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无限博爱
奉无限博 爱 、 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什 么 是伊斯兰
是伊斯 兰 教 ?
伊斯兰
伊斯兰一词的意义
的意义
“伊斯兰”字面的意思是和平，放弃一个人的意愿，处于和睦与和谐状态。伊斯兰教命名为
伊斯兰的意义是经由完全服从安拉的旨意而达到一生的完全和平与永恒幸福。穆斯林的圣洁
经典是圣洁的先知穆罕默德（祝他平安与幸福）受真主启示的《古兰经》。这部经典把伊斯
兰教阐明为完全合乎人类本性的宗教。正如教孩子由字母一步一步地学习语言，安拉在不同
时期向不同民族派遣了他的先知循序渐进地指导人们宗教。这种宗教的指导早在人类初期即
已开始，经由伊斯兰教才达到完善的阶段。
这个时代的宗教复兴者，主许迈喜合、受道教长，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在其名著《伊
斯兰教完善之镜》中说：
“伊斯兰教”一词的意义在《古兰经》一节经文中阐述得好：“
“你说：
你说：别人为什么不进入天
园呢？
园呢？凡是自己完全顺从安拉而实行善功者，
凡是自己完全顺从安拉而实行善功者，则他在自己的养主那里将获得报酬。
则他在自己的养主那里将获得报酬。他们（
他们（关
于将来）
：113）。
）。”
于将来）没有任何忧惧，（
没有任何忧惧，（对于过去的损失
，（对于过去的损失）
对于过去的损失）也不存任何悲愁（
也不存任何悲愁（2：
）。”这节意指穆斯
林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安拉道上的人，即为了安拉、为了遵循安拉的旨意、为了获得他的
喜悦而贡献自己，继而为了安拉固守善功，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使用于主道之上。换句话
说，他在信仰和行为方面都完全成为安拉的人。
在信仰方面，他把自己的一切所有确确实实地认为是这样的一件东西：它是为了认识安拉、
为了服从安拉、为了寻求安拉的宠爱和喜悦而被创造的。
在行为方面，他只是为了安拉这样专心热切利用他的每一官能履行真正的善功，好象他在忠
顺的镜子里看着他自己所真正崇拜者的面颜。他在《拉合尔演讲》一书中说：
伊斯兰教的真相是，像一头牺牲的羊把自己的头颈献给安拉；放弃自己的一切意念而献身于
完成安拉的意旨，毕力求取安拉的喜爱；在安拉中忘失自己，把一种死亡加诸自己身上；把
自己染透热爱真主的颜色并由于对他的那种热爱而完全地服从他；求得只通过他才能看到的
眼睛，求得只通过他才能听到的耳朵，培养完全倾向他的心，求得唯有受到他的命谕才说话
的舌头。这是精神进修者在主道行程中一切追求的最后阶段，人的官能完成了它们各自的功
能而人的自我完全消失。然后安拉的仁慈才以他的言语和他的灿烂的光辉赐给追求者再一次
的生命。他受安拉赐与愉快的会话荣誉，精美的光辉来到他的心田。这种光辉不是理智所能
发现的，也不是眼睛所能识出的。如真主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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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已创造了人类，
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向他们细声诉说着什么，
，我甚至比他们的颈静脉更接
我确已创造了人类，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向他们细声诉说着什么
近他们。（
）
近他们。（50：
。（ ：17）
他就这样荣赐给现世的人们他的近处。人到了这个时候便不再是瞎子，眼是发光的，他用新
的眼睛看见安拉，听见他的声音并发觉自己被覆盖在安拉的光辉中。到了这一步，宗教的目
的业已实现。藉着亲眼目睹安拉，他抛弃低下生命的污秽服装，穿上光辉的外衣。他不仅等
候着后世里会遇安拉和进入天园诺言的实现，而且即在今世也获得看见安拉、与安拉会话和
进入天园的恩惠。正如安拉明示：
至于那些说：
至于那些说：“我们的养主是安拉”
我们的养主是安拉”并固守正道者，
并固守正道者，天使将降临他们，
天使将降临他们，说：“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也
不要悲愁，
不要悲愁，接受你们所受许的乐园的喜讯吧！（
接受你们所受许的乐园的喜讯吧！（41：
）
！（ ：31）

伊斯兰
伊斯兰教义的本质
的本质
当人们的理解能力达到吸取最终训诫时，安拉便通过穆圣（祝他平安与幸福）降下最后一部
完善无缺的经典。这部经典不仅改正了出现于各种宗教中的许多错误，而且教导了许多新的
真理。这些真理在早期社会中由于其特殊环境或其发展尚在初期阶段而从未被宣讲过。同时
它汇集了安拉为引导人们而赐予所有民族所有启示中所包含的所有真理（《古兰经》98：
4）。总之，这部经典满足了永远在发展中的人类一切精神和道德的需求。

理想的教义
理想的教义
按照伊斯兰教义，人生目的是人生的完美的发展。伊斯兰教并不支持人类生来就有罪恶的想
法。它教导说，每一个人内部具有完善发展的种子，而且完全在于他自己去 创造和毁坏他自
己的命运。《古兰经》说：
我（安拉）
：5）。
）。
安拉）确以绝佳的创造计划创造了人（
确以绝佳的创造计划创造了人（95：
确立无种性、信仰、肤色或国家歧视的整个人类兄弟般的关系，是伊斯兰教独一无二和无可
比拟的特点。世系、财富和家庭荣誉不是主要的东西，高尚道德和为人类服务才是真正有价
值的事物。伊斯兰教不仅提出而且履行并实现在全人类社会生活和行为中平等和兄弟般关系
的极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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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教义
最重要的教义
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教义是安拉的独一性。除了一位且唯一的安拉之外没有值得崇拜的，穆罕
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没有任何缺点，他是圣洁的，超越宇宙万物的，最完美的，最仁慈
的，也是万能的。他具备一切美好的常德，没有与他同等值得崇拜的对象。他不生（后
嗣），也不是被生的，因为这些只是微弱的人性特征。安拉的这种独一性是伊斯兰教第一而
首要的支柱，其他一切信念都靠在这个支柱之上。此外，伊斯兰教还帮助我们与安拉建立永
久的联系，并使我们体会他在我们今世的日常生活中是我们所有事务的帮助者。
伊斯兰教要我们信奉所有的先知，包括伊布拉欣（亚伯拉罕）、穆撒（摩西）、伊撒（耶
稣）、克理希纳、佛陀（释迦牟尼）、孔子和琐罗亚斯德。我们把这所有的使者（还有更多
的，此处未曾提及）都看作是安拉派遣的导师。他们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人类，提高他
们的道德水准，把他们引向安拉。伊斯兰教命令人们尊敬安拉指派的所有引导者。
如果一个穆斯林对其他任何宗教的创始者显露出些许不敬，那就伤害了他自己的信仰。
穆斯林在提到每一位先知名字之后，必须道声“祝他平安 Alaihis salam ”为他祈祷。所以伊
斯兰教就以此在所有宗教之间建立和平。

五大支柱
伊斯兰教具有五大支柱：宣布信仰安拉的独一性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地位；固守每日的
拜功；斋月中的斋戒；完纳天课；如果条件容许，一生中要到麦加去朝觐圣寺一次。
信仰而无行为是没有精神实质的。一个穆斯林相信在今世和后世对自己的行为都负有责任。
每个人必须担负起他自己的责任，没有人能替别人赎罪。

圣洁的创始者
《古兰经》证实，安拉曾向每一个民族降赐了教导，因而证实每一位圣人的真理和正义。在
过去，安拉为了领导人类接近他，在个别的时代里，派遣先知（圣人）到个别的民族去。因
此一个穆斯林信仰安拉所有的先知（圣人）。尊贵的圣人穆罕默德是最后持经的圣人，他所
带来的经典包括一切先前经典的教义，只有归依伊斯兰教才能达到先知（圣人）的阶段。而
将来先知的出现只是为了反射穆圣的光辉，而不带来新的宗教定律。由于穆圣使命的极度重
要性和使命范畴的无比广泛性，我们认为他是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但我们认为安拉的预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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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门以及与创造主相通之路将永远不会关闭。不过时至今日，每一个人必须追随最崇高的 先
知穆罕默德（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走过的 正道，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目的。

永生的宗教
伊斯兰教是唯一永生的宗教，每百年都有复兴者降临来复兴这个宗教。我们这个时代是伊斯
兰教特别复兴的时代。宣称这个时代是其复兴的伟大时代，不是空口无凭而是有其客观明证
的。按照《古兰经》、圣训的预言，在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中领导复兴伊斯兰教大事者将是
主许迈喜合（Al -Masihul Mauud ——The Promised Messiah)和受道教长（Al- Imamul Mahdi —
—The Guided Imam）。他将是一位先知，特受复兴伊斯兰教的使命而来。所有有关的预言都
在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身上完全实现了。他宣称自
己是忠诚的穆斯林，笃信伊斯兰教，终身知行《古兰》、圣训，受安拉启示而负起复兴伊斯
兰教的使命。他唯一的天职就是引导人类信仰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穆罕默德
（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是先知印信（Khatamun-Nabiyyeen ）。不在穆罕默德的教统
之下没有人能成为人类宗教的领袖和导师。伊斯兰教并不是过去那些充满神话和离奇故事的
一种僵死的宗教。它是充满生命活力为现代和将来各个时代的整个人类造福的宗教。
全知、全能而具有无限权力、永生的安拉，对诚信笃行于他的宗教的仆人仍然不断显现他的
无限、永久的常德，他赐予他们四个荣誉的等级：先知、正人、殉教者及善人（《古兰经
4：69）。这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伊斯兰教是为全人类和所有的时代所建立的唯一宗教。

圣洁的经典
《古兰经》是穆斯林的经典。这是在一千四百年前安拉以自己的言语降给圣洁的先知穆罕默
德（祝他平安与得到安拉的赐福）的。这部天经直到今天未经丝毫改变而完整无缺地保存
着。无数的穆斯林能够背诵全部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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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宗教的态
其他宗教的态度
正如我们相信所有的先知，我们相信他们所带来的宗教都源出于真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
些真理被遗忘或被虚构杜撰所掩盖。此外，有些教义是区域性的或短暂性的，后来才授予它
们普遍性和永久性。我们相信《古兰经》保存和包含着一切永久性的教义，它能满足全人类
的每个时代的需要并能帮助他们无止境地永远进步。

在人类实际
类实际生活中的倡
生活中的倡导
在人类实际
生活中的倡导
伊斯兰教为了促进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进步，在人们实际生活的各方面作了全面而完善
的教导。读者仅从以下几条中便可一斑知豹，窥其全貌。
a . 藉着确定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利、自由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教义而解放妇女。
b. 绝对禁止一切麻醉物品。
c. 解决经济问题。
d. 提供人类最高贵的实际道德规范。
e. 促进科学和教育。

死后生命
按照伊斯兰教，安拉创造人类的目的在于赐予他们永久的生命，为他们开拓永久进步的道
路。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目的安拉创造了两个世界──今世和后世。所以伊斯兰教认为人的灵
魂是不灭的。死后生命是现世生命的延续。乐园与火狱就从今世开始。乐园是永恒的，火狱
是短暂的。火狱是人类灵魂赎罪的境地。灵魂净化之后就到乐园去。乐园是永恒的进步、圆
满的幸福和欢乐的人生境地。这种人生境地是经由人与安拉的结合、天赋的优良品质与无限
能力的发展而达到的。死后的情况是今世精神生命状态的映象，是永久、无限发展的。人在
后世里将面临赏罚的审判，还有痛苦与快乐的感觉，也能继续工作，学习安拉常德，接近安
拉，获得安拉喜爱，享受无限进步与幸福。所以信仰伊斯兰教后世教义的人对于自己的将来
人生绝对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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