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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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一个小村庄，卡迪安（Qadian）。创始人米尔

许多人的努力由各宗、各教而来融合于自己的这一个

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Hadhrat Mirza Ghulam

诸教复兴的统一体系者已超过一万万六千万人，本会

Ahmad）昭示自己是安拉派遣的宗教复兴者，全世界

之所以能完成其所负的这一崇高使命者，是因为我们

许多宗教的信士都以不同名字和称号期待他的降临。

所认识、实践的《古兰》具备完成这一崇高使命的教

根据隐喻文字的预言，印度教徒期待着克理希纳

义。并特举例简述如下：

（Krishna），基督教徒期待着基督，佛教徒期待着佛

（一）永生的安拉，宇宙万物创造者和其与

Bahmi），而穆斯林期待着迈喜合（Messiah）和受道

A BRIEF INTRODUCTION

教长（Mahdi）。在宇宙万物创造者安拉的指引下，

(Chinese Language)

米尔萨先生做出了革命性的揭示：只出现这样一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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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复兴者来代表这一时代对各宗教所预约的复兴人

人的关系

体。他又昭告这位主许的宗教复兴者将不具有他独自

真正的宗教都源出于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
以真正的宗教都有一个宇宙万物创造者存在的信念，
各民族文化中也都有一个有意识的宇宙万物创造者
的观念。但《古兰》阐释的安拉常德具有许多特色。
例如：
①安拉自己在《古兰》中说：
“安拉具有一切极好

的教义，而只是服从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祝安拉

的常德。”其实《古兰》的宗旨就是介绍安拉常德。

赐他平安、幸福！）的复兴者。他相信伊斯兰教将成

它空前大量地叙述了安拉常德，每一常德都具有一个

为全人类最终与完美的生活法规，因此，他宣示人们

固定的名称。我们从《古兰》、圣训已知安拉百余常

所期待的宗教复兴者一定出现在伊斯兰教内；他必定

德之名。

物，以便人类最终将皈依于一个全球统一的宗教团

是一位信从至圣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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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宣讲《古兰》教义。这个宗教的宗旨就是他
们久候的原奉宗教复兴体系的宗旨。经过一百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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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因此，本会唯一任务是向世界各宗、各教以及

的宗教团体，创建于 1889 年印度旁遮普省（Punj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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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联合教内诸宗、教外诸教，使其成为水乳交融的

②伊斯兰教所教导的安拉的常德知识足以激励人

的先知；他也昭示事实上世界上所有领导人类的宗教

们对他产生两种情感：一是爱的情感；二是惧的情感。

都源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而且在原来的形式上都是

③伊斯兰教固然阐述安拉的两类常德——爱、惧，

伊斯兰教性质的。这些宗教的目的都是教人与其创造

但也强调他的热爱确超过他的愤怒。因为他的目的在

者建立关系、教人效法他的美德和善德、接近他而获

于改正人类而不是给人类痛苦。

得他的喜悦、享有两世的进步与幸福。所以米尔萨•
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奉安拉明命以《古兰》经文教
伊斯兰教内所有宗派和教外所有宗教人士都统一于
一个宗教体系中。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绝不是要在
伊斯兰教内再树立一个新的宗教，而是要以《古兰》

④安拉是“众世界的养育主宰”，所以伊斯兰教认
为他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团体而是全人类的安拉。
⑤伊斯兰教的安拉独一性的教导确是独特的，完
善的。
⑥具有一切常德的安拉是极接近人类的。
《古兰》
教人体会安拉比人们的颈动脉更接近人们。所以当人

向他祈祷时，不要用“他”而用“你”作安拉的代名

常德证实到相当肯定的程度。凡听到、见到他的人，

(6) 达到人生目的第六方法：坚毅。

词直接呼求安拉：

无不觉得惊奇。无数的人经由他获得了精神的复生，

(7) 达到人生目的第七方法：和正人为伍，模仿

“安拉啊！我们只崇拜你，我们只向你求助（1：5）
。”
他有力量接受祈祷，有求必应。
⑦安拉劝告人们在日常宗教和一般生活中经常

建立了与安拉的关系。他对于安拉的认识已达到无可
怀疑的地步：他很近地看见了安拉；他获得了与安拉

精神景象、启示和预兆。
（（大意摘自《伊斯兰教哲学》

欲；他培养了人类可能获得的安拉常德；他完全放弃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著）

物质世界而成为安拉的人。总之，他亲身体验了伊斯

进而实地学习他每一常德，同时也以常德祈求他的帮

兰教的全部教规，认识了伊斯兰教的全部真理，享受

助。

了伊斯兰教带来的善果，获得了安拉常德的精神衣
冠，于是他就在其精神衣冠中来到人间，指导人类朝

神关系，这要安拉的常德显现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

向安拉。在他的一生中，安拉的每一常德都曾明显地

才能得到证明。

经他表现出来。他由此使无数人们认识了安拉，接近

对安拉的认识或知识的三个阶级：

了安拉，与安拉建立了应有的联系。

①认识安拉的第一阶级是祈祷的接受。

（二）人生的目的和达到其目的的方法

②认识安拉的第二阶级是安拉的启示。

(8) 达到人生目的第八方法：从安拉来的纯洁的

有进无退的接近地位；他毫无保留地杜绝了个人私

记念他一切极好常德的名字和其所表现的具体作用，

⑧安拉的本体是精神的。会遇安拉与安拉发生精

他们的精神榜样。

主许迈喜合引证《古兰》说：

③认识安拉的第三阶级是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安拉

ﻥ ﺪ ُﻭﻌﺒ ﻴﻟ ﺲ ﹺﺇﻟﱠﺎ
 ﺍﹾﻟﺈﹺﻧﻦ ﻭ ﺠ
 ﺍﹾﻟ ﹺﺧﹶﻠ ﹾﻘﺖ ﺎﻭﻣ

一切常德的具体表现。伊斯兰教不但昭告可以令人获

（三）完善的道德教义
伊斯兰教不但在道德原则上有完善的指导，而且
对道德的每个细目都有完善的教诲。
世界不但需要道德的教育，而且需要实际有等级
的道德教育以便使人类达到道德完善的地步。
伊斯兰教原则性的道德教义把好坏道德都分成不
同等级。在这样分立等级的道德教义中，每一个人都
可依照自己的道德状况安排进修道德的步骤，努力行
善止恶。在它的细目性的道德教义中，每一个事情都
个别叙述，每一个道德次第都明白说明。

的认识。但如空谈安拉的常德，而没有实际明证，是

我创造了精纳（非普通人）和普通人，无非是要
他们崇拜我。
（51：57）
依照这节《古兰经》
，人生真正的目的只在真实地

⑴圣贤继续来临，表现安拉常德。

无多裨益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常有达到表明安拉常

认识和崇拜安拉，并完全地向安拉献身。人类最高才

⑵向人们阐明道德的真正等级。

德的精神高位者，他们首先在其个人生活中获得安拉

能是与安拉合德。人生在现世的真正目的就是把自己

⑶为改善人类道德向人们说明进修好道德、杜绝

常德的反应，而后把安拉的那些常德在其生活中的作

的心窗向安拉开启。

得对安拉第三阶级的认识，而且特别致力于对这个阶
级的认识。实际上，人类认识安拉，是通过对其常德

用介绍给大家，藉以领导人们获得安拉完善的知识或
认识。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对安拉无足够的认识。安拉
为领导人类重新获得对他的存在与其常德每一阶级
的认识，欢度毫无怀疑的生活，便派遣了主许迈喜合，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平安、幸
福）。这位受命者是因完全遵循伊斯兰教义、力行善

(1)达到人生目的最大方法：真正的认识安拉，信
仰真正的主宰。
(2)达到人生目的第二方法：要知道安拉所有的完
善美德。
(3)达到人生目的第三方法：要感悟安拉的至善。
美和善就是引起爱的两种原动力。

伊斯兰教培养好道德与杜绝坏道德的十一个方法

坏道德的理智与常识的原因。
⑷改正人类的错误观念，使他们放弃失望、坚定
希望的观念。
⑸伊斯兰教教人努力消除从父母得来的不良影
响。
⑹开启鼓舞内心的一切门径，激励其向善的能力。
如祈祷、礼拜、封斋及纪念安拉等。

功而获得像从前圣人们所获得的精神品位的人。他以

(4)安拉晓谕我们达到人生目的第四方法：祈祷。

⑺常与善人为伍，效法他们的道德典范。

由安拉得到的崇高精神力量，向人们将安拉的存在与

(5)达到人生目的第五方法：奋斗，即欲寻求安拉，

⑻选择饮食以增加其向善能力。

应当在主道上牺牲自己的钱财、力量、生命和智慧。

⑼人们从生下以后，便应不断地给予善事的影响。
⑽关闭一切导致罪恶的门户。
⑾人们对一切事务都要保持中庸大道。
（四）真正的圣战()ﺍﳉﻬﺎﺩ
阿文吉哈德（）ﺍﳉﻬﺎﺩ一词的字义是奋斗，即奋力格
斗。吉哈德（）ﺍﳉﻬﺎﺩ一词，作为伊斯兰教术语，汉译为
圣战。圣战分为三种：
①最大的圣战：努力苦干、改造自己、培养伊斯兰

教的人们用以保护他们的宗教。《古兰》说：

ﺮ ﻳﻢ ﹶﻟ ﹶﻘﺪ ﻫ ﺼ ﹺﺮ
 ﻧ ﻋﻠﹶﻰ ﷲ
َ ﻭﹺﺇﻥﱠ ﺍ ﻮﺍﻠﻤﻢ ﻇﹸ ﻧﻬﺗﻠﹸﻮ ﹶﻥ ﹺﺑﹶﺄﻘﹶﺎﻦ ﻳ ﻳﻟﱠﻠﺬ ﺫ ﹶﻥ ﺃﹸ
使用刀剑，也不掌握任何世俗的武器。
（无辜）遭遇战争的攻击者被赐予防
他的祈祷将是他的武器。
御战争的许可，因为他们已被虐待了，安
他的决心将是他的刀剑。他将树立

教的高尚精神和道德。②大的圣战以自己的言语和行为

拉是有力帮助他们的。
（22：40）

为典范，不畏虚假阻力向他人传达《古兰经》真理。③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在百年前就明确

最小的圣战：为了保障宗教自由而作的防御性的自卫战

申言，按照《古兰》和圣训在有关宗教信仰事务中使

争。关于这三种圣战，《古兰》和圣训都具有极为丰富

用武力是受禁止的。他说：

的内涵。而且经训还提到这三种圣战的名称，足资范例。
安拉说：

ﺍﺍ ﻛﹶﺒﹺﲑﺎﺩﻪ ﹺﺟﻬ ﻢ ﹺﺑ ﻫ ﺪ ﻫ ﺎﻭﺟ
要以《古兰》与他们好好地作大的奋斗。
（25：53）
穆圣( 祈求主宰赐其平安与幸福) 说：
 ﻣﻦ ﺇﺣﺪﻯ ﺍﻟﻐﺰﻭﺍﺕ ﻣﻊρ ﻭﰲ ﺇﺣﺪﻯ ﺍﳌﺮﺍﺕ ﺣﲔ ﺭﺟﻊ ﺍﻟﻨﱯ
". "ﺭﺟﻌﻨﺎ ﻣﻦ ﺍﳉﻬﺎﺩ ﺍﻷﺻﻐﺮ ﺇﱃ ﺍﳉﻬﺎﺩ ﺍﻷﻛﱪ:ﺃﺻﺤﺎﺑﻪ ﻗﺎﻝ
 ﺩﺍﺭ ﺇﺣﻴﺎﺀ ﺍﻟﺘﺮﺍﺙ ﺍﻟﻌﺮﰊ،)ﻛﺸﻒ ﺍﳋﻔﺎﺀ ﻟﻺﻣﺎﻡ ﺇﲰﺎﻋﻴﻞ ﺍﻟﻌﺠﻠﻮﱐ
(1362 ﻫـ ﺭﻗﻢ ﺍﳊﺪﻳﺚ1351 ﺑﲑﻭﺕ ﺍﻟﻄﺒﻌﺔ ﺍﻟﺜﺎﻧﻴﺔ
我们从最小的圣战回向最大的圣战。
这是穆圣在一次与同伴从防御战归来时曾表示：以

的力量来发扬光大的。那些称为穆斯林

考虑这件事实：在一千三百年前关于主

的人还相信伊斯兰教应该以武力来传

许迈喜合，穆圣( 祈求安拉赐他平安与

播，看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伊斯兰教真

幸福)早经说过：ﻳﻀﻊ ﺍﳊﺮﺏ意谓：当主许迈

正的优美素质。他们的行为类似野蛮的

喜合来时，他将终止战争。

行为。
（ Rūhani Khazain Vol. 15: Tiryaqul Qulub,
footnote, p 167）

主许迈喜合将不用刀剑而以祈祷和言

予穆斯林来保护伊斯兰教，而且也同样给予所有信仰宗

一起。他的时代将是和平、仁爱和人类
同情的时代。遗憾的是，人们为什么不

的圣战，则为克己约身、自我修养个人的精神和道德。
从吉哈德（）ﺍﳉﻬﺎﺩ作为术语所译的圣战一词的三种

战性质只是自卫而不是攻击。再则这个许可并非特别给

和平的基础。他将把山羊和狮子聚集在

伊斯兰教总是以其固有的完美素质

武器抵抗敌人的侵略与压迫只是最小的圣战。而最大

内容看，只有一种圣战是使用武力的，使用武力者称为
（ ﺍﳉﻬﺎﺩ ﺍﻷﺻﻐﺮ小的圣战）。并且伊斯兰教明言这种小的圣

和宗教战争将要终止，因为迈喜合将不

行典范传达真理。
当主许迈喜合显现时，刀剑的圣战

(Rūhani Khaza’in,Vol 17: Government Angrezi
aur Jihad P.7-8, 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