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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洁的圣人之真爱 
 

前言 

近来，有一个反对伊斯兰教和其圣洁的圣人

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1的国际阴

谋。他们使用粗鄙的言语、猥亵的描述，对伊斯

兰教教义和穆圣伟大品格的曲解、否定性的宣传

与对最伟大的圣人和伊斯兰教的谩骂性的诋毁。

这一切举动都是以自由言论和西方文明价值之名

而为的。 

这是阿哈默底亚穆斯林国际总会会长和教长，

主许迈喜合第五继位人米尔萨•马思儒尔•阿哈默德

（Mirza Masroor Ahmad）阁下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在

英国 Baitul-Futuh 清真寺所作的一篇周讲。 

这篇周讲是他针对影片《穆斯林的无知》

                                                           

1
 安拉为了保持安拉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至圣穆罕默德及我们的无限进步和无限幸福教导我们为他祈祷。所以一提到他的尊名，我们就要为他作幸福的祈祷。这种祷告可在心中，可在口里，也可用笔墨。但在著作中为了阅读方便可以默读或口述以下祷词：   �������� �	
����� 	���� �����（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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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cence of Muslims)和在法国出版的描写圣洁的圣

人穆罕默德的讽刺画的答复。 

在这次周讲中会长发表了作为一个阿哈默底

穆斯林所必须的反应。 

翻译本次演讲的目的是为了对每个人的引导。

我们不仅自己要认真的读，而且要赠送给他人。 

 

出版主任：穆尼鲁丁•沙姆斯 

2012 年 10 月于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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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1 日演讲日演讲日演讲日演讲    

    

主许迈喜合第五继位人（祈求全力的安拉支

持他）在念诵过作证词、求护词和《古兰经》首

章后，读了《古兰经》以下经文： 

 

¨βÎ) ©!$# …çµtG x6Í× ¯≈ n= tΒ uρ tβθ�= |Áãƒ ’ n?tã ÄcÉ<̈Ζ9$# 4 $pκ š‰r' ¯≈ t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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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Ν çλm; $\/# x‹tã $YΨ‹Îγ•Β -  

这两节经文译文说： 

“安拉的确正在对这位先知降赐仁

慈,他的天使也正在为他祈祷。信者啊!你

们也要为他做幸福的祈祷,向他祝道平

安。a凡是打扰安拉和他的使者的,安拉将

在今世和后世降祸于他们,并将为他们安

排耻辱的惩罚。  （33:57-58） 

 

近来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国家内和世界

不同的国家居住的穆斯林由于伊斯兰教敌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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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害羞、极恶、残暴的行为而感到非常悲痛，

恼怒情绪激昂高涨。穆斯林的确有权表示这种悲

痛、恼怒，无论穆斯林理解或不理解穆圣的真正

地位，但他们为了穆圣的名誉和尊严是准备牺牲

的。伊斯兰教敌人为了攻击这位圣洁的先知而拍

摄了这个胡说八道的、没有意义的电影。在这部

电影中，他们对穆圣进行极其不公正和侮辱性的

描述。因此，穆斯林的悲痛和恼怒是自然的事情。 

他（穆圣）是向人类行善的人、是对所有世

界的仁慈、是受安拉喜爱者。为了拯救人类的灭

亡显示了这样的悲痛，他就这样把自己置于考验

之境。具有帝位的安拉对他说：“因为他们不信

造物主，你或许悲愁的要死。”（26:4） 

这个粗俗和诽谤性的电影是如此地违背了先

知的人格，一定会使穆斯林的心在滴血。的确这

一切已经发生了。 

最遭致痛苦的是阿哈默底亚会穆斯林，我们

是属于我们至圣的真诚热爱者、真正奴仆─受道

教长的信仰者，他赐予了我们对穆圣伟大地位的

认识。所以他们的这个行动使我们的心受伤了。

我们向安拉俯身叩头，求他给予这些人惩罚，使

他们成为与世长存地做为警告征象的例子。 

这个时代教长（伊妈目）赐给我们这样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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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的高层认识，我们能与森林中毒蛇和野兽和

解，但与对于侮辱我们的主人“众圣印信”的穆

罕默德，而又固执不改的人，我们不能和解。 

主许迈喜合说：“穆斯林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他们可以为自己仁慈的圣人的尊严捐献自己的生

命，他们宁可死，也不要这样侮辱地活着与这样

的人们有内心和解并与他们为友，而同时他们日

夜只是谩骂穆圣且在他们的杂志、书籍和广告中

侮辱地提及圣人，用极为污秽的语言描述他。” 

主许迈喜合又说：“要记着，这样的人对他

们自己的民族也不是真正的爱护者，因为他们在

自己民族的路上种植荆棘。我老实说：如果我们

要与森林中的毒蛇和沙漠中的野兽和解，那是可

能的，但我们不能与对圣洁的圣人们不停地讲坏

话的这样的人和解。他们认为谩骂和恶言就是胜

利，但是每个胜利都来自天上。” 

他又说：“纯洁的人们由于他们纯洁言语的

吉庆最后征服人心，但是污秽的人们只能在国内

混乱情况下制造分歧和争论，除此之外，再不具

有其他任何技能。” 

他又说：“经验作证这样恶言的人不会有好

的结果。安拉的自尊心为他所爱的仆人最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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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工作。”2 
在这个时代中除了报章和广告之外，其他新

闻媒介也正被利用于这样卑陋行为。这些人们由

于他们的固执正在顽强地抵抗安拉。他们的固执

继续坚持他们的残暴行动。如果安拉愿意，他将

捉拿他们。 

2006 年丹麦邪恶的人们制作了关于穆圣愚蠢、

荒谬的讽刺画，那时我曾指导我们的丹麦分会给

予适当的反应。我也曾说，这类残暴的人们过去

也常产生，将来也将不停地继续产生。穆斯林的

这种抗议并不会产生任何作用，这些人还将继续

这样行事。 

我们正在看他们的行为已逐渐变得比以前更

愚蠢和不公平了，他们的这种手段将变本加历，

有增无已。这是他们与伊斯兰教对抗下的败北和

逃亡。这正是引起他们以自由思想之名做荒谬、

愚蠢事情的基因。正如主许迈喜合（祈求安拉赐

他平安）说：“要记着这些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民

族也不是真正的爱护者，有一天他们这种错误的

行动在他们民族人们面前也将清楚地暴露出来。” 

他们也将明白凡今天他们所正在做的荒谬、

                                                           

  
2
   �����������	
���������������23�38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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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事情，对他们民族本身将是有害的。这个

民族是自私、残暴的，除满足自己的私欲以外，

他们并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这时，在言论自由

的名义下，各地政府和其他阶级的人们于一些地

方公开地，大多时候间接地说有利于他们的话，

有时也说有利于穆斯林的话，但要记着世界现在

已经成了地球村，如果坏事不被公开地说是坏事，

那么，这些事情将破坏那些国家的安全与和平。

至于安拉将降下的暴怒，那还是另外的恶果。要

记着时代教长的这句话：“所有的胜利都来自真

主。真主业已作了这个决定：你们试图侮辱的那

位使者，他将胜过全世界。”主许迈喜合所说的

胜利，那是赢得人心的胜利。因为好的言语是有

好的影响的，纯洁的言语并不需要采取极端的措

施或以荒谬、愚蠢的言语回答荒谬、愚蠢的言语。

现在人们所开始的这种坏的言语，如安拉愿意，

将很快地终结，继而他将在复生之日清算这些人

们。 

我刚才诵读的那些《古兰经》节文中全能的

安拉也指引穆民注意他们的职责。你们的工作是

为这位使者祈祷，任何粗鄙、恶意和嘲弄的形式

并不能影响这位先知的名誉和尊严。这是一位这

样伟大的先知，安拉赐他吉庆，他的天使也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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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穆民有责任经常地为他祈求幸福。当敌人

增加他们荒谬的言语时，我们应当较前更多地为

他祈祷。 

安拉啊！你赐予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的后裔

幸福吧，正如你曾赐予伊布拉欣和伊布拉欣的后

裔幸福那样，你确是值得一切无限赞美的，最崇

高的。 

安拉啊! 你赐予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的后裔吉

庆吧，正如你曾赐予伊布拉欣和伊布拉欣的后裔

吉庆那样。你确是值得一切无限赞美的，最崇高

的。 

就是这个祈祷和这位圣人的胜利是在世界上

业已被注定了的。阿哈默底穆斯林一方面对他们

的荒谬、愚蠢的事情表示憎恶、恼怒，另一方面

请他们自己国家政府当局注意阻止这种荒谬、愚

蠢的事情。在世俗方面，为了抵抗这个阴谋，一

个阿哈默底穆斯林应尽自己的努力使世界认识真

相，把真相明告世界，并显示出穆圣生平方面的

优美。。。。    

他们通过自己每一行为而显现的穆圣美的典

范和使自己做成伊斯兰教教义与穆圣的优美典范

的实际图像向世界显示穆圣的生平中真实的优美

面。当然，如我业已说过，他们同时较前更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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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穆圣幸福和平安的祈祷，男女老幼都要使自

己的环境和空间充满为穆圣的幸福和平安的祈祷。

使自己的行为成为伊斯兰教义的实际典范。这是

我们要显示的优美反应。 

有关那些残暴人们的最终结局，安拉在另一

经节 (33:57-58) 中说，凡是给予使者痛苦的人或在

这个时代借穆圣个人人格而给予真正穆民痛苦以

伤其心者，安拉自己将清算他们，安拉将在今世

降祸于他们。由于安拉降祸于他们，他们将沉陷

于更多的肮脏中。在他们死亡后安拉将为他们安

排侮辱的惩罚。关于这一主题，主许迈喜合曾说，

这样恶言的人的结果是不会好的。所以这些人们

今世生活在安拉降祸的情况下，死后处于耻辱性

惩罚的情况下，得到自己的结局。至于其他的穆

斯林，他们应按照安拉的教义、安拉的命令做出

自己的反应，并以“为穆圣祈求幸福和平安的祈

祷”充满自己国家、自己地区和自己周围的空间。

这是穆斯林真正的反应。 

这种反应是无用的：在自己的国家之内放火

焚烧财物或杀害自己国家的人民或游行示威，警

察被迫枪击自己的公民，使自己的人民死于非命。

从报章和新闻媒体所获得的新闻得知，大多数西

方善良的人们对这种行动也表示了自己的憎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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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快。那些人虽不是穆斯林，但他们天性善良，

他们在美国和在这里都对这种行动表示不喜欢。 

但政府领导阶层，他们一方面说这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他们以表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作掩盖

而赞同这种行动。这种双重标准，不能继续。言

论自由的法律不是天经。我在美国向政治家们演

讲时曾向他们也说：人造的法律中是有瑕疵的、

是有错误的，在制定法律时人可以忽略某些方面，

因为人没有未见的知识，但安拉是知道未见的。

他所制定的法律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不要把自己

制定的法律认为这样的完善：其中不能有任何的

变更和替换。虽然存在言论自由的法律，但不能

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中，也不能在联合国（United 

Nations）宪章中见到这条法律：没有人将被许可有

伤害他人的宗教情感或将有允许他侮辱其他宗教

圣贤人物的自由。这在法律中任何地方都没书写

着，因为这样的许可将导致世界和平的破坏和致

使憎恶的情感泛滥，民族和宗教之间的裂痕将日

益逐渐扩大。所以如果要制定法律，那么，为了

保证个人的言论自由，无疑地，你们尽可制定法

律，但不要制定允许伤害他人情感的法律。联合

国正在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徒劳无益的法律的

组成是他们一个巨大的成就。 



11 

 

然而，看看安拉的法律，安拉说：对于别人

的偶像不要用恶言坏语（参考 6:109），这样破坏

社会的和平。如果你们说偶像的坏话，那么，他

们在无知中关于全能的安拉将使用不适当的言语。

这将使你们内心发生痛苦。内心的愤恨将要增加，

战争和纠纷将要发生，国内将爆发混乱。所以这

是优美的教义，这教义是伊斯兰教的安拉、这个

世界的安拉、全人类的安拉赐予的教义，他为了

改善人类和建立喜爱以完善的教义派遣了他心爱

的圣人穆罕默德。安拉赐予穆圣“对众世界的慈

悯”的称号，把他作为对一切受造物的仁慈而派

遣的。所以世界上受过教育的人们、政府当局和

政治家们应当考虑，他们由于不严厉地压制这几

个荒谬的人，而自己是不是也要成为暴乱的一分

子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应该思考，玩弄他人的

宗教情感并同意几个卑鄙的淹没于污秽中的人们，

是不是他们自己也作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 

我们阿哈默底穆斯林极尽自己的能事为世界

服务。在美国迫于血液的需要时，我们阿哈默底

穆斯林去年捐献了一万两千瓶血液给他们，近来

还在开展着类似的献血活动。我向他们说，我们

阿哈默底穆斯林为了给予别人生命正在捐献自己

的血液，而你们则以自己的这种行动迎合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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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使我们的心正在流血。所以这是一个阿哈默

底穆斯林和一个真正穆斯林的行动。而这些认为

自己是建立公平的人，他们的一个阶层的人的行

为如上所述都是那样不公平的。穆斯林被加罪他

们正在做着错事。这是正确的，一些穆斯林的反

应是错误的；毁坏、焚烧财务、阻碍通道、杀害

无辜的人民、不保护外交人员的安全、谋杀和谋

害他们，这都是错误的。但他们讥笑、侮辱圣洁

的众先知们却得寸进尺，这也是极大的罪恶。最

近，仿效着这种行径，法国杂志又发行了较之原

来更具侮辱性的漫画。这些世俗的人了解今世就

是他们的一切，但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就有他们

毁灭的安排。 

在这里我也想说，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区域建

立着穆斯林政府，世界有很多的地方在穆斯林控

制之下，安拉也赐予了穆斯林国家天然资源，穆

斯林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古兰经》是人

生完善的经典，有信它的人们，也有阅读它的人

们，那么，穆斯林政府为什么没有努力在每一阶

层上将这个优美的教义向世界宣传呢？他们究竟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们为什么不本着《古兰经》

的教义向世界宣传呢？玩弄宗教情感、侮辱安拉

的圣人们或试图侮辱他们也是罪恶而且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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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和犯法行为。为了世界和平，这也需要被制

定在联合国宪章之中：任何成员国家不给予自己

的任何公民玩弄他人宗教情感的许可。以思想自

由之名不能给予破坏世界和平的许可。但是遗憾

的是，从这么长的时期来看，这一切都在发生，

而穆斯林国家从没有联合起来协力一致努力向世

界宣告至圣和所有圣人的光荣，并在国际社会上

使他们的光荣史实得到人们的承认。即使像联合

国其他决定一样，这一决定也将不被执行，什么

联合国宪章正在实施呢？但总有一个东西载在记

录之中。 

伊斯兰教国家的组织被建立了，但它未曾在

世界上作确实地努力建立起穆斯林的威严。相反

地，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家为了完成自己的私欲而

从事各种努力。他们所不关注的，就是那宗教的

伟大性。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进行扎扎实实地努

力，那么，人民不会像在巴基斯坦或其他国家所

显示的错误反应。而人们会知道他们的领袖为此

工作是指定了的，他们将努力履行他们的责任，

为了奠定至圣的荣誉和所有圣人的荣誉。他们在

全球性组织层面上这样的站起来，世界上势必承

认，凡他们正在说的，都是真诚的，都是公理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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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西方国家和世界每一地方都居住着

很大数量的穆斯林。从宗教本身和信仰者数量方

面看，穆斯林是世界上第二大力量的民族。如果

他们是履行安拉命令的，那么，他们在每一方面

都能形成最强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

的敌对力量将永不敢再有这样令人悲愤的举动或

还怀有这样的念头。总之，除在穆斯林国家之外，

世界各国都还有很大数量的穆斯林。在欧洲单是

土耳其人就有数百万。其实欧洲大多数的国家内

都居住着数百万穆斯林。同样地，其他穆斯林民

族居住在这里，有从亚洲来的穆斯林，英国也居

住穆斯林，美国也有穆斯林，加拿大也有穆斯林，

在欧洲每一个地区都居住着穆斯林。如果这些穆

斯林决定投票支持显示宗教容忍精神的政治家，

这些政治家不仅以言语而且也作行动的显示，并

谴责这样荒谬的行为或制作这样的影片的人，那

么，在世界的那些政府中一个阶层的人将起来谴

责这种猥亵行为。所以如果穆斯林理解自己的重

要性，那么，世界可以产生一场革命。他们在国

内能促使政府创立尊重宗教情感的法律。但是不

幸的是，在这方面他们并未关注。当阿哈默底亚

会引导他们注意这一焦点时，他们不但忙于反对

它，而且正在加强敌人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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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赐予穆斯林领袖、政治家和宗教学者智

慧以便他们增强他们的力量，认识他们自己的重

要性，注意自己的教育。这些制造反对穆圣的猥

亵空言和谴责他的人们，制作这个讽刺片或在这

里面做了工作的人们，他们的道德标准是从新闻

媒体关于他们的报道可以衡量的。有人说，制作

这个影片的主要负责人是住在美国的名叫纳库拉•

巴西莱 (Nakoula Basseley) 的或类似这样名字的科普

特基督徒或是名叫萨姆•巴奇莱 (Sam Bacile) 的人。

总之，据报道，他有犯罪背景，由于欺诈的行为

在 2010 年曾被禁闭于狱中。导演这部电影的第二

个人是色情片的导演，影片中的所有演员都是色

情影片的演员，色情的限度是难以想象的。这是

他们道德品质的标准。这些人陷于怎样的污秽中，

而他们却谴责安拉已作证的具有崇高道德和圣洁

性的伟大人物。所以由于这种污浊行为，他们肯

定招致了也正在继续招致安拉的惩罚。同样地，

这部影片的主办者也不能逃避安拉的惩罚。参与

这件事情的还有一名神父。前不久，他为了廉价

获得声誉而试图焚烧《古兰经》等书籍。  
 �� ������ ��� 
��
������ ��������  ���� � 
!�" 
�� 
�� ��  

“我们的养主啊!把他们完全撕成碎片，完全

毁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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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界有些人曾努力谴责这种行径，同时

他们也谴责了穆斯林的反应。不适当的反应的确

应该受到谴责，但也应看谁先煽动了这个事件。

总之，正像我说过，这是穆斯林的不幸，这一切

事情的发生，其原因都是由于穆斯林不团结和没

有领导人物。这些人们虽然宣称是使者的热爱者，

但实际上他们已远离自己的宗教。他们的宣称是

无疑的，但没有宗教知识，而在世俗物质方面他

们也是逐渐衰弱。 

任何穆斯林国家也未曾向任何国家提出强硬

的抗议。如果提出了抗议，那抗议是那样的低调，

以至于新闻媒介并未重视。如果新闻媒体对穆斯

林的抗议也做出了新闻报道的话，那做出的新闻

报道只是 1.8 亿穆斯林正作着孩子气的反应。当没

有监督者，他们自然是流浪、徘徊歧途的。于是

他们对事情的反应如孩子一样。这固然是他们一

个讽刺的评论，但也暴露了现实。当前还要祈求

安拉使穆斯林至少现在感到羞耻！这些人宗教的

眼是瞎的，不知道圣人们的地位。当伊撒的地位

受到轻视时，他们甚至默不做声，所以他们认为

穆斯林对圣人的强烈反应是幼稚的、孩子气的。 

总之,像我业已说过,我在 2006 年也已请大家注

意：你们要关注这方面并要作这样的一个扎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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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行动计划以便在今后没有人再敢这样侮辱先

知们。但愿穆斯林国家听取这一点。凡是你们可

以传达到的人，每一位阿哈默底穆斯林都应当努

力向他们传达这项消息。几天的抗议后默坐家中

将不解决这个问题。再者，人们经常提出不同建

议。一个地方也来了一个建议：世界的穆斯林律

师应集体请愿。但愿具有国际地位的穆斯林律师

针对其可能性和其可行性进行深思熟虑或者找出

其他途径。 

穆斯林究竟直到什么时候眼看这种荒谬行为，

而无所作为，只是在自己的国家内进行抗议、破

坏举动而后默坐下来？这对西方世界和对那些编

制这个影片的人都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在那些国

家内攻击无辜的人们或威胁他们或试图杀害他们

或攻击大使馆，这些行为都是违背伊斯兰教教义

的，伊斯兰教绝对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是

自己为别人制造反对穆圣的机会。所以极端主义

不是其回答。其回答是我已经告诉你们的，那就

是改正自己的行为和为人性的救助者--------穆圣祝福

和祈祷平安。为了今世的一般世俗事务的奋斗，

穆斯林国家应当统一合作，西方国家穆斯林当使

别人承认自己选票的力量。总而言之，我会每一

成员无论在哪里，都应这样的工作。要努力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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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默底友人也这样的工作，而且使人们承认他

们在所居住国家内他们的力量和他们选票的力量，

要向世界完美地展现出穆圣生平的所有方面。 

今天，这些人大声要求言论自由，他们大声

责难伊斯兰教中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他们举今

天穆斯林世界的例子：穆斯林的国家内的公民没

有言论自由。如果他们没有获得言论自由的话，

那是那些国家的不幸，他们本身没有履行伊斯兰

教的教义，这与伊斯兰教教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在历史上，有些人们对待先知非常放肆并且没有

任何的礼貌和尊重，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尽管如

此，先知依然显示出了忍耐和宽容，这是举世无

双的。我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尽管这被叙述在穆

圣的宽容、慷慨的品德的事例中，但是也显示人

们对他态度放肆甚至失去礼貌的限度和他对他们

容忍的精神。 

朱拜尔•彬•穆特伊姆（�#$� %& '()）传述：有一

次，他和另外几个人陪伴着穆圣从候奈因（*+,）

战役返回。贝都因人（阿拉伯游牧民族的人）缠

着穆圣执意向他要求，他被迫移动到多荆棘的树

旁，他的外衣被刺入荆棘中。穆圣停下并说：

“还给我外衣吧。如果我有像旷野中的树一样多

的骆驼，我也将分给你们，你们将不会发现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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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啬的、虚伪的和胆怯的。”3  
在另一圣训中，艾奈斯（愿安拉喜悦他）传

述：有一次我同圣洁的圣人在一起，圣人那时穿

着一个厚边的外衣，一个游牧民族的人那样狠狠

地拉他的外衣，衣边在他的颈上留下了痕迹。继

而他说：“穆罕默德啊！从全力的安拉赐予你的

这些财物中装载于我的两头骆驼上吧！因为你将

不会从你自己财物中或你父亲的财物中给我的。” 

当时穆圣保持沉默，继而说：“财物是安拉的，

我是他的仆人。”然后他又说：“但你使我受到

痛苦，你将自己遭受惩罚。” 那个人说：“不会

的。”穆圣说：“你为什么不会受惩罚？”他说：

“因为你不是以恶报恶的。”  穆圣笑了，然后他

吩咐将大麦装在他的一只骆驼上，将椰枣装在了

他的另一只骆驼上。4 
所以这就是穆圣的宽容与忍耐的最高地位。

他不仅向信从者而且向敌人也表现了这种品德。

他的高尚道德包括慷慨、同情、忍耐，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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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宽容的榜样。但恶意批评者不加任何思索和

考虑地站出来批评“安拉对众世界的仁慈”——

穆罕默德是苛刻的、残酷无情的。 

在这部电影里对《古兰经》也提出了反对异

议。我没有亲自看过这部电影，但关于它，听人

说：他们指控《古兰经》是在圣人第一次获得启

示后，海迪甲（@WFX）偕穆圣会晤的那位海迪甲的

表兄弟瓦尔卡•彬•诺法勒（�7?Y %& @�.�）写的。不信

的人们在穆圣有生之年也常作这种非难：这在不

同时间分段降下的《古兰经》，如果是安拉的言

语，那为什么不一齐降下？这些可怜的人对此完

全没有知识，而且对历史事实也一无所知。总之，

制作这部影片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但那些参与制

作这部影片的两个神父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而事

实上却也是完全无知的人。 
瓦尔卡•彬•诺法勒曾这样说：“ 但愿当你的

族人驱逐你，使你背井离乡时我还健在。不久，

瓦拉格  )@���.��( 去世了”5 
再者，像我业已说过，这些神父们完全不知道

历史和个别事实真相。东方学者们他们常常忙于

辩论这章经文在哪里降下--------在麦地那或在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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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相信瓦尔卡•彬•诺法勒写了《古兰经》 ，

同时他们又说，瓦尔卡•彬•诺法勒写给他的。《古

兰经》自己向他们发出这个挑战：如果你们认为

有人把它写给穆圣的，那么，你们要拿来像这样

的一章。（参考 2：24）    
再者，关于尊敬别人的情感问题，在这方面

穆圣也是举世无双的。虽然他知道他自己是优越

于所有的圣人，但是为了照顾犹太人的感情，一

次他说：“你们不要说我优于穆萨圣人。”6 
穆圣关怀穷人的情感。他这样尊敬他们的地

位：有一次他的一位富裕的同伴显示自己在别人

之上的优越性，穆圣听到这个，他说：“你们认

为你们的能力、你们的气力、你们的财物是经由

你们自己的能力获得的了？这绝对不是的。你们

的民族力量和财富都是由穷人们来的。”7 
为人类要求自由权的人，今天建立穷人的权

利，努力保护它。但穆圣于 1400 年以前已作了建

立这些权利的指示：“劳工的工资应在其汗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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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之前交付。”8因此，他们何处可与人类的恩人

竞争。穆圣有无数的经历。在他的一生中道德的

每一方面我们都见到其高尚的典范。 

而后，他们再无异议，只得指控说，他很喜

欢女人（祈求安拉护佑我们以免有此种想法）。

他们对他的婚姻方面提出了异议，但安拉也否决

了那些异议。安拉早知道将有这些经历、出现这

样的问题，于是他产生这种情况：这些异议的否

定也显示在眼前。关于阿斯马•宾图•努曼•彬•阿比•

朱安（<?) fg %& <�3#Y h+& �ig），有人说：她是阿拉伯

的一个美女。当她来到麦地那，女人们在那里见

到了她。所有的女人都赞扬说：“我们一生都没

有见过这样美貌的女人。”在她的父亲的意愿下

穆圣用五百银币与她订婚。当穆圣到她那里去时，

她说：“我祈求安拉保护我避免你。”穆圣说：

“你已寻得一个伟大的庇护者的保护。” 于是穆

圣出来了，并吩咐同伴阿布•乌赛义德（F��g ?&g）说：

“你送她回家。”而且这也是载在史册的，她家

庭的人们对她的这项婚事原是非常欢喜的，他们

的女儿竟然与安拉的使者成了亲。 
当她回来时，他们都非常的生气，狠狠地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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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了她（参考9）。这就是那位伟大人物，关于妇

女，他也遭受令人厌恶的非议，其实，他所有的

婚配也都有安拉的命令。 
主许迈喜合曾写了，如果穆圣没有妻子、没

有儿女，没有由于儿女而来的考验，没有如何面

临考验的表现，没有他对于妻子的善行，那么，

这方面的高尚的品德如何建立起来而且建立的模

范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穆圣每一行为都是为了获

得安拉的喜悦（参考10）。 
关于阿伊莎 @Mn��（愿安拉喜悦她），他们错

误的加罪是：她是受溺爱的。关于她的年龄，也

被说很错的话语，但是穆圣曾向她说：“有些夜

里我想整夜礼拜最爱的安拉。”11还有，凡是脑袋

中充满脏物的人，他们现在提出这种异议，他们

不断提出这种异议或则将来也会不断作这类的行

动，正如我在前面业已叙述了。但安拉业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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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继续用这种人们来填满火狱，所以这些人和

支持他们的人们应当畏惧安拉的惩罚。正如主许

迈喜合说，安拉对他自己喜爱的人是很有自尊心

的（参考12）。在这个时代里安拉派遣了自己的迈

喜合•受道教长引导世界，关心改新。如果他们不

停止他们的残暴行为和嘲弄，那么，安拉的刑罚

是很严厉的。 
近来世界每一地区都正在下降天然灾害，每

一地方都面临毁坏，在美国也有较前更大的风暴

降临，经济危机逐渐严重，世界上不同区域的居

民由于地球变热现象而有了被水淹没的危险，他

们正在被围困于那些危险之中。这些过度行为的

人们应当把注意力转向安拉。他们应当把这些事

情作为转向安拉的动力，而不再陷溺于这类的荒

谬言语，但不幸，他们反而正在试图逾越一切限

制。时代的教长业已作了警告、显明地告诫了他

们。如果世界的人们不留心听从他的声音，那么，

他们的每一脚步都将引领他们走向毁灭。这是主

许迈喜合的信息。这是应当一再重复的信息。我

们大多的时间都宣达这项信息，今天我又一再传

达这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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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许迈喜合说：要记着安拉已经示知我的，

将有许多地震降临。所以必须理解依照预言，地

震业已发生于美国，同样地，也发生于欧洲。也

将发生在亚洲不同的区域，有些地震将像末日一

样。将有这样大规模的死亡，河中流血，甚至飞

禽走兽也将逃不了这个灾难。地面上将有那样严

重的破坏，自人类受造以来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

破坏。大多的地方颠倒过来，好像从没有住过人

一样。天地中还有其他可怕的灾难将要发生。甚

至每一有智慧的人都将认为这些是不寻常的现象，

而在天文学和哲学书籍中的任何页中也不见有这

样的记载。于是人类将产生焦虑，这将要发生什

么事情？许多人将要得救，许多人将要毁灭，那

些日子是接近的，甚至我看到的确它们就在门阶

上，世界将看到来日的景象。不仅将有地震，而

且还有其他的可怕的灾难也要显现。有些来自天

上，有些来自地面。这些将要发生，因为人类放

弃了他们自己对安拉的崇拜，他们全心、全意、

全力都转向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不来，那么，这

些灾难将延迟一些时间到来。但随着我的来临，

安拉一个很长时间隐藏着的恼怒而未宣的旨意显

现出来了。正如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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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对一个民族派遣使者之前,我绝不对其

下降惩罚       。    (17:16)          

那些悔改的人他们将获得安全。那些在灾难

到临他们前就惧怕的，他们将受施仁慈。你们认

为你们将避免那些地震的灾难？或则你们自己的

计策能解救自己？你们绝对不能！人们的工作那

天将要完毕。你们不要想象：美国和其他国家内

已来 了严重的地震， 而 你 们 的 国 家 是 安 全

的。……啊，欧洲啊！你也不是安全的！啊，亚

洲啊！你也不是安全的！啊，岛国居民啊！人为

的上帝将不帮助你们。我看见城市陷落，我看见

许多聚居地毁灭。独一无二的安拉在一个长时间

是保持沉默的。在他的眼前人们犯被憎恶的罪行

而他保持沉默，但现在他将显出他的面容可怕的

表情。凡是有耳听的人，他们要听着，时间是不

远了。我已经努力把所有的人们聚集在安拉的安

全之下，但前定了的必被应验。” ……继而主许

迈喜合说：“圣人努哈的时代将显现在你们眼

前。你们将用自己的眼睛看见鲁特的土地上发生

的事情。但安拉不轻易怒形于色。你们应当悔

过，以便你们受施仁慈。凡是任何人远离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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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虫，而不是人。凡是任何人不怕安拉

的，他是死的，而不是活的。”13祈求全能的安拉

也赐予世界智慧使他们能停止他们可恶的、不公

平的行径。安拉也使我们能完成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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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广告广告     
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特为中阿文化交流，也为研究

伊斯兰教和做宗教比较研究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

和方便，我们出版了以下一系列华文书籍，欢迎阅读。  
伊斯伊斯伊斯伊斯兰兰兰兰教教教教图书图书图书图书推荐推荐推荐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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