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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始。 

介绍 

这份《寄厚爱予中国弟兄的通讯》是伊斯兰教

阿哈默底亚会教长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

写的。为了让我同胞易于理解这篇通讯的客观需要

和重要性，我深觉向您们把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

和其教长作个简要的介绍是自己责无旁待的事。希

望大家在阅读了这篇通讯之后，更能体会这是一篇

具有非常价值的东西。 

阿哈默底亚会是世界范围伊斯兰教的一个纯粹

的宗教团体，创建于 1889 年印度旁遮普省境内一个

小村庄卡迪安（Qadian）。创始人米尔萨·欧拉姆·阿

哈默德先生（Hazrat Mirza Ghulam Ahmad）宣称是

真主派遣的宗教复兴者，全世界许多宗教的信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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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名字和称号期待他的降临。根据隐喻文字的

预言，印度教徒期待着克理希纳，基督教徒期待着

基督，佛教徒期待着佛陀，拜火教等待着买索德巴

赫米（Mai Sod Ar Bahmi），而穆斯林期待着迈喜合

（Messiah）和受道教长（Mahdi）。在宇宙万物创造

者，安拉的指引下，米尔萨先生做出了革命性的揭

示：只出现这样一个宗教复兴者来代表这一时代对

各宗教所预约的复兴人物，以便人类最终将归依于

一个全球统一的宗教团体。他又进一步主张这位主

许的宗教复兴者将不具有他独自的教义，而只是服

从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的复兴者。他相信伊斯兰教将成为全人类最终与完

美的生活法规，因此他声称人们所期待的宗教复兴

者一定出现在伊斯兰教内，必须是一个信从至圣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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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先知。他声言

他的降临最终会导致人类一直到向往与渴求着的一

个全球性宗教的黄金时代。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宣

称，虽然是一个谦逊与朴实的开端，但完全符合宗

教的总的趋向与要求。 

这个宗教运动不久会被全世界敬仰与惊奇地公

认为一种强大的宗教力量，在从事与全世界其他宗

教争夺至高无上地位的一场殊死战斗中捍卫着伊斯

兰教事业。这位主许迈喜合、受道教长说，这一神

圣的战争，不是用物质的武器来做战。不用刀枪，

不用火药，将完全是一场精神上的战斗，根据宗教

真理用说理与争辩的武器战斗。改造整个世界秩序

要通过说服、推理、耐心与毅力才能求取。决不会

以宗教的名义而流血，但是，如果对传布真理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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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与敌对的各种势力把战争强加于阿哈默底亚运

动成员身上，那么，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这就是伊

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的简述。 

主许迈喜合的逝世与继位 

1908 年主许迈喜合逝世时，由一位选举出来的

继承者继位。这样，哈里发（教职继位）制度在经

过一段长时期后又以 Khilafat-I-Rasheda 的传统重新

振兴起来。（Khilafat-I-Rasheda 一语用指伊斯兰教

至穆罕默德逝世后教职继位的一段黄金时期。）主许

迈喜合的教职继位人因此冠以哈里法的称号，而且

是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运动精神、宗教与行政上的

领袖。选举出来的教职继位人是终身制的。现任哈

里发（教职继位人）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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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Hazrat Mirza Tahir Ahmad）是在前任米尔萨·纳

思尔·阿哈默德先生（Hazrat Mirza Nasir Ahmad）

1982 年逝世后选举出来的第四任哈里发（教职继位

人）。 

阿哈默底亚会穆斯林的估计数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业已建立在全球五洲两

百个国家中，除巴基斯坦不可数计的分会外还有

21819 分会散布于世界其他国，约计千万余会员。现

在共有 1640 位教长在那些地方从事兴教工作。 

建造清真寺 

印度次大陆以外，阿哈默底亚会在世界各地已

建造了 2252 座清真寺。欧洲许多主要城市中，第一

                                                        
1  他 2003 年逝世后米尔萨·马思儒尔·阿哈默德先生

是被选为的第五任哈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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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清真寺总是由该教会发起建造的。1924 年阿哈默

底亚会会员在伦敦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现在，在

哥本哈根、哥德堡、苏黎世、法兰克福与海牙，该

教会因在这些城市中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而享有深

受羡慕的盛名。1982 年在西班牙建造了自从五百年

前结束穆斯林统治以来的一座新的清真寺。这件事

具有历史上的特殊意义。1989 年又在澳大利亚悉尼

市建造一座清真寺，清真寺的数目不断增加。每年

在世界各地都建造许多新的清真寺。  

资金 

阿哈默底亚会的资金是自主与完全独立的。除

了有些收入来自本会创办的一些医院和教育机构以

外，它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会员自愿捐献。每一个有

工作的会员都按期交纳他收入的十六分之一。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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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有特殊需要时，会员热情慷慨响应哈里发发

出的呼吁。这样的一些呼吁发出时，不仅男会员，

女会员也尽力参与捐款活动。该会所有的清真寺都

是用这些特别捐款建造起来的。例如，伦敦、哥本

哈根与海牙的三座美观的清真寺完全是用妇女的捐

款建造的。 

阿哈默底亚会总的生产力也许不能只以该会每

年收入作判断。该会力量的主要支柱在于会员致力

服务的精神。会员每年花在自愿服务方面的小时数

以亿万个计算。 

神圣的《古兰经》的各种译文 

本会对伊斯兰教最大贡献之一是有幸将神圣的

《古兰经》已经翻译成世界所有主要的语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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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种2语言的《古兰经》译本业已印发。这些译文

的标准与质量已为世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著名学

者所承认和赞扬。这一工作正在用其余的语言继续

进行着。要向您们传达的喜讯是，大家将要看到更

多种语言的《古兰经》译本问世。 

现已出版的《古兰经》五十多种语言的名称如

下： 

乌尔都语、英语、德语、世界语、丹麦语、荷

兰语、约鲁巴语、卢干达语、斯瓦西利语、固尔木

窥语、北印度语、印度尼西亚语、飞枝语、朝鲜语、

日语、瑞典语、俄语、意大利语、法语、吉库亚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马来语、孟加拉语、奥利亚

                                                        

2  现在（2020 年）已经超过七十种语言的《古兰经》

译本。（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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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波斯语、辛迪语、泰米尔语、切赫语（波）、曼

尼普尔语、波兰语、越南语、他加禄语（菲律宾国

语）、汉语、阿尔巴尼亚语、阿萨姆语、保加利亚语、

希腊语、吉吉拉蒂语、德拉维族语、马来地语、门

代梧、旁遮普语、普什图语、土耳其语、图瓦卢语、

泰卢固语、瑟赖吉语、凡迪语、豪撒语和克苦犹语。 

其他的著作 

在伊斯兰教的其他著作领域中，阿哈默底亚会

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优美的宗教著作用世界上几乎

所有的主要语言写成，其题材遍及人类所关注的广

大领域。《圣训精选》已被译成一百种语言印发。而

后，阿哈默底亚著作的主流是由米尔萨·欧拉姆·阿

哈默德先生（Hazrat Mirza Ghulam Ahmad）所著的

八十多本书籍与小册子以及此后许多阿哈默底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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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无穷丰富的学术著作所组成。例如，联合国大会

前主席 Mohammad Zafrullah Khan 也以他的许多原

著或将各种书籍译成英文，对阿哈默底亚著作做出

贡献。主许迈喜合著作选集已被译成一百种语言印

发。 

报章杂志 

教会用世界上十九种语言出版了九十八种报章

杂志。 

以下是一些报章杂志的名称举例说明： 

宗教评述（英文） 

Al-Fazl 每日新闻（乌尔都文） 

真理（英文） 

Al-Taqwa（阿拉伯文） 

消息报（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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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德文） 

伊斯兰教（波兰文） 

向导（英文） 

电视广播 

本会人造卫星电视广播名为 Muslim Television 

Ahmadiyya，简称 M.T.A。M.T.A 是稀有的优质、全

面、严谨的电视台。自 1994 年创造以来，它把精力

集中在制作无时间界限、并能使所有年龄观众皆可

欣赏的节目上。它充分认识到电视在当今世界中所

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全力、正面地运用自己的媒体

影响，以期达到其教育观众的目的。 

本电视台特点 

放眼全球 

M.T.A 电视台跨越地理界限，观众无需交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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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费用。他们可在每天 24 小时内收看到 M.T.A 电

视。M.T.A 电视台使用英语、汉语、阿拉伯语、法

语、德语、和土耳其语等八个语种定时广播。播放

节目以全球观众为对象，在内容和形式上反映多种

文化。M.T.A 电视台在各州都设有演播室,增添电视

频道的国际风格。 

伊斯兰教义 

本电视台为了宣扬伊斯兰教真理，每日都有重

要的节目播讲伊斯兰教义。我会教长米尔萨·马思

儒尔·阿哈默德先生每星期五聚礼日的说教和特别

场合演讲都由 M.T.A 乌尔都语、阿拉伯语和英语、

法语、土耳其、孟加拉语等向世界作电视广播。其

他许多宗教节目也以不同语言向世界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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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 

M.T.A 电视台向观众报道发生在整个世界上的

重要新闻。每天用三种语言报告新闻，并播发来自

其国际通讯员的特别报道和在科学、技术和医学等

领域内的主要发展。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电视频道，

M.T.A 电视台能够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观察和报道

事实新闻。 

体育 

体育节目为本台的另一特点，它定期广泛地报

道各种体育消息。除了那些为人熟知的体育运动，

如足球和篮球等，M.T.A 电视台还报道地方性的体

育运动，如旁遮普的角力比赛。它转播世界锦标赛

的实况并介绍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体育明星，使观众

了解最新的体育活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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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论坛 

M.T.A 电视台还播放名目繁多的命题讨论。观

众对其所感兴趣的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问题有观

察事物本质的机会。对所有观众来说，许多涉及政

治、社会及宗教题目的节目和文献片也是他们永久

性的信息来源。 

科技天地 

M.T.A 电视台为观众举办有关健康、科学与技

术等教育节目。它提倡对传统方法论的学习与研究，

如顺势疗法，同时还鼓励对现代科学的研究。 

生活百花园 

M.T.A 电视台拥有国际性的观众，它通过丰富

和表现不同生活方式的题材的节目来反映这个特

点。节目内容，如烹饪术、电脑技术等均被定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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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从而可以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与兴趣。它还播

出能帮助观众学习、提高他们语言技能的多种语言

学习班，如汉语、乌尔都语、挪威语、印尼语等。 

儿童节目 

为各个年龄段的儿童特别制作大量趣味性的学

习节目。从木偶剧、儿童游戏到问题解答、知识竞

赛等各种节目，供各国儿童观赏。 

教育与卫生服务 

尽管资金有限，本会并未忽视组织教育与医药

机构的需要。在很多国家中，我们已设立了医院和

学校。而这方面的主要工作已在加纳、利日利亚、

狮子山（西非新独立国家）、冈比亚、象牙海岸、利

比亚、乌干达与札以尔进行。其忘我服务的精神与

精湛的工作到处得到深深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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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类统一到一个全球性友好的大家庭里来 

随着阿哈默底亚运动在全世界的展开，本会在

世界各族人民间建立起一种博爱与兄弟情谊的纽

带。这又是一种不仅动人而且非常生动活泼和进步

的现象。在达到这一崇高目标的道路上不容许有肤

色、种族或国籍的障碍因素存在。本会在全世界所

有地方为了把人类统一在一个友好的大家庭里而忘

我和不停地工作着。 

简短介绍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教长，主许迈喜

合第四继位人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 

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是世界范围伊

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的精神领袖。伊斯兰教阿哈默

底亚会是在一百多个国家中的宣教会，统率着以伊

斯兰教义为生活方式的一千万以上的穆斯林。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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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底亚会的目的是复兴神圣的《古兰经》中所体现

出来的真正的伊斯兰精神。神圣的《古兰经》教导

人们容忍、良心解放与宗教自由，不问阶级、信念

或肤色，维持人权。 

米尔萨·大海尔·阿哈默德先生生于 1928 年 12

月 18 日印度卡迪安。他是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主

许迈喜合，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的孙子。

他的父亲是主许迈喜合之子，即其第二哈里发（教

职继位人）米尔萨·巴禧尔·丁·迈哈姆德·阿哈

默德先生。他的母亲是本会创始人的一个杰出的挚

友，阿布杜·萨塔尔·沙阿先生之女玛尔彦·西迪

加夫人。 

大海尔先生 1944 年在卡迪安学成，然后在拉合

尔政府学院学习两年。1949 年他进入专为培养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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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传教人才的阿哈默底大学（Jamia Ahmadiyya）。

该校毕业并获得阿拉伯荣誉学位(Maulvi Fazil)后，

他的父亲在 1955 年将他送往英国，那里他入学东亚

非洲研究学院，两年后获得文凭。他是一个多才多

艺的学生，在学习中从不忘记他的宗教职责，总是

经常去伦敦清真寺与阿訇保持紧密的联系。他出去

旅行并经常搭便车跑遍整个欧洲，因此得到了对住

在世界这部份的民众的第一手资料。 

1957 年 10 月，他回到巴基斯坦拉布瓦镇。该镇

在阿哈默底亚会印巴分治后已成为该教会的总部。

这里他站在迅速发展的阿哈默底亚组织工作的先锋

并决心将他的一生贡献给伊斯兰教事业。他开始时

担 任 阿 哈 默 底 亚 青 年 会 （ Majlis Khuddamul 

Ahmadiyya 会员年龄在 15 至到 40 岁）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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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担任该会主席。该会会员从事许多建设性的

活动，如讲道、社会工作、体力劳动等等。1958 年，

他也负责 Waqf-e-Jadid（即专门关心巴基斯坦和印度

农村的宗教与教育方面的福利事业部门）的工作。 

1961 年，他被选为 Ifta’a( 教法委员会)的会员。

该委员会发布有关阿哈默底亚会内部伊斯兰法理各

种事项的指令。1979 年，他被选为 Majlis Ansarullah  

（年龄超过 40 岁的老年会）的主席。他担任该职直

到他被选为主许迈喜合继位人。1980 年，他被任命

为阿哈默底亚建筑与工程学会保护人。 

第三哈里发（教职继位人）米尔萨·纳思尔·阿

哈默德先生 1982 年 6 月 10 日逝世后，大海尔先生

由选举团以压倒多数选举为第四哈里发（教职继位

人）。该选举团由本会中年资较高的教职人员，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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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或国外担任传教工作满足规定年数的教职

人员、分会长以及在本会创始人时期入会的人员所

组成。 

他当选就职后，全世界阿哈默底亚会会员立即

宣誓效忠于主许迈喜合第四哈里发，米尔萨·大海

尔·阿哈默德先生（Hazrat Mirza Tahir Ahmad）。 

他着手进行的早期教职任务之一是在科尔多瓦

附近的佩德罗阿巴德开创了西班牙国内第一座清真

寺。 

迈喜合继位人，作为精神领袖，对每个人的幸

福及其物质与精神上的进步经常是非常关怀的。因

此，他把大量时间花在指导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最

主要的是促进他们的精神生活方面。 

他的职责范围广泛，每日领导清真寺内的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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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拜功，对于不仅与神学而且与社会、政治全面

有关的各种各样问题给予权威性的答复，答复他每

天从世界各地收到不可数计的书信与电讯，一一倾

听每天纷至沓来向他请教的人们的意见。清晨他来

到他的办公室，阅读会员给他的私人信件以及分会

各传教机构与各部门寄来的函件。他召唤各级工作

人员对他们做必要事项作简要的指示。他对所有重

要的电话都亲自打出和听取。除了领导拜功与用午

餐所需的时间以外，他经常在办公室里忙到深夜。

甚至霄拜（Isha）后他在家休息时还埋首研究学习为

他的讲道与演讲做准备。每周七天都是这样的继续

工作，只有在他应邀赏光参加宴会或出国作教职工

作旅行时才有所更改。 

协助他做会中工作的有各种社团，它们都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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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默底亚会整体的组成部份。其中有中央管理委员

会（Sadr Anjuman），管理国外传教机构与教会有关

事务的部门(Tahrik-Jadid)、巴基斯坦和印度农村精神

和教育事业有关的部门(Waqe-Jadid)、阿哈默底亚青

年会(Khuddamul Ahmadiyya)和阿哈默底亚老年会

(Majlis-e-Ansarullah)、妇女会(Lajna Imaillah)，还有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各国与地方的分会。 

作为一个同种疗法的专家，大海尔先生免费为

各种行业的病人进行治疗。许多用其他疗法不能治

理愈的病人，经过他的治疗，真主使他们痊愈了。 

大海尔先生具有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而无法形

容的领袖天赋气质。他是一个具有多种才能的人：

一个非常熟悉科学事物和外交事务的学者、一个猎

人、运动员、行政长官、诗人和演说家。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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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辩论得到广泛的称赞。在进行逻辑性和有说服力

的争辩以及科学性的阐明方面都有他独特的天资。 

由于他温和与友善的天性，他深受阿哈默底亚

穆斯林的爱戴。他的经院哲学家的性格结合着一种

幽默感，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自从他 1984 年到达英国以后，阿哈默底亚运动

经历了迅速的发展。采纳了把神圣的《古兰经》和

伊斯兰著作译成无数种语言以及建造许多清真寺和

讲堂的方案和规划。由于他精力充沛的领导，仅在

最近三年中阿哈默底亚运动已被引进了几十个新的

国家。 

欧思曼·周仲羲 1993·3·30 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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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寄厚爱予中国兄弟 

来自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通讯 

亲爱的中国兄弟姐妹： 

安拉赐予您们平安、仁慈和幸福！ 

中国是我远祖的国家。我的远祖哈志·巴尔拉

斯（Haji Barlas）是元朝一位首领，皇帝铁木尔汗的

叔父。约在十六世纪初叶，巴尔拉斯后裔，米尔萨·哈

地毕哥(Mira Hadi Beg)由于非常事故，移居印度。在

旁遮普省比亚斯河畔一处兴建房屋，命名伊斯兰普

尔 اسالم بور (Islampur)。后来因他受任法官，该地遂

以伊斯兰普尔·卡济 著(Islampur Qazi) اسالم بور قاضى

名，意旨地方法官的所在地。继后，家族中又有些

人受任法官 阿文。(Qazi)  قاضى 一字的复(Qazi)  قاض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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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词是 قاضيان  (Qazian)，于是该地便逐渐地被称为

伊斯兰普尔·卡兹 (Islampur Qizian)  اسالم بور  قاضيان  

安），意指地方法官的所在地。由于过度的使用，这

个地名的开头部份“ اسالم بور  ”(Islampur 伊斯兰普

尔)渐被忽略过去，而结尾部份قاضيان (Qazian 卡兹安)

成为该地著名的称呼。قاضيان  一字中字母“  ض”

的真正发音与旁遮普语字母  的发音很相近，所以

旁遮普语中以“د”代“ض ”，所以该地现在以 (Qadian

卡迪安)之名闻名于世。我先祖父米尔萨·欧拉姆·阿

哈默德、先父米尔萨、巴禧尔·丁·迈哈姆德·阿

哈默德和我自己都是在这小村庄中出生的。 

爱人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信奉伊斯兰教的

人是友爱整个人类的。我因为热爱人群，多年来努

力接触世界每个民族，亲自向他们传达我信行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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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中国虽是我很远的祖先国家，可是我的心

却离它很近。常常渴望能到那里会见您们，传达真

主的指导，但直到今天，还没有拜访中国和你们的

幸运。然而心中对您们的热爱催促我在我们尚未会

面之前，我至少应以通讯与您们取得联系，以便我

们在意识和精神上接近起来。日后当适当的时候到

来，如果真主愿意，我一定到中国参观，拜访您们。

我十分希望你们将不鄙弃我的感情。我现在所传达

给您们的信息，纯以客观真理和内心热爱为基础，

别无任何目的。期望您们本着这一观点接受这项信

息，为理解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的使命心中兴起

更大的热望！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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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独特的。它不同于其他七十二个教派中任何一

派。要了解阿哈默底亚会与其他穆斯林教派以及与

整个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我们认为总的情况应从各

种有利地位来观察。 

其他穆斯林学者对阿哈默底亚的看法 

首先，让我们从几个最著名教派的学者们以及

某些穆斯林强国的领袖们的有利地位来观察阿哈默

底亚会在其他七十二个教派中的地位。 

这方面的观察者会把阿哈默底亚会视作极为丑

恶。在他们看来，它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只是

埋藏在伊斯兰世界中来制造分裂和混乱的一个被放

逐的组织，并在伊斯兰世界中起着一种西方间谍最

具破坏性的作用。 

某些著名教派的大学者会对你们说，像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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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体实际上不但是一些真正的不信者，而且每

个穆斯林必须把他们看作比基督徒、犹太人和偶像

崇拜者、甚至无神论者更坏的人！ 

不足为怪，这些学者会对他们的跟随者说，巴

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大国以及附属于它们

的一些派别都已正式宣布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穆斯林

教会，它应被根除并逐出伊斯兰范围。这样一些严

厉谴责的声明总是伴随着吸引人们兴趣的对所谓阿

哈默底亚信念的许多诽谤性的空话。这种捏造出来

的一大串的虚假东西非片言只语所能尽书，但可略

举数例于下。 

诽谤阿哈默底亚穆斯林会的空话 

他们宣称： 

    1．阿哈默底亚穆斯林不信穆圣（愿安拉赐



 

6 

 

他平安与幸福）具有众先知之印的品位       ختم النبوة 

（Khatmun-Nabuwwat），不承认他是众先知之印

（Khatamun-Nabiyyeen）。 

2．他们认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Mirza 

Ghulam Ahmad）宣称的“启示”与神圣的《古兰经》

的地位相等，相信它是一本经典。 

3．阿哈默底亚会员的清真言（Kalima 万物非主、

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与所有穆斯林

的 清 真 言 不 同 （ Lailaha Illalah Mohammad-ur 

Rasullulah）。 

4．阿哈默底亚会员的崇拜方式不同于伊斯兰教

的崇拜方式。 

5．他们的创始人，卡迪安（Qadian）的米尔萨·欧

拉姆·阿哈默德，由于自称是在伊斯兰教神圣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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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幸福）之后的一个先知而

犯下了不能饶恕的大罪，其罪之大足以使他和他的

跟随者根据伊斯兰经律（Shariat）丧失了生活的权

利。 

6．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由于自称与先

知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幸福）相等，不仅侮辱

了穆圣，而且他也自称比穆圣还高超，也肆意侮辱

了像耶稣基督（伊撒迈喜合）等其他先知。 

7．他对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幸福）的神圣

后裔的态度也凌辱到令人不能忍受的地步。 

8．他也侮辱和谩骂了伊斯兰教所有的学者。 

9．他不止凌辱所有的学者，而且凌辱整个穆斯

林民族。 

当然，这一连串宣称的空话还多着呢？但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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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够了。读者的热血也许已经沸腾，会义愤填膺地

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和什么样的一个教体！？

人们可以看出，无怪那些学者已经宣布，这一教体

是所有教体中从未见过的一个最坏的教体。 

因此，读者们可以想象得出，以这种极端仇恨

和疯狂敌对的有利地位来看阿哈默底亚穆斯林教

会，这一教会就好像是一个魔鬼的化身。 

从一种不同的有利地位来看阿哈默底亚 

现在让我们换一种有利地位并从一种不同观点

来观察这一教体，试图以阿哈默底穆斯林自己的声

称和誓约来理解阿哈默底亚教体。 

首先，令人惊异地注意到，这一迅速发展的国

际性教体的成员都坚决否认并驳斥以上所有的那些

宣称。虽然如此，这种否认并未了结此事；因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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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会提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有人也许会问，

如果上述所有那些宣称完全都是假的，那么，为什

么那些学者会这样的憎恨阿哈默底亚教体，他们对

阿哈默底亚各种信仰编造这样的许多假话又要达到

什么目的呢？ 

当人们回忆起，不仅是那些学者参加了把这一

教体作为竭力攻击的宣传目标的队伍，而且还有许

多穆斯林国家也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并资助反对阿哈

默底亚的各种运动，其中以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

为最，这一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和不可思议了。 

阿哈默底亚的答复 

为了答复以上提出的那些问题，阿哈默底亚的

立场、态度如下： 

宣称自己的各种信仰或否认某种信仰是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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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人权。因此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

何一个政府有权把一个人或一个教会所强烈和极度

否认的任何信仰强加给他们。因此，只是阿哈默底

亚教会这种否认就应该认为足以有效地使他们解除

这些指控。 

他们（阿哈默底穆斯林）指出，一个人犯下的

最大罪行，使敌人和朋友都反对他，总是宣称他已

被安拉选拔为一位教长（Imam）和安拉所派遣者。 

所有的先知都受过迫害和折磨 

他们遵照神圣的《古兰经》所确切地保存着的

宗教历史来声言这一真理。 

他们反问向他们提出问题的人说，阿丹、努哈、

伊布拉欣、穆撒或伊撒（祝他们平安）以及首先是

最伟大的先知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和幸福）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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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罪？ 

难道他们没有被辱骂、侮辱、迫害和折磨，剥

夺了他们所有的基本权利，甚至宣布他们已丧失了

生活的权利吗？各种各样没有根据的指责向他们进

行攻击。他们被指控犯了他们从未想到过的罪行。

他们被说成具有他们从未信奉过的教义和信念。他

们中的许多人被当作外国间谍看待并且被迫离开家

园。 

对这些为安拉传播旨意的使者以及他们的信者

所犯下的暴行是不可胜数的。可是他们犯的唯一的

“罪行”只不过是他们相信安拉的独一性，实际上

安拉已选拔了一位使者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

先知以及他们的信者被指称所犯下的“罪行”。 

为什么每一时代都有些人如出一辙的向为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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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旨意的使者和信从他的人们无事生非、横加暴

行？人们的忌妒是其真正原因，我现以实例说明： 

因为每逢真理宣扬时，忌妒是常会发生的。忌

妒者常对宣扬真理者造谣诬蔑，捏造其丑恶形象。

因为如听任真理自然流传，大众明其优美必定趋之

若鹜，所以心怀忌妒的人总不会描述真理的真正形

象。反之，他们会无中生有，造一些令人误解它是

邪恶的、污秽的东西。反对真理者以比宣扬真理者

更高的声音来描绘错误的形象。伊斯兰教阿哈默底

亚会饱有这种经验。我们的反对者对我们做了许多

大为不公道的事情，而其中最大者是，关于伊斯兰

教阿哈默底亚会，他们应当首先询问我们，可是他

们并不理会我们对真正伊斯兰教真理的宣称，只是

一味地偏听偏信那些心怀叵测的忌妒者所捏造的东



 

13 

 

西。其实，就公平、礼貌和时代的科学态度及其方

法的观点说，涉及我们的一切，他们在有定见之前，

应先问问我们。人人都受有良知良能。人人都有天

赋的公平本质。这种天赋公平本质要求人绝不接受

任何一面之词的非议，除非他听到了有关方面的答

辩。如果非议得不到证实，他只当它是流言飞语。

如果人人以这样公道的态度审视真理，那么，真理

必将很快地传遍世界。我只愿向您们叙述一个例子

以说明我们在宣扬真理的道路上遭遇了什么阻挠。

他们虚诬本会是英国人扶植起来的。捏造英国人为

了破坏穆斯林的圣战（吉哈德）信仰，找出了一个

人，指令他说：“你宣称你是安拉的先知，通晓穆斯

林圣战是虚伪的，伊斯兰教没有圣战的信条。”到处

散播英国人扶植这一位伪先知是为了巩固自己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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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权。英国人掌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主权。那些

国家的人民对这样的帝国主义者早有憎恨的情怀，

对于这样似是而非的煽动性的谴责，他们容易接受，

认为实有其事。为了对这种诬控作详细的答辩，我

们早有专书问世，我们根据客观的史实，已百分之

百地反驳了敌人的诬谤。他们无词争辩。我在这里

为了诉诸一般的理智，只略述几件简单的事实，供

大家参考。 

那些诬蔑我会是英人扶植起来的人的智力是很

低下的。他们所据以谴责我会的，实际上，正是我

会一个非常的长处而不是什么短处。可是没有赏识

眼力的人，连长处也都不能辨识出来。 

事实上，阿哈默底亚会的创始人教导了会员们

这项宝贵的原则：如果一个宗教教会要以高度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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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尽力劝说的方式以期人们心服自己的宗教真

理，并把它广布于世界上每个民族，那么，他们必

须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法律，绝对不可以宗教名义举

起作乱的武器。不然，那个宗教将会被认为是一个

野蛮的宗教而遭受弃绝。这样的宗教是不能折服心

脑的。根据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的看法，这就是伊

斯兰教的“圣战”（吉哈德）一词的真正观念。这个

观念与某一英人政府没有任何联系，而与全世界所

有国家有关。今天阿哈默底亚会仍然固守这项原则，

认为这是真正的圣战——在安拉的道上做极大的奋

斗：阿哈默底穆斯林，不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

都要尊重哪个国家的法律，在他们心中绝不应存有

武力革命的观念，必须以热爱、真诚和内心的悦服

方式促进精神文明的改进。这是我会的美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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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憎恨的眼睛把它看作丑恶。这种心理情景使我们

回忆阿拉伯诗人的一句诗： 

َلٌة     َكَما  ُ الرََّضا َعنن ُكل ِّ َعينٍب َكلِّي ن َ َوَعْين طِّ تُ بندِّي الن َمَساوِّيَ  َأنَّ َعْين  السُّخن

喜爱的眼睛把所有的坏事都看作是细小的坏事; 

同样地，憎恶的眼睛把细小弱点也看作是大的弱点。 

这一诗句，实际上并不完善。这句应当是这样

的： 

憎恶的眼睛把好处也看作是坏处； 

喜爱的眼睛把坏事也看作是好事。 

但是我们劝告您们用公平的眼睛把好事看作好

事，坏事看作是坏事。 

英人曾试图在中国开拓殖民地，在亚非诸多国

家建立了殖民地政权。他们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伪

造这样的假先知？印度人民当时并没有力量与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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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那里的穆斯林根本不具备一点战斗力量，他

们甚至没有力量与印度教人动武。就从这一点也可

以看到，这只是反对我们者阴谋杜撰的故事，而不

会是英人实有的政策，否则，他们在每一地方都应

做这类卑鄙的勾当。我们所见到的，凡站起来的人，

都反对英人。如果有人以先知和宗教之名站起来，

他们总是反对英人的。所以这样的话完全是荒谬、

虚伪之词。再者，大家也要考虑一下，按照我们反

对者所杜撰的故事，英人所扶植的人应当是谁？有

智慧的人要代理人时，他总试图在人群中找大众所

欢迎的人做他们的代理人，好教大众听从他的话。

他绝对不会令他的代理人这样一种不受大众欢迎的

宣称，结果不要说他们不愿跟从他，甚至成为他不

共戴天的敌人。请问，谁看过这样的代理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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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虚伪者的捏造是真实的，英国人绝不会指使米

尔萨先生做这样的宣称，因为这么一项宣称连尊敬

他的人们也变成他的敌人。在整个印度受众人尊敬

的人，马上成了众所恼怒的人。英人的智慧究竟到

哪里去了？令他“宣称什么”的目的在求穆斯林接

受他的影响。但令他做了这样的宣称，敬爱他的人

也变成了憎恶他的人，有了什么利益？英国人获得

了什么？可见不是英国人的头脑坏了，而是那些反

对我们的人由于嫉妒头脑坏了。谁能认为英人在政

治上连自己的得失和利害都不能辨别？果然如此，

那么，那个时代他们的殖民政策怎样推行的呢？有

趣的是，当米尔萨先生做宣称时，世界上全体穆斯

林具有一个共同的信条：“穆圣和其他所有的先知

都已死去葬在泥土中，惟伊撒先知活在天上。”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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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角落建立了统治大权，基督教的牧师有机会

到达每一个地方。他们在每一地方都宣传基督是造

物主——安拉的儿子。在每一个地方穆斯林都拿自

己的信条辅助他们的宣教力量：“耶稣基督（伊撒迈

喜合）没有死去，活在天上。”“只有耶稣基督是处

女生下的。”基督教人便利用这两个信条来破坏穆斯

林的信仰。这便是基督教的政府使用最多的统治工

具：“如果耶稣基督是先知，那么，他当像其他的先

知一样死去，但他活着升上了天，所以他不是先知，

而是上帝（安拉）的儿子。当穆斯林的宗教腐败时，

穆圣的教生中没有一个能复兴穆圣的宗教的，那时，

还得基督降临复兴穆斯林的宗教。” 

这是多么危险的信条！穆斯林对此无力做出任

何回答。就在这时，米尔萨先生受主命起来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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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基督业已死了。他绝没有升天。”现在我们

要观察的是，英人指定了什么样的代理人，穆斯林

成了他的敌人，以前信服他的人也不再信服他了。

而且英人用他们这个代理人的手毁灭了自己的宗

教。这个代理人已粉碎了英人所扩展的十字架主权。

所以米尔萨先生说：“安拉派遣我来粉碎十字架。”

他确以有力的证据粉碎了十字架。就从这少许论证，

每一个有理智的人也就可判定这个宗教团体不是英

人的产品，而是安拉的创作。而且凡是知道我们实

况的人，他们明悉这个团体永远没有向任何政府接

取援助。这是唯一的教会，它永远没有接受沙特阿

拉伯的援助，也永不需要伊朗的援助，也没有向任

何穆斯林国家或非穆斯林国家伸出求援之手。主许

迈喜合使这个教会的成员养成了这样伟大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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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贫富，都度量自己的经济力量慷慨乐捐。这个

教会就靠这项乐捐在世界从事宣教工作。这是什么

样的代理人？它永远没有要求援助。这是多么明显

的事实。具有精神道德修养的人对这客观事实稍加

观察，便会了解这是忌妒之徒无事生非，诬谤无辜，

这真是万分悲哀的事情。 

这是多么不公平的事啊！一些人们一方面指定

我们的这个团体是英人的代理者，另一方面却不知

道他们所请援的人们——沙特阿拉伯的历史。沙特

阿拉伯当代政府是英人为了消灭欧思曼王朝和整个

伊斯兰教世界而建立的。英人对欧思曼王朝曾感到

头痛。因为那时，所有阿拉伯都在这个王朝统治、

监督、保护之下，其势力直到欧洲。谁是英国代理

人？不就是沙特？他们消灭了欧思曼王朝。继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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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国很快地侵入了中东。这是真正的代理人。但

人们却跟从在他们的后面走着，而为伊斯兰教做一

切牺牲者，他们倒说他是英国人的代理人。米尔萨

先生对基督教做了这样重大的抨击，直到现在，没

有一个基督教传教师能以站在阿哈默底穆斯林的前

面。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业已死去。总之，对我

们的谴责，都是如此这般无中生有的。我在这里只

不过告诉了你们一个例子罢了。敬请你们研究一下。

你们的理性将会作证，实际上，这是真理。真理的

宣扬产生了忌妒。虚伪的人表现得像真实的人，真

实的人被诬蔑得像虚伪的人。敬请你们扪心自问，

你们能相信耶稣基督直到现在还坐在天上？哪个天

上？哪个星上？为什么从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活的

人总会有消息传来的。谴责我们的这些无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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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还在等候耶稣从天上降下，替他们做一

切的事情。敬请运用天赋理智，劳神试问内心，做

个出自内心的决定。米尔萨是真实的，还是这些人

是真实的？当他们的信条被证实了是错误的，你们

怎样能相信他们其余的话？敬请你们亲自细心观

察，向我们询问真像。我们将公开告诉你们我们自

己的信仰。我们从《古兰》、圣训和天赋理智向你们

提供我们信仰的证据。至于不属于我们信仰的事物，

而敌人恶意、虚伪地把它强加在我们身上，作为归

罪的借口，那不是世界上公平的举动。我想你们是

不会苟同的。 

反对安拉所派遣的各位先知会形成一种表面上 

的团结 

如果人们浏览一下宗教历史，就不会不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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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所派遣的所有先知虽然被指控为制造混乱和分

裂，但他们实际上确实有助于团结和巩固一个在他

们降临之前已经分裂成各种宗派和教体的社会，而

且他们在教义和教规方面日益有更大分裂的趋势。 

假如伊撒（祝他平安）没有被安拉选拔出来，

世界上就决不会有力量把犹太人的各种敌对宗派团

结起来。因此，只是对伊撒的憎恨才能产生以下的

伟大奇迹：对穆撒的爱未能团结起来的人们一下子

聚集在一起并且由于他们对安拉所派遣的伊撒迈喜

合和使者——耶稣基督——的敌意而凝结像一个民

族。 

这仅是安拉所派遣的先知们以这种消极的方式

来团结一个民族。根据《古兰经》，这种弥补裂口和

摆脱分歧的方式形成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假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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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而实际上这样的民族仍旧是不团结的。 

ُمن قَ ون ََتنَسبُ ُهمن َجِّيًعا َوقُ لُ  َّنَّ ُِِّلونَ وُُبُمن َشَّتَّ َذلَِّك ِبَِّ ٌم  ا ََ عن  

“你以为他们团结一致，但他们的心是涣散

的…”（59：15） 

这是神圣的《古兰经》不可改变的定论。 

由先知造成的真正团结 

然而，安拉所派遣的使者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分

裂的民族在消极意义上的统一，而且还有一种由安

拉所派遣的使者形成的有积极意义的兄弟般的团

结，这种团结事实上是他们降临的最终目的之一。

从混乱中形成一个民族的这种过程不是戏剧性地产

生的，而是通过人们长期和痛苦的牺牲的路程才能

完成的。 

神圣的《古兰经》谈及这种从一个分裂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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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民族并宣称只有安拉能把仇恨转变成爱。

安拉的这种力量通过先知们的受命而起作用，创造

出奇迹。 

在谈及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和幸福）时代穆

斯林的兄弟般的关系时，《古兰经》说： 

ٍَة مِّنن اَّللَِّّ لِّننَت ََلُمن َوَلون ُكننَت َفظًّا َغلِّيَظ ا لِّكَ فَبَِّما َرْحن لنَِلنبِّ  ا ن نَفضُّوا مِّنن َحون  

“赖安拉的仁慈，你温和地对待他们，假如你

性情暴躁，心地强硬，那么，他们必定从你的四周

分散……”（3：160） 

以上所述，看来可以作为对说什么，阿哈默底

亚是反伊斯兰的那些大国所组成的旨在伊斯兰世界

上制造分裂和不和的那些指称的一个充份和恰当的

答复。 

穆斯林民族在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Haz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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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za Ghulam Ahmad）的宣称之前已经分裂 

这种分裂与不和在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宣称是受道教长（Imam Mahdi）之前就已盛行。 

阿哈默底亚教会是当今世界唯一可称为穆斯林

的兄弟教会。这样的教会是安拉经由穆圣的有福之

手曾经一次创造了的。 

而且，从上所述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具有宗教

信仰或不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总是对宣称已经由安

拉选拔来完成他们指定的任务的那些宣称者不怀有

敌意。因此除此之外再去找寻其他理由是无益之举。 

断章取义的摘录 

为了断定这些指称的真假以及阿哈默底亚会员

对这些指称的否认，后者要求要做的最切合实际的

事是阅读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所有著作的全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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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哈默底亚的学者有选择地引用了其中某些段

落。 

任何一个依照规定的方式有时间和耐心来调查

真相的人都会马上得出结论：反对阿哈默底亚的学

者所选示的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著作中的片

段摘录是断章取义的，并且把它们歪曲到完全失去

了作者意思和宗旨。 

与此相反，卡迪安（Qadian）的米尔萨·欧拉

姆·阿哈默德先生意义深远的著作毋容置疑地证实

了不仅这些指称是谬误的，而正确的是与这些指称

相反的情况。为了使读者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兹摘

录其中数段于下。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的基本信条 

“我们确信，万物非主，惟有真主，（除了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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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拉外，没有值得崇拜的）。我们确信，穆圣（祝

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是安拉选拔的使者和众

先知之印。我们相信天使是确实存在的，死后复生

是确实存在的，赏罚的日子也是确实存在的，天园

是确实存在的，火狱也是确实存在的。” 

“我们确信光荣和庄严的安拉在《古兰经》中

述说的一切以及我们的先知（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

的赐福）所述说的，根据前面陈述的话，都是真理。” 

“我们确信，对伊斯兰教经文增减一点的人，

或者在任何方式之下为违背伊斯兰律令而打下基础

的人，或者企图把伊斯兰教已认为合法宣布为非法

的人，是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和判教者。我们告诫我

们的教胞，他们必须坚强地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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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安拉外没有值得崇拜的对象；穆罕默德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他的使者。’只要他

们活着，而且就是他们死，也要坚持这一信念。” 

“他们也必须坚信安拉所派遣的一切使者以及

由《古兰经》鉴定过的启示的经典。他们应该严格

遵守《古兰经》的律令：他们应该谨守拜功和斋戒，

交纳天课以及完成朝觐。他们应该遵守伊斯兰教的

规章，完全按照安拉及其使者所宣布的所有律令、

义务和禁令行事。总之，所有这样的事情，不论它

们是信仰或行为，凡是我们走正道的前辈意见是一

致的以及那些信从伊斯兰教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

拉的赐福）的圣训的人们全体一致地认为是伊斯兰

教的，都应该作为必须履行的而照做不误。我以天

地作证，那确实是我们的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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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yamus Sulh，第一版，第 87-88 页）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相信安拉的独一性，我

们相信清真言。我们相信，《古兰经》是安拉降示的

经典，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安拉

派遣的先知和众先知之印。我们相信天使是确实存

在的，相信赏罚的时候，相信天园和火狱是确实存

的。我们每日谨守拜功，在斋月中谨守斋戒并朝向

天房。” 

“安拉及其使者禁止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决不

去做；他们命令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必须去做。我

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权力增减伊斯兰

教天经中的任何一点。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

的赐福）对我们讲述的一切，不论我们是否理解它

的理由，我们认为是伊斯兰教义的组成部份。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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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的恩典，我们是信者，是穆斯林和信主独一的。” 

         （Nurul-Haq, 第 I 部份，第 5 页） 

伊撒迈喜合（耶稣基督） 

“我们想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对伊撒迈喜合

非常尊重。我们确信他真正是一位先知，是安拉所

爱的称知之一。” 

（Nurul Qur’an, Rohani Khazain，第 9 卷，第 375 页） 

神圣的《古兰经》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被称为启示的天经中，只

有《古兰经》是安拉的言语，这一声称得到无可辩

驳的论据的证实。它所说明的有关拯救的教理，完

全符合真理的原则和人性。它提出的教义是如此地

完美和非常有根据的，它们完全是由强有力的、无

可辩驳的证据为依据的。它的律令的基础全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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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教义全无一点儿掺杂或偶像崇拜、杜撰和造物

崇拜。这是一本经典，其中具有高度的愿望来显示

安拉的独一性和伟大性并且强有力阐明独一无二的

安拉的常德的完美性。这是一本具有这样一种显著

素质的经本，它完全并纯真地充满着对安拉独一性

的各种教导，不容许用任何方式的瑕疵、缺点或其

他诽谤来反对神圣的创造主。它不要求不得已地强

加任何教义。” 

“相反地，它高于一切，用论证和逻辑来解释

自己以证实它的真理。” 

“它用有力的论证和强力的明证来证明它的目

的和宗旨。它用清楚的论据来解释它所提出的每个

教理后，使人们坚定地相信和确实了解事实。它借

助清晰易懂的说明以去除足以损害人们的信念、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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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言论和行动的一切毛病、杂质和紊乱性。它也

教导人们为培养人类准则所必要的一切礼仪。” 

“它以不比现代世界上盛行的腐败弊端本身所

具有的巨大势力差的力量来接受各种腐败弊端的挑

战。它的教导是直接、有力和明智的，好像是一面

反映自然本身的镜子以及自然法则的一种摹本。它

好像是一颗启发心灵视力以及知觉才能的太阳。” 

（Roohani Khazain，卷 1：Braheen-e-Ahmadiyya, 第

81-82 页） 

至圣先知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所

有其他先知中间最为杰出 

“世上已有千千万万心地纯洁的心。将来会有

更多心地纯洁的人。可是，我们看到他们中间心地

最为纯洁，安拉派遣的最高贵的一位使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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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安拉

及其天使赐福于这位先知。你们这些信仰的人祈求

安拉赐福于他并祝他平安。我们不去谈神圣的《古

兰经》中未曾详述个别情况的那结圣洁的先知。我

们只对《古兰经》中提到过的诸如穆撒、达五德、

伊撒和其他先知（祝他们平安）表达我们的看法。” 

“我们发誓说，请求真主作证，假如穆圣未曾

降临这世界，假如《古兰经》未曾被启示，假如我

们未曾亲眼目睹这种赐福，所有过去的先知的真情

在我们心眼中还是疑惑不定。只是从许多传说中得

不到真实的情况，因为很可能这些情况也许不是真

实的。也可能赋予这些先知的许多奇迹，也许是言

过其实的，因为今天已看不见它们的任何迹象。从

过去启示的经典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实弄清安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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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确定安拉会对人谈话。

但是，由于穆圣（祝他平安）的降临，所有这些传

说都变成事实。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不仅是一种声

称，而是一种灵性感受。与安拉交谈，意指安拉的

迹象是如何体现的以及祈祷是如何得到回应的。由

于追随穆圣（祝他平安），我们发现了这一切。其他

人们作为传说讲述的事，我们目睹了这一切。我们

信奉把安拉的意旨显示给我们的一位先知。”

（Chashma Marifat, 第 288 页） 

“所有的学者不都是相同的：其中有些是敬畏

安拉的，而其他一些是做坏事的。那些敬畏安拉的

人，我们总是认为他们是好的；安拉会很快引导他

们。他们一定会领悟真理。有人要他们把这个宣称

为迈喜合的人宣布为‘不信者’，他们说，‘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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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没有充份认识时不想说什么。我们敬畏安

拉。’”（Dafeul Wasawis, 第 76 页） 

这位主许迈喜合，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著作中引出的上述语录是不解自明的。这些语录是

如此的有力和以真理服人，其语意的真诚和热忱，

不能不使一个正直的人深受感化。所以我们在此不

再详细论述有关阿哈默底亚会真正信条，让读者从

上述语录得出自己的结论。希望并祈求安拉引导你

们了解真情。 

对早期穆斯林道高德重的人也显示敌意 

现在我们把有关这一争议的话题转向另一方

面。在研究伊斯兰教历史时，虽然没有见到过整个

穆斯林民族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单一的穆斯林教会的

其他例子。但如果声称整个穆斯林民族即使在阐明



 

38 

 

基本信条方面已经统一，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认为

以前的穆斯林道高德重的人和学者从未像现在对待

阿哈默底亚会创始人及其信从者这样的绝不调和的

敌意被对待过，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研究伊斯兰教历史的任何一位中立的

学者一定会得出这一悲惨的结论：在伊斯兰教历史

中的每一时期和每一世纪，那一时代的学者总是挑

出当时的某些道高德重的人和学者作为他们的目标

并以看到这些记载就令人寒栗的残暴行为对待他

们。这些在每一世纪中被迫害的学者在以后被人们

敬仰的时代在后代的心目中却以伊斯兰教最伟大的

人物的地位出现，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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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证明这种情况的几个恰当的例子： 

伊历纪元第一世纪中 

穆圣第三位继位人欧思曼，第四位继位人阿里

和伊妈目侯赛因被那些学者所隶属的教派污蔑为异

教徒和叛教者。 

伊历纪元第二世纪中 

巴格达的大苏非，朱奈德·穆罕默德·阿尔·法

给（Junaid, Muhammad Al-Faqeeh）  伊妈目马利

克·宾·安那斯和伊妈目莎斐仪都是有学识的圣洁

人士，都被污蔑成为异教徒和叛教者。 

伊妈目阿布·哈尼法哈奈非法学派的创始人，

被污蔑成为叛教者和异教徒。他被逮捕，下狱，折

磨。当他昏倒在狱中时被毒死。后来，他的坟墓被

掘，尸体被掘出后烧掉，把一只狗葬在他的坟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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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改成巴格达的公共厕所。那时的学者宣布，所

有哈奈非学派的成员也是异教徒！ 

伊历纪元第三世纪中 

伟大的伊妈目，布哈里，他的布哈里圣训实录

被认为仅次于神圣的《古兰经》，也被污蔑成为一个

叛教者：三千个宗教学者和法律学家为这个伊妈目

的叛教行为作证。他从布哈拉被流放到哈坦

（Khartang）。即使在那里他也没有被迫害他的人放

过而得不到安宁。他在极度痛苦中向安拉祈祷。安

拉使他很快死去。 

还有一个伟大的学者是伊妈目阿哈默德·宾·罕

百勒：他被下狱，带上四根沉重的镣铐，迫使他从

塔瑟斯走到巴格达。在那里在斋月中他在烈日下被

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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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历纪元第四世纪中 

曼苏尔·哈拉杰（Mansoor Al Hallaj）是他那时

期的著名苏非。他被逮捕，下狱，鞭打，四肢被支

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伊历纪元第五世纪中 

甚至巴格达的著名而有名望的伊妈目，额杂里

（Al-Ghazali）也逃不出偏执的法律学家的手。他们

把他污蔑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自由伊斯兰教思想家

以及叛教者，他写的书是‘非正统的，反伊斯兰教

的’。他的书被命令烧毁。禁止穆斯林同他讲话。信

奉他的人，如果有的话，命令要被砍掉脑袋。 

伊历纪元第六世纪中 

阿布都勒·卡迪尔·基拉尼，被称为苏非之王，

也被两千多个学者斥责为异教徒和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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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历纪元第七世纪中 

谢赫·阿布·哈三·沙兹利和谢赫·阿齐兹·彬·阿

布杜·萨拉姆两位都是显要的苏非贤达和作家，可

是他们被宣布为异教徒。 

尼扎姆丁·奥利阿，印度有名望的贤哲之王，

也被污蔑成为异教徒。 

伊妈目伊本·帝米亚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

他在埃及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死在狱中。 

沙姆斯·大不里兹是他那个时期的一个高尚的

贤哲。他是一个贤明的导师，他的许多生徒后来成

为著名的贤哲。他被活活剥皮而死。 

贾拉勒丁·鲁米，著名的苏非贤达与众所周知

的《玛斯纳维》一书的作者，他和他的所有信徒都

被宣布成为叛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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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历纪元第八世纪中 

这一世纪中被给予‘异教徒’恶名的有两个重

要的著名人士：一个是伊妈目伊本·盖伊姆。他被

下狱，侮辱，鞭打并极度折磨。 

另一个是苏非·塔朱丁·西布柯（Taj-ud-Din 

Sibki）。他也被那些学者侵犯而受尽烦恼。 

伊历纪元第九世纪中 

毛拉纳·阿布杜拉赫曼·贾米（Maulana Abdul 

Rahman Jami）是一个大家熟知的圣徒。他被指控犯

叛教罪。 

伊历纪元第十世纪中 

印度的毛拉纳·阿哈迈德·比哈利（Maulana 

Ahmad Bi-hari）是一个可尊敬的哲人。由于他的被

人信以为真的亵渎神祗的许多著作，被杀害在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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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非·巴叶齐德·萨尔哈帝（Bayazeed Sarhadi）

到白沙瓦去宣讲他的观点。他被宣布成为叛教者和

蜕变者。 

伊历纪元第十一世纪中 

贤哲阿里·萨尼是这一世纪的复兴者。他在德

里的皇家法院前被教士阶层指控犯叛教罪。他被下

狱。 

苏非·萨尔马德是一个移居印度的阿美尼亚人。

他被那些法律学家攻击，被判处斩首。 

穆罕默德·彬·易布拉欣是一位波斯的注释者。

他毕生致力于经训的讲述以期伊斯兰教的义理易为

普通的人理解。但遭受学者反对，被宣布为异教徒。 

伊历纪元第十二世纪中 

毛拉纳·马苏姆· 阿里·沙·米尔是印度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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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干（Deccan）的一位苏非。在那里他和教长阶层

辩论。他们设计使国王阿里·穆拉德·汗相信：他

是一个宗教叛徒和背叛王国的人。这位苏非就被谋

杀。他的跟从者也受到割去耳朵、鼻子和刮去胡子

的迫害。 

沙阿·哇里乌拉在德里。他是这一世纪的复兴

者。他把神圣的《古兰经》译成波斯文——当时是

印度的官方语言。这就激怒了那些法律学家。他们

说，安拉神圣的语言不应从阿拉伯原文译成其他文

字。他们雇用恶棍去杀他，可是他奇迹般安然无恙

地逃避了。 

谢赫·穆罕默德·彬·阿布杜勒·瓦哈布是一

个内志的阿拉伯人以及在他那个时期和地方上的伊

斯兰教改革者。他也是瓦哈比运动的创始人。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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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加神圣的天房清真寺的伊斯兰教法典解说者和教

长宣布为异教徒。如所周知，现在沙特阿拉伯的大

多数阿拉伯人，王族也都是瓦哈比派。 

伊历纪元第十三世纪中 

毛拉威·阿布杜拉·格兹纳威（Maulvi Abdullah 

Ghaznawi）是伊斯兰教一位信仰坚定的学者。他在

阿富汗皇家法院被学识浅薄的法律学家抨击并被流

放。被流放时是在一个王的朝代，而回来时是在下

一个王的朝代。他被羞辱后入狱，死在狱中。 

毛拉纳·穆罕默德·卡西姆·纳诺达维是德里

的沙·阿布杜勒·加尼（Shah Abdul Ghani）——印

度著名的第乌班德伊斯兰教研究学院的创始人——

的一个门徒。毛拉纳·卡西姆是一位受人欢迎的穆

斯林领袖并且对其他宗教的领袖是一位可敬畏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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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他被麦加十二个学者和麦地那三十二个学者

宣布为叛教者和异教徒，因为他坚持认为一位先知

的来临不能也不会取消神圣先知穆罕默德（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作为众先知的印信的品位（Seal of 

the Prophets）。 

早期的贤哲由于他们实际上自己持有的信条而受迫

害，阿哈默底亚穆斯林却由于他们自己并不持有的

信条而受迫害 

然而，公平地说，应该称赞上述伊斯兰教的伟

大仆人的那些反对的人们，因为他们在疯狂的对抗

中还具有某种的信实。他们攻击以上的那些学者实

际持有的信念，进而争论于两者之间谁的观点合于

《古兰》和圣行。 

当然，他们侵越并且显得不太理解或同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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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观点，想把他们自己专断的结论强加给其对方。

可是他们至少还表现得很体面，没有把对方没有信

奉的信条和教义归咎于他们。 

唉，现代的那些敌人可不能这样说了。他们一

生中唯一的目的似乎是用一切手段——不管公平或

不公平的——来反对阿哈默底亚会。 

以上情况使人想起那些先知的历史以及他们在

敌人手中所受到的对待，尤其是我们尊贵的大师穆

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的真理应该在神圣

的《古兰经》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 

可是还有一种方法来调查研究和了解米尔

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宣称确实是安拉亲自派

遣的这一情况是否真实。人们应当研究神圣《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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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有关这样的一些争论并且从安拉的言语中寻

求启发和指导。 

有些人宣称是安拉派遣的——就该宣称者向他

们讲道的那些人们的态度而言——这时引起的最重

要的问题是：他们应该怎样对待他的宣称，他们如

何确知安拉是否对他说过话。他们应该以消极的方

式来拒绝他而就此为止，抑或他们应该以一种强烈

而极度敌对的情绪来拒绝他并且试图消灭他和所有

那些开始接受宣称的人们？ 

总之，依照《古兰》经义，一个社会对号召他

们向真主的这样一个宣称者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

什么？ 

这种情景自然并不新奇。神圣的《古兰经》关

于这样的一些人的历史制定了非常清楚和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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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诲。 

如果任何人对人们宣称是安拉派遣的，他们应

该如何对待他？这是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之前必须解

决的一个首要问题。 

神圣的《古兰经》的指导原则 

神圣的《古兰经》对此非常明确。穆撒向法老

和他的人民讲道并宣称是安拉的代理者时，他们直

接的反应是由于这一‘虚假的’宣称而企图谋害他。 

这一情景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条

件。如果任何人宣称是“安拉派遣的使者时，人们

相信他肯定是虚假的话，他们有权谋害或惩罚这样

的宣称者吗？” 

神圣的《古兰经》有关上述的这种情景提出了

同样的问题，而且做出了明确而彻底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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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中的长者和法老在谋害穆撒时，他们中

间有一个明智的人——暗自相信穆撒——坚决劝告

他们不要去做这种蠢事。 

他提出有力的论据是，穆撒的宣称要么是虚假

的，要么是真实的，没有第三种的可能性。如果他

是虚假的，那么，他犯了反对安拉的罪行，因此安

拉会惩罚他。他会由于他的罪行而受惩罚，而不是

你们；因此，为什么你们要操心？ 

可是也不要忘记：如果他恰巧是真实的，那么，

他已做出保证的安拉的某种惩罚一定会降临到你们

头上。 

这是多么有见解的劝告啊！多么合乎逻辑，多

么公正。这是一个认为值得记载在安拉永恒的经典

神圣的《古兰经》中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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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劝告今天和穆撒时代同样有效。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的宣称属于这

种宣言。所有尊敬安拉言语的人们都应同样对待他

的宣称。 

神圣的《古兰经》有关此事的第二个指导原则 

神圣的《古兰经》中非常清楚地制定了另一个

指导原则。它是穆撒时代那个明智的人所提出的相

同论据的自然结论。 

把这一原则应用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圣的宣称

上，安拉宣布： 

َنا بَ عنَض اأَلَقاوَِّلِّ  َِوََّل َعَلي ن ننُه *  َوَلون تَ  ََِطعنَنا مِّ لنَيمِّْيِّ * ُثَّ َل ََن مِّننُه ِبِّ أَلََخذن

ننُكمن مِّ  َن   النَوتَِّْي * َفَما مِّ زَِّ  نن َأَحٍد َعننُه َحاجِّ

“如果他假借我名捏造任何言语，我确已用右

手惩治了他，然后我一定割断他的生命动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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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人 能 使 他 避 离 我 的 惩 罚 。”                                        

（69：45-48） 

对麦加那些不信的人所讲的穆圣（祝他平安和

得到安拉的赐福）编造了全部神圣的《古兰经》这

种说法，安拉宣布，“即使他假借我名捏造一句言语

的话，我确已用右手惩治了他，然后我一定割断他

的生命动脉。既然是那样，你们中间没有人即使他

想这样做，也不能站在我的惩治和他（所谓的虚假

的宣称者）之间。” 

显然，这是与以上有关的同一主题的发展。因

此，这就很明显，假如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

先生，好像一大批穆斯林学者要我们相信的那样，

是一个虚假的宣称者的话，那么，也用不到他们来

堵住他的道路或企图伤害他。惩治他的权力只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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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拉。而且假如决定要消灭他和他的教会，世界上

没有力量能够阻止安拉这样做。 

可以有趣地注意到，卡迪安（Qadian）的米尔

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他宣称是主许的迈喜

合（Promised Messiah）和受道教长（Imam Mahdi），

亲自向故意最深的对手提出相同的行动方针。他写

道： 

“你们那些人啊，要确知我是由安拉的手佑助

的，这手一定会永远支持我。如果你们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普通的和高贵的人，都一起来祈祷要把

我毁灭。即使你们由于长时间的俯伏而使得鼻子开

始腐烂、双手变成废物的地步，安拉也不会听你们

的祈祷。直到安拉的意志完成，他是不会中止的。” 

“而且即使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那么，安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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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们将和我在一起。”（Arbaeen, 第 400 页） 

在这篇短短的论文中不想详细深刻地讨论所有

支持阿哈默底亚会的论据。我们最低的愿望是要指

出这样一个事实：盲目地对任何一个宣称有先知品

位者显示敌意，不论人们可能认为他如何错误，并

非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且违背神圣的《古兰经》

中明确的命令。应该以一个真诚追求真理者的态度

来学习、探索和研究，并且也要祈求安拉的指引。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的显著特点 

我们在这次短短地介绍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

的概况结束之前，现在让我们转向阿哈默底亚会的

显著特点这一问题。我们已列举了一些关于阿哈默

底亚信条所做出的虚假指称。现在我们简明地列举

阿哈默底亚信条的一些显著的特点。这些信条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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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数教派的信条不相一致。 

虽然如此，阿哈默底穆斯林声称，虽然他们在

教义的某些方面和许多多数教派不相一致，但是他

们的信条全是根据神圣的《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尊

贵的创始人的圣训的。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些圣训

在近期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学者的错误理解和错误阐

释。 

阿哈默底亚关于伊撒迈喜合（耶稣）的信条 

 1．阿哈默底穆斯林相信，伊撒（耶稣）（祝他

平安）是安拉派遣的具有迈喜合（基督）精神境界

的一位先知。可是他是一个人，并不比安拉派遣的

其他使者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2．根据阿哈默底亚对神圣的《古兰经》和圣训

的理解，伊撒（耶稣）并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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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没能害死他。他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时是处在

一种昏迷状态，有些目击者误认他已死亡。这一混

淆不清的情况在神圣的《古兰经》中的那句话  بِ هَ َوَلِكْن ش  

ََل ْم    提到了，也就是说，这件事使他们混淆不清。 

3．阿哈默底穆斯林相信，他从十字架上解救下

来以后，又活了许多年并且移居国外去（找寻）以

色列的迷途的羊群，意指移居在某些东方国家的那

十个以色列的部族。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读者可参

考《伊撒在印度》以及阿哈默底亚有关这个主题的

其他文献。 

非阿哈默底亚学者关于伊撒的信条 

与此相反，多数教派的大多数非阿哈默底亚学

者相信，伊撒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从十字架上被

救下来而未死亡：一个犹太人被安拉转变成为伊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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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是如此的完美，以致伊撒由天使们将其肉体

送到天上而那伊撒的摹拟像被放置在十字架上时，

所有的人完全被蒙蔽而有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因此，

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伊撒。他被送到天上并在天空

某处保存着，等待末期的日子里降临人间。 

阿哈默底亚对圣训录中关于伊撒再次降临的解释 

根据上述伊撒情况的不同信条，阿哈默底穆斯

林解释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谈及伊

撒将来降临的所有这些圣训时，隐喻地意指有人以

伊撒的精神和特性会从信从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

安拉的赐福）的人们中间被选拔出来获得“迈喜合”

的称号。 

非阿哈默底穆斯林的解释 

另一方面，非阿哈默底学者坚持依照字面的意



 

59 

 

义来解释预言的实现。他们相信，伊撒迈喜合到现

在看来在天上某处已过了两千年，他会亲身降临人

间领导穆斯林民族在反对基督教徒中取得胜利。 

阿哈默底亚与非阿哈默底亚信条之间的其他分歧 

阿哈默底亚与非阿哈默底亚宗教学之间的分歧

朝这同一方向继续下去并且涉及信条许多更多的方

面。阿哈默底亚解释的重点放在许多预言的精神和

隐喻的性质上；而非阿哈默底亚的宗教学家僵硬地

坚持在文字上逐字逐句地理解那些预言。 

第二位迈喜合的三个主要任务 

另一个足以说明的例子可以进一步恰当地弄清

这种情况。在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

的许多圣训中提及，伊撒为了三个主要目的会降临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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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粉碎十字架， 

2．消灭猪类（家猪和野猪，等等）， 

3．歼灭反基督者。 

阿哈默底亚对于粉碎十字架的理解 

根据阿哈默底亚的理解，粉碎十字架并不意味

着真正粉碎用世界上各种材料制成的许多十字架，

而是指将会粉碎对十字架的主要信念。 

非阿哈默底亚对于粉碎十字架的理解 

非阿哈默底学者要使人想起，伊撒会真正完成

粉碎所有十字架的这一行动：因此他将在世界上到

处漫游直到在整个宽广的世界上用物质制成的十字

架形体都被确实粉碎为止。 

阿哈默底亚对杀死猪类的理解 

在理解上同样的差别适用于关于伊撒迈喜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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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言的作用。阿哈默底穆斯林把‘猪类’这一名

解释为粗鲁和不道德行为的一种象征。因此，杀死

猪类这句话，他们理解为涤除腐化堕落的人们心灵

上的污秽并以道德重新武装他们。 

非阿哈默底亚对杀死猪类的理解 

相反的思想学派认为，伊撒在长期等待的从天

上降临后，应该不停地（而且在结束粉碎十字架任

务之后！）追逐和杀死世界上每一头家猪和野猪，这

一巨大的任务为止！ 

同样的分歧适用于托付伊撒迈喜合的第三项任

务。 

反对基督（迈喜合）者（Dajjal） 

反对基督（迈喜合）者这一概念的错综复杂的

性质，大概需要更多详尽的阐述。根据伊斯兰教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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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创始人（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的那些预

言，反对基督者的性质是什么。 

圣训中把反对基督（迈喜合）者描述为一个非常

大的巨人。他的右眼是瞎的而左眼却赋有特别的超

自然的视力。用他的左眼，他能像一架特种多层望

远镜那样看得非常远。他也能用那只眼睛的视力穿

透地层看见隐藏在下面的物体。那巨人高得头碰到

云层。他还有一头驴子，像他本人一样巨大和超自

然。各个圣训中详细描述了这头驴子。研究这些圣

训所得到的情况可总结如下： 

反对基督（迈喜合）者的那头驴子 

那头驴子非常大。它依赖火力来得到能量而不

是像其他驴子那样吃饲料。它在肚子上有许多侧门，

乘客可以进人肚内并舒适地坐在那里。肚内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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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这头驴子走得如此地快，以至普通可供骑乘的

牲口要走几个月的路程，它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就

走完了。它在各个驿站上停下，让乘客在它肚里，

而且在重新上路前总是通知大家它要出发了。这头

特殊的驴子不仅能在地面上跑得很快，而且也会在

云层上飞行。 

它跨越的距离是如此地广阔，以致它的一只脚

在东方而另一只脚在西方，那就是说，它的单足跳

跃可以有那么宽广。 

故事到此还未结束。还进一步谈到，就是这头

驴子能够游过大洋，大洋之水不到它的膝部。在它

几次将来的旅行中，载负着大量小麦和谷类依循反

对迈喜合者的心意决定以援助的方式运给较穷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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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去吃。 

这就是伊斯兰教尊贵的先知在如此许多圣训

中所叙述的反对迈喜合者和他的驴子。伊撒（耶稣）

在再次降临时，最终致其于死的境地。 

阿哈默底亚对于反对基督（迈喜合）者及其驴子的

理解 

当然，根据阿哈默底亚的理解，这一预言是指

由这样一些基督教强国所发明的未来的交通方式。

这些强国会歪曲基督的信念——他从来不称自己是

上帝（安拉）的儿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微贱的人和

安拉的一位使者。这样的一些基督教强国被称为反

基督者。 

所有现代的各种交通方式，一般最初都是由强

大的基督教国家发明和大量制造的。不论是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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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汽船和飞机，完全符合我们看到在圣训

中所描述的反基督者的那头驴子的形象。 

最后，多数教派的那些非阿哈默底学者自发地

反对这种解释，认为这是荒谬的，并且严厉谴责阿

哈默底穆斯林这种引人入歧途的解释。对他们来说，

他们完全相信确实有上述的一个巨人，也确实他具

有上述那样大的一头驴子。 

这头驴子吞食火焰并把它的主人驮在背上，帮

助他征服世界上那些超级大国跪倒在地。那时而且

只在那时伊撒迈喜合（耶稣基督）又是实实在在亲

身从天上降下，自然是单身独体地消灭这个力量非

常大的巨人。 

受道教长（lmam-Mahdi）的降临 

对于受道教长的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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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也是以按字义和按隐喻两种不同解释这一问题

为转移。 

根据某些圣训，后期将要到来的一位主许教长

——受道教长（Imam Mahdi）——会在世界上分给

人们无穷无尽的、使人们不想再拿的财富。 

按照主要的非阿哈默底学者的看法，这又应按

字义来实现。他们正在期待着一位受道教长，他会

解决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所有经济问题。 

如果这种理解被认真对待的话，我们会期待到

的将是世界经济的总崩溃以及价值交换制度方面的

全面混乱。如果一个民族不必工作来谋生，那么，

他们又何必工作呢？ 

假如人们不在土地上或工厂中工作，整个生产

制度就会陷入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状态。人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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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得到那样会有许多许多买东西的人。可是谁来

出售以及出售什么东西呢？如果有人即使要以成亿

美元或卢布买一只鸡蛋，谁也不会傻到如此地步去

卖给他，因为他也已经从受道教长那里得到了大量

财富。 

阿哈默底亚对于受道教长‘分配财富’的解释 

阿哈默底穆斯林，在另一方面，以较合理得多

的方式来解释这些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中的

用语是宗教中一种隐语，应该以隐喻的方式来理解。 

他们相信，伊斯兰教穆圣所说的，正如安拉派

遣的所有其他先知所说的那样，受道教长也会分配

无限的精神财富。像历史上早期的人们一样，受道

教长时代的人们也会拒绝接受那些精神财宝。 

这一现象在神圣的《古兰经》中叙述得最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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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نِّبِّهِّۦۖ  َوإَِّذا َمسَُّه ٱلشَّرُّ َكاَن ََٔ ُوًسا نَسٰ نِّ َأعنَرَض َونَٔ ا ِبِّ َنا َعَلى ٱْلنِّ  َوإَِّذآ َأن نَعمن

“当我施予人精神财宝时，他拒绝接受这些财

宝，转过脸去，走开：当他遭遇灾难时，他便绝望。” 

（17：84） 

受道教长（lmam Mahdi）和伊撒 

阿哈默底穆斯林与非阿哈默底穆斯林解释之间

的另一区别是，关于伊撒（玛尔彦之子）和受道教

长命名的似乎是两位复兴者。 

由于其他穆斯林学者已经采取僵硬态度，相信

伊撒（玛尔彦之子）是第一个迈喜合个人的名字，

因此他们必然确实认为，古时候那个同一的迈喜合

会亲身回到世界上来。这样的话，在同一时代中不

是一个，而是将有两个。一个是在反基督者巨人及

其身躯巨大的驴子出生后从天上降下的，而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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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受道教长，他将出生在伊斯兰教的民族中。 

因此，这种从文字上来强调的说法是要我们相

信，这不是给予后期将要到来的同一位复兴者在精

神方面的两个称号，而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人会同时

降临为伊斯兰教服务。 

阿哈默底穆斯林对此不同理解。因为他们相信

并从神圣的《古兰经》和圣训中证实：古时候的伊

撒已在尊贵的先知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降临以前确定无疑死亡了。正如神圣的《古兰

经》宣布： 

 َوَما ُُمَمٌَّد إِّ اَّ َرُسوٌل َقدن َخَلتن مِّنن قَ بنلِّهِّ الرُُّسلُ  

“穆罕默德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以前的一切使

者确实都已死去了。”（3：145） 

因此，那位主许的伊撒，玛尔彦之子，必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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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受道教长本人的一个比喻性的名字即称号。这

种情况在一切语言的使用中经常会发生。如果某人

的文学才能显得与果戈里极为相似，那么，假如人

们大家都纷纷开始给他以果戈里的称号，那将是不

足为奇的。 

人们期待着的伊撒和受道教长是同一个人 

因此，根据阿哈默底的解释，旧时的伊撒已经

死去，只有这位受道教长也会完成托付给伊撒的任

务。 

在这方面，在其他许多论据中，阿哈默底穆斯

林指出马甲圣训集的一段圣训。它告诉我们： 

دِّيُّ إ اَّ عِّينَسى بنُن َمرنََيَ. )ابن م ب شد  الزمان اجة، كتاب الفنت، ِبَو ا املَهن  

意即：受道教长和‘伊撒’不会是两个不同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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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tamun-Nabiyyeen（众先知之印） 

根据解释上的差异，当然总是有其他许多分歧。

可是，为了结束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引用这些分歧

中的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一个分歧。这一分歧到

现在已被大大利用了一段时期。那就是对穆罕默德

圣人（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众先知之印的信念。 

按照非阿哈默底亚的解释，它只意指‘在时间

上最后和最终’，即使对伊斯兰教的一个地位较次的

先知也绝对不留余地。他们断言，如果相信有这样

一种可能性的话，那是绝对的、彻头彻尾的异端。 

“Khatam”的意义 

阿哈默底穆斯林，在另一方面，指出：“Khatam”

这个单词的最明显和主要的意义不是‘在时间上最

后’而是‘在地位上极端的’。因此，按照阿拉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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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用法，‘Khatam’这个单词总是运用于这样一

些优越无比的学者，他们各是精通他们那门学识的

尖端人物。因此，他们的地位最高而超过其他学者。 

例如，伊本·西那，医学界之父，被称为

‘Khatamul Attiba’，意即‘医师之印’。显然，不是

意指医师中的‘最后一位’！ 

与此相似，穆塔纳比是阿拉伯最伟大的诗人之

一。他被冠以‘诗人之印（Khatamu Shuara）’的称

号。可以绝对肯定，这不是意指‘诗人中的最后一

个’。 

而且，根据伊斯兰教尊贵的先知（祝他平安和

得到安拉的赐福）一个转述的圣训，阿里（祝他得

到安拉的喜悦；愿他得到荣耀）被称为‘Khatamul 

Auliya’（真主友人之印）或‘Khatamul Asfiya’（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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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之印）。阿哈默底穆斯林指出，这无论如何也不是

指在阿里（祝他得到安拉的喜悦）之后在伊斯兰教

中绝不会出生任何一位真主的友人或苏非。 

阿哈默底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祝他平安和

得 到 安 拉 的 赐 福 ） 是 众 先 知 之 印

（Khatamun-Nabiyyeen） 

我们觉得遗憾，未能在这篇短文中引用其他相

似的例子。可是为了总结阿哈默底的观点，应该很

好地理解，阿哈默底穆斯林相信伊斯兰教尊贵的创

始人（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在各种意义上

说都是 Khatamun-Nabiyyeen。 

按照我们的观点，他是‘Khatam’，那就是说，

是安拉所派遣的所有先知中最好的先知。他是

Khatam’ 其意义也在于：他是众先知之印（The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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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phets）的掌握者。未经他的证明，世上没有一

个人可以看作是真正的先知。其意义也在于：他像

一枚图章戒指一样，能在每个值得并愿意接受的人

的心上创造出他自己性格的印记。他是‘Khatam’，

其意义在于：他的启示是最好和永恒的启示，他的

语言是最好和永恒的语言。 

永远也没有人能在神圣的《古兰经》中增添一

点点或取消伊斯兰教创始人的一句话。因此，在这

一意义上，他是最后和最终的提出教义的先知，他

的权威性也永远有效。 

这意味着永远也不会再出现独立的提出教义的

先知。可是，一位从属地位的先知在他的民族中是

可以产生的，他将完全遵循《古兰经》和穆罕默德

的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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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拉 纳 · 鲁 米 与 伊 本 · 阿 拉 比 对 于

“Khatamun-Nabiyyeen” 的解释 

正如毛拉纳·鲁米在谈及穆圣（祝他平安和得

到安拉的赐福）时曾经如此优美地说过： 

“你是‘Khatam’，因为在授予精神美德方面在

你之前未曾有过任何先知可以与你相似，将来也不

会。” 

他又说： 

د و ےن وبد و ےن وخادنہ وب و ہک وجبد               لثم ا اتس ا  رہباںی اخمت دش 

تعنص رب وت ا ےن وت وگیئ  دتس           ااتسدوچہکن در تعنص ربد  3  تسمتخ 

“如果一位大师在艺术和科学方面都胜过所有

其他的大师，你是否会用‘Khatam’这个单词来表

达他在他这个领域里已胜过所有其他的大师的这种

                                                        

اڈنایدرتف مشش عبطم ونل وشکر  ومالان روم یونثم  3   496 ہحفص ونھک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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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玛斯纳维》卷Ⅵ，页 8，1917 年版） 

穆斯林苏非中最伟大的一位，伊本·阿拉比曾

经如此清楚地解释道： 

ها، فال سول هللا  إمنا هي نبوة التشريع ال مقام"إن النبوة اليت انقطعت بوجود ر 

وهذا معىن قوله  آخر.  حكمه شرعاشرع يكون انسخا لشرعه ، وال يزيد يف 

أن الرسالة والنبوة قد انقطعت فال رسول بعدي وال نيبَّ، أي ال نيب يكون على 

شرع  خيالف شرعي بل إذا كان يكون حتت حكم شريعيت. وال رسول، أي ال 

رسوَل بعدي إىل أحد من خلق هللا بشرع يدعوهم إليه. فهذا هو الذي انقطع 

 وسدَّ اببه، ال مقام النبوة." 

 (3،  ص 2دار صادر بريوت اجمللد  وحات املكية،فت)ال

“随着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的

降临而终止的先知品位是指具有经典的先知品位，

而不是授予先知品位制度的本身。” 

因此，不能有任何经典来改变或修改穆圣（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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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的经典。 

这就是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以

下那句话的意思， ال نيب بعدي‘在我之后不会有先知’。 

这仅指明，‘决不会有传引另一部不同天经的

这样一位先知。但是，不论在任何时候出现一位先

知的话，他将信奉我带来的天经’。 

              （Futuhat Makiyya 卷 2，页 3） 

受道教长的身份是一位先知（的身份） 

按以上所述，如果真正愿意理解阿哈默底亚观

点的话，使受道教长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和身份具

体化是更有助益的。如果他是由安拉直接选拔和授

命为近代教长，而且由于这同一美德，如果不准许

任何人拒绝他的话，那么，在实质上这是从属地位

的先知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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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众先知比一般人享有

以下两个明显特点： 

1．他们总是安拉任命的。 

2．在安拉看来，拒绝他们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因此，归根到底，即使是极度的想入非非也不

能认为阿哈默底亚对受道教长的地位和信念是违反

了至圣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众先

知之印的品位（Khatmun Nabuwwat）。 

当然，还有相似的性质较次的许多分歧，必须

研究阿哈默底亚文献才可知晓。 

阿哈默底亚解释是以逻辑和情理为基础的 

阿哈默底亚与非阿哈默底亚宗教学之间将始终

保持着这同一分界线。非阿哈默底亚坚持从字义上

来接受，而阿哈默底亚以隐喻和精神意义上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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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隐语。这给他们的信念一种合理的性质，符合

逻辑、科学与自然界实际存在的事物。 

阿哈默底穆斯林坚决认为，宗教隐语和术语必

须从宗教和精神意义上去解释，绝不能只是从它们

的表面价值来理解。另一方面，非阿哈默底的学者

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应该从字面上出现的那些意义

上去理解，如果更深地去探求它们暗示的意义，那

是一种无益之举。 

可是，他们自己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放弃这种严

格的规定而被迫看字面以外的意义。例如，按照神

圣的《古兰经》中的术语，妻子是用于耕种的田地

而丈夫是妻子的衣服，反之亦然。 

与此相似，神圣的《古兰经》对每个人说： 

َِٰىُه َمنُشورًا ِِّيَٰ َمةِّ كِّتَ ٰبً ا ََ لن مَ  ٱلن ََ ون ِِّهِّۦ ۖ َوُُننرِّ ُج َلهُ ۥ  نَٰ ُه طَ ٰٓئَِّرُهۥ ِفِّ ُعُن  وَُكلَّ إِّنَسٰ ٍن أَلنَزم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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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每个人的行为都扎牢在他的颈子上。”  

       （17：14） 

如从字面意义来看，应解释为：“我把每个人的

鸟儿都扎牢在他的颈子上。” 

当然，这些话不得不从隐喻的意义上来解释。

对此没有两种意见。 

阿哈默底与什叶派的信条 

以下是阿哈默底亚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看法的显

著要点： 

阿哈默底亚创始人强烈深刻地热爱尊贵先知穆

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这种爱是如此

强烈深刻，以致凭借这种爱他也热爱和高度尊敬不

仅是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所有精神

上的亲属——即所有真正的穆斯林——而且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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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热爱他的血缘亲属中那些人。 

关于我们穆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

的家属，以下几节文意真实反映阿哈默底亚会创始

人的感情： 

“伊妈目侯赛因（愿他使安拉喜悦）本人是纯

洁的，而且他也有净化其他人心灵的能力。无疑地，

他是受了安拉亲自净化心灵并充满着安拉喜爱的那

些选民中的一位。他无疑是天园中居民的许多领导

人中的一位……” 

“只有铁石心肠和不信的人会小看他。任何一

个人如果对他或对‘所有受安拉净化过心灵的教长’

（Aimmah Mutaherrine）中的其他任何一位长者进行

污辱或说一句不尊敬的话，就毁灭了他的信念。谁

对安拉选用的人们显示敌意，安拉就成为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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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敌人。”（Tabligh UI-Haq，第 201 页） 

关于他对伊妈目哈桑和伊妈目侯赛因以及穆圣

的（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福）后裔的爱意，以

下这段摘录不言自喻： 

“我的心和我的灵魂喜爱穆罕默德（祝安拉赐

他幸福、平安！）的善美。愿我整个身心牺牲在穆罕

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后裔的道路上

（Roohani Khazain Vol 5 ( Aina Kamalate Islam）Page 645 

正直不是遗传的 

尽管如此，根据阿哈默底亚对伊斯兰教哲理的

理解，没有人能从双亲那里从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

美德，即善人们的儿女自然是善的而恶人的儿女自

然是恶的。 

在研究宗教历史中，这种看法得不到任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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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在神圣的《古兰经》中可以见到无可辩驳

的明证：伊布拉欣圣人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而且是

一个地位极高的显赫人物。他却出生于一个极端崇

拜偶像而愚昧的家庭。相反地，努哈之子出生于光

明而却死于黑暗之中。 

伊斯兰教的泉水出源于崇拜偶像的阿拉伯。安

拉的独一性的最纯洁的形态是从阿拉伯沙漠中喷涌

而出。这一片沙漠过去曾经成为愚昧无知和偶像崇

拜的滋生地。有一句诗： 

‘混乱动荡曾经确实笼罩过这块大地和这片大

海’。 

这用于阿拉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为适宜。 

这提醒人们神圣的《古兰经》中表达的一项普

遍真理： 



 

84 

 

驾凌一切值得考虑之事物的最高原则是 

ٰىُكمن  َِ َرَمُكمن عِّنَد ٱَّللَِّّ َأت ن  إِّنَّ َأكن

‘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值得尊敬者是你们中最敬

畏者。’（49：14） 

在安拉看来，最敬畏安拉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

的人。 

作为这同一原则的逻辑上的结果，虽然阿哈默

底穆斯林高度尊敬什叶派的所有教长，这是由于他

们的虔诚和宗教方面的学识，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出

身和继承性。 

最后且也是重要的一点，阿哈默底穆斯林不相

信一个不存在的教长。有人相信他在最近几百年以

来一直隐蔽在某处生活着。 

阿哈默底穆斯林相信，那位教长的结局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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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神秘的。可是由于时间上的迫切需要，什叶派的

领导阶层认为最好不要向公众宣布。有一段短时期

他可能躲在某处。但是正如万能的安拉召回的一切

人那样，因此等待那个教长重新出现，正如等待万

万不会发生的某一件事物一样。 

为了帮助什叶派弟兄认识到这一错误的严重

性，阿哈默底穆斯林有礼貌地指出，有关圣贤或其

他圣洁的人物消失不见之后还要回来的这些传说，

在许多国家和宗教中也有听闻。甚至许多人还被认

为已升了天，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人亲身在世

界上任何地方重新出现过。因此，阿哈默底穆斯林

试图好心地说服他们应该像神圣的《古兰经》指示

那样按照宗教的真实历史来重新考虑他们的观点。 

从阿丹时代开始到至圣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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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平安！）时代未曾发生过的任何超自然现象，

在以后也绝对不会发生。 

受道教长（lmam Mahdi）将如一切人类那样来到人间 

因此，人们长期待待着的受道教长，正如伊斯

兰教尊贵的先知圣训中预言的那样，指定像这位教

长以前的所有其他圣洁名人般以一个微贱的小孩降

生并命定像他以前所有其他先知般过着谦虚和牺牲

的生活。 

最后，让我们非常谦逊地指出，使人遗憾的是，

即使是学者，如果他们只是经由阿哈默底亚的死敌

片面而敌对的叙述来理解阿哈默底亚的话，也会成

为这种敌对宣传的牺牲品。 

有时这种仇恨加深到这样剧烈的地步并使他们

激怒到如此程度以致不许他们看到或听到从阿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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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亚方面来的任何有关阿哈默底亚会的事情。 

错误的报道引起对阿哈默底亚的误解 

最近当一位阿哈默底亚学者去莫斯科在一个研

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时，他也拜访了莫斯科的中央

清真寺。那里他看到几个学者和他们的生徒正在忙

于学习教义。在以伊斯兰教的仪礼相互致意之后，

他们对他带给他们的消息觉得很有兴趣。那个消息

当然他欣然地给了他们。 

开始时，一切情况都很好而且他们非常热诚地

听他讲。可是在那时那个翻译员对他们讲了些什么，

他们的态度戏剧性地改变了，每个人面露不悦之色。

当他探问什么事情引起了这种变化时，那位翻译员

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是因为他对他们讲了阿哈默

底穆斯林在实质上改变了神圣的《古兰经》。那位翻



 

88 

 

译员言语之际表情如此天真无邪，非常清楚地，他

确信这项指控。 

幸亏那位阿哈默底亚学者那时带着一本阿哈默

底亚会最近出版的神圣的《古兰经》的俄译本。他

立刻出示这些学者那份译本。他们仔细观看并与他

们所有的其他版本对照。当然没多时他们就改变了

意见并为这一指控而表示歉意。 

哈里发制度（Khilafat）在阿哈默底穆斯林会中复兴 

顺便谈一下，在阿哈默底亚会中，其领袖被称

为伊妈目（教长）。这与十二教长派或伊司马易力派

的伊妈目（教长）的涵义汉译不同。它仅意为一位

精神和宗教方面的领袖。可是正确的称号是

Khalifatul Masih，迈喜合继位人。这也使阿哈默底

亚会在穆斯林教派社团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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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早期的哈里发制度中断后，只有伊斯兰教阿

哈默底亚教会得到有哈里发称号的赐福。哈里发制

度被恢复了，而且阿哈默底亚教会中的哈里发与过

去伊斯兰尊贵先知穆罕默德（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的那些继位人同样起着领袖和心脏的作用。他

并不凭借继承性在前任哈里发去世后继承他的位置

而是由一个选举团选出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整个

阿哈默底亚会在他被选出后立即宣誓效忠于他，正

如他们效忠于以前的哈里发一样。在他身上他兼任

宗教、行政和精神方面的职责。他与全世界教会成

员之间精神方面的热爱有着非常强烈的凝聚力。 

阿哈默底亚穆斯林会的非常进展 

尽管所有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阻碍阿哈默底亚

会的前进道路，它在最近一百年中发展得如此地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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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广泛，简直令人惊奇不已。 

卡迪安的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在

1889 年 3 月 23 日由安拉授命把人类引向伊斯兰教，

恢复穆斯林的青春活力并在安拉引导下纠正他们的

信条和教规时，他的声音是单独的。这些信条和教

规方面的错误是在至圣（祝他平安和得到安拉的赐

福）逝世以后的十三世纪中已深深地渗透入穆斯林

民族之中。作为受道教长，他受命要做的几个主要

任务是恢复穆斯林的信念和拜功并在安拉的引导下

解决他们的分歧。到 1989 年 3 月 22 日止，在短短

一百年时间中，一个人发展到（根据某些估计）一

千万人。教会遍及并牢牢扎根在世界 130 个国家中4。

这提醒人们在他开始执行宣教使命时安拉赐给他的

                                                        
4 现在已经扎根在两百多个国家中。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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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许诺，那时世界上普遍地看来都在拒绝他。那

个诺言向他保证： 

‘我定将使你的信息传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 

阿哈默底亚会第一世纪末无疑已确实见到了这

一诺言的实现。 

进展以牺牲为基础 

像上述那样广泛与合乎要求的组织的这种奇伟

景象也许会促使人们要问，支助与维护这一进步教

会工作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对这一问题的简明答复可以从神圣的《古兰经》

以下一节经文中找到： 

نَِّْي َأنفُ إِّنَّ ٱ مِّ َن ٱلنُمؤن ََتَٰى مِّ َ ٱشن َنََّة َسُهمن َوَأمنوٰ َّللَّ نَّ ََلُُم ٱْلن  ََلُم ِبَِّ

“确实，安拉以赐信者天园的诺言换得了他们

的生命和财产；”（9：111） 



 

92 

 

一切真正的宗教运动不仅需要极大的经济上的

牺牲，而且也需要为了宗教的崇高理想献出了个人

生命的人身方面的牺牲。照此，全球性的伊斯兰教

阿哈默底亚会的经费是全部由会员自愿捐献的。不

仅如此，成千上万虔诚的阿哈默底穆斯林，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都无条件地愿为伊斯兰教事业贡献

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对给他们的紧急命令或他们应该提出的报

酬也从不提出什么要求。 

教会认为他们适宜去做的任何事情，他们总是

愿意并充满谢意地去完成自己的职责，并且以为能

够这样做是安拉的一种赐福。他们成为阿哈默底亚

工作人员的核心，在教会中心与世界各国的不同岗

位上工作着。他们并不属于某个国家或阶层，而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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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来自各个国家、民族和不同行业，完全溶合在一

个团结的兄弟会中，以对安拉和人类双重的爱紧密

地连结在一起。 

阿哈默底亚会介绍能为祈祷作出答复的永生的安拉 

阿哈默底亚会最明显的特色是相信祈祷的力量

和安拉作思想交流。这里说的祈祷并不指规定的每

日必做或自己随时做的拜功而言。 

阿哈默底亚会深信，一位永生的安拉在关心他

的仆人，答复他们的祈祷，并以答复他们祈祷向每

个祈求的人显示安拉存在的迹象。 

这方面本会是独一无二的。会员遇到一切困难

和问题时向安拉祈祷。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需要什

么，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安拉。 

照此，并非像一切宗教所阐述的那样，只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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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传奇中的圣洁人物已经和安拉交流过思想。这是

许许多多阿哈默底穆斯林的体验，他们与安拉建立

起个人的、经常的、活生生的联系并且在他们个人

每天的体验中目睹安拉存在的迹象。 

同样地，他们对于他们的种种问题也相互寻求

帮助。并非在物质方面寻求帮助，而是恳求他们为

自己而祈祷。安拉向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梦境、精

神景象和启示来显示将来临的事情，并非鲜见。预

示的这些事件的实现，大大地充实了阿哈默底亚信

念的实质。 

这是他们响应这位由安拉任命的教长的号召所

得到的最大的赐福。这位教长的一生就是祈祷力量

的一种活生生的迹象。他也教导他的信从者直接与

安拉联系，要他们把心里怀念安拉成为日常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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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他们生命中的每一时刻向安拉祈祷并祈求他的

帮助。 

以下是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著作中

关于祈祷的力量和必需性的一段摘录： 

“一件不可思议的非凡的大事在阿拉伯沙漠中

发生，在几天内成千上万的死人变成活人，过去世

世代代一直是腐败堕落的人们呈现出安拉的色彩。

盲人开始看到东西，哑吧的舌头开始流出安拉的智

慧。这个世界发生了过去眼睛从未见到过和耳朵从

未听到过的这样一次革命。你认识到这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吗？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为了安拉完全忘我

的人在长夜的黑暗中不断地祈祷所产生的结果。这

就在世界上引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动并出现了看

来在那个孤立无援的不识字的人的手中似乎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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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的这样许多奇迹。安拉啊！请您按照他对穆

斯林大众（伊斯兰的民众）的关心和受苦程度赐给

他和他的追随者以幸福和平安吧，并且使他永远沐

浴在您仁慈的光明之中吧。” 

（Roohani Khazain 卷 6：Barakatud Dua，页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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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主许迈喜合（祝他平安）曾说： 

“（1）阿哈默底亚穆斯林必须矢志不移的终生

戒绝树立与安拉同等的崇拜对象—除安拉之外不崇

拜他物。 

（2）他必须杜绝谎言、奸淫、邪视、犯逆不信、

不公平、欺诈、作乱、和暴动的行径。不论情感如

何强烈，都将不失去自制力，而任其驾御。 

（3）他必须按照主旨圣训，固守每日五时拜功，

竭力常礼夜拜（黎明前的副功拜），必须每日为穆圣

祈求幸福，求主宽恕自己的过失，由衷热爱地牢记

安拉的恩惠，而反复赞颂他。 

（4）他在情感激动时，也必须不用手、口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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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使人们，尤其是穆斯林遭致任何痛苦。 

（5）他在一切环境下，不论悲哀或快乐、逆境

或顺境、安乐或忧患，都绝对忠实于安拉；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满意于安拉的意旨，准备在安拉的道

上面临一切侮辱和痛苦；不论遭遇什么不幸，都不

背离真主，而且更要趋向他。 

（6）他必须自制以避免非伊斯兰教的风俗和贪

欲的倾向，完全遵行《古兰经》的教导，把真主的

话和穆圣的话作为人生每一行径的指导原则。 

（7）他必须摒弃骄傲、虚荣，切要谦恭、和颜

悦色、容忍、温和地度过整个一生。 

（8）他必须把宗教、宗教尊严与伊斯兰教复兴

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财产、名誉、子女和每一

至亲都更为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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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看在安拉份上，他必须对安拉的受造物具

有同情心情，常处于服务状态；为了有益于人类，

他必须竭尽自己的一切天赋才能与力量。 

（10）看在安拉面上，他必须与我，这个恭顺

的安拉仆人开始兄弟间情谊的联结，保证追随我力

行一切善功，毕生守持这项信约，而且使这项兄弟

情谊的联结达到在今世人际关系、亲戚关系和一切

主从关系的情况中所见不到的崇高程度。” 

摘自《完成宣传的通告》一八八九年一月十二日 

阿哈默底亚穆斯林兄弟们啊！为了达到人生的

目的，效法真主的常德，获得真主的喜悦，把这项

劝告作为座右铭，以资自勉。敬祝你们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