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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复兴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教长，主许迈喜合第四继位

人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讲词 

 

今天我向你们讲伊斯兰教关于宗教复兴的哲

学。各种宗教总是经由安拉的安排而得到复兴。万

能的安拉派遣一位复兴者使人们远离唯物主义而归

向他们的创造主。这样的一位宗教复兴者总是以安

拉之名要求做出大的牺牲。他号召人们竭尽全力工

作；要坚持，忍耐。他也晓谕他们，谁追求生命，

就得准备牺牲自己。这位复兴者使追随他的人们作

好与盲目反对并迫害他们的人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斗

争准备，其实他们是热爱并力图拯救这些迫害者的。

确实，这是宗教复兴唯一真实和永恒的哲学；一切

与此相反的哲学只是一种幻想。我必须说明，虽然

伊斯兰教所有教派在这一论题上的看法不是一致

的，很多穆斯林相信，在宗教复兴方式方面已经发

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伊斯兰教阿哈默底

亚会相信这一历史过程是永恒不变的。惟恐穆斯林

之间的分歧造成一种错误印象，我认为必须列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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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宗派的穆斯林团结在一起的。那些共同的基本

信条。 

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何种教派，都相信安拉

的独一性和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的

先知品位。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伊斯兰教是拯救人

类最终的宗教。所有的穆斯林都相信直到赏罚日伊

斯兰教将继续满足人类精神上的一切需要。所有穆

斯林都相信经由先知穆圣所启示的经典是不变的，

而《古兰经》一点都是未受窜改的。所有教派的穆

斯林都相信先知穆圣的一切法令都具有有效性和权

威性，直至人类终时。所有教派的穆斯林都相信只

有通过与穆圣的联系才可领悟永恒真理的光芒。这

些基本信条毫无例外地为所有穆斯林所共有。 

这些基本信条虽然具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仍

然存在基本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就是伊斯兰教阿哈默

底亚会与其他穆斯林分道扬镳的关键，关于伊斯兰

教复兴这一问题的分歧。所有其他分歧都源自主要

的问题。 

伊斯兰教将如何恢复活力？如何将新的生命和

活力注入伊斯兰教？正如阿哈默底亚会一样，所有

其他穆斯林也承认，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于主许玛尔

彦之子，伊撒的降临和主许的受道教长（由安拉任

命并将受其引导的复兴者）的显现。这一点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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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但在解释时，实际上产生两种极端相反

的看法。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认为伊撒降临的这一预

言是比喻之辞。它相信有关受道教长的种种预言也

是比喻性的。我们相信，如果以这些预言的表面价

值来理解，不能通晓它们真正壮丽灿烂的重要性。

与此完全相反，伊斯兰教另一些教派坚持这些预言

字面的实现。这就是使阿哈默底亚会区别于其他教

派的基本不同之点。 

 

预言的背景 

 

穆斯林普遍的衰落及互相内讧一事，穆圣（祝

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并非不知。藉着安拉启

示，他在一千四百年以前就预言，穆斯林将分裂成

七十二个教派。他也如此详细描述了穆斯林未来可

怜的困境，似乎我们时代的景象在他亲眼目睹之下

展示出来。圣训对我们时代的特征作了生动的描述。

穆圣说：“伊斯兰教除了它的名称以外，将什么都

不会留下。虽然清真寺内充满拜功者。但缺乏正确

引导。他们的宗教学者将会是普天下最坏的造物。”

不过与这些可怕的警告的同时，他也给予令人愉快

的信息。他说，不管这种危难是有多么不幸，伊斯

兰民族不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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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在他们的开端指导他们，而

玛尔彦之子，伊撒后来又教诲他们，追随

我的人们怎样会毁灭消灭。” 

（Musnad Ahmad:Kazul Ummal Vol. 7, p.203） 

 

他还说： 

ْنُتْم ا  َکیَْف  ْنُکْم۔اَ یُْکْم َوا َماُمَکْم م    َذا َنَزَل ابُْن َمْریََم ف 
“当玛尔彦之子降临你们中间时，他

出自你们中间作为你们的教长，你们将会

怎样？”（布哈里 : 众先知章） 

  

然后他用以下这些话重复这一消息： 

 ْ ْی َنْفس  ۔َوال َذ  ا َدَہا  یُْکُم ابُْن َمْریََم َکَکا  َل ف  َکن َ اَْ  یَِْز    ب یَہ  ل لَیُْشک 
“我以掌握我生命的安拉尊名作证： 

玛尔彦之子肯定将在你们中间降临，而且

他将公正地进行仲裁。” 

（《圣训布哈里》众先知章） 

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也传达过一位

伟大的教长将出现的讯息——受道教长——该教

长也代表玛尔彦之子伊撒。 

因此，阿哈默底亚会与其他穆斯林宗派共同相

信，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全球性的胜利是与基督和

和受道教长的显现相联结的。然而它在解释这些预

言方面与其他教派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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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默底亚会坚持这些预言应按照安拉在行动

方面所显现的律令和其与早期各位先知历史一致性

的事实来观察。但其他穆斯林教派与此相反，他们

坚持这些预言并无内在而较深刻的寓意而固执与其

字面的意义。 

 

非阿哈默底穆斯林的观念 

 

我现在以完全公平的态度，尽力阐明反对我们

者的观点。他们把伊斯兰教的复兴与其经济、政治

方面的统治地位相提并论。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观点，

可能有一个解释（也许情有可原）。对权力的欲望

和金钱的贪图历来支配着人类的冲突和不和。民族

和国家的复兴顶点因此会意味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

支配地位。 

按照他们的看法，安拉的恩典将适宜地显示自

己，带来这样的结果。这多多少少是许多人关于伊

斯兰教复兴所持有的观点。根据这种信念，迈喜合

的降临将宣布伊斯兰教在政治方面的征服而受道教

长的显现将带来他们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首先，我将概述他们对迈喜合降临的观念。他

们相信就是《古兰经》所宣告的以色列人玛尔彦之

子伊撒的那一位先知，将肉体从天降下。他将立即

开始持剑把伊斯兰教所有的敌人砍死！他横扫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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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三个重大目的。第一个目的将是实实在在的毁

灭一切十字架，而不是比喻性的。他将以这么强大

的力量毁灭基督教信条的象征。竟致十字架的任何

痕迹将不复存在。不论在教堂里或在家里或在任何

头颈，人们都见不到一个十字架。 

按照他们的想法，他的第二重大任务将是消灭

每一种猪——家猪和野猪！因此，十字架的所有信

徒那时既没有留下为祈祷用的一只十字架，也没有

留下餐用的一头猪。这样，基督将剥夺所有基督教

徒精神方面和身体方面所有的营养供给物。 

迈喜合第三个任何将是杀死“Dajjal“——既反

基督者。那么，这一反基督者是谁呢？按照《圣训》，

如果按字义讲，正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他将是一

个独眼巨人，他将骑着躯体特大的驴来。他身高超

过云层。所有的先知都曾警告过他们的信徒要提防

这一反基督者的邪恶行为。好，当这个反基督者忙

于蹂躏大地时，那位迈喜合将从天上降下。他将与

那个反基督者在大马士革附近进行战斗并杀死那个

反基督者。那时他将征服整个世界。在做了这件事

之后，他将把统治权转交给穆斯林。 

总之，这是那些穆斯林关于政治复活与优势的

哲学。这就完全解除了穆斯林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

斗争。耽于这种幻想的那些穆斯林，以为他们将不

会吹火之力便将继承这个世界，何劳涉及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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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动之苦。他们恽恽噩噩生活在衰败与堕落的状

态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确信幸福的日子已经不远

了，一位圣洁的人很快将从天而降，发起一场征服

战役。他将杀戮猪群，他将毁灭十字架，他将征服

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强国；然后他将召唤那些等候着

的穆斯林说，“到这里来拿取世界上这一王国的君

权吧。”阿哈默德底穆斯林认为这种好战的复兴观

是令人憎恶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苟同按字面意思

理解的复兴观。下一个问题是非阿哈默底穆斯林关

于伊斯兰教经济复苏的思想。其他许多教派的学者

持有这样的观点：穆斯林经济困境的补救方法不在

于奋斗和牺牲，而在于受道教长的来临。这位受道

教长与主许迈喜合将是同时代的人。他来临时最重

要的行动将是无限慷慨地在世界上所有穆斯林之间

分配财富。他的恩施将是无限的；他的慷慨将是无

法描述的。这种压倒之势的财富将远远超过穆斯林

可以储存的能力。这样将结束对一切财物的追求医

治和对金钱的贪婪。正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这

是医治穆斯林世界经济病害的万灵药。按照这一信

念，受道教长的来临本身就解决了穆斯林经济苦难

的问题。不需要流汗、流泪和劳累，也不需要探究

地下宝藏、窥视原子核心的组织和寻求宇宙的种种

奥秘。不要努力、不要勤奋、不要创新、毋需专心。

需要的只是那位受道教长的降临！我们再次表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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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同意这种信念，我们，阿哈默底穆斯林再次认

为这种思想概念是幼稚、拙劣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阿哈默底穆斯林正确的解说 

 

虽然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绝不拒绝关于主许

迈喜合的降临和受道教长的出现的预言；却强调，

如果按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些预言，那是极度天真无

知的。我们相信他们之所以在理解穆圣（祝他平安

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深奥而富含哲理的喜讯方面出

现那么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充分理解穆

圣的崇高地位。远见卓识的人经常使用比喻和寓言

来概括这样重大的论题而肤浅的眼力却不能领悟它

们的意思。 

阿哈默底穆斯林深信，关于那位迈喜合（基督），

那个反基督者以及他的驴子的整个主题是寓言性

的。因此那位（基督）迈喜合先前不是派遣到以色

列人中间的那位先知。阿哈默德穆斯林信仰耶酥基

督（迈喜合伊撒）是在受十字架刑折后幸免于死而

享尽天年的。那预言中的（基督）迈喜合事实上是

一位将出生在穆圣的信者中的另一个人。因此他将

具有的某些性格和气质与（耶酥）伊撒相同，就称

他为“迈喜合，玛尔彦之子”，正如一个伟大的戏

剧家被称为莎士比亚那样。谈到的那个十字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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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喻。那位迈喜合不会照字面上所说的到处去

粉碎十字架；他将用强烈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来毁

灭基督教的信念。因此十字架的粉碎象征基督教意

识形态的崩溃。同样地，“猪”这一单词不能以字

面意义来理解。它意味着西方世界文化的污秽，把

人变成了野兽般的人类。猪这个单词表示所谓横扫

美洲和欧洲的性混乱。它代表着令人作呕的放荡，

这种放荡甚至致使无辜的孩子们也成为其牺牲品。

《圣训》十分肯定未曾表示过那位迈喜合会猎取野

猪或家猪。这会使发拉的一位先知成为一个奇怪的

形象。这很会使人们想起一个叫埃阿斯  （Ajax）的

人，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把牛群和羊群割成碎

块，他疯狂地相信它们是希腊军队的匪首。 

反基督者，正如迈喜合、十字架和猪的比喻一

样也是象征性的。他象征着一个不仅统治地球而且

统治太空的巨大和强有力的民族。十字架和猪事实

上是有关这个民族的各种象征。圣训说，那个反基

督者的右眼会是失明的而他的左眼会是大而明亮

的。这是象征性描写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个民族

会失去精神方面的光明，但是它的物质的眼光和因

而获得的物质成就却是非常大的。 

最后，阿哈默底亚穆斯林认为那个反基督者的

驴子也是一个象征——这象征被用于描写未来日子

的运输工具。所描写的这只驴子的一切征象，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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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地都与西方国家发明的以燃料做动力的交通工

具相同的。细想那只驴子各种显著的特征——犹如

在《圣训》中所描写的那样——它将吃火，它将在

地上、在海上和天空上运行；它的速度非常，在几

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将走完几个月的路程；乘客们将

不是坐在它的背上而是在它用灯照亮的肚子里旅

行；它在出发时会叫出声音来，请乘客们坐好。以

如此出奇的准确的情况来实现这些预告的事情，是

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真理一种光辉

灿烂的明证。     

按照阿哈默底穆斯林的看法，关于受道教长降

临的许多预言也是象征性的。他将分配给穆斯林的

财富是精神方面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世俗的财富。

某些穆斯林拒绝接受这种财富，进一步指明，它是

何种财富；因为人们从来不会对物质财富感到厌腻；

他们所轻蔑地拒绝的，只是精神财富。 

因此阿哈默底亚穆斯林拒绝接受上面所说明而

为其他伊斯兰教所传播的伊斯兰教复活哲学。坚持

这种哲学与《古兰经》教义的真实教义不符，与众

先知的历史事实不符，而最主要的，是与穆圣（祝

他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所显示的实际行动不符。

阿哈默底穆斯林抛弃这种思想意识的麻醉剂，因为

这种思想麻痹民族的斗志，毁灭其行动力量并把它

们引入虚假和幻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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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默底亚的宗教复兴哲学 

 

这一哲学与所有宗教共同继承下来的哲学并无

区别。它是历史证明的唯一哲学。虽然宗教经典和

传说述及有许多人升上了天，但自从阿丹以来没有

一个实例或报道说他们有人肉体回到地面上来。     

所以，有些人在声称上天的方式尽管不尽相同，

但从未见有报道说有人在长期消失之后又返回地

球。宗教复兴者总是从平凡的家族中出现，常常受

到嘲笑和拒绝；没有凯旋门来欢迎他们，也没有花

环等候他们，更没有欢乐的彩灯恭敬他们。相反，

这些以安拉尊名来临的人由于犯了所谓的“罪行”

而受到迫害。他们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他们的头

顶上堆满了尘埃。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有人给他

们带上荆棘的冠环。他们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折磨。

现在，你又看到他们从塔伊夫城回来，鲜血浸透全

身；你又看见他们在奥哈德战场上鏖战，咽咽一息

地倒卧在同伴的尸体之中。 

你将看到他们的追随者遭受类似的灾难。人们

施加难以置信的折磨。在高低不平的小巷道路上他

们被拴着双脚向前拖进。将他们放在大热天太阳晒

得火烫的沙地上。他们被抛在尚未燃尽的煤屑上并

在那里持续到余烬熄灭。  

他们被赶出自己家门。他们被流放。他们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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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的威胁。他们被杀死。他们被逼家破人亡，妻

离子散。生命所赋予他们的一切权利完全受到敌对

者剥夺。不准他们拜功，也不准他们建造清真寺。

他们被剥夺了宣告自己信仰的权利，甚至不允许他

们说出自己的信条。 

这就是被赋予新的精神生活的人。这就是通向

宗教复兴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在穆圣（祝他

平安并得到安拉的赐福）一生中和在他以前的一切

先知一生中发生的现象。这就是先们复兴他们的民

族所走过的危险道路。这就是自阿丹（祝他平安）

时代起到穆圣的时代宗教复兴的哲理。在这种情况

下，那么，我们怎能认为全能的安拉已决定改变这

颠簸不破、经久惯例的呢？我们怎能认为穆斯林可

以不流一滴血、不作一点努力就能继承这个世界

呢？我们怎能相信他们不作任何牺牲就能成功呢？

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将来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圣洁的创始人，主许迈喜合

证实这一永恒的真理，以以下的话警告这个民族。 

“没有一位先知不受到讥笑。因此人

们一定会讥笑主许迈喜合。” 

全能的安拉说： 

انُوا بِِه  تِيِهْم ِمْن راُسوٍل ِإَّلا كا حاْسراًة عالاى اْلِعبااِد ماا َيْا َيا
 ياْست اْهزِئُ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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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太值得感叹了。每当使者来临，

他们总是以轻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把

他们作为讥笑对象。”（36：31） 

       

    主许迈喜合曾进一步表明： 

 

“因此每一位先知都受到讥笑，这是

自真主的象征。好，谁能讥笑从天上由许

多天使陪着在一群等候着的群众之间以肉

体下降的那个人呢？因此聪明的人能看

出，从天上以肉体下降的那位主许迈喜合

是一种虚假的信念。记住！没有一个先知

将从天空下降。所有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凡是现在活着的将来都死去但在他们中没

有一个人将见到玛尔彦之子伊撒将从天上

下降，继而他们的子女也将死去，他们中

也将没有人看到玛尔彦之子伊撒，从天上

下降。那时安拉将使他们满怀怀疑，十字

架占支配地位的日子也已去不复返世界已

经变了颜色，而玛尔彦之子伊撒却仍然没

有从天上下降。到那时聪明的人厌烦这一

信念。从这一天起，三个世纪尚未过去，

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将在厌恶和失望中不约

而因地抛弃这一虚假的信条。世界上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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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宗教、一个引导者。我已经来临

播种种籽。这样的种籽是我亲手散播的。

它就要生长、结果，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

危害它。（Tazkaratush-Shahadatain, p.64-65）   

   

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在这一相比之下都能看

到，阿哈默底亚的观点是根据各种宗教的历史的，

但反对它的人的哲学来自杜撰且与宗教复兴史抵

触。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安拉选派的每一位先知都

遭受到猛烈的反对。所有先知来临时都带有真理与

永恒生命的信息，但都受到那些持错误观点的人们

的反对。他们比起真理还是喜欢虚假、宁愿精神死

亡而不要精神生命。这确实是宗教诞生的过程。当

不纯洁的思想和行动以及腐败堕落逐渐在宗教中产

生时，同时也逐渐诞生宗教复兴。安拉派遣的宗教

复兴者也遭受到以前许多先知所遭受到的苦难，每

当全能的安拉决定要在精神上使一个民族复活时，

这个民族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见到真理的，

另一部分是反对真理的。他们俩都永远不会改变自

己的态度。《古兰经》以最有效而动人的方式不断

描写这一经常的周期。研究《古兰经》就可表明以

下各点： 

    a）宗教的诞生和复兴都是通过安拉指派的复

兴者。从未见那些学者经由会议和协商而复兴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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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宗教。 

b）安拉指派的所有复兴者总是受到自己民族的

反对，他们以高傲轻视的态度对待复兴者。 

c）这样的复兴者总是受到暴力反对。他们受到

败坏他们祖先宗教的指控。他们被打上异端者的标

记并被判决犯有叛教罪。 

d）反对者被声称的法律规定叛教罪的惩罚是死

刑或流放。复兴者被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或者回

信原有宗教或者流放，两者都不顾意的话，则被威

胁要受死刑。 

e）宗教复兴者从不提供暴力。信奉他们的人们

表现出如此高度的坚定性，他们宁顾被流放或处死

而不顾放弃信仰。 

f）所有复兴者都不用权力和高位的许诺来诱惑

民众。他们却除世俗的雄心。他们不用财富来引诱

民众。他们谆谆教诲牺牲精神。那些相信复兴者的

富有者认为为主服务而贡献他们的一切是自己的好

运气。有力量的信者对作为官职标志的服饰以笑置

之。到那时安拉裁定他们适宜于接受世俗的权力。    

这就是《古兰经》与其他经典所揭示的各民族

宗教复兴的过程。所有先知——从阿丹到穆圣（愿

主赐予他们平安——都经过这些阶段。他们以引导

他们的民族走过受苦和牺牲的道路给予他们新的生

命，他们教人以爱。他们反复教诲人们吃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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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是把生命力输入已死亡的民族

的革命精神。这条反复显现的永久不变的律令是与

人类的本性、良知和智慧一致的。这一安拉经常以

实例证明与永不改变的法则是与人类本性、良心与

才智相一致的。这就是阿哈默底亚会所承认的法则。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宗教复兴的

概念不是人类才智所产生的一种新发明的哲学。这

个复新观念源于延续不断和绝未篡改过的历史进

程，这个历史过程是最正确和真实地被保存在《古

兰经》中的。它是建立在每一真正宗教永恒的原则

与真理的基础之上。例如， 

《古兰经》宣告： 

يِن قاْد ت اباَّياا الرُّْشُد ِمْن الغايِ  فا  ماْن ياْكُفْر َّلا ِإْكرااها ِف الدِ 
ِة اْلُوثْ قاى َّلا  ِِبلطااُغوِت وايُ ْؤِمْن ِِبَّللِا ف اقاْد اْستاْمساكا ِِبْلُعْروا

يٌع عاِليم ُ َسِا   انِفصااما َلااا وااَّللا
 

“关于宗教任何一种强迫都是非法

的，因为正道与邪途业已分明，谁（自

愿地）拒绝阻止善功者的诱惑且信仰安

拉，谁就算把握了坚实、可靠、绝不能

断折的东西。安拉是全听的、全知的。” 

（《黄牛》2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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حاْسراًة عالاى الْ  انُوا بِِه َيا تِيِهْم ِمْن راُسوٍل ِإَّلا كا ِعبااِد ماا َيْا
  ياْست اْهزِئُون

“人类太值得感叹了！每当使者来

临，他们总是以轻视的眼光看待他们，

（把他们作为讥笑对象。）” 

（《完善的领导者》， 31经节） 

 

ُوا ماا ِبِانُفِسِهمْ   ِإنا اَّللاا َّلا يُ غاّيِ ُ ماا بِقاْوٍم حاَّتا يُ غاّيِ 
 

“除非一个民族改变他们内心状

态，安拉绝不会改变他们的情况。” 

（《雷鸣》：12） 
 

 

当先知舒艾布受到他的民族威胁时： 

 

ُشعاْيُب واالاِذينا آماُنوا ماعاكا ِمْن ق اْرياِتناا أاْو  لاُنْخرِجاناكا َيا
 لات اُعوُدنا ِف ِملاِتناا

“舒艾布啊！我们将把你和你的信

仰者驱逐出境，或者你们将皈依我们

的宗教。” 

 

他（只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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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الا أاوالاْو ُكناا كاارِِهَّيا 
“如果我们不愿意呢？”（《高处》： 89） 

 

努哈的那些不信者也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停止

说教，他将被乱石击死。 

 

نُوُح لاتاُكونانا ِمْن اْلماْرُجوِمَّيا  تاِه َيا  قااُلوا لاِئْن َلاْ ت ان ْ

“他们说，努哈啊！如果你不停止（说教），

你被乱石击死。” （《众诗人》 ：117） 

 

只有几位先知没有遭受这种对待。《古兰经》

用以下的话概括了人们对众先知的态度： 

 

واقاالا الاِذينا كافاُروا ِلُرُسِلِهْم لاُنْخرِجاناُكْم ِمْن أاْرِضناا أاْو لات اُعوُدنا 
  ِملاِتنااِف 

“不信的人对他们的使者说：“如果

你们不归信我们的宗教，我们一定把你

们逐出我们的国土。” 

（《伊布拉欣》：14） 

 

伊布拉欣由于放弃祖先的宗教和表达了真理而

受到惩罚，那些首领发泄自己的盛怒而宣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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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اُلوا حار ُِقوُه واانُصُروا آَِلاتاُكْم ِإْن ُكنُتْم فااِعِلَّي

“如果你们有意做些事情，那么，

你们就烧死他，援助你们的崇拜对象

吧！（《众先知》：69） 

 

因为伊撒基督不同意犹太教律法家对《圣经》

的解释，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使他公开作以下的宣

称： 

“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 要废除摩西

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

是来成全它们的真义。我实在告诉你们，

只要天地存在，法律的一点一画不能废掉，

直到万事的终结” 

“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

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

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驻太福音》，第五章：17，18） 

 

我可以提醒你们，耶稣基督和犹太教学

者们的分歧焦点在于这一节的解释：“以利

亚就来乘旋风升天去了。” 

（《旧约列王纪下》，第二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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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学者坚持这节经文的文字上与表面上的意

义。他们相信以利亚在基督降临以前将从天上以肉

身降世。另一方面，耶稣基督断言这是一种比喻。

这话是象征性而不是字面上的意义。他宣告，撒迦

利亚的儿子，约翰是要从天上下降的以利亚。耶稣

基督知道得十分清楚，约翰是在地上生出来而肯定

不是从天下下降的。他在回答“那么为什么那些律

法家说以利亚一定要先来”这一问题时说： 

耶稣回答：“以利亚是要先来准备一

切，可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过了，

人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对待他，同样人

子也将受他们的虐待。门徒们这才明白耶

稣这话是指着施洗者约翰说的。”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11—13） 

 

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点是穆圣（祝他平安并得到

安拉的赐福）所受的苦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

有一位先知受过像我所受过这样多的苦难。” 

因此，宗教的历史教导我们，所有先知总都是

正常的人。他们不会像某种神话故事的那些英雄人

物从天下降。他们总是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信

从他们的人不是经由他人的辛劳而是经由他们自己

的血汗获得光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