变行为方式，地球上的生命将面临险境。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

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诗篇》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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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犹太人本着负责任、可持续原则开垦田地的相关内容可见于六

世纪出现的《塔木德》经文，优美的文字明确地指出了爱护环境需要持

之以恒——“我寻到的世界果实累累，那是先人为我所栽。于是，我也

为我的子孙栽种。”（《巴比伦塔木德》，禁食篇 23a）

近来，拉比常将气候危机与安息年的概念相联系。安息年指每隔七

年当让土地安息的理念。七年一轮回，直至第五十年，称为“禧年”。“禧

年”来临，债务豁免，仆役重获自由，田土发还，和平重降（见《利未记》

第 25 章），大地休养生息，免于枯竭，重归肥沃。仆役释放令社会安宁，

战事暂缓为谈判创造机会，结束暴力纷争的希望能多一分。二十一世纪

开启时正逢“禧年”，北半球国家即协议免除了南半球国家的债务。这

一古代犹太律法也许在远古早已得到奉行。今天，它吹响了道德伦理的

响亮号角，并在多项可持续发展子目标中得以体现，如土地利用、消除

贫困和环境保护。

犹太教的实践

　
犹太圣经有“不可袖手旁观”和

“爱你的邻人”这两条戒律，犹太人

及犹太团体组织因而热心参与救援赈

灾及发展事务。“教育子女”的戒律

令他们高度重视教义的传授和世俗学

识的培养。近年来，在多项倡议中，

例如全球跨宗教饮用水与公共卫生联

盟（Global Interfaith Wash Alliance, 

GIWA），不同宗教的领袖并肩奋斗，

努力为目标受众提供基本的卫生设

施和清洁用水。“生态和平组织”

（EcoPeace）更携手以色列、巴勒斯

坦和约旦多位宗教领袖，开展了约旦

河生态复原及清洁用水供给项目。上

述项目均为推动和平进程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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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

犹太教认为，人的个性与共性交织并存。这意味着保有犹太信仰的

同时也可以爱护人类和地球。漫漫历史长河中，犹太人经历的往往是令

人悲痛的迫害和屠杀，招致的仇恨使他们遭到驱逐流放。然而，犹太人

从未放弃互尊互敬的大同梦想。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被迫远离家

园，大规模流散，混居于非犹太人当中，这也意味着常被视作少数族裔，

受人憎恶。然而，公元二世纪圣人阿基瓦（Akiva）拉比将“爱邻如爱己”

（《利未记》19: 18）这一黄金戒律加以拓展，并指出它是《托拉律法》

的基本原则。因此，绝不说“我受诋毁，我的同仁也一并受诋毁；我受

诅咒，同仁也一并受诅咒”。公元五世纪圣人坦户玛（Tanchuma）拉比

又说：“此种行为令神的荣光蒙尘。”（《创世纪米德拉什》24）面对

当今世界的战争和暴恐，这些观点仍然适用。历史沿袭下来的不公待遇

和仇恨传递着苦痛的记忆，都是和平

路上的绊脚石，只有分担苦痛、正视

伤害，才能打开和解之门。犹太教提

倡给予受压迫和边缘化的人们支持，

以谋求积极渐进地改变处境。《托拉

律法》与相关的犹太戒律法典即对犹

太人社区和邻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准则

做出了规定。

《托拉律法》中，犹太人不断受到“关心爱护陌生人”的训诫，原

因在于犹太人自己曾身处异乡埃及，了然异乡人的心境。《圣经》开篇

的创世纪即有以下教义：人类都来自于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因而过去

的拉比常说，断不能认为“我的祖先大过于你的祖先”。犹太社区成员

“和你们同住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

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

地也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利未记》1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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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相互的责任感可扩展至全球范围。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身体的

某个部位疼痛，全身都有所感知。身体若无感觉，那便是死亡的征兆，

生存便无从谈起。一个家庭若对他人的疼痛无动于衷，那么这个家庭也

不会持久，必定走向灭亡。

繁荣

《托拉》训诫犹太人爱护他人——“你当爱邻如爱己：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19: 18）。因此，犹太人多领受教义，慷慨解囊，救困济贫，

无论受助者的背景如何。

十四世纪欧洲拉比雅各布 • 本 •

阿 希 尔（Jacob ben Asher） 的 代 表

作 犹 太 圣 法《 四 行 律 法》（Four 

Pillars）中，就有如下教义：依个人

能力行善是对戒律的谨记，大于对其

他戒律的遵守。因为（稍有差池）便可能流血。困厄之人，你若不即刻

施援，满足其需求，可能会有不测……不应考虑施舍穷人后，自己的财

富将减少几何，而应当认为财富其实并不属于你，仅仅只是你受神的托

付，履行神的旨意看管而已。将一部分财富分给穷困之人，是交托方的

旨意。其实，那（你奉献的部分）正是财富的精华所在，正如经文所言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以赛亚书》58: 8；《四行律法》，杂

项仪式，247）

“懂得财富非你所属，而是你受神所托，

尊从神意所领受的命。”

《四行律法》，杂项仪式，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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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饥饿者提供食物同样属于善举。正如十二世纪拉比迈蒙尼德所阐

释的那样：“你们收获庄稼，不可割尽田边埂角，也不要去捡遗地的谷穗，

遗地的，应留给穷人和外族。”（《利未记》23: 22）“总之，人的目

标应为实现其财产价值，用经久的替代暂时的，而不追求一时的愉悦或

是眼前小利，否则过后则大亏。”（迈蒙尼德，《托拉集要》，修身律

法，5: 12）中世纪欧洲的拉比曾明确，托拉律法可以针对每一代犹太人。

直至今日，扶危济困、共享繁荣仍然是犹太人社区的一大职责所在。

上图：印度的犹太教倡导者和社区负责人与当地底层青年女性面对面畅谈个人

梦想。

来源：露丝 美欣杰（Ruth W. Messinger），美国犹太教世界服务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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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近年来，不同宗教和信仰团体终于认识到，彼此间相互支持才是达

到和平公正目标的途径。我们可以，也必须引领此次人类大团结行动，

为后代争取和谐平等的生活。正如先知们 终训示的那样，若要逆转地

球和人类的毁灭，是重回代代相传的和谐。“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

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

女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

诅咒遍地。”（《马拉基书》3: 23-

24）全体犹太信众的 终目的在于创

造和平与安全。和平是恢复世界秩序

（tikun olam）的主要前提条件。我

们都热烈盼望一个时代的到来，那时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

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 4）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

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

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

《以赛亚书》32: 17-18

伙伴关系

爱护生活的集体是造物主给人类的圣命，这一理念贯穿了犹太教发

展的始终。人类配合上帝创世，蒙恩享有自由意志，无论男女，都被赋

予了依照上帝意图完善世界的能力，让世界逐渐实现完全奉行合作、关

爱、真理及正义。犹太人履行犹太人的使命，其他人履行其他人的职责。

只要犹太人与其他地球同胞同心同德，和平安全就能实现。仅凭一己之

力，犹太人则无法实现这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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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命其使尽解数以 终实现普遍的和平

公正，是所谓犹太教之弥赛亚救赎。上一个千年结束之际，各宗教组织

联合起来，重倡这一理念， 终促成发达国家决策者免除对南半球发展

中国家的巨额债务，是为宗教界开展持续合作的典范。1992 年，在里

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闭幕

式上，政界人士恳请与会的宗教领袖

持续督促各国政府采取措施，看似有

违国家利益，实则有利长久保护地球。

精神信仰的团结力量之大渐渐为人们

所识。如今，政府与宗教界的代表们

正同心协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人均感受到革除私念、培育仁义

之心的迫切要求。正如一则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的祷告词所言：“永恒的

主，我们的上帝让所造的万物敬畏！于是，一切生灵敬畏你，拜倒神前，

一心一意联合起来，按主的圣意行事。”

“用待犹太人的应有礼数对待非犹太人

邻里，就是和平之道。”

《和平书》

愿景

犹太教的重要教义在于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永怀希望。2030 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现实意义在于，每一个依赖他人生存的幼儿将生

活在关爱、照护和安定的环境中。在此，我们愿用犹太信众的方式激励

全球村内的姊妹弟兄——chazak chzazzak venitchazeik。也就是让我们互

相汲取力量，履行我们的职责，完成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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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链接

推荐阅读

www.foeme.org
中东生态和平组织——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环保主义者联盟

www.ajws.org
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致力于终结贫穷、推进发展中国家人权事业

www.jdc.org
美国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一个服务全球受灾人口的赈济组织

马丁·雅夫（编），《犹太教与环境伦理读本》，列克星敦出版社

（Lexington Books），2001年。

雷蒙德·什尔德林，《犹太人简史：传奇时代到现实国度》，牛津大学出

版社，2000年。

波顿·维索特斯基、戴维·费什曼（编），《美索不达米亚到摩登时代：

犹太历史与文学入门十讲》，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1999年。



犹太教 117

注：1. 本章节《托拉》相应经文译文采用冯象译的《摩西五经》，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 8 月出版。

2. 此则及后续引文来源始于希伯来《圣经》至十五世纪的文献。犹太教义

传统上非常倚重早期文本。

3. 迈蒙尼德所著法典《托拉集要》（Mishneh Torah），列王制（Hilchot

 Melakhim），第六章 8-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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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克教
    

     达勒姆 辛格 尼昂 辛格（Dharam Singh Nihang Singh）

     古尔吉特 辛格（Gurjeet Singh）

     提拉特 考尔（Teerath Kaur）

     苏纳特 辛格（Suneet S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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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克教简介

锡克教教义基于三十多位人称“巴哈特”（Bhagat）或“祖师”（Gur）

的悟道者所明晓的精神智慧。它十六世纪成形于印度旁遮普邦。如今，约

有 2500 万人自称锡克人。“锡克”（Sikh）意为“追求真理者”。巴哈特

祖师的教义均载于“古尔巴尼”圣赞诗歌之中，受全体锡克教徒的最高供奉。

锡克教经文极具包容性，且揭示着永恒的智慧，集中阐释了宗教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教徒崇尚谦逊明德、遵循与造物主及万物生灵和谐共处的生活

方式。锡克教义训导信徒顺应自然规律，向人群传扬团结和福祉，使人们

形成共同的精神认识，全身心信任无名无形的造物主智慧。锡克教提出普

世智慧，救人于苦难之中，并超脱于信仰与知识之上，实现内心属于“真道”

（hukam）的圣洁，从而领悟人生真谛。锡克族男性的传统装扮为蓄发、蓄须、

裹头巾，反映了谦逊自然的生活态度。锡克人的整齐划一还体现在使用同

样的姓氏，男性使用“辛格”（Singh），意为“狮子”，女性则使用“考尔”（Kaur），

意为“公主”。锡克族主要分布在印度旁遮普邦、英国、北美和澳大利亚。

锡克人在各自的国家建立崇拜场谒师所（Gurdwara），无论信仰、背景，

男女皆可入内。锡克人珍视传统，事业多有所成。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是守法公民，因而常被视作楷模。少数锡克人还担任政府高层官员，如新

任加拿大国防部长。

左图：古尔巴尼诗文书法作品。前两个字“ik oankar”包含了锡克的主要教义，

代表着一切表象皆源自永恒的源头。下一句意为：造物主为悟道的源泉。他是

我们的天父，一切万物皆为他的子女（《阿迪 格兰特》，M. 5，611）。

来源：艺术家曼普莉特 考尔（Manpreet Kaur）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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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精神智慧，便无法实现发展。良性的发展犹如良药，无副作用。”

在人类生存已经受到威胁的今天，统一价值观和道德观日益关键。

讲求现实物质需求满足的情形若要得到改观，呼唤极具感召力的智慧，

与人们心灵对话，令意义复归生命，从而催生伦理意识，增强个人及公

共责任感，体现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平的实现要求反思现有的理念及政

治经济模式。锡克教智慧即能服务于这一再考量，它昭示我们超越导致

不公和环境破坏的自私与短视，为联合国 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贡献力量。

自省修行参悟神意

锡克教（即所谓“圣道”）具有独特的精神根基，讲求灵魂探究

直接连通臻于完美的造物主神意（hukam）。锡克教告诫我们，无视真

我 / 神性自我（chit）是所有个人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天道的物质规律，

譬如重力，可从科学角度研究，精神层面的修行则需自我的参悟（atam 

khoj 或 nam）。

ਸੋ ਿਸਖੁ ਸਖਾ ਬੰਧਪੁ ਹੈ ਭਾਈ ਿਜ ਗੁਰ ਕੇ ਭਾਣੇ ਿ ਿਚ ਆ ੈ ॥ ਆਪਣੈ ਭਾਣੈ ਜੋ ਚਲੈ ਭਾਈ ਿ ਛੁਿੜ 

ਚੋਟਾ ਖਾ ੈ ॥

“锡克人 1，如与神意合，则为诤友，为至亲，为子嗣。如与己意合，

啊，兄弟，则背离神意，好比意识上自寻的伤。”(《阿迪 • 格兰特》，

M. 3，6012）

ਹੁਕਮੁ ਬੂਿਝ ਪਰਮ ਪਦੁ ਪਾਈ ॥

“参透神意，即能体会至上的精神喜悦。”(《阿迪 • 格兰特》，M. 

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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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克教中常称独一无二的神为“和平之海”（sukh sagar）。神允

许万物依照天地法则存在与演化。宇宙中存在即有理，一切均来自神的

光。（《阿迪 • 格兰特》，M. 1，464）天地法则不容任何生灵质疑。

世间万物皆相连，世事都有其理，都有其果，只是我们尚不能即刻领会

而已。

ਹੁਕਮੈ ਅੰਦਿਰ ਸਭੁ ਕੋ ਬਾਿਹਰ ਹੁਕਮ ਨ ਕੋਇ ॥ ਨਾਨਕ ਹੁਕਮੈ ਜੇ ਬੁਝੈ ਤ ਹਉਮੈ ਕਹੈ ਨ ਕੋਇ 

॥੨॥ 

“但凡人和事，均顺神意，无例外者。那纳克说，参透神意，私念

灭，（意与神合）。”(《阿迪 • 格兰特》，M. 1，1）

锡克教历史沿革

锡克祖师剖析了当时通行的信仰和经文，研究过各种修行技法，如

禁欲、瑜伽、冥想，却无法从中获得内心的持久安宁和领悟。于是，祖

师们远离当时的行为法则，摈弃一些习俗（如割礼、朝圣和斋戒）。他

们反对迷信和密宗，反对诵经、占星等做法。祖师们抨击借教会之名的

浮华法会和宗派分立。他们还抨击种姓制度，反对歧视妇女，反对以信

教为名而立的所谓无形观念、自我净化和饮食戒律，反对依赖教职人员。

（《阿迪 • 格兰特》，M. 1，12；1289）

ਨਾ ਹਮ ਿਹੰਦੂ ਨ ਮੁਸਲਮਾਨ ॥ ਅਲਹ ਰਾਮ ਕੇ ਿਪੰਡੁ ਪਰਾਨ ॥੪॥

“我辈非印度教，非穆斯林。我们的身和命属于安拉和（无形无象

的）神（Ram）。”(《阿迪 • 格兰特》，M. 5，1136）

ਸੋ ਿਕਉ ਮੰਦਾ ਆਖੀਐ ਿਜਤੁ ਜੰਿਮਹ ਰਾਜਾਨ ॥ [...]

“女人是我们的友人；女人延续着生命……为何对其不尊？智慧和

伟大的王由女人而生……那纳克说，只有神没有女人。从一而终切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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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可蒙神佑，美哉！”(《阿迪 • 格兰特》，M. 1，473）

 

祖师们开始借助约五千年前出现的古代吠陀精神智慧，以探求悟道

的途径。他们意识到，消除苦痛要借助于持续的灵魂（atma 或 brahm）

内省，找寻生命功业的源头。

ਮਨ ਤੂੰ ਜੋਿਤ ਸਰੂਪੁ ਹੈ ਆਪਣਾ ਮੂਲੁ ਪਛਾਣੁ ॥

“啊，我的头脑（心灵与物质世界的连接），认识你本源的根，发

现洁净的内心。”(《阿迪 • 格兰特》，M. 3，441）

一旦将欲望、愤怒、贪婪等各种情绪以及私念转化，祖师的灵魂得

以合乎神意，于是便恩享了所谓的解脱。吠陀智慧却日益丧失其精神内

核，更多关注起外在形式，如偶像崇拜、祷告及其他仪式的奉献，后期

也有所净化和拓展。

ੇਦਾ ਿਮਹ ਨਾਮੁ ਉਤਮੁ ਸੋ ਸੁਣਿਹ ਨਾਹੀ ਫਿਰਿਹ ਿਜਉ ਬੇਤਾਿਲਆ ॥

“虽然吠陀 3 携带着神灵智慧的精华，无知的人们却觉察不到，因

而他们不能合乎神意。”(《阿迪 • 格兰特》，M. 3，919）

ਸਾਸਤ ਬੇਦ ਿਸਿਮ੍ਿਤ ਸਿਭ ਸੋਧੇ ਸਭ ਏਕਾ ਬਾਤ ਪੁਕਾਰੀ ॥॥

“古经文，如印度教圣典（Shastras）、吠陀（Vedas）及传承教经

（Smritis），经过提炼和拓展，也携带着神谕。”(《阿迪 • 格兰特》，M. 

5，495）

锡克教祖师之一为 1398 年至 1448 年间生活在瓦拉纳斯（Varanasi）

的喀比尔（Kabir）。不过，喀比尔及其他悟道者的精神财富自那纳克

之后走向顶峰。那纳克的生卒年份分别约为 1469 年和 1530 年。他之后

有九位继任悟道者，人称“古鲁”师尊。悟道者们自称造物主的谦卑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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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das，jan），并非圣贤先知。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人格崇拜，不宣

称唯一。他们认为，造物主的信使将陆续降生（《阿迪 •格兰特》，M. 1，

933；M. 4，451；M. 5，74）。祖师们强调，验证信使真伪的方法是看

他的言语是否前后一致，或所言现世及未来是否应验。

 

ਨਾਨਕ ਦਾਸੁ ਮੁਖ ਤੇ ਜੋ ਬੋਲੈ ਈਹਾ ਊਹਾ ਸਚੁ ਹੋ ੈ ॥੨॥੧੪॥੪੫॥

“慕道者那纳克所言即真，现在和以后均如此。”(《阿迪 •格兰特》，

M. 5，681）

此后三百年间，祖师们激励了众多追寻真理者，却也遭遇了抵制反

对和族裔灭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势力眼见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

试图扼杀新生的锡克教。锡克人坚决抵抗——弱者对强者压迫的抵抗。

可见，别无选择时，自卫是一种人权。抵制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强制

皈依是公正的。（《阿迪 • 格兰特》，M. 9，1427）

为助人们走好修行之路，祖师领悟的教义后以书面形式保留下来编

辑成册。以古木基文（Gurmukhi）写就的经文 终成册 1430 页，由第

十代师尊戈宾德 • 辛格于 1708 年完成，称作《古鲁 • 格兰特 • 沙希卜》

[(Adi) Guru Granth Sahib]，是锡克教 高经典。经文用词源自多种语言，

行文寓意深远，韵律感强，如诗如乐。

地球

地球失去健康的环境，人类便无法健康过活。我们直接仰赖着造物

主无条件的赠予，所有生命形式能够存活与自然节律密切相关。祖师的

生动描写表现出对大自然、对动植物的关爱。经文甚至将精神智慧称为

“天音”（akash bani）。锡克教义主张珍惜一切自然资源，包括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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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克教的实践

　
锡克人视增进团结、公正与人类

福祉为己任。从巴伊 卡尼亚（Bhai 

Ghaneya）的功绩和谒师所（langar）

内免费发放的食物便可看出救困济贫

是锡克人的传统。锡克联合会（UNITED 

SIKHS）、生态锡克（EcoSikhs）、卡尔

沙援助组织（Khalsa Aid）以及其他未

正式注册的社团正在当地或国际范围

内开展紧急救援、环境保护及人权促

进项目。基于锡克教义，他们的工作

领域超越具体教团事务，服务任何有

需求的人群，无论其信仰如何。这样

的工作理念能增进互尊互信，增强凝

聚力。绝大多数项目由志愿者具体实

施。他们知晓，项目实施如有任何差错，

就会信誉扫地。智能手机在项目管理、

筹款宣传、志愿者招募、媒体发布等

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道主义事

务主要围绕当地锡克社区中心进行。

社区中心扮演免费的基地大营，用于

存储物资，并担当项目工作人员与当

地居民和政府沟通的桥梁。以海地灾

害救援为例。2010 年海地大地震发生

后，锡克志愿者协助开展了饮用水、

食物、医疗物资和其他赈灾物品的发

放事宜。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在一

次“全国晨祷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上对锡克教人士的紧急调遣

能力大加赞许。下列区域自然灾害发

生后，锡克人士也提供了紧急救援服

务：班达亚齐（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区

首府）、缅甸、日本、印度、巴基斯

坦、尼泊尔和美国。锡克组织同时也

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包括国

际红十字会和救世军。该领域从业人

士指出，宗教组织能够调集大量信众

志愿者，主要在于志愿者们以信仰为

服务出发点，而非出于收入或职业发

展的目的。这也使得项目行政管理费

用能低位运行。不过，可用的项目经

费相对也较少。锡克教人士还积极参

与跨宗教对话活动。闻名于世的德国

法兰克福“多宗教理事会”（Council 

of Religions）主席即由锡克人士担任。

跨宗教对话在锡克人士看来，有利于

提高宗教意识，促进价值观对话，增

强社会凝聚力。除此之外，锡克教正

日益关注其传统的助人精神丰盛事业，

以使信众生活方式更平衡、更健康，

免受压力和焦虑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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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空气和水。（《阿迪 • 格兰特》，

M. 1，472）空气被比作“古鲁”——

启示信徒的造物主。

ਪ ਣੁ ਗੁਰੂ ਪਾਣੀ ਿਪਤਾ ਮਾਤਾ ਧਰਿਤ ਮਹਤੁ ॥

“永恒的父是那水，永恒的母是

那大地，（使灵魂得以治愈和成长）。

如空气对生命的滋养，精神智慧之于灵魂。”(《阿迪 •格兰特》，M. 1，8）

空气和水给我们生命。生命因精神而有了意义。我们担负着滋养灵

魂的责任，敬重我们的身体，爱护给我们生命的地球母亲。如此，每个

物种都能逐渐获得自由。

地球环境污染有其内在原因。因此，仅优先关注政治、金融和技术

的解决方案或协议离救护地球仍相去甚远。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摈弃自

然资源属于个人或国家的错误观念。资源实则是大自然恩赐人类的礼物。

但是短期的个人利益，加上发达国家积累更多财富和对更高生活舒适性

的追求导致了无序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剥削，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阿

迪 • 格兰特》，M. 1，470）

若想拯救地球于全球变暖、核能灾害的风险之中，拯救人类、动物

和水源于激素之害，我们须用心聆听内心神的声音。人类大家庭听从神

的引导，实践单纯俭省的生活理念，污染附带的种种不利，如过敏等，

即可消除。当认同进食和工作是为了活着，而非活着是为了进食和工作

的那一刻来临，我们即能分辨何为所需、何为所求。那时，我们就会谨

守人类作为地球客人的角色。整个宇宙成为神圣的风景，脚步放缓，重

新考量我们真正受益的发明革新。过快或过慢搏动的心脏均不健康，让

进化的脚步引导着自然的发展进程。

ਮਿਨ ਮੈਲੈ ਸਭੁ ਿਕਛੁ ਮੈਲਾ

ਤਿਨ ਧੋਤੈ ਮਨੁ ਹਛਾ ਨ ਹੋਇ ॥

“恶影响头脑，则生出污念，导致恶果。

虽身洁，却永不能脑净。”

《阿迪 格兰特》，M. 3,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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ਭੁਿਖਆ ਭੁਖ ਨ ਉਤਰੀ ਜੇ ਬੰਨਾ ਪੁਰੀਆ ਭਾਰ ॥ [...] ਹੁਕਿਮ ਰਜਾਈ ਚਲਣਾ ਨਾਨਕ ਿਲਿਖਆ 

ਨਾਿਲ ॥੧॥ 

“无知的头脑总有无法满足的欲望，哪怕世俗的货品堆积如山。即

便智力无边，省悟也不会更透彻，也不会伴你一生。那么，人如何参透

本真？如何撕去无知的面纱？唯有抛却个人的执念，顺应神意，师尊那

纳克说。”(《阿迪 • 格兰特》，M. 1，1）

人人都能公平享受有机食品、自然资源以及由国家投资、分散生产

（如每座大型建筑上安装太阳能板）的能源。逐步从化石燃料时代转型，

能源生产不再由少数跨国能源生产商垄断，使能源和资源免费使用成为

一项人权。

人类

人人爱和谐，生活却充满纷争。要理解人类相争的根源，就需要了

解我们自身。锡克教认为：我们来自相同的自生自存的源，有着同样的

基因信息，一样拥有意识。承认我们属于同一个大家庭，行为举止如亲

人，相互关爱，就不会因种族、民族或其他人为界限而歧视他人。

精神层面上，我们要理解生命有

其生物规律、不断进化的特质和作用

力与反作用力特性，是一处获取新知

的所在。锡克教义认为，自“和平之海”

初始，统管着宇宙的是集体。但是，

我们执念于自我的认识（bharam）——

ਜਾਣਹੁ ਜੋਿਤ ਨ ਪੂਛਹੁ ਜਾਤੀ ਆਗੈ

ਜਾਿਤ ਨ ਹੇ ॥੧॥ ਰਹਾਉ ॥

“认识（你和其他一切生物的）本真，

不看（生物或社会的）背景，因为背景的价

值将不持久。”

《阿迪 格兰特》，M.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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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集体也能存活，于是便背离悟道者的精神追求，因而为人。（《达

萨姆经》，12；《阿迪 • 格兰特》，M. 5，1075）所以，我们出生时先

天缺乏应对“物质欲望之海”（bhavsagar）的智慧。人类极易因高度发

达的智力而过于自我、过于自信，争端便起源于此。

物质世界转瞬即逝，灵魂与“和平之海”离析的体验令真源得到领悟。

生命内涵了悟后，灵魂修复启动， 终完成“净化”。（《阿迪 •格兰特》，M. 

5，294；M. 2，466）与物质世界的互动与识别，自我意识越强，时间推移，

更与真我疏离，“至纯至净”因而成为 高境界。资本主义即为疏离过

程的结构性后果。修复之前必先经过“去条件化”的过程，将思想与情

感与身体分离， 终感悟凡间若梦，终将完结。（《阿迪 • 格兰特》，M. 

5，294）

ਪਿੜਆ ਅਣਪਿੜਆ ਪਰਮ ਗਿਤ ਪਾ ੈ ॥੧॥

“（世俗的错误）不学，则至明。”(《阿迪 • 格兰特》，M. 5，

197）

ਮਨੁ ਪਰਦੇਸੀ ਜੇ ਥੀਐ ਸਭੁ ਦੇਸੁ ਪਰਾਇਆ ॥

“看到身外的世界，那你心中的家园，实则是一片涣散，头脑即得

到超脱。”(《阿迪 • 格兰特》，M. 1，767）

重新找回失联的“德行之我”，对于重建与他人的联系，根除滋生

仇恨、滥用宗教、意识形态或国家之名的理念至关重要。为此，世俗和

精神的教育需要双管齐下。互联网使知识为人人可用。我们需要的是免

费或低成本的网联网接入、廉价的便携设备和利于满足上述需求的全球

性政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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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

如果发展带来的是高度的繁杂，是引发问题而非解决问题，那便是

对内心安宁的搅扰，这样的发展即是有害的，良性的发展不应该有副作用。

今天世界如此富足，但许多人仍很贫穷。因此，物质富裕能够带来公正

和心态的平和，这是一种错误观点。事实上，公正和心态的平和是富裕

的牺牲品。在锡克教看来，只有明智明德之人是有所成的，因为肉身逝去，

能够带走的财产只有感悟。金钱、财产或任何奢侈的物品在锡克教看来

皆不可看作真正的成就。锡克祖师和师尊中没有一位积累财富。他们均

生活简朴，视金如土。（《阿迪 • 格兰特》，M. 5，275；638；745）

ਡੇ ਡੇ ਜੋ ਦੀਸਿਹ ਲੋਗ ॥ ਿਤਨ ਕਉ ਿਬਆਪੈ ਿਚੰਤਾ ਰੋਗ ॥੧॥

“表现得自大自负之人，染上的是焦虑及失权恐惧症。”(《阿迪 •

格兰特》，M. 5，188）

“国民幸福指数”是朝正确方向

迈出的一步。发展理应从身、心、灵

及共同财富等多角度衡量，考查人们

的满足感，生活的充实感和行动的可

持续性。模式转变后，国家便不会无

视后果，随意投资经济增长。所建立

的社会福利体系也会具备再分配机制，通过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的纳税水

平，以缩小差距，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民的基础收入得到保障，收

入公开也变成透明的标准程序。教育实现免费，寒门子弟和脆弱人群拥

有改善生计的机会。国家的支出变得更加有据可查。不利民众的投资，

如核能和太空探索任务被叫停取消。公民的社会意识得到强化，人权得

到保障，法人社会责任领域的投资受到鼓励。农业实现可持续和有机化。

薪水微薄的工人制造的廉价商品不再被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

ਕਿਹ ਕਬੀਰ ਿਨਰਧਨੁ ਹੈ ਸੋਈ ॥

ਜਾ ਕੇ ਿਹਰਦੈ ਨਾਮੁ ਨ ਹੋਈ ॥੪॥੮॥

“喀比尔说，心中没有充盈精神的智慧，

那便是贫穷。”

《阿迪 格兰特》，喀比尔，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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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

锡克教义认为，和平是持久的福佑，是精神和情感的安宁。无论外

界条件如何，即使厄运也不能撼动其平静的气质。因此，和平标志着以

德行天下、无忧无惧、无虑无疑，活在当下。（《阿迪 • 格兰特》，M. 

21，995）

ਹਿਰ ਜਨੁ ਐਸਾ ਚਾਹੀਐ ਜੈਸਾ ਹਿਰ ਹੀ ਹੋਇ ॥੧੪੯॥

“虔诚侍奉神，便受赐神的德行。”(《阿迪 • 格兰特》，喀比尔，

1372）

上图：在旁遮普邦，按照尼昂（Nihang）锡克教徒的传统，受洗的锡克人（卡

尔沙教团成员）不拘形式传授各类信仰及历史知识，分文不取。此举的目的在

于通过“古尔巴尼”圣诗的解读帮助信徒养成明德谦逊、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

现代科技手段可见于全世界的传经活动当中。

来源：萨奇科依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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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和平如此稀缺。硝烟四起，恐怖主义横行，经济萧索，

种种堪忧究其缘由，就在于人心不稳，不合神意。意见不合，缺乏宽容

又是另一因素。锡克教义让我们领悟到，要先谋求个人内心的安宁，再

映射到外在的安定。另外，它鼓励我们以史为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

皆有犯错。要实现和平，就要避免错误重犯，纠正错误，勇担责任，力

求和解。正如德国并未遮掩其德意志

第三帝国时期的罪恶过往，而采取了

自我批评的公开态度，诚恳姿态倍受

赞赏。德国的统一也为欧洲和平作出

了贡献。

展望未来，成立独立的世界理事

会可能有所帮助。理事会由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和各宗教 博学的代表组

成。他们达成一致的维护长期和平共处的原则和行动方案。理想状态是

各国政府都能采纳理事会的建议。在无其他措施可用时，理事会负责指

出不当的发展方向，并对争端进行仲裁，推荐制裁方案。理事会可以制

订全球宪章，以保障人权，维护人类大家庭的和平，并适当考虑具体情况。

ਮਨਮੁਿਖ ਸੁਖੁ ਨ ਪਾਈਐ ਗੁਰਮੁਿਖ ਸੁਖੁ ਸੁਭਾਨੁ ॥੩॥

“随心所欲，难寻内心安宁。但（顺从

神意的）明道者永享喜悦。”

《阿迪 格兰特》M. 1，21

伙伴关系

宗教的智慧是一种赠予。真正的宗教不会通过传教的狂热，直接或

隐秘地将教义强加于人。政府与公民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可

以通过自我的批判反思以及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同道者之间有礼貌的辩

论得以化解。对话，包括宗教间的对话，是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锡克

教教义强调的是，真与真交会时真心实意的关爱和情谊（dosti）。只有

合作各方放下短期诉求，知晓不争之道，才能形成良性的伙伴关系。和

谐的伙伴关系有赖于诚意和耐性，并顺应自然之道，舍却个人欲念和定

见。锡克教告诫我们，只有克服头脑中的欲望（man）——灵魂中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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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部分——才能抵制诱惑，并与神意相符。（《阿迪 •格兰特》，M. 1，6）

ਕਹੁ ਕਬੀਰ ਜਨ ਭਏ ਖਾਲਸੇ ਪ੍ਰੇਮ ਭਗਿਤ ਿਜਹ ਜਾਨੀ ॥੪॥੩॥ 

“喀比尔说，那些虔心悟道之人

是纯洁的。纯洁之人懂得爱（神）与

奉（神）的艺术。”(《阿迪 •格兰特》，

喀比尔，655）

ਸਾਚੁ ਕਹੋਂ ਸੁਨ ਲੇਹੁ ਸਭੈ ਿਜਨ ਪ੍ਰੇਮ

ਕੀਓ ਿਤਨ ਹੀ ਪ੍ਰਭ ਪਾਇਓ ॥ ੯॥੨੯॥

“细听真言道来：心中对人有爱，才会

悟到神。”

《达萨姆经》37

愿景

从各宗教的发展史中我们可知，声明走一条路，须尽力忠于那一

条路。精神的智慧使我们坚定，引领我们携手，克服重重困难，走可持

续的道路。前提是我们承认真正的宗教是无私的信奉，基于对全人类福

祉的仁慈之心，不得拉帮结派，追求利益。理想的宗教在于为人类提供

远期的引导，为政经界人士谏言，不寻求统治或压迫人的权力，并竭力

避免宗教滥用。（《阿迪 • 格兰特》，M. 2，474；M. 5，534；M. 1，

145）当今的世界在恐怖主义的破坏下支离，信徒尤其有责任灭除自身

和信众中不良的因素，哪怕个人遭受一些损失，也不能妥协。我们做到

言行一致，真诚之风便会兴起，公正、团结和治理良效才能出现， 终

我们得以实现和平，实现顺应自然的真生活。转变是一种选择。（《阿迪 •

格兰特》，M. 1，474）它兴许开始于家中镜前的一次端详。……行动

从我们开始，并以我们作结。

ਗੁਰ ਕੀ ਸੇ ਾ ਸਬਦੁ ੀਚਾਰੁ ॥

“着眼于精神智慧，（并令他人亦然，）是真正无我的信奉。”(《阿

迪 • 格兰特》，M.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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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链接

推荐阅读

注：1. 语法上“Sikh”（锡克）一词为阳性，但灵魂无阴阳之分，所以其意则不然。

2.《阿迪 格兰特》为锡克教主要经典。之后是师尊的名字或其在十位师尊

中的排序和所引诗文在经文标准版中的页码，如 M. 1/2。《达萨姆经》

相传为十世师尊戈宾德 辛格经文辑录。《达萨姆经》对受洗的锡克人

意义特殊，是卡尔沙教团的重要典籍。之后的数字代表标准版页码。本

章所有英译文和解析得到了哈密南德吉特 辛格（Harminderjit Singh）和

库什万特 辛格（Khushwant Singh）的通力合作。

www.sikh-religion.info
锡克教德英双语信息门户网站

www.twitter.com/SikhReligion
锡克教及精神智慧推特

www.sachkhojacademy.wordpress.com
锡克教崇拜修行及精进讲座及文章

《锡克崇拜——精神智慧的艺术》（Gurmat – The Art of Spiritual Wisdom），

即将出版。

达勒姆·辛格·尼昂·辛格、库什万特·辛格，《锡克教中的人权》，斯

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S），2013年。

达勒姆·辛格·尼昂·辛格，《成就者对话录解》（Sidh Gosti Viakhia），

萨奇科依学院，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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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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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德 •穆勒 （Gerd Müller）

穆勒自 2013 年 12 月起担任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

展部部长。2005 年至 2013 年间，他曾任德国联邦食品

与农业部议会国务秘书。他在任期内除了履行其他相关

责任外，还负责国际关系、发展项目和世界粮食事务。

穆勒自 1994 年起一直是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代表上

阿尔高/肯普滕/林道选区。他也是德国联邦议院的欧盟、

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成员，德国联邦议院基督教社会联盟

外交、欧盟政策和发展政策议员小组的发言人。1989 年

至 1994 年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与联盟党议会秘书。

此前，他历任汉斯 赛德尔基金会对外关系办公室副主

任和巴伐利亚经济事务部政策官员。穆勒拥有商学硕士

学位；已婚，育有两个孩子。

前言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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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仲辉 （Qiu Zhonghui）

丘仲辉现任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爱德

基金会系中国最大的有宗教信仰的公益机构之一，拥有

联合国谘商地位，分别在香港、阿迪斯阿贝巴和日内瓦

设有办公室。丘仲辉是一位基督教平信徒领袖，目前兼

任江苏省基督教协会会长、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

员会常务委员。在他治下的爱德印刷公司是世界上最大

的单体圣经印刷公司。此外，他还是中国基金会中心网

理事会成员、江苏省政协常委，并于 2010 年至 2014 年

间担任国际救灾联盟理事会成员。他曾于2014年入选《公

益时报》评出的“2014 中国公益 100 人”，也曾被授予

“责任中国”2015 年度致敬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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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斯特 克勒 （Horst Köhler）

克勒于 2004 年至 2010 年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九任总统。他在任期内不仅活跃于国内政坛，而且积

极致力于外交事务。他主张全球化要关注人的层面，要

有明确界定的规则。他是消除贫困行动和非洲大陆新伙

伴关系的坚定倡导者。

克勒于 1990 年被任命为德国联邦财政部副部长。

在任时，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两德货

币联盟谈判，达成关于苏联军队从东德撤军的协议。之

后，成为欧洲货币联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

洲联盟条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并作为联邦总理科尔

的个人代表参加了当时的 G7 世界经济峰会。1993 年，

克勒成为德国储蓄银行协会主席，努力为其塑造现代化

的形象。他认识到储蓄银行对中小型企业和地方社区的

社会氛围负有特殊的责任。1998 年，克勒被任命为设立

于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2000 年，他被提名担

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新总裁，任职至 2004

年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2012 年至 2013 年，

克勒是联合国秘书长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小组成员，

继续服务于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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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 杜加尔 （Bani Dugal）

杜加尔是巴哈伊国际社团驻联合国主要代表。巴哈

伊国际社团是联合国国际非政府组织社团的一部分。她

目前在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事务工作组的指导委员

会任职。

杜加尔出生于印度，拥有纽约州佩斯大学法学院环

境法硕士学位，以及印度德里大学法学学位。她曾担任

宗教或信仰自由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主席、非政府组织

联合国联系工作组的联合协调人、性别平等结构改革运

动的联合协调人、妇女地位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主席、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全球论坛主席以及联

合国妇女发展基金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召集人。

荷达 玛赫穆迪 （Hoda Mahmoudi）

玛赫穆迪出生于伊朗。自 2012 年以来担任马里兰

大学巴哈伊世界和平项目主任。这个专门的讲座项目旨

在推进全球和平的跨学科探讨和话语建设。作为首席讲

座教授，她正在为知识和战略发展健全的科学基础，探

索社会行动者和结构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消除障碍，开辟

路径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她广泛与各国学者、研究人员

和从业人员合作，倡导采用“世界观”的方法从所有文

化中汲取智慧，缔造和平。

2001 年至 2012 年，在接受马里兰大学教职之前，

马赫穆迪曾担任以色列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研究部主

任。

巴哈伊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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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克 戈尔默 （Ulrich Gollmer）

戈尔默曾在德国巴哈伊出版社工作超过 30 年，自

1994 年以来一直担任社长。他的核心职责是将巴哈伊圣

典翻译成德文。他个人的写作侧重于巴哈伊信仰的政治、

历史和社会，以及与其他宗教的比较，致力于为宗教间

对话做贡献。1984 年，他成为巴哈伊研究学会的创建

人之一。戈尔默的著述包括：“世界／自然／环境的态

度——巴哈伊视角”（《地球，让所有人更宜居的地方》）、

《2002年哥廷根气候政策宗教对话》（LIT出版社，2002年）、

“从巴哈伊角度看塑造和平”（《和平手册》）和《跨

宗教—跨文化—跨信仰》（居特斯洛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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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荣寿 （Ha Vinh Tho）

夏荣寿担任不丹国民幸福中心的项目主任、欧亚

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欧洲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非

政府组织，为越南的残疾儿童和青年制定教育计划以及

生态项目。夏荣寿拥有心理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并于

2005 年至 2011 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培训、学习

和发展主管。他也是一位佛教导师，一位Dharmacharya（意

指在身、语、意三方面体现佛法、堪为表率的人），皈

依禅宗大师一行，修越南禅。他发表过多篇文章，并有

多部著述，其中包括《幸福的权利》。

帕里恰特 苏旺布哈 （Parichart Suwanbubbha）

苏旺布哈是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

学院发展和宗教研究生项目的助理教授。她本人是佛教

徒，目前担任泰国国立玛希隆大学人权与和平研究所主

任。她长期深入泰国最南部地区，开展军事人员、宗教

领袖、佛教和穆斯林村民之间（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对

话工作。苏旺布哈也是泰国宗教和平理事会秘书，以及

和平宗教国际妇女协调委员会的成员。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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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玛哈 布川 杜贾 （Phramaha Boonchuay Doojai）

杜贾是佛教僧侣，现任亚洲跨宗教防治艾滋病网络

主席和泰国清迈佛教学院院长。在亚洲基督教会议的支

持下，他通过亚洲跨宗教防治艾滋病网络将佛教、基督

教、印度教和穆斯林代表聚集在一起；通过国与国之间

的合作网络，培育了信仰组织应对艾滋病蔓延的能力。

在创新的网络项目中，泰国僧侣的参与帮助当地社区提

高了照顾艾滋病患者的能力。杜贾的工作重心是加强宗

教组织、领导人和发展组织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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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博 塞西尔 马凯巴 （Thabo Cecil Makgoba）

马凯巴 1960 年出生于南非，现任开普敦南非英国

圣公会大主教。他拥有理学学士学位、应用心理学（优

等）学士学位和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2009 年，他在纽

约美国圣公会总会神学院获得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并获

得开普敦大学博士学位。马凯巴是金山大学教育学院诺

康都院院监、高级讲师。2008 年，他被坎特伯雷大主教

授予圣奥古斯丁十字勋章。这是普世圣公宗第二高荣誉

的国际奖项。他也是世界各经济论坛和会议的嘉宾及会

谈领导人，关注的议题包括：促进政治稳定、恢复对经

济学的信心和社区的可持续性。

斯蒂芬 阿克曼 （Stephan Ackermann）

阿克曼 1963 年出生于德国。2009 年起任特里尔主

教。他曾在罗马的宗座格列高利（额我略）大学以及法

兰克福的耶稣会圣克尔根哲学和神学研究生院学习。他

师从梅达德 凯尔教授，于 2000 年获得博士学位。阿克

曼是宗座和平与正义委员会成员、德国正义与和平委员

会主席。该委员会由德国主教会议和德国天主教中央委

员会成立，旨在促进发展、人权与和平，倡导宗教组织

之间的交流和宗教间对话，持续推动议会、政府、政党

和其他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对话。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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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玉 （Theresa Chong Carino）

张素玉现任爱德基金会资深顾问，研究领域包括：

基督教中国化、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

系等，著述颇丰。张素玉出生于新加坡，曾于 1983 年

至 1990 年在菲律宾德拉萨大学教授政治学，此间开始

致力于中国研究，并创办了中菲资源发展中心，自 1991

年一直运作至 1997 年，旨在加强两国在扶贫、卫生、

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教育与交流。她也是菲律

宾中国研究学会的创会主席。2001 年，张素玉继任爱德

基金会香港办公室执行主任，并于 2010 年起致力于中

国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机构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等课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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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新中 （Yao Xinzhong）

姚新中是儒教研究的领军学者。他生于 1957 年，

1990 年赴英从事宗教研究和教学，2014 年回国。姚新中

研习儒教，致力于向全世界传播儒教智慧。他用比较的

观点对儒教经典进行研究，对儒教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

尤有兴趣。姚新中的著作包括：1996 年学术出版社出版

的《儒教与基督教：对仁和爱的比较研究》和 2006 年

阿什盖特出版社出版的《儒教早期和以色列犹太传统的

智慧》。2010 年，他与杜维明合编《儒学研究——亚洲

哲学的批判性概念》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彭永捷 （Peng Yongjie）

彭永捷是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儒学研

究教授，从事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儒家思想史的研究和教

学。他的著作包括：200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陆之

辩》和 2011 年河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儒教发展报告

（2001-2010）》。除了儒学的学术工作以外，彭永捷本

身也是一位儒家学派的忠实追随者，投身于儒家文化和

教育，参与中国的儒教复兴。

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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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 （Mary Evelyn Tucker）

安乐哲是耶鲁大学的高级讲师和研究学者，任职于

林业与环境研究院、神学院以及宗教研究系。她毕业于

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日本儒学博士学位。安乐哲的儒学

著作包括：《日本新儒学的道德与精神修养》（纽约州

立大学出版社，1989 年）、《气的哲学》（哥伦比亚大

学出版社，2007 年）以及与杜维明合作出版《儒学精神》

两卷（2003-2004 年，歧路出版社）。1995 年至 1998 年

这三年间，出于对日渐迫近的环境危机的担忧，安乐哲

和约翰 格力姆（John Grim）在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共同组织了“世界宗教与生态”系列十次会议，合作编

辑了这十次会议产出的论文共十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

出版。在该系列中，安乐哲编辑的部分包括：《佛教与

生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 年）、《儒教与生态》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年）以及《印度教与生态》（哈

佛大学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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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光春 （Fan Guangchun）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道教研究中心主任。

樊光春本人既是道教践行者，也是道教研究的领军权威。

他是中国主要的道教杂志《三秦道教》的编辑，他关于

中国西北地区道教历史的著述是中国大陆出版的道教文

献中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樊光春在道教自然保护方面

也很活跃，在推动道教生态长期计划以及其他与道教自

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项目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何韵 （He Yun）

道教信徒，现任宗教与自然保护联盟中国项目经理。

过去五年中在道教团体中担任数个道教环境项目的设计

与实施工作。政治学者，曾于 2012 年至 2013 年间接受

富布莱特奖学金留学美国，目前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

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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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特南德 雷邦禅 （Anantanand Rambachan）

雷邦禅现任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奥拉夫大学宗教学

教授、德国汉堡大学世界宗教研究学院客座教授。他出

生于特立尼达，在英国利兹大学取得神学与宗教研究博

士学位。其主要著作包括：《成就已成：吠陀经作为商

羯罗的有效知识之源》、《教义的局限：辩喜大师对吠

陀经权威的再诠释》、《不二论世界观：神、世界和人类》

和《印度教的解脱神学：“不二”并非单一》。英国广

播公司向全世界播放了他主讲的 25 集系列讲座。雷邦

禅还担任纽约妙智会教团理事长。妙智会是一家与联合

国儿基会及其他儿童组织合作、为儿童谋福利的国际宗

教间组织。雷邦禅作为一名印度教代表和分析家，介入

宗教间关系和对话领域长达 25 年。2003 年和 2004 年连

续两届光明节白宫庆典都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2008

年，应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邀请，他在伦敦兰贝斯宫发表

了著名的“兰贝斯演说”。

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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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维诺 维努 阿兰姆 （Kezevino Vinu Aram）

阿兰姆是香缇修行所现任主任。作为甘地派的一所

国际发展、研究与合作中心，香缇修行所通过本地发展

项目以及与联合国机构、印度政府、发展机构、以信仰

为基础的组织、学术机构等的国际合作，为超过 25 万

人提供了服务。阿兰姆目前担任国际宗教和平的协作主

持人和执行委员会成员、妙智会儿童事务国际宗教间协

会的主席，是印度家庭事务联合会、公共和谐国家基金

会治理协会的成员，也是甘地格拉姆农村大学校董会的

重要成员，斯瓦米纳森基金会受托人。阿兰姆毕业于哈

佛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印度 PSG 医学与研究学院。她领导

了至关重要的印度农村儿童发展行动，该行动是艾滋病

和儿童生存与健康领域公共卫生行动的一部分。她还为

联合国儿基会儿童暴力侵害与世界宗教中儿童相关主题

的研究提供顾问服务，担任世界卫生协会妇女、宗教和

艾滋病的跨宗教行动以及妇女、信仰和发展多方行动的

顾问。她发表的文章有《那加兰邦人类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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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里安 库芒 （Hadrien Coumans）

库芒是勒纳佩中心的联合发起人、主任。他是

2010 年至 2011 年度联合国下属科镇论坛的发言人，也

是 2009 年勒纳佩与德国殖民或学院大教堂和解这一历

史性事件的发言人。库芒是华盛顿美国和平学院认证的

“暴力冲突调解”和“土地、财产和冲突”调停人。过

去十二年来，他向机构承诺终身投入勒纳佩人和美国本

土文化的事业，他对“红色道路”的深度研究，以及在

“Leksi——已故拉科塔人领袖疯牛菲尔”中记述的仪式

传统都为这项事业奠定了基础。库芒与勒纳佩艺术家乔

贝克共同建立了一条织物生产线，在博物馆进行展示。

2001 年，他为艺术家伊夫 克莱因（Yves Klein）举办了

题为“生命树”（L’ Arbre de Vie）的历史性展出。他

法语流利，先后就读于新墨西哥大学和纽约大学。库芒

是德拉瓦印第安部落的勒纳佩人怀特特齐 / 福吉特家族

（Whiteturkey / Fugate）的领养成员。

原住民传统：兰昆图瓦坎， 勒纳佩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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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贝克 （Joe Baker）

贝克是勒纳佩中心联合发起人和执行主任，也是加

州帕洛斯福德艺术中心执行主任。此前，贝克在路易斯

安那州新奥尔良提升了历史性建筑隆格维埃庭院的国家

级影响和地位。这一行动借助创新性的艺术展示得以完

成，聚焦环境教育、社会平等和公民参与。他也是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的第一位社区参与主任。

贝克多次荣获奖项，包括弗吉尼亚派珀信托基金 2005

年研究员奖、2007 年斯科茨代尔当代艺术博物馆当代催

化奖、2008 年史密森尼学会美洲印第安博物馆设计奖，

以及 2009 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嵌入总统勋章。他

是卢森堡 IKT 国际当代艺术博物馆长协会成员。贝克毕

业于杜兰大学，获得设计专业艺术学士学位以及绘画专

业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完成了研究生学习。他是勒纳

佩人，也是俄克拉荷马州德拉瓦印第安部落登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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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 本 塔拉勒 （El Hassan bin Talal）

哈桑亲王 1947 年出生于约旦安曼。他是已故塔拉

勒国王和沙拉夫王后的幼子，已故国王侯赛因的胞弟，

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叔父。哈桑亲王 1965 年 4 月

至 1999 年 1 月为约旦王储。他主持了约旦前四个国

家发展规划（1973-1975、1976-1980、1981-1985、1986-

1990）委员会的工作。哈桑亲王在约旦哈西姆王国与以

色列国的和平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促成了双方 1994

年和平协议的达成。哈桑亲王在约旦创立了西亚北非学

院和地区安全中心。他与瑞士尚贝西普世牧首东正教中

心、梵蒂冈跨信仰对话宗座委员会一道，创立并仍在主

办系列信仰咨询活动。哈桑亲王是跨宗教跨文化研究基

金会理事会理事长和联合创始人。作为 1999 年至 2006

年世界“宗教为和平”大会的协调人和现任荣誉主席，

哈桑亲王长期活跃在与环保类组织和领域中，特别是跨

地中海可再生能源合作网络和总部设在约旦的巴迪亚研

究与发展项目署。近年来，哈桑亲王担任了联合国秘书

长水及卫生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一直担任蓝色和平中

东计划高端论坛主席，持续开展与水资源相关的工作。

哈桑亲王在世界范围内被授予了众多荣誉学位，并已出

版专著数本、文章多篇，其中的一部名为《做个穆斯

林：伊斯兰教、和平与民主》（To be Muslim: Islam, Peace, 

Democracy）。

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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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 阿什马威 （Mohamed Ashmawey）

阿什马威曾任世界伊斯兰赈济组织首席执行官。

他于1988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后继续在该校做访问学者。加入伊斯兰赈济组织前，阿

什马威为通用汽车电子数据系统附属公司工作。在从事

电子数据系统行业的十八年间，他的工作场所跨越了三

大洲，职位跨越不同级别，从高级工程师到副总裁，再

到公司在某一国家业务的负责人以及管理顾问等。2012

年初，阿什马威加入伊斯兰赈济组织，并领导其在世界

40 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当前，他正致力于将伊斯兰赈济

组织转变为注重效益、以权利促发展的跨国非政府组织，

以实现帮助人们可持续脱贫的目标。阿什马威同时担任

多个组织的理事，包括北美伊斯兰教协会。借助伊斯兰

赈济组织这一平台，他试图联合其他宗教和信仰人士团

体，在世界范围内一同实施改变生活的多个项目。

谢 克 沙 夫 瓦 特 阿 里 穆 尔 西 玛 古 布 （Sheikh 

Safwat Ali Morsy Mahgoob）

玛古布是美国神学研究基金会伊斯兰教研究教授。

他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获得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文学学士

学位，在神学研究基金会获得伊斯兰教研究硕士和博士

学位。他的硕士论文题为《穆斯林的共处观——重要的

历史现实》，博士论文题为《伊斯兰教话语与演变中的

现实》。他的博士研究项目曾获得伊斯兰教研究“伊玛

目 马立克”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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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乌拉汗 所滕多普 （Awraham Soetendorp）

所滕多普是雅各布 所滕多普人类价值研究院的创

始人与主席。他于 1943 年出生在阿姆斯特丹，曾得一

对夫妇出手搭救才得以存活。所滕多普协助重建荷兰犹

太社区，并积极参与释放前苏联犹太人行动。所滕多普

是海牙贝斯耶户达教区荣誉拉比，世界进步犹太人联盟

欧洲区前主席。他是地球宪章委员会委员、千年发展大

使、绿十字国际的创始成员之一，尊重日基金会、儿童

希望基金会创立者、主席，后者主要致力于提升儿童普

遍教育水平。所滕多普是世界经济论坛伊斯兰—西方对

话团活动（简称 C100）的创立者之一，全球宗教水及健

康联盟联合主席。他于 1994 年获荷兰贝娅特丽克斯女

王颁发的奥兰治王室杰出贡献奖，2005 年获国际预防与

解决争端联盟“和平构建”奖，2007 年获国际基督教犹

太教理事会“对话促和平”信仰金奖，2008 年获纽约信

仰中心詹姆斯 帕克斯 莫顿信仰大奖。

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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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顿 维索特斯基 （Burton Visotzky）

维索特斯基是米德拉什及信仰研究阿普曼教授，

芬克斯泰恩宗教及社会研究院路易斯泰恩主任，纽约犹

太神学院米尔斯泰恩跨宗教对话中心主任。维索特斯

基已出版著作十部，编著两部。他的新作题为《阿芙洛

狄特与众拉比：犹太人创教历程中对罗马文化的改编》

（Aphrodite and the Rabbis: How the Jews Adapted Roman 

Culture to Create Judaism as We Know It），将于 2016 年下

半年问世。维索特斯基拉比在罗马宗座格列高利大学及

圣多马 阿奎那斯宗座大学担任教职。2012 年，他因在

犹太穆斯林关系领域的贡献荣获戈尔德成厄奖。

爱丽安娜 费舍尔 （Eliana Fisher）

费舍尔就读于美国伯纳德学院政治学及人权专业，

现在犹太神学院师从维索特斯基教授，专攻《塔木德》

和拉比研究。她曾参与犹太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

的高级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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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勒 姆 辛 格 尼 昂 辛 格 （Dharam Singh Nihang 

Singh）

达勒姆是锡克教修行和历史知识最为渊博的锡克

人之一。无论从原始意义还是内在修行原则，均可称得

上锡克教经典古尔巴尼解经大师。依据锡克传统，达勒

姆无偿传授学识。他于 1936 年出生在印度旁遮普邦，

传承了尼昂锡克人保存宗教智慧的衣钵。他建立了萨奇

科依学院（“萨奇科依”意为“探寻真理”），致力于

宗教心修。他从事整体和批评性解经，并就当前的一些

问题开展研究，如良性发展、如何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又如恐怖主义、腐败以及环境破坏。他在 Youtube 网站

上播出了数千小时的讲座，并发表文章多篇、专著数部。

2015 年 2 月，德国联邦经济与发展署组织系列对话活

动，多位贵宾受邀就价值观、宗教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开展交流，达勒姆作为首位发言人，发表了题为“宗教

的意义——未来挑战再思考”的演讲。他著有Vakh vakh 

vishean te gurmat anusar vichar，Gurmat Prakash，Dharam 

Prachar 委员会，Shiromani Gurdwara Parbandhak（SGP），

阿姆利则，2001-2003 年，及《阿迪 格兰特首章经文解》

（Naad Ved Bhichar，也称 Japu Viakhia），1996 年。

锡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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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吉特 辛格 （Gurjeet Singh）

古尔吉特出生于印度旁遮普，中学在查依尔的乔治

国王寄宿学校学习，后在昌迪加尔的旁遮普大学学习，

获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理工大学应用化学硕士。他

曾从事企业化学工作，现为一名科学教师。他是萨奇科

依学院的志愿者和发言人之一。古尔吉特是锡克文字书

写的专家，通过互联网教授澳大利亚出生的锡克儿童和

全球锡克人旁遮普语和锡克语。他积极从事跨宗教对话

活动，是社区报纸《旁遮普人》和布里斯班本土报纸《印

度时报》的长期投稿人。因其在当地社区志愿服务中取

得的卓越成就，他荣获“2016 利雷澳大利亚日奖”。

提拉特 考尔 （Teerath Kaur）

提拉特出生于英国，2003 年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获

欧洲商务和法语学位，精通英语、旁遮普语和法语。她

曾专门将一部手抄《阿迪 格兰特》从伯明翰请到旁遮普

邦。提拉特常与家人一同伴着手风琴和笛声朗诵古尔巴

尼诗歌。迄今为止，她已在萨奇科依学院学习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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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纳特 辛格 （Suneet Singh）

苏纳特是数据风（DataWind）公司首席执行官。该

公司的创新产品和技术获奖多项，广受赞誉，还被收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数据风公司受到世界关注，

主要源于公司致力于赋能全球 40 亿人口，通过提供低

价平板电脑 Atablets 和捆绑免费互联网服务的智能手机

弥合巨大的数字鸿沟。2012 年 11 月 28 日，数据风公司

在联合国发布其 Aakash 2 平板电脑，潘基文秘书长亲自

参加发布会。因其在使用创新技术、重塑全球教育领域

的成就，苏纳特进入福布斯杂志“2012年影响力 15人”

名单，被誉为“课堂革命者”。他定期参加各类全球论

坛，并就社会创新和企业精神发表演讲。2014 年，他发

表著名的“梅西尔”演讲。除了前往各大学演讲外，他

还发表了一期 TED 演讲，并在众多研讨会上发言，包括

斯德哥尔摩第二届互联网自由大会。2015 年，苏纳特作

为德国总理的对话伙伴，参加了第二届国际德国论坛。

他是宗教环保组织“生态锡克”的理事。他于 1990 年

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科学工程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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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沂昀（Zhang Yiyun）

江苏南京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南京大学大学外

语部讲师、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常年从事汉/英

口笔译实践与教学，为爱德基金会、南京大学、南京大

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等多家公益文化教

育机构担任口译。迄今翻译（交传/同传）近百场大型

学术会议、讲座、庆典活动，参与编著多部写作、口语

教程。研究领域：翻译与口译实践、写作研究。 

负责翻译本书前言、序言、正文前三章及相应的

作者简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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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颖 （Xie Yin）

现任爱德基金会国际合作高级官员，先后从事社会

福利、农村发展、环境保护、研究支持等项目，并参与

救灾事务，在爱德基金会服务长达十四年。教育背景包

括西安交通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社会政策硕士学位。

负责翻译本书正文第四章至第七章及相应的作者简

介等内容。

沈广湫（Shen Guangjiao）

汉/英口笔译员，现供职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世界

气象组织南京区域培训中心，曾从事高校翻译及英语专

业口译课程教学近十年。1998年起开始提供专兼职语言

服务，涉及制造业、质量体系、对外贸易、民族文化、

农村发展、新能源、气象水文、老年服务、儿童发展、

儿童权益、农村社区重建、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现主

要从事气象环境水文领域国际培训的项目组织协调工

作，业余时间为国际组织及民间组织提供语言服务。

负责翻译本书第八章至第十章及相应的作者简

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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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书是来自各大洲不同宗教人士令人敬服的合作成果。如若没有世界各

地参与者不凡的创新意识、高度支持与通力协作，它就无法实现。

本书的构想成型于2015年7月联合国在纽约举办的发展与信仰磋商会上。

关于本书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其中包括来自政界、多边组织、学

术界以及巴哈伊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等多个宗教的代表。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及发展部主动承担起出版本书的重任，并正式委托其执行机

构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来负责这一项目。

自彼时起，有很多人为这本鼓舞人心的书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我

们衷心感谢迪特里希 威纳博士（Dr Dietrich Werner）在本书构思阶段提出的合

理建议。我们也要向所有的作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参与联合国磋商会的同

仁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谢谢艾沙 卡拉姆博士（Dr Azza Karam）、塔赫利

马泰伊科（Tahereh Matejko）、玛丽安 马斯特兰德（Marianne Marstrand）、彭

马田（Martin Palmer）、凯瑟琳 马歇尔博士（Dr Katherine Marshall）、庞约翰

（John Bond）、雷尼尔 科格兰博格（Renier Koegelenberg）、丹尼尔 勒谷克

博士（Dr Daniel Legutke）、丹尼尔 裴瑞尔（Daniel Perell）、邦伦 泽姆普瑞奇

（Bjoern Zimprich）、艾瑞卡 哈珀（Erica Harper）、玛莲 塞维丁贝克（Marlene 

Sieverdingbeck）、温弗里德 布雷纳（Winfried Brenner）以及朱迪斯 施泰瑙

克拉克（Judith Steinau Clark）。

乌利希 •尼克奇 （Ulrich Nitschke）

库什万特 •辛格 （Khushwant Singh）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价值观、 宗教与发展项目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