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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简介
著者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一八三五年出生于印度卡迪安镇。一生献身宗教，
以研究《古兰》，崇拜安拉和宣扬伊斯兰教为唯一职志。他目睹伊斯兰教成为每一方面
肮脏攻击的目标，穆斯林运气不振，信仰产生了怀疑，宗教只剩下了皮毛，乃致力伊斯
兰教维护和解说的工作。首先，他在他发行的四册划时代的《阿哈默底亚论证》 اﻟﺒﺮاهﻴ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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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ﻷﺣﻤﺪﻳﺔ一书中，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有生气的宗教。我们遵照它的教义，能够建立与造
物主的联系和友谊的交接。《古兰经》所包容的教义和伊斯兰教所传布的法则是为了提
高智慧、道德和精神的完善发展的。他宣称安拉派遣了他做《新旧约》和《古兰》所预
言的基督（MESSIAH 迈喜合）。一八八九年他受安拉的命令创立教会。现在这个教会
已建立了大量的传教中心和清真寺向整个世界宣扬伊斯兰教义。他著书八十多部。这些
著作多是用乌尔都文写的，有些是用阿拉伯和波斯文写的。先生于一九О八年逝世。努
儒丁先生继承其宗教事业。一九一四年他的第一继位人弃世，其受约的儿子米尔萨·迈合
姆德·阿哈默德先生受选为第二继位人。一九六五年其因病去世，著者之孙米尔萨·纳思
尔·阿哈默德被选为第三继位人。在这位继位人于一九八二年逝世以后，继而做其第四继
位人的，是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

前言
著者十分尊重伊斯兰教所介绍的耶稣 作为圣人的伟大人格的。例如，他说：
“我们奉安拉的命令也要信仰耶稣是安拉的清高正直的圣人，并认识他的真实圣人品
位。所以在我们任何著作中都没有违反其使者尊严的任何字句。假如有人如此设想，那
么，他是受骗的，不真实的。”（《和平的日子》اﻟﺼﻠﺢ

）أﻳﺎم

《古兰经》称他伊撒。
“我们同那个号称‘上帝’的耶稣有是非真伪的争辩，与《古兰经》所述的同一名字的主
选圣人没有什么纠纷。”
（《安拉使命的宣传卷六》اﻟﺮﺳﺎﻟﺔ

ﺗﺒﻠﻴﻎ

）

敬请读者注意！如果你们觉着本书在引证《新约》的字句中有违反耶稣圣人尊严的
话，那绝不是著者自己的意思和信念，只是他要以基督教徒自己信仰的经典来证实他们
信仰的错误的。请莫误解。

译者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我们赞扬安拉，我们为安拉的尊贵使者祈求福泽。
一位基督教朋友司拉丁从拉合尔（LAHORE）寄来四个问题，要我解答。我认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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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众的好处，把这些问题的解答印行是件适宜的事情。所以我把这四个问题和答案一
并写在下面。

问题一
根据基督教的信条，基督来临今世的使命是，热爱人们并为他们牺牲自己。伊斯兰
教的创始人的使命能否显出这两种意义？或则博爱与牺牲之外还有更好的字样显示他的
使命？

回答
敬请留意！问者的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似乎是依据基督教人的思想，基督来临今世
的目的在于博爱罪人，把他们的罪恶、诅咒放在自己头上，而后由于他们的罪恶的因缘
而被置于死地。《古兰经》为了拯救罪人是否指出这类被诅咒的牺牲典范呢？（加拉太
书3：13；申命记21：23）
如果《古兰经》没有指出这类的牺牲典范，为了拯救人类它是否指出较好的方法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司拉聚丁先生应当知道，《古兰经》并不介绍被诅咒的牺牲，
《古兰经》绝不认为把一人的罪恶或一人的诅咒，放置在另一人身上是合法的，更不要
说将
无数人的诅咒集在一个人的头上。《古兰经》清楚地说：
(165 :6) .ُأﺧْﺮَى

ﻻ َﺗ ِﺰ ُر وَا ِز َرةٌ ِوزْ َر

“一个人不负担另一个的担子。”（6：165）可是在论述《古兰经》关于得救问题的
教义之前，我认为向人们指出基督教人对于得救问题原则上的错误，是适当的。因为这
样一来，愿意研究《古兰经》和《新约》关于得救问题的教义的人能够容易地作个比较
研究。
敬请留意！基督教人的一个基本信条是，真主为了博爱世人，拯救他们，把违背者、
不信者及恶行者的罪恶移放在其爱子耶稣身上，为了使人类脱离罪恶把他当作被诅咒的，
把他挂在诅咒的十字架上。这一基本信仰从每一方面讲，都是败坏的、不纯的、值得羞
耻的，如果我们把这一基本信仰用公平的尺度衡量，明显地看到，把张三的罪恶放在王
二身上是不公道的。人的良心绝不喜欢释放犯罪者，而把他的惩罚加给不犯罪的人。如
果根据精神哲学研究罪恶真义，也鉴定这个宗教信条是败坏的。因为实际上罪恶是一种
毒物。这种毒物是当人们不服从真主，不热爱真主，不殷勤地思慕真主而产生的。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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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树从地下拔起，无力吸取水分，便日渐枯萎。它的全部青绿势将凋零。同样地，如果
人的内心根本没有对主的热爱，那么，他的心会受罪恶克制，正如离土的树受制于干燥
一样。真主的自然律作证疗治这种枯萎有三个方法：
（一）爱。（二）

（اﺳﺘﻐﻔﺎر伊思低俄法罗）。这个字的意思是压制的和隐藏的欲望。

因为树根只有稳定在泥土中，才有青绿的希望的。（三）（ﺗﻮﺑﺔ讨白）。意思是，为了
吸引生命之水，谦虚地转向真主，使自己与真主接近，以良善的行为把自己放置在罪恶
的阻障之外。悔改不只是口头的。十全十美的悔改与良善行为有关，一切良善的行为都
有助于完成悔改的目的。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达到接近真主的目的。祈祷也是悔
改，因为我们也以祈祷寻求接近真主。真主创造了人的生命，把它叫做灵魂
它的真正的安息راﺣﺔ在于信奉真主，热爱真主和服从真主命名为

ﻧﻔﺲ

روح，因为

（音译：那甫思，

在字典里意思是物的本身），因为它是产生与主合一的关系的。纪念真主的心就好像花
园的那棵树一样，它好好地附着花园的泥土，这便是人的天园。像树吸取地的水分，将
其抽引到自己的体中并藉其呼出含有毒素的蒸汽，人的心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它吸饮热
爱真主的水，获得消毒的力量，很轻易地排出一切不良因素，在真主怀抱里逐渐地得到
纯洁的培养，广泛的扩展，显现青绿美景，生长丰富果实。可是那与真主没有联系的心
不能吸收培养的水分，所以日渐枯萎，最后叶子也将脱落，只剩下干枯不美观的枝条，
因为罪恶的干涸产生于和真主关系断绝。所以消除干枯的直接方法，便是与真主建立坚
固的关系。这是自然律在作证。关于这一点，荣耀的主宰指示道：

ﻲQِﺧﻠِﻲ ﻓ
ُ ْﺎدQَﱠﻴ ًﺔ*ﻓQِ َﻴ ًﺔ َﻣﺮْﺿQِﻚ رَاﺿ
ِ Qﻰ َرﺑﱢQَﻲ ِإﻟQِﺟﻌ
ِ ْ ُﺔ*ارQﺲ اﻟْ ُﻤﻄْ َﻤ ِﺌﻨﱠ
ُ ْﻳَﺎَأ ﱠﻳ ُﺘﻬَﺎ اﻟﻨﱠﻔ
(31-28 :89)ﺟﱠﻨﺘِﻲ
َ ﺧﻠِﻲ
ُ ْﻋﺒَﺎدِي*وَاد
ِ
从真主获得满足的灵魂啊！你喜悦地、受喜悦地归向你的养主吧！你参与我的仆人
群中，进入我的天园吧！（89：28-31）
总之，脱离罪恶的唯一办法便是敬爱主宰。所以从爱的源头所发出的一切善行都洒
水于罪恶的火上，因为人为了真主所做的善行证实他爱真主。信仰真主的程度达到把他
放在一切东西，甚至自己的生命的前面，是爱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爱，类似被种植
在泥土中的树木一样。脱离罪恶的第二阶段是

（اﺳﺘﻐﻔﺎر伊思底俄法尔），意思是，不

要离开主宰，暴露自己的缺陷。这一阶段如同树木有力地把它的根都深固地扎在泥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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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第三阶段是悔改。这种情形类似树把自己的根源接近水分，像婴儿一样吸吮它。
总之，罪恶的原理便是：罪恶是离开真主的产物，所以脱离罪恶必须与主宰建立关
系。那些说人家的自杀是自己罪恶的治疗的，是多么无知呀！
一个人为了怜悯别人的头痛拿石子打击自己的头，或则为拯救别人而自杀是一件可
笑的事。我想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能把这种自杀看作人类的同情。人类的同情无疑地是
一个伟大的品德。为拯救别人而自己受苦，确是一件勇敢人们的工作，但所叙述的耶稣
的行径是否就是担负这些艰苦的唯一道路呢？如果那时耶稣避免了自杀，为了人们的安
宁，像一个智慧的人聪明地担当艰苦，那么，他是能赐予世人好处的。这是多么好啊！
例如一个穷人需要房屋，没有力量雇用泥水匠，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个泥水匠对他慈
悲，忙于建造他的房屋，不要工资，担负数日的辛苦的劳力，把他的房屋建好，无疑地，
这泥水匠值得表扬，而且他对那个替其建房的穷人的确做了善功。但是如果他怜悯那个
穷人而击打自己的头部，那个穷人能够从他的这个行为得到什么好处呢？遗憾的是，世
界上很少人走着作善功、施慈悲的合理道路。如果耶稣真是因认为藉着他的死亡，人类
能够得救而自杀的，那么，耶稣太值得可怜了。这个事件不但不当宣扬而且值得隐藏的。
如果我们从诅咒的意义看基督教人关于基督所杜撰的教条，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
说：基督信徒由于建立这项原则却对基督耶稣作了空前的傲慢无礼行动。像这样的傲慢
无礼，恐怕世界上任何民族对他的使者或圣人都没有做过。因为耶稣的成为被诅咒者，
——就是三天也好，是基督教人士的信条。如果不把耶稣当作被诅咒者，那么，依照基
督教的信条，赎罪与献身（即钉十字架）等等都成为虚假的，好像全部信条的梁木只是
诅咒而已。
在基督教人看来，耶稣为了人类的博爱而被遣到世界和为了人类作了自我献身，只
有在一个条件下，是有益处的：即保持“耶稣首先为了世人罪恶的因素成为被诅咒的，然
后被钉在诅咒的十字架上”的信条。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基督耶稣的献身（即钉十
字架）是被诅咒的献身新约：加拉太书3：13），从罪恶得来诅咒，从诅咒而致钉在十
字架上。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诅咒”可以归于一个真实的人吗？要知道基督教人做了大
错。他们认为把诅咒归于基督是合法的（即使三天或少于三天也好）。因为“诅咒”的意
义与被诅咒者的内心有关。当一个人的心完全违背真主而另有所注，成为他的仇敌时，
才命名为被诅咒者。就因为这个原因，被诅咒者是魔鬼的名称。谁不知诅咒的意思是剥
夺一个人的“亲近真主”的精神地位。这个字是用于不敬爱、不服从真主，成了真主的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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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的人们的。

（ﻟﻌﻨﺔ喇奈特——诅咒）这个字便是这个意思，这是一切阿文专家都同

意的。现在我们试问：如果从前基督耶稣确实遭致诅咒，那么，如诅咒一字所包含的意
义，他那时必然地真正遭受真主的愤怒，他的内心逐渐地失去了对真主的认识、服从与
热爱。真主成为他的仇敌，他成为真主的仇敌；真主对他不快，他对真主不快。如此必
然的结果是，基督在被诅咒的日子里，实际上已成为不幸者，他的心已背离真主而另有
所注，变为主宰的敌人，魔鬼的朋友。所以关于耶稣保持这样信条，好像把他当作魔鬼
的兄弟（求真主保护我们）。我认为除了天性邪恶、不洁的人，对一个真诚正直的圣人，
没有一个怕真主的人能如此大胆。
当实际上基督耶稣的心成为诅咒的对象的事实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同时也
势必相信像这样的“受诅咒的献身”的信条也是虚假和无知人们的造作。如果说，得救先
是定耶稣是恶魔，远离主宰而另有所注，那么，这样的得救毫无价值，我们诅咒它！若
果基督教人不给一个接近真主的人以魔鬼的头衔，而自己接受火狱的惩罚还倒好些。遗
憾的是，他们相信了这多么荒诞、不纯正的道理。一方面他们假定他是真主的儿子，由
真主而来，又合乎真主；而另一方面又给他以魔鬼的头衔。因为诅咒专属于魔鬼，被诅
咒者是魔鬼的名称，被诅咒的是出自魔鬼，合乎魔鬼而自己就是魔鬼，所以依据基督教
人的信条，耶稣有两种三位一体的特征。一种是博爱主的；一种是魔鬼的。耶稣置身于
魔鬼中，把自己与魔鬼合在一起，通过诅咒把魔鬼的特质放在自身里面。换言之，他违
背了真主，离开了真主，成了真主的仇敌（求主保护我们免有这种信仰）。现在司拉聚
丁先生公平地说，为基督所假定的这个使命中，有精神或理智的洁白成分吗？为了自己
的得救，将一个正义的人认定是真主的仇敌、真主的背逆和魔鬼，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
更坏的宗教信条吗？全能、仁慈、慷慨好施的主宰有什么“受诅咒的献身”的需要呢？
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原则，即我们看犹太人是否也受了这被诅咒的献身
教育，这一原则的虚伪的真相更为显着。因为这是明显的：如果真主看来，人类的得救
只有这么一个方法，所谓他有一个儿子，那儿子自己担负一切罪人的诅咒，然后作为“被
诅咒的献身”，被拉到十字架上，那么，这种“被诅咒的献身”在犹太教人的《旧约》及其
它书籍中必被明文叙述的。因为任何有智慧的人不能设想，真主为拯救人类而定的永恒
法则，变幻无常，《旧约》、《新约》和《古兰》三个时期有相异的法则，为世界其它
地区所受派的圣人，另有别的法则。当我们以研究和探讨的眼光，阅读《旧约》和犹太
人的全部书册，我们得知这些书籍并没有这种“被诅咒的献身”教育。在这些日子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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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曾写信给犹太教的大学者们，请其以真主之名立誓答复“为人类的得救，《旧约》和其
它书籍中你们被给予什么教义？是否被给予信仰主子赎罪和主子献身的教义，或别种教
义？”他们的答复是，关于得救的教义，《旧约》与《古兰》全相符合。意思是，得救的
途径只是诚实地倾向真主，渴望罪恶的恕赦，远离自己的情欲，为获得主宰喜悦而力行
各种善功并大力而严格地遵守主宰的规则、法律、命令和劝告。依照他们的观点，人类
得救的教义《旧约》曾多次记述。真主的历代圣洁的圣人都经常教育人们严格遵守，又
因为人们背弃这种教义，天惩也曾不断降临。这些犹太教学者们不仅以详细的书信答复
了我的问题，并寄来了他们研究的学者们有关这方面珍奇无比的著作。直到现在这些著
作和书信都在我处。凡是想看的，我都可以给他看。我有意将这些证据一并记录在一本
详细的书中。
现在一个明智的人应当以纯洁的心做极为公平地考虑，如果实实在在真主把基督耶
稣作为自己的儿子，将别人的诅咒放置在他的身上，并定下了这“被诅咒的献身”是人类
得救的门径，而犹太教人就是获得这种教义的，那么，犹太教人为什么直到今日隐藏这
种教义并坚决敌对它呢？当我们看到为了复兴犹太人的教义，圣人也不断地来临，穆撒
圣人在数十万大众之前曾讲述了《旧约》教义，且晓示他们把真主的命令与戒律写在自
己的门框、门户和衣袖上教育子孙，自己背记，犹太人怎么将经由历代圣人而获得的教
义竟能遗忘呢？由于这些事实，上面的异议更显得有力了。虽然《旧约》教义有这么多
保护的方法，但犹太教的所有的宗派却都把《旧约》中得救基础的可爱教义遗忘了，这
是可以了解的事情，或谁的纯洁良心能够作证的？犹太教人不但从今天起，从前就说《旧
约》所教的得救方法就是《古兰经》所教的得救方法。所以在《古兰经》下降的时期，
他们做了这个证明，现在也做这个证明。关于这一主题，我这里有他们寄来的信件和书
籍。如果犹太教人为得救而受了“被诅咒的献身”教义，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犹太教
人隐藏这种教义。是的，犹太教人不信基督耶稣是主子，不认为他的钉死于十字架上就
是其真正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说他不是为拯救世界而献身的真正主子，真正的主子
将在某一时代里出现，这是可能的。但是犹太教的所有的宗派根本拒绝原为他们的经典
所载的、真主的清高圣人所复兴的这种教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犹太教人直到现在，
仍然活着，他们也有学者，也有经典。如果有谁怀疑，他应该向他们当面询问。一个真
正寻求真理的明智之士不需要犹太教人也对这事作个证明吗？犹太教人长期以来，便背
记《旧约》的教义，不是最初的证人吗？这样把一个弱而无力的人当作主宰（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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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既没有前代教义及其教义继承者的证明，又没有后代教义的证明，也没有人类智
慧的证明。他们认为那人是主宰的化身又认为他是魔鬼的化身，你说这些污秽不洁、不
合理智的事情，天性纯洁的人能相信吗？
当我们从另一方面观察这一信条，我们看到，它不但违反了《旧约》的遗教、先代
的教义，放置了一个人的罪恶于另一个人的身上，把一个正义之士的心强以为是被诅咒
的、远真主的、被弃绝的与魔鬼同一思想的，而且究竟给信仰“被诅咒的献身”的人们有
什么益处呢？他们是不是远避了罪恶，还是他们罪恶已被宽恕了呢？那么，更证明这一
信条的背理荒诞。因为他们的远避罪恶和获得真正贞洁的宣称，明显地违反事实。根据
基督教人的信仰，达五德圣人（愿主赐给他平安）也曾信仰“耶稣的赎身”。但是照他们
的话说，在达五德圣人接受这个信条之后，又杀了一个无罪的人，且奸淫了他的妻子（撒
母耳记下第11章），在私欲的事情里，消费了国库的钱财，娶了一百太太，直到晚年仍
不断地做这些罪恶（列王记上第一章），极为骄横地天天犯罪。如果耶稣的“被诅咒的献
身”可以防止罪过，那么，达五德圣人不致如他们所说的耽溺于罪恶到这个程度。同样地，
耶稣的三位外祖母犯了淫乱的罪（创世纪38：16；撒母耳下11：2-4；约书亚记2：1；
马太福音第一章不过我们强烈地拒绝《马太》耶稣家谱和《新约》所记述关于塔玛Thamar
喇合Rahab和拔示芭Bethsabee事实的正确性）。明显地，如果说信仰耶稣的“被诅咒的
献身”在产生内部的纯洁中有些作用，他的外祖母们必然从这种信仰获得益处，不致犯了
这样可耻的罪恶。同样地，耶稣的使徒在其信仰以后，也犯了可耻的罪恶。犹大以三十
元出卖了耶稣，（马太27章；马可14：10，11；路加22：2-6；47-48）比得当着耶稣
的面咒骂他三次( 马太26;74-75)，其余的使徒全部逃避。明显地，咒骂圣人是严重的罪
过。近来欧洲盛行喝酒与奸淫的风气，不需要在这里加以描述。我们在以前的一个著作
里，曾依据欧洲许多报章的参考资料，叙述一些有身份的神父先生们的奸淫事迹。这些
事实很清楚地证明“被诅咒的献身”不能阻止罪恶。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被诅咒的献身”不能防止罪恶，而且有的罪恶是不是通
过它而受恕赦？好像这是一个这样的秘法：一方面一个刁恶不义的人作了不法的血
案，或犯了盗窃罪，或拿虚假的证据损害别人的财产、生命或名誉或非法地侵占了
别人的财产；另一方面，他在信仰这“被诅咒的献身”之后，还能侵吞真主仆人们的权
利。同样地，一个人常活在奸淫的不洁状况中，只要同意“被诅咒的献身”信条，便能
逃避真主的强制性的惩罚。极为显然地，事理不是如此，而且先居心犯罪而后求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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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于“被诅咒的献身”信条，是刁恶不义的道路。我想保罗的心里也曾开始担心这个基
本信条不是真实的。因此他说：“耶稣的献身是为了第一次罪恶，耶稣不能是两次被
钉于十字架上的（希伯来10：26；6：6）。”但是他由这一句话，便陷入一个大的困
难中。因为如果耶稣的“被诅咒的献身”是为了第一次罪恶的话，并且是真实的，那么，
像大卫圣人将被宁为最适合于永远火狱的（我们求主保护免有这种观念）。因为依
照基督教人的话，他曾奸淫乌利亚的妻子，未经真主的许可把她终身放在自己的家
里。她便是马利亚的母系中耶稣圣洁的外祖母（马太福音1：3-7）。除此之外，大
卫又娶了一百妻子（撒母耳记下第12章），依照基督教人的规约，他这样做是不合
法的。这罪恶再不是他第一次的罪恶而是他常犯的罪恶。每天都开头重犯。当“被诅
咒的献身”不能阻止罪恶，无疑地一般基督教人也必然犯罪，正如现在基督教人正犯
着罪过。根据保罗的原则，他们的第二次罪过，不应受恕赦，永久的火狱是其惩罚。
在这种情形下，连一个基督教人也不能证明是从永久性的火狱得救的。例如，司拉
聚丁先生不必远看，只须观察自己的情况。首先，他信了马利亚之子是上帝（安拉）
的儿子，受了“被诅咒的献身”的洗礼。然后，来卡迪安重新成为穆斯林，承认过去匆
忙中错误地受了洗礼。他经常奉行拜功，并多次在我面前承认了他已看透了基督教
所谓赎罪的谬误本质，认为它是假的。可是从卡迪安回去以后，他被诱入牧师们的
陷阱而再信奉基督教。现在司拉聚丁先生应当自己考虑一下，当他第一次在受了洗
礼之后，再脱离了基督教，并以言语和行动反对基督教，根据基督人的宗教原则，
这是他第二次犯的大罪。依照保罗的话，他的这个罪过将不被恕赦。因为这个罪过
的宽恕需要耶稣第二次钉上十字架。
如果说保罗认识错误或说了谎话，实际上，在信仰“被诅咒的献身”以后，不论什么罪
恶都再不算做罪恶，盗窃、奸淫、谋杀、谎言、背心，总之，不论你任意作什么，都将
不受任何拿问。像这样的宗教将是一个传播污秽不洁的宗教。当时的政府应当取得奉行
这样信条者良好行为的担保。假如他们再提起信仰“被诅咒的献身”的人获得贞洁，不再
犯罪，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作了答复。这事绝不真确。我们刚才已经写过
了大卫圣人的罪恶，耶稣外祖母们的罪恶，使徒们的罪恶，以及牧师先生们的罪恶。并
且一切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日子里在恶事方面欧洲列为第一等级。即使有人举例述说
某人过着廉洁的生活那他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的生活实际上是廉洁的呢？很多刁恶不
端、败德、受贿、淫乱、蓄养娼妓、豪饮与不信真主之徒，外形上能显示廉洁的生活，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m.o.chou@btinternet.com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11
可是他们的内部一如坟墓，除腐蚀的尸体与枯骨之外，别无他物。
除此之外，一个民族的全体天性善良或全体天性邪恶的思想，也是不合理的。我们
看真主的自然律给予了每个民族这样声称的权利：正如他们中有些人是天赋不道德、坏
心眼、恶意向、不良行为的，同样地，他们也有些人是天生地心地谦逊、本性善良、品
格高尚、持身良好的。印度教人、波斯教人、犹太教人、锡克教人及佛教人都不在这个
天然律令之外，连清道夫和补鞋匠也在这个天然律令之内。人们在文化与礼仪领域中，
越是进步，其民族尊敬、民族知识和民族威严越是发展，他们天性良好的人在其洁白生
活高尚品格中，越享有广泛的盛名，显着地表现自己的模范。如果所有民族的一些人没
有天赋的善良素质，就是他们改善了宗教也不能产生那善良的素质，因为真主的自然律
是永不改变的。假如一个人渴求真正的真理，他必须相信在宗教存在以前真主已分给了
人类不同气质，有些具有较多的温和与亲爱的品格，有些人具有较多的刚愎和忿怒的性
质。宗教只教偶像崇拜者或伟大崇拜者把他们向受造物所表现的亲爱、服从、诚信和忠
实转示于真主，在主道上显出其忠顺的良能。
宗教在人类天赋能力上，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新约》对它并没有作任何答复。因
为《新约》不教育人类行为的哲理。但是尊贵的《古兰经》十分详明地反复解答这个问
题。它说，宗教的职责不在改变人们的天赋力量，把豺狼变成山羊，宗教的唯一目的是，
领导人类因时因地制宜地运用其一切良知良能。宗教没有改变任何人天赋力量的职权，
它只能引导人们在适宜的时空里利用其天赋力量。它不偏重于一种天赋力量，如慈悲或
宽恕的陶冶，而劝告人类培养一切天赋力量。因为在人类天赋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一种
是恶的，不过它们的无节制、过度和不良的运用是恶的。人之所以受谴责，不是因为天
赋力量，而是因为天赋力量不良的运用。简单地说，绝对而完全的分配者赐予每个民族
同等的天赋力量，正如所有民族每一分子都领受耳、目、口、鼻、手、足等外形的器官，
同样地，他们也都被赐予内在的各种力量。在每个民族中，就中庸或偏倚、过度或失度
而论，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如果我们要证明某一民族变成善良，或则把某一宗教定
为某一民族文雅有礼的真正因素，是他们宗教的影响力量，那么，只有当那个宗教的某
些完善信徒表现其它宗教的信徒所没有表现的精神力量。所以我强有力地说，这是伊斯
兰教的特征。伊斯兰教把千万人的精神生命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品级。在那个品级里，
我们可以说，真主的精神安住在他们里面，他们的心中产生了真主赞许的光明，好像他
们现在是真主光辉的反照者。这种人士在每一世纪中降临人间。他们廉洁的生命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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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的声称，没有证明，而是真主作证他们的人生是廉洁的。
当记着，真主的尊贵的《古兰经》里所叙述的上等廉洁生命人物的征象是：奇迹从
这种人们显现的，真主应答他们的祈祷，与他们会话，启示他们有关将来的消息并
赞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伊斯兰教中曾出了成千上万这一类的人物。这个世纪是
我这个安拉微小的仆人，以个人典范作证《古兰》经律。但是基督教中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有能依照《新约》所既定的征象而证明其真正信仰与廉洁人生的人呢？每
一个东西都是从其征象被人知道的。正如耶稣说：“树的好坏从它的果子可以分辨出
来。”（路加6：44） 如果廉洁的人生只有声言而无他们经书既定的征象的作证，那
声言必是虚伪的。《新约全书》没有书写真实信仰的任何征象吗？它没有把那些征
象描写为奇绝非常的吗？如果《新约全书》写了真正信徒的征象，应当依照《新约》
既定的征象，考验每个声称廉洁生命的基督教徒。请考验一下，一个高级的牧师与
一个最微小的穆斯林在精神的光辉和真主的赞许中的竞赛，如果那个高级的牧师，
在与那个微小的穆斯林的抗衡中能被发现有些精神光辉之分，我应得一切惩罚。就
为这个原因，我已多次邀请基督教人在这方面来与我作比赛的宣告。我实在地说，
我的真主作证，我已有了体验，从真主的光辉获致真正信仰与实际廉洁的生命，除
通过伊斯兰教外，怎样也不能得到。我们所获得的廉洁生命不是我们的空口自夸，
而是有真主异征的作证。除非有真主的作证，任何廉洁的生命是无法证明的。我们
不能获知任何人隐匿的虚伪与无信。但是当真主作证的廉洁心地的人见于某一民族
之中，那么，那个民族的其它外形廉洁的人也将被认为廉洁的人，因为一个民族如
同一个整体。从一个模范就能证明那个民族能以获得真主赐予的廉洁生命。在这里
陈述任何从前的故事是无用的，相较之下应当出示现时的事实。
就根据这一点，我曾向基督教人作了决定性的宣告。所以如果他们渴望真理，他们
必注意这一方面。现在我再说，基督教人声称他们具有信仰与廉洁生命，穆斯林也作这
类的声称。现在尚需研究的是：在这两群人中，在主宰看来，哪一群的信仰值得接受的，
哪一群的生命实际上是廉洁的，哪一群的信仰不过是魔鬼的思想，其廉洁生命的声称只
是由精神盲目而生的妄念。我的看法：只有具备真主的证明和接纳迹象的信仰，才是真
正的和受真主接纳的信仰。同样地，只有具备真主迹象的生命，实际上才是廉洁的生命。
我们不能接受单独的宣称而已。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在宣称他们中间曾出了些很大廉洁
生命的人物，现在还有这样的人物，并且他们还引证那些所谓廉洁人物的行为。其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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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行为的真相如何，是难以决定的。如果基督教人认为从赎罪可以得到纯洁的信仰和纯
洁的生命，那么，他们应当来到竞赛的场合，在祈祷的接纳与异征的显现方面同我一较
高下。如果他们以真主的异征，证明他们的生命清廉，我当受每种惩罚，应得一切耻辱。
我特别着重地说，从精神生活的观点看，基督教人的生活是非常不洁的。那个创造天地
的高洁的安拉，对他们的信条的憎恶正像我们憎恶十分不洁的腐蚀尸体一样。
如果我的这几句话是虚假的，如果真主不同意我的话，那么，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来
同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再一次地说，基督教人中绝对没有从安拉而来的照耀人心的清廉
人生。如我业已叙说他们有些人如一般民族一样天性善良，所以天生的善良不在我的论
述之列，每个民族中多少总有些谦逊高洁之士，连清道夫、补鞋匠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但是我所说的是安拉赋予的清廉生命，那生命是，藉安拉降下的、具有安拉迹象的言语
而培养得来的。那种生命在基督教人中是没有的。请告诉这“被诅咒的献身”究竟有什么
好处呢？
当基督教人所称的耶稣教人的得救方法业被详加叙述，自然地，在这里产生的一个
问题是，我们的圣人（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幸福）为了人类的纯洁与得救是否也提供这种
被诅咒的爱与被诅咒的献身，或则别种方法呢？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在伊斯兰教的教义
里，绝对没有这种污秽不洁的方法。它不但不提供被诅咒的献身，也不提供被诅咒的爱，
它教育我们为了获得真正廉洁，我们必须做真正的自我献身。那个献身要给忠诚的水涤
洗，真实和坚忍的火精炼的。如安拉说道：

ْﻴْ ِﻬﻢQَﻋﻠ
َ ٌﻮْفQَﺎ ﺧQَ ِﻪ َوﻟQ َﺪ َرﺑﱢQْﻋﻨ
ِ  ُﺮ ُﻩQْﺴﻦٌ َﻓَﻠ ُﻪ َأﺟ
ِ َْﺑﻠَﻰ َﻣﻦْ َأﺳَْﻠ َﻢ َوﺟْ َﻬ ُﻪ ِﻟﱠﻠ ِﻪ َو ُه َﻮ ُﻣﺤ
(112:2) .ن
َ َوﻟَﺎ ُهﻢْ َﻳﺤْ َﺰﻧُﻮ
意思是：凡人把自己托付给安拉，在他的道路上牺牲自己的生命，热心行善，他将
从接近安拉的泉源里得其报偿，他们没有什么惧怕，也没有什么忧愁。这就是说，凡人
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用在主道之上，他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整个生命都纯粹为了
安拉，热心从事真正的善行，安拉自己将给他报偿；解除他的一切恐惧与忧愁。
记着！这里所叙述的

（إﺳﻼم伊斯兰）一字，《古兰经》在别处称它 （اﺳﺘﻘﺎﻣﺔ坚定）。

例如，安拉教我们这个祈祷：

(8- 7 :1) .ْﻋَﻠﻴْ ِﻬﻢ
َ ﺖ
َ ْﻦ َأﻧْ َﻌﻤ
َ ط اﱠﻟﺬِﻳ
َ ﺻﺮَا
ِ (7)اهْ ِﺪﻧَﺎ اﻟْ ُﻤﺴْ َﺘﻘِﻴ َﻢ
意思是：安拉啊！使我们固守（اﺳﺘﻘﺎﻣﺔ坚定）的道路，那是那些曾从你那里获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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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人们的道路，通过那个道路，你曾为那些人们开启了自己的门。要知道，每一个东西
的（اﺳﺘﻘﺎﻣﺔ坚定的状态）是以其存在的目的，而加以解释的。安拉创造人类的目的在于
完成安拉的意旨，所以人的（اﺳﺘﻘﺎﻣﺔ坚定的状态）是，正像他为了永久的服从安拉的意
旨而被创造，他要实实在在地成为安拉的。当他以全部力量把自己变成安拉的，那么，
无疑地他将获得恩惠，即廉洁的生命。像你们看到向太阳的窗户被打开了，那太阳的光
线就必然地射进窗户里来，同样地，当人全然地朝向安拉，与安拉没有了隔阂，马上便
有一个光耀的火焰降在他的身上，把他形成光辉的，刷洗他内在的一切污秽，于是他便
成为一个新人。他的内部便产生一个重大的变革，然后才可说，那人获得了廉洁的生命。
这种廉洁生命获得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在这方面安拉（光荣是他的）在下面一节经
文里指示道：

(72:17) .ﺳﺒِﻴﻠًﺎ
َ ﻞ
ﺿﱡ
َ ﺧ َﺮ ِة َأﻋْﻤَﻰ َوَأ
ِ ن ﻓِﻲ َه ِﺬ ِﻩ َأﻋْﻤَﻰ َﻓ ُﻬ َﻮ ﻓِﻲ اﻟْﺂ
َ َو َﻣﻦْ آَﺎ
意谓，凡人盲目地活在这个世界里，从来没有看见安拉的光亮，他在那个世界里也
将是盲目的。简言之，看见安拉的人是从这个世界带去精神官能的，凡人在这个世界里，
没曾得到这种官能，他的信仰只限于故事与传说，他势将长远地生存在黑暗之中。总之，
清高的安拉为了我们获得廉洁的生命与真正的得救，教导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变为安拉的。
真正忠实地委身于安拉之前，即使遭致死亡，粉身碎骨、葬身于烈火里，也要自别于把
被创造者称作安拉的败类，并应当拿我们自己的血，作证安拉的存在。正是为了这个原
因，安拉把我们的宗教命名为

（إﺳﻼم伊斯兰——顺服），好指示我们已把我们的头低

放在安拉之前。自然律明显作证，凡《古兰经》所教的获得廉洁精神与真正得救的方法，
同样也见于物质世界之中。我们每日见到所有的动物和植物，由于获得败坏的食物，没
有好的营养而产生多种疾病。为了杜绝那些疾病，自然律规定合乎卫生的东西应当供应，
不合卫生的东西应当停止。例如，树木，你看它们为了自己的健存，具备两种特质：第
一种是使其根进入于地的深处以免分离干枯；第二种是利用其根的管道吸取地中的水。
就这样，它们生长发育。自然为了人也安排了这个原理。意指：人也要在这种情况下才
能获得成功。首先他以诚实与坚忍的精神，建立与安拉坚固关系。以

（اﺳﺘﻐﻔﺎر伊斯底

俄法尔）把自己的根栽植在安拉的热爱之中，然后，以忏悔的言语和行为转向主宰，用
自己谦虚与卑屈的导管，把精神之水导向本身。这样以来，他以这种精神之水，洗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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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干燥，消除精神的孱弱。使信仰根基强固的

（اﺳﺘﻐﻔﺎر伊斯底俄法尔）在《古兰经》

中记载着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人把自己的心坚定地放在安拉的热爱之中，藉着与安
拉的关系，阻止其在远离安拉的状况下所犯的罪恶。就像这样，他在与安拉接近的情况
下，求安拉的援助。这种

（اﺳﺘﻐﻔﺎر伊斯底俄法尔）的祷告仪式是已接近安拉的人们所

特有的。他们认为刹那间离开安拉都足以导致自己的毁灭，把以他们做

（اﺳﺘﻐﻔﺎر伊斯

底俄法尔）的祷告以求主宰永久地把他怀抱在自己的爱中。第二种（اﺳﺘﻐﻔﺎر伊斯底俄法
尔）是脱离罪恶奔向主宰。像树植根于土的深处一样，把安拉的热爱根蒂固地植于自己
的心中，以便其获得纯洁的培养，免除罪恶的干燥和精神的衰退。这两种精神情况都称
作，

（伊斯底俄法尔），因为

引申而来的，似乎

ﻏ َﻔ َﺮ
َ 的意思是隐藏和制止，اﺳﺘﻐﻔﺎر一字是从ﻏ َﻔ َﺮ
َ

اﺳﺘﻐﻔﺎر一字意味着安拉制止坚定爱他的人们的罪恶，使其不得曝露

其普通品德上的缺点且把他放在自己圣洁常德的覆盖中，赐予他自己一部分圣洁的常德，
或则如果由于罪恶的显着，有人暴露了自己的弱点，真主将把它隐藏起来，使其不遭致
暴露的不良影响。因为安拉是一切博爱的源泉，他的光辉每个时候都在预备着消除每一
个黑暗，所以为了获得纯洁的人生，正直的道路是我们畏惧这种可怕的状况向圣洁的源
泉伸出手来，那源泉向我们急流，马上刷洗我们一切的污秽。最使安拉喜悦的牺牲是，
我们真正在他的道上接受死亡，把自己放在他的前面。安拉已经教育了我们作这种牺牲。
如他在《古兰经》中说：
(93 :3)

ن
َ ﺤﺒﱡﻮ
ِ ﺣﺘﱠﻰ ُﺗﻨْ ِﻔﻘُﻮا ِﻣﻤﱠﺎ ُﺗ
َ َﻟﻦْ َﺗﻨَﺎﻟُﻮا اﻟْ ِﺒ ﱠﺮ

意谓：除非你们把自己所受好的一切东西都消费在安拉的道路上，你们无论如何也
不能获得真正的善功。（3：93）
这就是《古兰经》所教我们的道路，安拉的证明正在以高大的声音招呼着只有这个
路是正直的。而人类的理智也为它作证。凡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与有证据作证的事情
作比较。拿撒勒的耶稣实行《古兰经》的这个教训，所以他获得主宰的赏赐。同样地，
凡把这个圣洁的教训作为自己的指导的，他也将成为耶稣那样的人。这个纯洁的教育是
可以培养无数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并且它业已把很多的人培养成了耶稣基督。
我们很温和和恭敬地请问基督教的牧师门：“你们把一个微弱无力的人作为安拉崇
拜，究竟精神方面你们获得了什么进步呢？如果你们证明那种进步，那么，我们是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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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分享的。否则，崇拜受造物的不幸的人们啊！来参观我们的精神进步，遵奉伊斯兰教
吧！只有在其廉洁的人生、纯正的认识，和清白的热爱方面，具有安拉的作证的人，才
是真实者。凡是手中只有故事小说，他是不幸的、虚伪的、吞食污秽的。这话不是合乎
公平道理的吗？”

问题二
如果伊斯兰教的目的是领导人类信仰一神教，那么，伊斯兰教初期的信者为什么与
信仰只教一个创造主的经典的犹太教人发生了宗教战争？或则近来的犹太教人或其它信
奉一神教者为什么被认为必须接受伊斯兰教才能得救？

回答
要知道，在我们圣人（愿主赐给他平安与幸福）的时代，犹太人已经远离了《旧约》
的教导。虽在他们的经典中确有一神教义，但是他们已不再从那个一神教义中得到益处。
他们早已失去了真主创造人类和经典下降的目的。真正的一神教义是，信仰安拉的存在，
接受安拉的独一性，然后为了服从完美、博施的安拉和寻求他的喜悦，贡献自己并把自
己沉没于对他的热爱中。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中间并不存在着一神教义。安拉的伟
大与光荣业已离开了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只口头上呼唤“安拉”，但是他们的心已成为
魔鬼的安宅。他们胸中的世俗崇拜、世俗追求以及诡计、欺诈，业已超过了极限。他们
崇拜他们的托钵乞食者与遁世者，他们的社会里实行着极为可耻的下流事情。他们的一
般行为中伪善增长了，欺诈也加多了。明显地，一神教不意味着单是口读اﷲ

（ﻻ إﻟﻪ إﻻ万

物非主，惟有安拉）的字句而心里确怀藏着千万偶像。凡人把自己的工作、诡计、策略
和智谋看作像安拉一样的伟大，或则信赖某人好像信赖安拉，或则把他自己看作像安拉
那样的伟大。在这些情形下，在安拉看来，他们都是崇拜偶像者。偶像不仅是以金、银、
铜、石等所铸造，并被人信赖的对象而是每一件东西，或一言一行，凡被看作安拉一样
的重大的，在安拉的眼里便是偶像。在《旧约》里，偶像崇拜这种精细解释确是没有的，
但是在《古兰经》中充满了此种解释。所以安拉下降《古兰经》的目的之一是，解脱人
类心中肺病似的这种偶像崇拜。在那个时代里犹太教人陷溺于此种偶像崇拜。《旧约》
不能解放他们，因为《旧约》中并没有这种精细的教导，而且因为这种已散布于整个犹
太民族的疾病需要一个完善的人活生生地呈现一个纯洁无疵的一神教的模范。
要记着安拉要我们承认的、与得救有关的真正一神教是这样的：我们要信仰主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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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体中是绝无任何伙伴的，不管是偶像、人、太阳、月亮、自己本身、谋划、诡计，
或策略。不要在真主以外再设计别一个全能者，信服另一个生计的供给者，不要设想真
主外的荣誉赐予者或贬低者，也不要考虑另外的援助者。其次，他们还要专爱他，惟拜
他，独向他谦顺，仅畏惧他，只向他寄托一切希望。因此，除非具备下述三种特征，任
何一神教是不会完善的：
第一，关于安拉本体的一神论；意谓：在安拉存在与其它一切受造物存在对比之下，
一切的存在物都被认为如同不存在的。一切的存在物都被理会，就本体言，都是要灭亡
的，就实质言，都是无实质的。
第二，关于安拉常德的一神论；即我们不把安拉独有的常德和其养育万物的一切常
德归于任何物体，并坚信那些从表面上看来，是创造者、养育者，或供应者，仅是安拉
安排的一种制度而已。
第三，关于热爱、精诚和完全献身的一神论；即在对主的热爱和其它崇拜的象征中
不许任何东西做分享的对象；把自己耽于敬爱安拉里。犹太教人业已失去了具有上述三
个特征，为得救真正关键的一神教。他们的不义丑行，明显地作证他们虽口称信仰安拉，
但心里却不如是。如《古兰经》本文责备基督教人和犹太教人说：如果人们固守《新旧
约》的教义，那么，他们一定能获得精神与物质的两种供养。意谓：凡是真正信仰者的
特征。如安拉赐予的异迹、精神景象、祈祷的接纳和启示，都会发现于他们的生活中，
而物质的食粮也会得到。但现在他们完全剥夺了精神食粮。至于物质食粮，他们不是因
为倾向安拉，而是由于奔向世俗的人生才得到的。因此他们丧失了精神和物质的两种供
养。
也要记得，《古兰经》的确作证：在伊斯兰教初期，伊斯兰教信者与犹太教和基督
教人曾发生了战争，但是这些战争绝不是伊斯兰教开端的，更不是为了强迫敌人参加伊
斯兰教的。这些战争是当伊斯兰教的敌人因压迫伊斯兰教人或帮助压迫伊斯兰教人自造
了战争因素的时候才发生的。当战争的因素由他们产生而来，于是安拉的自尊心更激起
了惩罚他们的念头。但安拉的仁慈又减轻了对他们的惩罚。凡是参加伊斯兰教或交纳人
丁税者都受到赦免。这种宽赦也符合安拉自然定律。因为凡是作为惩罚而下降的灾难，
例如，流行病或饥馑，人类的良心本能地想以祈祷、悔罪、哀告、施舍和救济以求解除
那些惩罚。这是我们常见的。从这证明仁慈的主宰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自己启示人的心
灵。像穆撒圣人被接受的祈祷多次免除了以色列人应得的惩罚。总而言之，伊斯兰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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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对伊斯兰教硬心肠的人的一个惩罚。在这个惩罚中，安拉还为他们开了一个慈悲
的路子。所以认为伊斯兰教为宣扬一神教义而战争是一种谬见。另外一方面还须记着，
那些战争只是以惩罚为目的的，在其它民族摩拳擦掌、死心塌地要虐待和敌对穆斯林的
时候才开始的。
至于本已信仰一神教的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还有接受伊斯兰教的需要问题，我们业已
作了回答。一神教义已不存在于犹太教人的心里，只存在于他们的书籍之中，而其书中
所载的一神教义又不是完全的，所以他们需要获得一神教活生生的精神。因为除非人的
内心具有一神教活生生的精神，他没有得救的可能性。犹太教人原像死尸一样，由于他
们的硬心与种种背逆，那种活生生的精神业已离开了他们。他们对于主宰毫无一点倾向。
他们的经典由于教义的不完善性、原文及教训的变更，不再能做完善的向导。因此真主
降下如新雨似的活生生的言语并召唤他们接受那种言语以便避免各种误会与错失，达到
真正的得救。所以下降《古兰经》的需要之一，是教育精神已死的犹太教人活生生的一
神教义。第二是警告他们有关他们的错误，第三是授予他们《旧约》所简单叙述的问题
的详细知识，如复生、灵魂永生、天园、火狱等。
真理种子的播种从《旧约》开始，这是事实。这种子通过《新约全书》像一个预报
将来喜讯者发生了幼芽，正如一个田园的青苗十分健全旺盛地生长出来，仿佛在宣布着
在最近的将来出现好的果实和果穗。《新约》是为了预报完全的教律和完备的向导将要
到来的喜信而来的。真理的这个种子通过辨别真伪的《天经》（古兰经）达到了其极度
的发育，带来了完全的教导，圆满地显示真伪完全不同的恩惠并使宗教认识发展到完善
的地步。如《旧约》以前就这样地写着：
“真主从西乃山（Sinai）到临，由西罗（Seir）在他们中立起，自法郎山（Paran）
向他们照耀。” （申命记33：2 法郎山（PARAN-FARAN）是在麦加山谷中的一座
山。(Tr？？？？？
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只有《古兰经》才显示教律的每一方面到其完善的程度。教
律共有两大部份：一是关于我们对安拉的义务；二是关于我们对人类的义务。只有《古
兰经》完成了这两部分的教律。《古兰经》的使命是把野蛮人变成开化的人；把开化的
人变成道德的人；再把道德人变成天人（接近安拉的人）。《古兰经》极好地完成了它
的使命。相对之下，《旧约》好像是一个哑巴。
需要《古兰经》去做的另一事情是，消除犹太教人与基督教人之间所存有关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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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所以《古兰经》判决了那一切的纠纷。如《古兰经》一节说：
(55 :3) .ﻲ
ِإَﻟ ﱠ

ﻚ
َ ﻚ َورَا ِﻓ ُﻌ
َ ﻳَﺎﻋِﻴﺴَﻰ ِإﻧﱢﻲ ُﻣ َﺘ َﻮﻓﱢﻴ

伊撒（耶稣）啊！我一定使你死，把你荣升到我处。
① 这就是为了判决这个纠纷的。因为犹太教人认为基督教的圣人，耶稣曾被钉在十字架
上。依据《旧约》的律令，他是一个被诅咒的并没有登升。这就是基督是欺诈者的证
据。而基督教人说他虽成为被诅咒的，可是那只是为了我们，且后来他脱离了那种诅
咒情况而登升了，安拉让他坐在他的右边。现在这节经文判决了，耶稣是马上登升的。
他既不像犹太人所称，他是被诅咒者，永不能升达安拉左右；也不像基督教人所说，
他被诅咒了几天，然后升向安拉；却说死后立即升上了接近安拉的地位。在这些经文
瑞安拉也指示了，耶稣的精神登升并不违反《旧约》的律令。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业已
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旧约》的律令才判定他是受诅咒者不得精神的登升。单单
接触十字架，或在十字架上遭受尚未致命的某种痛苦，他不致成为安拉所诅咒的，也
不会必然不能升向主宰了。因为《旧约》的意旨是，十字架在安拉看来，只是判处作
奸犯科者的死刑工具。所以凡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犯罪的死，也是被诅咒的死
（申命记21：23）。但是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真主从十字架的死亡解救了他，
正如他曾预言过，他的情况将类似犹努司圣人的情况（马太12：39）而事情也就那
样发展了。犹努司圣人没死在鱼的肚子里，耶稣也没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祈祷“以利，
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真主，我的真主，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27：46）
被接受了（希伯来书5：7）。如果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必遭致应得的报应。
因为天使曾警告彼拉多的夫人：如果耶稣死亡，灾难将要降临他们。（马太27：19）
但是彼拉多并没有遭受灾难。
除此以后，耶稣活着的另一个象征是，他的骨骼并没有因十字架的刑罚而折断（约
翰19：33）。在他由十字架被取下之后，他被刺流出血来（约翰19：33，34）而且他
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以后，曾向其弟子出示他的创伤（路加24：39，40 ；约翰20：20，
27）。明显地，在新的生命与新的身体上，不可能有创伤的。从这证明，耶稣没死在十
字架上。因此，他也没有成为被诅咒的。无疑地，他曾被赐给了圣洁的死。他像安拉的
其它一切圣人一样，死亡之后，被提升到安拉那里去了，而且他的升向安拉是依照安拉
的许约的。
(55 :3)

.ﻲ
ﻚ ِإَﻟ ﱠ
َ ﻚ َورَا ِﻓ ُﻌ
َ ِإﻧﱢﻲ ُﻣ َﺘ َﻮﻓﱢ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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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定使你死，教你荣升至我的。（3.56）
如果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由于他自己的预言没有实现，他便成为一个欺诈者。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与犹努司圣人便毫无一点相似之处。
这便是犹太教人与基督教人之间关于基督常常争辩而未决的问题。最后《古兰经》
才把它解决了。可是基督教人直到现在仍然质问《古兰经》启示的需要。
不知道的人们啊！没有心眼的人们啊！《古兰经》带来了完善的一神教义。《古兰
经》已把逻辑推理与传统的明证调和起来，已使一神教义的知识达到终极的程度，建立
了安拉的独一本体和一切常德的论证。它以理论的传统的论证说明了安拉的存在，把安
拉赐予的精神景象的个人经验作为安拉实有的客观证据，把以故事小说为基础的宗教，
用知识加以解释，以哲理说明每个宗教信条，完成了过去尚未完全的宗教知识，拿去了
耶稣颈部诅咒的羁绊，并证明他享受了升向安拉的幸福，成为真正圣人。《古兰经》给
人们这么多的益处，还不能证明它是时代需要的？
当记着，《古兰经》明显地说道：
( 18:57) .ﻣﻮْ ِﺗﻬَﺎ
َ

ض َﺑﻌْ َﺪ
َ ْﻲ اﻟْ َﺄر
ِ ْن اﻟﱠﻠ َﻪ ُﻳﺤ
اﻋَْﻠﻤُﻮا َأ ﱠ

要知道地是死了的，现在安拉重新给它生命。（57：18）历史作证，在《古兰经》
下降的前夕，每个民族的道德业已败坏。牧师范得尔（Pfander）《真理的尺度》
（Mizanul-Haq）一书的作者是一个极有偏见的人，但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坦白地作证，
在《古兰经》下降的时候，犹太教人和基督教人的道德业已败坏。他们社会情况已达到
很恶劣的程度。《古兰经》的降临对他们是一个警告。可是这个无知的人，虽自己承认
了《古兰经》是当犹太教人和基督教人的道德颇为败坏时降临的，但他却又作了虚伪的
托辞，说安拉意在送一个虚假的圣人以警告犹太教人与基督教人。可是这是对安拉的诽
谤。我们能说，荣耀的安拉见到人类迷误和败行，图谋为其作了更迷误的安排，把他的
无数的创造物用自己的手毁灭吗？在安拉的自然律中，我们能否证明当人受到痛苦、灾
难胁迫的时候他的常德就是这样的吗？遗憾的是，人们热爱世俗，这样地藐视了太阳！
把一个卑贱的人称作安拉（上帝），又说，他是被诅咒的，并拒绝了当人类恰似死尸的
时候而到来的那位伟大圣人，可是他们还问哪里需要这部《古兰经》呢？不留心的人们
啊！没有心眼的人们啊！《古兰经》是在以前的圣人时代所未有的迷误风暴中下降的。
《古兰经》见世界是盲目的，赐予它光明；《古兰经》见世界是迷误的，授予它指导；
《古兰经》见世界是死亡的，给予它生命。这还不够证明需要《古兰经》吗？如果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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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有一神教义，《古兰经》究竟给了什么新的东西呢？那么，我们更要为你们缺乏理
智，一哭。我刚才写过，以前所有经典的一神教义都是不完全的。你绝不能作其完善的
证明。除此之外，一神教义在人类的心中已经整个丧失。《古兰经》重新提醒他们那个
一神教义，并使其达到完善的地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古兰经》的另一个名字叫ذآﺮ，
意指，它是人类的提醒者。少许睁眼看看，用点脑子想想，《旧约》关于一神教义的叙
述是以前的圣人们所不知道的新东西吗？最初阿丹、谢思、努哈、伊布拉欣，以及穆撒
以前的其它一切圣人，不是相继获得了一神教义吗？这样以来，《旧约》同样地也要受
到没有教人们什么新的东西的异议了。邪心的人们啊！安拉不可能每日是新的。穆撒时
代的安拉便是阿丹、谢思、努哈、伊布拉欣、伊斯哈卡、雅尔孤布及尤素夫时代的安拉。
《旧约》所讲述的一神教义便是以前圣人所讲述的一神教义。
现在如果要问为什么《旧约》再讲述那个老旧的一神教义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是，
安拉的存在及其独一性题目，不是《旧约全书》才开始论述的，而是自古流传而来。不
过在某些时代里，由于缺少实行的结果，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这个题目确是失去
了其重要性，而且成为被轻视、受讥嘲的对象。所以安拉的经典和安拉的圣人的一贯工
作就是：每当人类不注意一神教义，陷于种种的偶像崇拜的时候，他们便降临人间。安
拉独一性的这个题目，在这个世界里，千万次被洗练、润饰，而又千万次变成锈腐之物，
在人类的眼光中隐藏起来。每当它隐藏的时候安拉便遣送他的仆人使这个题目从新发光。
如此这般，这个世界上有时光明照耀，有时黑暗盛行。辨识每个圣人最高级的标准是，
应当看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从他的手里显现了哪种程度的改革；应当以追求真理的心情，
对此加以考虑；不要注意抱有偏见人们的邪恶不实的言语；须要以公正的眼光，观察一
个圣人的情况；要看他在什么时候到来和他做了什么样的改革的。从这将一定知道哪个
圣人在非常需要的时代中降临的，哪个圣人在需要较少的时代中降临的。罪人需要圣人
正如病人需要医生，病人增多了，需要一个医生，同样地，罪人增多了，需要一个改革
者。
如果有人把这个规律放在脑中去读阿拉伯历史，比较研究在穆罕默德圣人（愿主赐
他平安与幸福）受命之前，阿拉伯民族原是怎么样的，以后变成怎么样了，他将会明了
这个最后时代的圣人（愿主赐他平安与幸福）从纯化的力量、感召的强度和赐福的范围
看，他实居于一切圣人的首位。基于此点，他必须相信穆罕默德圣人（愿主赐他平安与
幸福）和《古兰经》，比较其它一切经书和全体圣人，明显地更是时代所需要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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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到世界上满足了世界什么需要呢？究竟有什么证明他满足了任何的需要呢？他在犹
太人的道德风俗和信仰中作了重大的改革吗？或则使他的门徒的身心修养达到了最高的
境界吗？
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做了什么圣洁的改造。如果有什么证据，那便是几
个十分贪欲的人跟从了他。最后他们表现了极为可耻的背信。假如说，耶稣是自杀而死
的，那么，我只能承认他犯了一个永远玷污其人格与理智的愚笨行为。人类的法律也必
认为是罪恶的举动，能够出自任何有智慧的人吗？不，这是决不可能的事。我们请问，
耶稣曾教授什么？给予了什么？是不是就是依据智慧与公平的尺度，不明其任何结果的
那被诅咒的献身？
当记着《新约》的教义并没有什么新的优点。它的全部教义都见于《旧约》之中。
《新约》的大部分教义直到今天，仍存在于《犹太法典》（Talmud）一书中。犹太教的
学者直到现在，仍控诉《新约》的整个部分都是从他们的圣经中盗窃而来。最近我这里
来到了一本犹太教学者的书籍。他曾书写了多页作这项事实的证明，以极其有力的权威
证据，说明《新约》的字句从哪里盗窃而来。只为了司拉聚丁先生，我收购了这些书籍，
但是他的命运不佳，他在尚没有看到这些书籍之前，就离开了这里。饱学的基督教研究
人士承认《新约》实际上就是犹太教经书里那些为耶稣所喜欢教义的摘要。但是最后他
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人类带来新的教义，而是作自我献身，即我
不愿在这本书中一再重复叙述的那“被诅咒的献身”。总之，基督教人的误解是，他们认
为《旧约》是完备的经律，所以耶稣没有带来任何经律，只赐予得救的方法，而《古兰
经》不需要地又一次建立了前已完备的经律基础，就是这个误解毁灭了基督教人的信仰。
要记着！这是绝对不正确的。真正的真相是，由于错误和遗忘是人类的弱点，在实际生
活中，人不可能永远固守安拉的经律，所以常常需要新的提醒者和加强力量者。可是《古
兰经》的下降不只是为了满足这两种需要，而且为了补充以前的一切教义的欠缺而使其
完善的。例如，根据时代的需要，《旧约》着重于报复；《新约》着重于宽恕、忍耐与
饶赦；而《古兰经》在宽恕与报复之中，教人认识时机，灵活运用。同样地，在每件事
情上都是《旧约》失于太过，《新约》失于不及，而《古兰经》给人类中庸的教义。教
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教义本身言，这三部经书固然都是一样的。可是它们的一部
着重教义的一面，另一部着重教义的另一面。而其第三部，则依据人类天性采择了中庸
之道，这个最后教育方法便是《古兰经》的教育方法。对个别的事情，因时制宜、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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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确是智慧的行为，而这个智慧只有《古兰经》才教导了人们。《旧约》引导人类
趋于无意识的严酷（这种严肃和温和，依照其时代和民族的个别情况来说，是适宜的教
义，但不是永不值得抛弃的真正教义），《新约》着重于背理的宽恕，而《古兰经》加
强于认识时宜，固守中庸。正像血液进入乳房变成乳，《新旧约》的律令进入了《古兰
经》就变为哲理。如果《古兰经》不降临人间，那么，《新旧约》将如那个盲人的箭矢，
偶然有一次或两次巧中标的，但百次都是不中的。总之，安拉的律令通过《旧约》的故
事下降，经由《新约》的寓言表现，从《古兰经》的智慧与理性教育到达了追求真理和
事实真相的人。
所以《新旧约》与神圣的《古兰经》能作什么比较呢？他们只要同神圣的《古兰经》
首章，即包括七节经文的《法谛哈章》作个比较。在其最适宜的次序、强而有力的结构
和自然的体系中所叙述的不可胜数的真理、宗教的认识与外形的智慧，想从穆撒的经书
或耶稣的几页《新约》里找出它们，虽尽毕生的精力也将徒劳无功。这不是大言自夸的
事，而是见诸事实和真理。《新旧约》两书在精神知识的哲理方面，还没有力量与《古
兰经》首章抗衡，我们应做什么？怎样决定这一点呢？基督教的牧师们不同意我们对这
事的任何建议，这一点我们怎样才能做个决定呢？可是无论如何，我再一次提供一个建
议，如果他们认为《新旧约》在认识和真理的陈述、安拉言语特性的表现方面是完善的；
如果他们能从其数约七十浩大书籍中出示我们将从《古兰经》首章出示的宗教律令的精
微、精神智慧的精纯和安拉言语的特色的例子，我们准备赠送他们五百卢币现款。倘若
这笔款项被认为少了，我们将尽量遵照他的要求予以增加。为了作明确的决定，我们将
先著作一部《古兰》首章的注释问世。在这部注释中，将详细叙述《古兰》首章中所出
示的一切真理和认识，与安拉言语的特征。牧师先生们的责任将是，为了与《古兰经》
首章比较上下，他们必须从《新旧约》和一切其它宗教书籍中，出示人类言语中所不能
发现的真理、认识和安拉言语的非常奇迹。如果他们作这样的比较，其它民族的三位评
判人评定：《古兰》首章中已证实了的宗教律令的精微、精神智慧的精纯，和安拉言语
的特色也能从他们所出示的章句之中证实出来，那么，我们将给他们五百卢币。而这笔
款项将预先存放于他们所信任之处。任何牧师有做这样比较的勇气吗？安拉的言语是从
常德的显现证实的，正如安拉的创造是从天地万物证实的。例如，在天空中有无数星辰。
如果一个无知的人指某几颗星辰说，它们对人类并没有什么需要，因此它们不是安拉的
创造物。或他提出几个植物、矿物或动物的名称述说，如果没有它们的存在，我们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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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植物等等也可以过得去，所以这些东西不是源出真主的。持这种说法的，除了是疯子
或白痴还能是谁呢？
值得记着的一点是，《古兰经》集了人类达到其精神至善所需要的一切优美教义的
大成。《旧约全书》同《古兰经》相比就好像一座旅馆，由于遭受大的狂风暴雨和地震
倾覆了，旅馆变成了一堆砖石。厕所的房屋都倒塌了。旅馆主人看见旅客的辛苦情状动
了怜悯心情，立刻建立了一座新的优良安适 旅馆来代替那业已倾覆的旅馆。这座新的旅
馆比以前的更好。在那里，为旅客安排了极为舒适的房间，任何需要不得设备都不缺乏。
旅馆主人在建筑这第二座旅馆中有些砖石是取自第一座的，另外又供应了多一些砖石、
木料和泥灰以完善地满足那新建筑物的整个需要。《古兰经》就是第二座旅馆，凡有眼
的人应当看看！
在这里，我必须消除另一个异议。或则有人会问，如果真正而完善的教义就是《古
兰经》，它照着环境和时代之宜，完善地阐述精神认识的每一要点，那么，为什么《新
旧约全书》都没有这样的教训，只有《古兰经》在教典的两个方面都达到了完善的极点
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不是《新旧约》的缺点，而是民族才能的短处。穆撒圣人首
先接触了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受了四百年法老的奴役，由于他们长期遭受虐待已经不能
意识公平的真义，这是自然的。如果一个处于训育和教导地位的当代元首是公平的人，
他的公平也反映于他的人民内心，自然地他们也倾向于公平的美德，在他们之中将产生
礼貌和文化，显出公平美德的光辉。但是如果元首是个暴虐的人，他的人民也要向他学
习暴虐与强夺，绝大多数的人便丧失公平的品德。以色列子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
由于长期作暴君法老的人民，遭受了各种暴虐，完全丧失了公平的意识。穆撒圣人的责
任是，首先教育他们公平的品德。所以《旧约》特别加重于维护公平的教义。在《旧约》
中虽然也有仁慈的经文，但如果深入观察，便晓得这样经节的叙述真正目的，在于防守
公平的范畴，阻止不合法的情感和不正当的怨恨。书中每处的真正标的，都是防护公平
的规律。但是读了《新约全书》，却不见这个目的。《新约》中所特别着重的教育是宽
恕而不是报复。当我们深思熟虑的研究《新约》，从其字里行间，清楚地显露着其书的
作者坚信其读者们十分缺乏仁慈、忍耐的道德，没有放弃报复的品质。他想要他们的心
不应当倾于报复，他期望他们培养忍耐宽恕的良习。《新约》之所以着重宽恕教育就是
这个原因。伊撒（愿主赐予他平安）时代的犹太人道德状况非常衰败。他们的诉讼与仇
恨恶习业已达到了极端，他们持自己是公平律令保护者的托词，完全背弃了仁慈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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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德。所以《新约》的训诫只是适于他们个别时代和社会的临时性的法则，不是永久
性的经律。因此《古兰经》以永久完善和世界性经律的身分代替了它。当我们精细地阅
读《古兰经》，以洁白的心去钻研它的目的和意旨，我们很显然地了解它既不像《旧约》
过于着重报复和严厉，如其战争与复仇律所显示的；也不像《新约》拘泥于忍耐和宽恕；
而是反复地命令善功，禁止恶事。意谓：《古兰经》命令实行理智与经律所认为良善而
适宜的事情，放弃理智和经律所认为不良而阻止的事情。在研究了《古兰经》以后，我
们得知它想把法律、规条、命令以学术的光辉有系统地刻印在我们心胸之中。它不愿拘
禁我们在个别性的命令与禁止的监禁里面，而以一般化规律的方式陈述神圣的经律。例
如，上述那一句话发出一个原则性的命令：“你们实行

（ﻣﻌﺮوف善功）避弃（ﻣﻨﻜﺮ恶事）。”

善功和恶事这两个内容丰富的字，把天经中的规律放置在学术的标准之上，经由这个教
育，我们在每一场合上都要思索真善是什么。例如王二对我们做了一件恶事，我们要思
索惩罚他好，还是宽恕他好。又如，有人为了他儿子的豪华婚礼，依照其家庭传统风俗，
以烟火、歌女，与音乐的表演举行这个婚礼，向我们要求一千卢币，纵使我们可以给他
一千卢布，但我们应当在实行善功、禁止恶事的原则下，考虑：我们这样的慷慨是帮助
了什么样的人。简单地说，《古兰经》为了我们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幸福在每个行动里，
都附着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条件。
现在我已完全地解答了司拉聚丁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我已经书写了，伊斯兰教没有
为了强迫犹太教人接受一神教义而与他们作战，而是伊斯兰教的反对者自己恶作剧地煽
动了所有的战争。他们有些人为了杀害穆斯林自己首先扬起了刀剑；有些人协助了他们；
还有些人为了阻止伊斯兰教的宣扬犯了非法的敌对罪行。由于这些原因，主宰才命令穆
斯林同那些恶作剧者作战，以便镇压、惩罚他们和防止他们的迫害。至于说，穆罕默德
圣人（愿主赐其平安与幸福）初期的十三年没有向敌对者作战是因为他直到那个时候尚
未拥有足够的集体力量，那只是一个不公正和恶作剧的想法。假如穆罕默德圣人（愿主
赐他平安与幸福）的敌人在十三年的岁月里停止了他们在麦加虐待与杀害的暴行，并且
不策划杀害圣人（愿主赐他平安与幸福）或不把他逐离乡土，而圣人在没有敌人的攻击
情况下，自动地迁居麦地那，那么，还有像这样恶意臆说的余地。可是当时的事实，即
使我们敌人也都知道。在十三年的时期中，我们的圣人（愿主赐他平安与幸福）忍耐了
敌人的一切残暴行为，并严格地劝告他的同伴不要反抗他们的暴行。因此，敌人杀害了
许多无辜的人，殴打了无数不能自助的穆斯林，使其受凶险的肉体伤害，最后，又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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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圣人（愿主赐他平安与幸福）。在他们这样攻击的时候，安拉为了使他脱离敌人的阴
谋，把他迁送到麦地那，给他喜讯说：凡是先举刀的，将要被刀消灭。读者们啊！请少
许理智公平地考虑一下，从这些历史的事实，谁可以得出，当圣人（愿主赐他平安与幸
福）在拥有集体的力量的时候，才暴露他以前所隐藏在心里的好战意向的结论呢？这是
万分遗憾的，基督教的拥护者的宗教偏见已经达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也不想想，当穆圣
迁移到麦地那的初期，麦加人在后穷追的时候，发生了伊斯兰教首次战役——白得尔。
那个时候，他具有了什么群众力量呢？其实穆斯林只有三百一十三人，而且参与白得尔
战役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是年轻而缺乏战争经验的人。值得考虑的是，靠着这少数人的
战斗力而打倒阿拉伯的全部勇士、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其它成千上万的人的联合力量，
理智的人能够了解吗？这明白显示穆斯林所以出而应战，不是消灭敌人、争取胜利的意
向和计划的结果。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至少需要有三四万人的军队。所以十分明显
地这个战争不是依赖于任何物质的部署，而确是在被迫的时候，受安拉之命才打的。
在这里还须消除另外一个异议。那就是，如果得救只是依赖信仰一神教和爱惧安拉
而生出的善行，那么，犹太教人为什么被召向伊斯兰教呢？犹太教的信徒中，连一个实
际行动中信仰唯一的主宰并降身服从他的人都没有了吗？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我们已经
证明在穆罕默德圣人，（愿主赐予他平安与幸福）降临的时候，大多数的犹太教人与基
督教人都是违犯自己教义的。例如，神圣《古兰经》做了显着的证明，说：
(111 :3)

ن
َ ﺳﻘُﻮ
ِ َوَأآْ َﺜ ُﺮ ُهﻢْ اﻟْﻔَﺎ

他们大多数都是违犯者。当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违犯者，在实际行动中不顾一神教
的礼节，放弃善良行为，为了使他们改善，安拉的仁慈，依照它的常道，便为他们派遣
了一位圣人。假定万一他们中间意外有任何信仰一主和行为善良者，但由于背逆安拉的
使者，已不再是善良的人了。当一个微小的过失使人心变黑，那么，怎么令人相信，违
背安拉的圣人且同他敌对的人仍能保持内心的纯洁呢？

问题三
关于教育我们敬爱人类和安拉，以及述说安拉慈爱人类，哪些《古兰》经文特别使
用了（ﻣﺤﺒﺔ爱）一字或其动词

（ﺣﺐ爱）一字呢？

Copyright © by Ahmadiyya Muslim Community 1995-2003.
All rights reserved.Islamabad, Sheephatch Lane, Tilford, Surrey. GU10 2AQ, UK
m.o.chou@btinternet.com If you have questions, comments or suggestions, email at

27

回答
要知道《古兰经》教义的真正目的是，教你们知道正像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你们应
当唯独爱他。穆斯林常常诵读的清真言اﷲ
一点。因为（إﻟﻪ伊拉合）一字从

（ﻻ إﻟﻪ إﻻ万物非主，惟有安拉）便指示了这

（وﻻﻩ未拉合）一字来。这个字的意思是所爱的，值得

崇拜的。这个清真言（آﻠﻤﺔ旧约）未曾教我们，《新约》也未曾教我们，只有《古兰经》
教了我们。这个清真言آﻠﻤﺔ与伊斯兰教密切的结合恰像是伊斯兰教的标志。这个清真言

آﻠﻤﺔ每天五次从伊斯兰教礼拜寺的宣礼塔高呼出来。它引起基督教人、印度教人和其它
一切宗教人们的反感。从此可见，他们认为热爱地记念安拉是一个罪恶。这只是伊斯兰
教的特征，在每天黎明时，伊斯兰教的宣礼人高呼道：

. أﺷﻬﺪ أﻻ إﻟﻪ إﻻ اﷲ
意思是，我作证除安拉以外，我们没有任何敬爱的和值得崇拜的对象。中午同样的
声音又从伊斯兰教的礼拜寺中传送出来。下午、晚上和夜里也都有同样的声音响彻云霄。
世界上任何其它宗教也显示这个景色吗？
除此之外“伊斯兰”一字也表明亲爱。因为“伊斯兰”一字的含义是在安拉之前低下自己
的头，作为完全顺从的标示，以赤诚的心情准备着牺牲自己。这是从爱的源泉流出来的
行为状况。从“伊斯兰”一字，也知道了，《古兰经》不仅说爱，而且在行动上教人爱与
牺牲的方法。世界上哪个宗教的创始人把他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是一个极
为可爱的字。在这个字里充满着真理、诚实和敬爱的意义。所以命名为伊斯兰教的宗教
是神圣的宗教。同样地，关于敬爱安拉，安拉说：
(166:2)

.ﺎ ِﻟﱠﻠ ِﻪﺣﺒ
ُ ﺷ ﱡﺪ
َ ﻦ ﺁ َﻣﻨُﻮا َأ
َ وَاﱠﻟﺬِﻳ

意谓：信仰的人是最爱安拉的。在别一个地方，安拉说：

(200:2) .ﺷ ﱠﺪ ِذآْﺮًا
َ ﻓَﺎذْ ُآﺮُوا اﻟﱠﻠ َﻪ َآ ِﺬآْ ِﺮ ُآﻢْ ﺁﺑَﺎ َء ُآﻢْ َأوْ َأ
意谓：你们要像牢记自己祖先一样，牢记安拉，甚至要更多、更强烈地牢记他。
（2:200）在别一个地方，安拉说：
(163:6) .ﻦ
َ اﻟْﻌَﺎَﻟﻤِﻴ

ب
ﺴﻜِﻲ َو َﻣﺤْﻴَﺎي َو َﻣﻤَﺎﺗِﻲ ِﻟﱠﻠ ِﻪ َر ﱢ
ُ ﺻﻠَﺎﺗِﻲ َو ُﻧ
َ ن
ُﻗﻞْ ِإ ﱠ

意谓：向那些愿追随你的人们说：“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死、我的生都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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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所以凡愿追随我的人也要做这个牺牲。（6:163）安拉又在另一处说：如果你们
认为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田园，与你们的商业比安拉和他的使者是更可爱
的东西，那么，你们就等待安拉的判决吧！（9:24）同样地，安拉再在《古兰经》另一
处说：

 ِﻪQ ِﻪ اﻟﻠﱠQْﺣﱢﺒ ِﻪ ِﻣﺴْﻜِﻴﻨًﺎ َو َﻳﺘِﻴﻤًﺎ َوَأﺳِﻴﺮًا*ِإﱠﻧﻤَﺎ ُﻧﻄْ ِﻌ ُﻤ ُﻜﻢْ ِﻟ َﻮﺟ
ُ ﻋﻠَﻰ
َ ﻄﻌَﺎ َم
ن اﻟ ﱠ
َ َو ُﻳﻄْ ِﻌﻤُﻮ
(9- 8:76) .ﺷﻜُﻮرًا
ُ

ﺟﺰَا ًء َوﻟَﺎ
َ ْﻟَﺎ ُﻧﺮِﻳ ُﺪ ِﻣﻨْ ُﻜﻢ

意谓：信仰的人是那些由于爱安拉，以食物款待穷人、孤儿和俘虏的人，并且他们
对他们说：“我们只为了热爱安拉和寻求他的喜悦而款待你们，并不希望你们的任何报酬
和感谢。”（76:9-10）
简单地说：神圣的《古兰经》中充满了要以言行显示热爱安拉和最热爱安拉的经节。
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部份：“在神圣的《古兰经》中哪里写了安拉也爱人类呢？”要知道
神圣的《古兰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经节，说明真主喜爱归向他的人（安拉的爱与人类的
爱不同，在人类的爱里包含分离的痛苦与烦恼，而安拉的爱的意义是，他善待行善的人
好像爱者善待受爱者），安拉爱行善的人，安拉爱忍耐的人。当然在神圣的《古兰经》
中，无论何处都没写安拉也爱没有信仰、犯罪、不义的人。关于这种人，安拉使用了仁
慈一字。如安拉说：
(108:21)

.ﻦ
َ ك إِﻻ َرﺣْ َﻤ ًﺔ ِﻟﻠْﻌَﺎَﻟﻤِﻴ
َ ﺳﻠْﻨَﺎ
َ َْوﻣَﺎ َأر

意谓：我们派遣你只为了向所有世界广施仁慈。（21:108）不信安拉者、无信义者、
违约者及刁恶者都被包含于“众世界”一词之中。无限博爱的安拉为他们开了仁慈之门。
他们藉着实行神圣《古兰经》的指导能以得救。我也承认，神圣的《古兰经》里，关于
安拉爱人，没有叙述为回赎作奸犯科者的罪恶，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并把他们
的诅咒放在自己可爱的儿子身上。安拉对他儿子的诅咒便等于（我们求安拉保护）对自
己的诅咒。因为父子是一体的。明显地诅咒与神性不能共存。再则，也应当深思，安拉
把善良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亲爱刁恶之徒，他的这种爱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的
第三部分是：“神圣的《古兰经》中哪里书写了人与人之间当互相亲爱呢？”问题的这部
分的答复是：《古兰经》为了指示这种关系曾使用仁慈和同情二字。虽没有爱之一字，
但用了更好的字。因为爱的终极是崇拜，所以爱之一字真正地来说，只是表示人与安拉
的关系的（为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何处，所使用爱之一字，实质上都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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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意思。根据伊斯兰教义，真正的爱只是对安拉的。至于其他的爱的表情，不是真正
的，而是比喻的，象征的）。关于表示人与人间类似的关系，在真主的言语中，使用了
仁慈与同情二字，因为完善的热爱需要崇拜，完善的仁慈需要同情。其它民族不了解这
个分别，把安拉的权利付与他以外的。我不相信从耶稣的口里会发出这样偶像崇拜的字。
我度量，这些可憎的字是后来被人添入《新约》而不公平地归过于耶稣，损害了他的名
誉的。简单地说，在真主的圣洁言语里，仁慈一字是用作表示人与人间关系的。如安拉
说：
(18 :90)

.ﺣ َﻤ ِﺔ
َ ْﺻﻮْا ﺑِﺎﻟْ َﻤﺮ
َ ﺼﺒْ ِﺮ َو َﺗﻮَا
ﺻﻮْا ﺑِﺎﻟ ﱠ
َ َو َﺗﻮَا

意谓：信仰的人就是那些以真理和仁慈劝勉别人的人（90-17）
(91:16)

.ن َوإِﻳﺘَﺎ ِء ذِي اﻟْ ُﻘﺮْﺑَﻰ
ِ ﻹﺣْﺴَﺎ
ِ ل وَا
ِ ْن اﻟﱠﻠ َﻪ َﻳﺄْ ُﻣ ُﺮ ﺑِﺎﻟْ َﻌﺪ
ِإ ﱠ

意谓：安拉命令你们要公平地对待一般人，进而仁慈地对待他们，更进而像对待至
亲似地对待他们。（16:91）
现在应当考虑，伊斯兰教人的善人类并没有局限于仁慈的境界，还伸展到其自然热
情的等级。所谓：اﻟْ ُﻘﺮْﺑَﻰ

（ َوإِﻳﺘَﺎ ِء ذِي即给予人类至亲似的同情）。世界上还有哪个教义

比这个教义更高尚吗？因为施予仁慈的人有时施而望报酬。为了这个原因，他有时会对
忘恩负义的人表示愤怒；有时在他盛怒的时候，会令别人追忆他对他们的仁慈。但是源
于自然热情的善行，《古兰经》把它比如人对其亲戚的善行。这实际上是最高等级的善
行，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更高的善行阶级。因为母亲对其儿女的善良和仁慈是一个自
然的热情，并不企图从其不能自助的婴儿得到任何报酬。
神圣的《古兰经》已经叙述了履行人类义务的第三等级。当我们阅读《新旧约》的
时候，我们必须公平地说，这两部书没有这种人类义务的高级教育。在这两部书里，甚
至没有完全地叙述其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教育，我们怎样希望它们有第三等级的教
育？因为《旧约》只是为犹太人下降的，耶稣也只是受派于犹太人的。这些书籍与其它
民族有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供应有关对别人公平和仁慈的教导？所以这两部经书的一
切命令只是为了犹太人的。如果没有这个限制，为什么耶稣虽听到了一个女人哀诉和号
泣的声音，洞悉了她的乞求，仍然没有向她施与仁慈，且说：他只是为犹太人而受遣的？
当耶稣个人对犹太人以外的人们没有显示仁慈和同情的实际模范，我们怎能希望耶稣的
教义中有对其它民族施予仁慈的命令吗？耶稣明白地说，他不是为其它民族被派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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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能有什么希望在耶稣的教义中找到其对其它民族与仁慈的指导呢？反之，耶
稣只是向犹太人说教的。耶稣个人认为自己向其它民族说教是不合法的事。那么，他怎
样能够宣讲对整个人类的仁慈教义？假如在《新约》里有任何字句违反耶稣的这句话——
我的教义和同情限于对犹太教人，那么，无疑地那字句是的来加添的。因为矛盾的言语
是不对的。同样地，《旧约》的对象也只是犹太人，而其教育也限于对犹太人的范围。
为了训诲世界性的公平、仁慈和同情而下降世间的法律，只是《古兰经》而已。安拉说：
(159:7)

.ﺟﻤِﻴﻌًﺎ
َ ْل اﻟﱠﻠ ِﻪ ِإَﻟﻴْ ُﻜﻢ
ُ س ِإﻧﱢﻲ َرﺳُﻮ
ُ ُﻗﻞْ ﻳَﺎَأﱡﻳﻬَﺎ اﻟﻨﱠﺎ

意谓：众人啊！我确是安拉对你们整个人类差遣的使者。（7:159）
又说：
(108:21)

.ﻦ
َ ك ِإﻟﱠﺎ َرﺣْ َﻤ ًﺔ ِﻟﻠْﻌَﺎَﻟﻤِﻴ
َ ﺳﻠْﻨَﺎ
َ َْوﻣَﺎ َأر

意谓：我只为了整个世界施行仁慈才差遣了你。（21:108）

问题四
基督关于他自己，曾这样地说道：“到我这里来。你们是疲乏、厌倦的，我给你们安
息。”又说：“我就是光辉、道路、生命和真理（约翰8：12；约翰14：6）。”伊斯兰教的
创始人关于他自己在任何地方曾说过这样的话，或类似这样的话吗？

回答
神圣的《古兰经》说：

ٌﻮرQُﻏﻔ
َ ن اﻟﱠﻠ َﻪ ﻓَﺎﱠﺗ ِﺒﻌُﻮﻧِﻲ ُﻳﺤْ ِﺒﺒْ ُﻜﻢْ اﻟﱠﻠ ُﻪ َو َﻳﻐْ ِﻔﺮْ َﻟ ُﻜﻢْ ُذﻧُﻮ َﺑ ُﻜﻢْ وَاﻟﱠﻠ ُﻪ
َ ﺤﺒﱡﻮ
ِ ُﻗﻞْ ِإنْ ُآﻨْ ُﺘﻢْ ُﺗ
(3:32)

.ٌَرﺣِﻴﻢ

意谓：你向他们说：如果你们敬爱安拉，就要追随我，安拉将慈爱你们，并饶恕你
们的罪恶。（3:32）“如果人追随我，便可成为安拉所慈爱者”的这个许约胜过了基督的
上述言语。因为没有任何精神阶级还超越过安拉所慈爱者的阶级了。如果一个人不但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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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安拉的慈爱，而且使跟从的人成为安拉所慈爱的人，那么，谁比他更有资格命令自
己是“光辉”呢？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安拉（荣耀归于他）在《古兰经》里，称我们的圣
人（愿安拉赐他平安和幸福）“光辉”。如他说：
(16:5)

.ٌَﻗﺪْ ﺟَﺎ َء ُآﻢْ ِﻣﻦْ اﻟﱠﻠ ِﻪ ﻧُﻮر

意谓：安拉的光辉到临了你们。这句话——凡是你们疲乏、厌倦的人，都到我这里来，
我将给你们安息，是多么无意义啊！如果“安息”一字意味着物质的安息和没有约束，那
么，这句话无疑地是正确的。因为当一个穆斯林接受了伊斯兰教，他必须每日礼五时的
拜功，要在清晨日出之前，起身做早晨的拜功，甚至在冬季的时候，不论水是多么寒冷，
也要做小净（伊斯兰教有两种洁净身体的仪礼：大净-沐浴全身；小净-洗净身体一些固
定的部位。每天五时都要到礼拜寺参加礼拜。还要在夜间最后一部分时间里，从甜蜜的
睡眠起来礼夜间拜。必得避免看别人的妇女，戒绝酒和其它麻醉品。因为惧怕安拉的审
判，定要善尽自己对人类的义务。依照安拉的命令，每年封斋三十天或廿九天，完全地
贡献自己的钱财、身体和生命作为对安拉的崇拜。但是当一个不幸的穆斯林变成基督教
徒，他便马上解脱了这所有义务的重担。睡吃喝和保持自己肉体的安乐，成为他的工作。
一举而停止了一切坚苦的善功。好像动物一样，除吃喝和过着放纵、不洁生活以外，他
再没有任何工作。
如果上面的耶稣那句话：“我将给你们安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无疑地承认，
实际上基督教人由于他们没有约束，在这短暂日子的庸俗生活中，确是相当安息，甚至
在这个世界上，在这方面恐怕再没有人和他们同样的了。他们像苍蝇一样的能坐在每一
个地方，如猪一样的能吃每一个东西。印度教忌食牛肉，穆斯林忌食猪肉，但基督教人
随便地吃这两种肉食。“变成基督教徒，做愿做的事情。”这句话实在是对的。《旧约》
是多么着重于禁食猪肉啊！甚至接触它也是受禁的（申命记14: 8; 以赛亚书65：4；66：
17）。明白地书写着它的受禁令是永久性的。但是基督教人连全体圣人所公认可憎的这
个猪肉也都没有抛弃。我们姑且置信耶稣是豪饮者，大食家（路加7：34），但他也曾
吃过猪肉吗？相反地，他在一个寓言里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真珠抛掷在猪的前面（马
太7：6）。”如果真珠意味着纯正的教言，那么，猪的意思便是不洁和有丑行的人。在这
个寓言里，耶稣明白地说明猪是污秽的。因在比拟的物体与受比拟的物体的中间必须有
相似之点。
简单地说，耶稣教人所得的安息是无约束的安息。至于藉着与安拉交接而获得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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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安息，我以安拉作证而宣称，这个民族是完全失去了它的。他们的眼睛覆盖着帐幕，
他们的心是死的，他们完全沦陷于黑暗之中。他们对真正的安拉是完全不知道的，而把
在永久的安拉之前，什么都不算的一个无力的人当作安拉。他们缺乏吉祥，他们没有内
心的光辉，他们不爱真正的安拉，而且他们对真正的安拉也没有什么认识。他们中间没
有人，甚至没有一个人具备信仰的特征。如果信仰确是一个吉祥，那么，无疑地它应有
它的特征。但是哪里有具备耶稣所叙述的信仰征象的耶稣教徒呢（马可
11:23;16:17,18） ？所以不是《新约》是假的，就是耶稣教徒们都是假的。试看神圣的
《古兰经》所叙述信仰者的征象，在每一个时代里都可见于信仰者的生活之中。神圣的
《古兰经》说，信仰的人得到安拉的启示（古兰41:31）。信仰的人听到真正的声音。信
仰的人祈祷是最多被接受的。他们得到未来消息的启示。他们常获安拉的帮助。正如在
过去时代里信仰者有信仰的征象，在这个时代里信仰者也照常有信仰的征象。从这就证
明神圣的《古兰经》是安拉纯洁的言语；《古兰经》的许约就是安拉的许约。起来吧！
基督教人们啊！如果有力量，就来同我较量一下。假如我是欺骗者，那么，你就粉碎我
吧。否则，在安拉看来，你们便是罪人；你们的步骤是朝向火狱之路的。
安拉啊！赐给跟从正道的人们平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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