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撒迈喜合（耶稣基督）早已死去
根据基督教徒和一些穆斯林的信仰，伊撒（耶稣）曾
于近两千年前升了天，现在活在天上，将来下降地面，领
导人们的宗教生活。根据我的研究，伊撒升天、活在天上
和将来下降人间，都没有理智、《古兰》、圣训和《新约》
的作证。相反地，我们可以证明伊撒业已死去。为了证明
这个真理，我们现在略举几个例子。
一 从《古兰经》证明伊撒迈喜合已经死去
1
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我只向他们说了你所命令我的——你们必须崇拜安拉，
我的养主和你们的养主。当我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是
见证他们的；当你使我死了，你是他们的监督者；你常是
见证一切事物的。（5：118）
这是在复生日的时候，真主与伊撒圣人关于基督教徒
会话的一部分。当真主问他曾否向众人说教：除了真主以
外，必须把他和他的母亲也当作两个主去崇拜。他当时否
认他曾向他的民族做了违反真主命令的这种三位一体的说
教。同时也表示在他同他的教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但没
有教诲他们三位一体的邪说，而且他们也没有这种邪说谬
论的迹象。这是他亲眼作证的。不过他说他的这种作证不
是无限期的作证，他的作证期只限于他生活在他们中间。
在那以后，他对他们三位一体的荒唐多神信仰和行为一无
所知。当真主使他死亡以后，他再不是他们的监督者。那
时只有真主监督他们的信仰和行为。
从伊撒圣人的自述，我们可见自从真主使他死去直到

复生之日，他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民族，没有再回到他们中
间。关于他的民族的宗教情况，他从没有亲见的机会。如
果他是肉体升天，将来再回到地面，亲见他的民族妄谈三
位一体，把他和他的母亲当做了两位主崇拜，而他向他们
又劝说信主独一，那么，复生之日，他怎能向真主表示，
他并没有从天上回到地面目视他的民族远离了真道？我们
不能设想伊撒圣人可以向主作违背事实的供述，更不可设
想真主接受了他的供述。
伊妈目，布哈里在他的《圣训布哈里》一书《古兰经
注释》一章中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曾引证下面一段圣训：

伊本·阿巴斯传，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 ……我的一些信徒被带向火狱。于是我便说：“我的养主
阿！这些人都是我的同伴呀！真主说：“你不知道在你归真
以后，他们做了些什么呀！”于是我象真主的善良仆人——
伊撒（耶稣）一样的说道：“当我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
是见证他们的。自从你使我死了，你是他们的监督者。”然
后真主说：“他们在你去世以后，都叛离了你的道路。”
（《布哈里》：列圣章）
这段圣训说明了伊撒圣人与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
他幸福、平安）在复生日与主交谈的时候，将使用这几句
同样的话答复真主的话。
“当我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我是见证他们的。自从
你使我死了，你是他们的监督者（5：118）。

这两位圣人同在死后向主表示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没有
什么亲自的见闻。在这方面，两位圣人没有任何分别。否
则，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没有理由使用伊撒圣
人的话，答复真主。所以如果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
安）因为真主使他死去
没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民族，
在那里亲见其实况为其作证，那么，伊撒圣人自然也是因
为真主使他死去，以后再不会回到自己的民族中间。
从著名学者马坚翻译的《古兰经》和时子周释的《国
语古兰经》，关于这节经文的译释也可证明伊撒圣人早已死
去，并没有活在天上，更不要谈再降临人间，从事伊斯兰
教的复兴工作。请看两书对这节经文的下面译述。
甲 马坚译：
我只对他们说过你所命我说的话，你们当崇拜真主—
—我的主，和你们的主。我同他们相处期间，我是他们的
见证。你使我死去之后，监护他们的是你。你是万物的见
证。（5：118）
乙 时子周译：
我只对他们说，你所命令我的，就是：你们当事奉安
拉——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是至死见证他们的，在
你使我死亡以后，你是监察他们的。你是见证万事的。
（5：118）
这书第510号，这节经文的注解是这样的：
“这节说明耶稣不是肉体不死的，他是自然地死去，
非肉体升天。”
从阿文
一字的字义使用常规，看其在这节中的真
义。

甲 根据阿拉伯汉语词典1

b.

有两个字义：

a. 全数得到，全数拿到（工资、薪金、付款等）
真主使他死了（死，去世）
一字虽

有两个字义，但依照阿拉伯文的常规，不论这个字
于

被用

字类的任何字形，如果他的主词是真主，宾词是人

的时候，那么，这个字

的字义只是“使死”和“抓住灵

魂”。没有抓住肉体的含义。阿文的任何词典都是这样记载
的。阿拉伯国家的言语文字中，没有一句、一例反对这个
语法。如果有人坚持有反此常规的用法，那么，他要负责
在阿文中，举出任何实例。
真主在《古兰经》中只以两种意义使用了
一字，
①使死亡，②使睡眠，如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人们到了死亡的时候，真主将把他们的灵魂取去；尚
未到死期的人们，在其睡眠的时候，真主也取其灵魂。然
后留下其定了死期的，遣回其馀的，让他再度到一定的期
限。
（39：42）
这节经文，说明人类只有在两个时候，可以产生
的情况：一种是死的时候；另一种是睡眠的时候。第一句
“人们到了死亡的时候，真主将他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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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去，”是其肯定的一方面。第二句

“尚未

到死期的人们，在他们睡眠的时候，真主也将他们的灵魂
取去。”是其否定的一方面。从这个字
肯定与否定两面，
我们知道了真主对于灵魂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只限于两个
意义。真主似乎在告诉我们，如果
一字不是表示死亡，
那么，它只说明睡眠的情况。再则，

这个字只有在上下

文有睡眠文气的时候，才能解成使睡。
《古兰经》里，凡是没有睡眠文气的地方，在字形
的主词是真主，宾词是人类的条件下，这个字的字义便是
使死亡。所以
意思是，“真主使他死亡了。”这是《古
兰经》的惯用法。依照这个惯用语法，真主为伊撒圣人的
死亡，使用了
一字。我们不能为了伊撒圣人（愿主给他
平安）违反《古兰》惯用语文，把这字另立别种意义。
乙 在其他著名阿文字典里,
的意义：
a.
我们说这句话

是当他取去了他的生命，灵魂。

b. 死，死去
他死了。
c. 341
死到临了他。
从上述阿文词典的引证，明显地证实了，当
的主动者是真主，而

的动作

的动作临到人的身上，那么，它的

意义是，真主取去了他的生命或取去了他的灵魂。在真主
是主动名词，人是宾词的情况下，这个字不被应用于“拿
取肉体”的意思。关于伊撒圣人的情况，《古兰经》里两处
使用源于 字形的两上单字
和
。因为两处都是真主

是主动的名词，伊撒圣人是人，所以在那两处

的两种字

形的意义除“使死”以外，别无其他意义。
为了更明白 的真义，请看受道教长（愿主赐他平安）
的通告：
“当代有些学者关于玛尔彦之子，伊撒的事情极端地
言过其实。他们说，他并没有死去，而是活着被升到天上
去了。他是同着他的今世的肉体活在天上。他们大胆狂妄
地说，《古兰经》里有关迈喜合使用的 字的意义不是“使
死”而是“完全取去”，但是这样的意义完全是他们的捏造。
《古兰经》关于 这个字有其必然性的用法。在《古兰经》
里每一个地方 的意义“只是拿取灵魂和使死”。圣人的全
部圣训及言语也是这样的习惯用法，自从阿拉伯半岛有人
居住，阿拉伯语文有人使用以来，从新旧阿拉伯语文里都
不能证明
一字被用于说明“拿取灵魂与肉体”。而是
任何地方当

一字被用于有关人类而真主为主动者的时候，

它仅表示“使死”和“拿取灵魂”，绝不意味“拿取肉体”。
没有一个阿文字典书籍与这个惯用法反对，也没有阿拉伯
人的一个例子和一句话与这个习惯法背道而驰。总而言之，
没有一点反对可能性的余地。如果有人从《古兰》、圣训或
新旧诗词、散文，证明 一字在真主是其主动名词的情况
下，被用于具有灵魂者，除拿取灵魂以外还适用于其他意
义，即应用于拿取肉体的意义，那么，我凭着伟大的真主
发誓，我约定将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出卖给他一千卢币（当
时印度货币单位），将将承认他的《古兰经》与圣训学问的
卓越极致……”《误解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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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在《古兰经》另一处说：
☆

那些犹太人用了计谋，真主也用了计谋，真主是最善
于计谋的。
当真主说“伊撒啊！我一定使你死，教你荣升至我，
清除不信的人对你的归罪，并使信从你的人直到复生之日，
胜过不信的人。”（3：55-56）
这一节
（使死者）与第3章第118节
你使死了）
两字同出于
的动词。关于

（使死）。不过

是主动名词

是过去式

一字在第5章第118节的注解里，我已详加

证明：依照阿文使用常规，当

这个字被用于

字

类的任何字形，如果它的主词是真主，宾词是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字 的字义只是“使死”和“取去灵魂”，没有
取去肉体的含义。因此我们把

一字译成“我一定使

你死。”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时代有一位著名注经
家伊本·阿巴斯
，他的经注在伊斯兰学术界自古至今
都深具影响力。《圣训布哈里》说：他在注解
的时候说道：

的意思是

（使你死去者）（《圣训布哈

里》注经章）
马坚教授在这一点上，也与我们有同样的看法。请看
他的《古兰》第三章第五十五及五十六节的译文：
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善于计谋的。当
时，真主对伊撒说：
我必定要使你寿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
清不信道者的诬蔑，要使信仰你的人们在不信仰你的人之
上，直到复生日。
他把上述第55节经中，真主向伊撒圣人说的第一句话

译作“我必定要使你寿终，”是正确的。
王静斋教长的《古兰经译解》第三章第五十五节，真
主对伊撒说的第一句话
的译文是：“我是必把你取
去。”与上面两个翻译不同。我在前面说过，我们把这一句
话译成“我一定使你死的。”是有根据的，合于阿文文法的，
不违反阿文常规的。王静斋教长的翻译“我是必把你取去”
是不是有合理的有力证据呢？
王教长在他的这一节译文的“附说”里，这样说道：
“关于55节安拉对伊撒说的第一句话有八项注解。本
译作：“我必把你取去。”是依照其中的一解。照字面来译，
应作“我取去你的性命。”如此，则与伊撒未死，活着上天
一项原则相反。传伊撒乘云上天的时候，其母拉住他痛哭；
他说：“我们在复生日再会吧！”这是在圣殿里，时值“盖
德雷”夜。当时伊撒正是三十二岁的年纪。其母在他去后，
又活了六年。”
王静斋教长的这段“附说”是他把
译成“我必
把你取去。
”的理论根据。现在我们仅就这点，加以研究。
甲 王教长说：“关于55节安拉对伊撒说的一句话有八
项注解。”但他并未说明其八项内容，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八
项注解的是非。不过王教长是依其中的一解，把
译
作“我必把你取去。”的。同时他又说：“照字面来译，应
作”我取去你的性命。”
大家都知道翻译《古兰经》的目的是要把伟大全知的
真主的言语照字句不折不扣地翻译下来。然后那所翻译的
言语才可称为真主的言语。可是王教长这句古兰经文的翻
译没有照字句的真正原意，而是依照某人对这句经文的注
解。所以他所写下的“我必把你取去”一句不是真主这句
言语
的翻译，而是在那八项注解中王教长主观地认

为对的一项注解。
乙 王教长的全部古兰经文都是照字面翻译的。这句话
也应当本着这个原则，照字面翻译。可是他违反了自己的
原则，未照字面翻译。其唯一原因是，他有了一个先入之
见。关于这个先入之见，他自己坦白地说：“照字面来译应
作“我取去你的性命。”如此，则与伊撒未死，活着上天一
项原则相反。”在这里，王教长有了两个自己应守地的原则：
一个是宗教信仰的原则；另一个是翻译语文的原则。他放
弃了照字面来译的原则，把应作“我取去你的性命。”一句，
照自己的主观信仰，硬写成“我必把你取去。”请想一想，
一个没有理论基础的主观信仰绝不能使别人客观地心悦诚
服，不守其原则的翻译更难使别人苟同。
丙 王教长说：“伊撒未死，活着上天是一项原则。”既
是原则，当然要有正确的理论基础。我们从《古兰》、圣训
都没有找到这项原则的根据。相反地伊撒已死的根据大量
可以找到。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关于伊撒未死，活着上天
一事是伊斯兰教一项原则。
丁 王教长在不能从《古兰》和圣训找出证据的情形下，
只得在他的“附说”里记载了一个传说作为伊撒未死，活
着上天一项原则的理论根据。如果王教长的“伊撒未死活
着上天的原则”的基础建立在这个传说上面，那么，这个
原则的基础太不稳固了。请看下面几点：
a. 这个传说从哪里来的呢？谁传说的呢？这个传说
怎样传到王教长那里去的呢？除非上述问题得到满意的答
案，谁能相信这是一个事实的写真，而不是杜撰的传奇小
说呢？
b. 一个穆斯林是相信圣训的。圣训也是从传说而来。
但我们所相信的圣训内容及其传述人都具备伊斯兰教学术
界共认的条件。那些圣训不是盲目被人传来，也不是盲目

地被人接受。所以穆斯林不可以轻言无根据、无条件的随
便传说。
c. 当伊历八世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宗教战争方烈
的时候，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伊本·盖依母（伊历691——
751）曾警告穆斯林关于基督教人的阴谋说：伊撒（耶稣）
升天的信条纯属于基督教的信条，与伊斯兰教无丝毫关系。
可是基督教人把它伪做为伊斯兰教的东西以掩饰其对伊斯
兰教的攻击。他在他的著作《来世珍藏》
一书中写道：
关于迈喜合（基督）在他三十三岁时，被升到天上的
传说，从传述人连贯不断的任何圣训
都找不出证
据。
在伊历十三世纪哈奈非派一位著名学者和伊斯兰教法
律学家叙利亚人伊本·阿比丁
博士 (伊历1198-1252)。
他在他的著名著作

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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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是正确的。实

际上这个信条就是从基督教人传到穆斯林中间来的。
3．在《古兰经》别一处真主说：
他（伊撒圣人）的母亲是一个忠诚的人，他们母子往
日常吃饭食。（5：75）
这节经说明迈喜合，玛尔彦之子伊撒和其母亲在过去
的时代里，象一般人一样都是吃饭的。现在他们两人都不
吃饭了。关于伊撒的母亲，人们都知道她已死去，所以不
吃饭食。伊撒圣人为什么不用饭食呢？死亡是人类不需饭

食的唯一的原因。伊撒圣人是人，他既不用饭，必然就是
死了。
4．《古兰经》说：
迈喜合，玛尔彦之子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以前的使者
全都死去了。（5：75）
这节经文说明迈喜合，玛尔彦之子，伊撒不是主，也
不是主的儿子。他只是象其他圣人一样的一个人，其他所
有的圣人都已寿终死去，他当然也已经死去了。
在《古兰经》中还有下节经文更明显地说明伊撒同其
他圣人一样都已死去：
穆罕默德只是一位圣人。在其以前，所有的圣人都已
死去。如果他将死去，或被人杀害，你们就改变你们的道
路吗？(3:145)
二 从圣训证明伊撒圣人已经死去
1、

圣训记载的伊撒圣人的年龄是一百二十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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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莎（愿主喜悦她）传，主的使者（愿主赐他平安
与幸福）在归真前最后一次的病中，对法蒂玛（愿主喜欢

她）说：哲卜利勒2 天使每年同我读《古兰》一次，但今年
同我读《古兰》两次。他告诉我每一位圣人活到他以前圣
人一半的年龄。他并且告诉我玛尔彦之子，伊撒活了一百
二十年。我看我自己仅仅六十岁的开头就要去世了。”
2、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他将要归真的病
中，有两个人扶着他在礼拜寺里向众演说。在那次演讲中，
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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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啊，我听说，你们怕你们的圣人去世。你们告诉
我，在我以前是不是有任何圣人在他的民族中永久地活着
的呢？如果有的话，我也将在你们中永久地活下去。
从上面两段圣训，我们可明显地证明，伊撒圣人只活
一百二十岁早已死去。
3．穆圣说：
مویس و عییس حینی ملا وسعھما اال اتبایع
لو اکن
ٰ
ٰ
ھ۱۳۲۱  طبع مصر۲۲  ص۲ (الیواقیت و اجلواھر لالمام عبد الوھاب الشعراین جزء
如果穆撒和伊撒两位圣人活着的话，他们一定要跟从
我。伊本·格斯尔
在他的经注第二卷中也记载了这段
圣训。根据这段圣训伊妈目，伊本·盖依母

（求主

给他仁慈）说：

吉布里尔或哲卜利勒是同一天使（或称天仙）之
名。只是阿文一个名词不同的译音而已。基督教称他
为加百利。
2

) ۲مویس و عییس حینی لاکنا من اتباعہ (مدارج السالکنی مصنفہ امام ابن قیم جزء
لو اکن
ٰ
ٰ
假若穆撒和伊撒（求主给他们两位平安）活着，他们
一定也是信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
这段圣训不但是逊尼派的学者所接受的，就是十叶派
的学者也都承认它。他们写道：
مویس و عییس یف حیاھتما ما وسعھما اال اتبایع
زینوخدآرضحنت ﷺرفومدہاتس لو اکن
ٰ
ٰ
ینعیارگومٰیسوٰیسیعدرداینیموبددننکممیمنوبدااشیںرارگمآہکناتمتعبنمرکددن
)(راسہلاشبراتادمحہیہفنصمیلعاحرئی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自己说过：
“如果穆撒和伊撒活在今世，除非他们跟从我，再没
有其他途径。”
4、伊撒迈喜合与受道教长（主许迈喜合）两人的形
象的差异。
在《圣训布哈里》一书的两段圣训里，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叙述伊撒迈喜合和受道教长（主许迈喜
合）具有不同的形象。
一段圣训里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真主的
梦示的情况下看到已往的圣人们。在这段圣训里穆圣（祝
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我看见伊撒、穆撒和伊布拉欣（求主给他们平安）。伊
撒是一个红色皮肤、头发鬈曲、胸堂宽阔的人。穆撒的皮
肤棕色，体格庞大，头发笔直，好象是祖得 种族的男人。
如果你们要看伊布拉欣，那么，就看你们的同伴——我，
就可以了。
这段圣训说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看见

了业已去世的所有圣人，而伊撒也在其中。如果伊撒活着，
为什么在已死的圣人中呢？
在另一段圣训里，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叙
述了，在一个启示里，真主使他看见将来的情况。在那个
机会上，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看到将来的骗子
，也看了穆斯林民族中将要降临的迈喜合。并且他也向
穆民们叙述了这位将来的迈喜合与从前的伊撒迈喜合的相
貌完全不同。从这一点，也可证明将来的迈喜合（受道教
长）与伊撒迈喜合是两位不同的人物。
例如：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在《圣训布哈
里》骗子一章里说：
َ وف بِا لْ َكعب ِة َفإِ َذا َر ُج ٌل َآد ُم سب ُط ا
ت َم ْن َھ َذا
ُ قَ َال بَيْ َنا أ َ َنا َنائ ٌِم أ َ ُط
ُ ْلش َع ِر يَ ْن ُط ُف أ َ ْو يُ َھ َر ُاق َرأ ْ ُس ُه َماء قُل
ْ َ
َْ
) كتاب الفنت،قَا لُوا ابْ ُن َم ْر يَ َم (خباري
我梦见当我环行天房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皮肤棕色、
头发笔直的人。我问这位是谁？他们告诉我说，这是玛尔
彦之子，伊撒。
就在这段圣训里，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还
看见了将来的骗子。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这段圣训预
言了将来的迈喜合和将来的骗子。如果那将来的迈喜合就
是过去的伊撒迈喜合，那么，他们的相貌为什么不一样呢？
主许的迈喜合——受道教长业已降临的事实，证实了我们
这个看法的正确性。
5．伊撒圣人是不是活在天上呢？
《圣训布哈里》中关于穆罕默德圣人（祝安拉赐他幸
福、平安）升天的两段圣训说：
甲 艾奈斯·本·马力克传，为从圣寺带圣人去与真主
相会，在默示降临之前，来了三位天仙。这时，圣人正在

圣寺睡觉。第一位天仙问：“穆罕默德是哪个？”第二位天
仙道：“他们中间最好的那个。”第三个天仙道：“那把他们
最好的带去升天吧。”这就是当天夜里发生的事。在另一个
夜晚来临前，圣人再来看见他们。众天仙第二次来了，圣
人在心里看见了他们。圣人眼睛虽合上了，但心未睡。众
天仙对圣人一言不发，托起他便走。他被带到渗渗泉旁，
天仙中的哲卜利勒将圣人从喉头一直割到胸口，打开胸腔，
哲卜利勒亲自用渗渗泉水洗净他的内脏，然后端来一只盛
有伊玛尼（信仰）和智慧的金盆。于是圣人的喉头和胸腔
的血管全被填满了。后来他们让圣人骑上飞马，飞向阿克
萨清真寺。由此，哲卜利勒带他升天。哲卜利勒敲动第一
扇天门，里面的天仙喊道：“你们是谁？”哲卜利勒喊道：
“是我。”天仙问：“你身旁的是谁？”哲布利勒道：“是圣
人穆罕默德。”天仙又问：“他已被传召升天了吗？”哲卜
利勒答：“是的。”天仙道：“我们欢迎他。”并为此而感荣
幸。真主意定于地面之事，在未向他们宣示前，他们是不
会知道的。圣人在天上遇到了人祖。哲卜利勒对圣人说：
“这就是你的先祖，你快向他道安！圣人向他道了安，人
祖，阿丹也道了安，并说道：“欢迎你，我的儿子，你是多
好的儿子啊！”圣人在上天看见了两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于
是他问：“哲卜利勒阿，这两条是什么河？”哲卜利勒道：
“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经由此处，他们来到了
其上筑有由珍珠和宝石嵌成宫殿的一条大河，手伸进河水，
其气全为麝 香之气。他又问道：“哲卜利勒啊，这是什么
呀？”哲卜利勒道：“这就是真主留给你的天园之水。”然
后，他们升上第二层天。众天仙象刚才那样问道：“你是
谁？”哲卜利勒道：“是我。”众天仙道：“你身旁的是谁？
哲卡利勒道：“圣人穆罕默德。”众天仙问：“他已被传召升
天了吗？”哲卡利勒答：“是的。”他们道：“我们欢迎他。”

然后，他带圣人穆罕默德升上第三层天。众天仙询问了第
一层、第二层天仙们曾问过的话。然后升上第四层天。那
里的天仙也问了同样的话。然后，同他升上第五层天，那
里的天仙也问了同样的话。然后，同他升上第六层天，那
里的天仙也问了同样的话。然后，同他升上第七层天，那
里的天仙也问了同样的话。在每层天上都有圣人，哲卜利
勒呼唤他们的性名。圣人说：“我记得的有：依得里斯在第
二层天，哈伦在第四层天，还有一位在第五层天，性名我
未记住。易卜拉欣在第六层天。穆撒因拥有同真主直接交
谈的特殊条件而住在第七层天。穆撒说，真主啊！原来我
曾认为谁也不到我的上面。”然后，圣人被带至唯真主知道
的高处及乐园。至高无上的真主临近圣人了。他希求更近
点，及近至与圣人之间只有眉毛与睫毛之距，或则比这还
近。真主向圣人降示决意之事，这就是命定教徒每昼夜礼
五十番拜。然后，圣人回降，来到穆撒处时，穆撒叫住他
问道：“穆罕默德啊！你的主向你嘱托了什么？”圣人答：
“真主嘱托我每昼夜礼五十番拜。”穆撒道：“你的教徒完
成不了它。回去求真主为你和你的教徒减轻点吧！”对此，
圣人商询似地望着哲卜利勒，哲卜利勒道：“你若愿意，就
那样吧！”于是，哲卜利勒把他带至真主身前，圣人站在刚
才那个地方说道：“真主啊！祈你给我们减轻点，因为我的
教徒完成不了它。”真主为此减轻了十番拜。然后他又回到
穆撒处，圣人每次回来，穆撒都让他返回真主那里，最后
五十番拜减至五番拜。……圣人回来时，穆撒问：“怎么定
了？”圣人道：“真主已给我们减少了，对每一善行赐十个
善行的回赐。”穆撒道：“我曾为以色列人请求减得再少点，
但他们也未做到，回去求你的真主再减轻点吧！”圣人道：
“穆撒啊！指真主发誓，我已为多次去求真主而感惭愧了。”
哲卜利勒对圣人道：“奉真主之名，你下去吧！”圣人醒来

一看，原来他在圣寺里。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208-210页——坎斯坦拉尼注
释，（埃及）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宝文
安·实买提·赛来译）
اّلل َعلَیْ ِه َو َسل َ َم
ِ َ ن َن ِب َي
ِ ِك َع ْن َما ل
ٍ َع ْن أ َ َن ِس بْ ِن َما ل
َ َ اّلل َع ْن ُھ َما أ
ُ َ اّلل َص َّل
ُ َ ِك بْ ِن َص ْع َص َع َة َر ِض َي
ِیل َم ْن َھ َذا قَا َل
َ الس َم َاء
َ الثانِی َ َة َفا ْس َت ْف َت َح ق
َ َح َد َث ُھ ْم َع ْن لَیْل َ ِة أ ُ ْس ِر َي بِ ِه …… ُث َم َصع َِد ِِب َح َّت أ َ ََت
يء َج َاء
َ ِیل َو َق ْد أ ُ ْرسِ َل إِلَی ْ ِه َق َال َن َع ْم ق
َ ك َق َال ُُم َ َم ٌد ق
َ يل ق
ُ ْب
ِ ْ ِج
َ ِیل َو َم ْن َم َع
ُ ِیل َم ْر َحبا بِ ِه َفن ِْع َم ا ْ َمل ِج
ت ف ََر َدا
ْ ُها ابْ َنا
ُ ِییس َف َسل ِْم َعلَیْ ِھ َما َف َسل َ ْم
ُ َف َف َت َح َفل َ َما َخل َ ْص
َ ُ ِییس َو
َ اْلَا لَ ِة َق َال َھ َذا ََيْ ََي َوع
َ ت إِ َذا ََي ْ ََي َوع

) باب املعراج، كتاب أحاديث اْلنبیاء،اِل (خباري
ِ ِ الص
ِ ِ الص
َ اِل َوالنَ ِب ِي
َ ُث َم قَ َاال َم ْر َحبا بِ ْاْل َ ِخ

马立克·彬·莎莎阿达传，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说关于他的升天之夜。……然后，他们升上第二层
天。哲卜利勒天使敲动天门。里面的天使问道：“你是谁？”
哲卜利勒天使答道：“是我。”天使又问：“同你在一起的是
谁？”哲卜利勒答道：“穆罕默德圣人。”天使又问：“他已
被传召升天了吗？”哲卜利勒答道：“是的。”天使道：“欢
迎他，多么好的来者来了。”于是天门开了。当我进入了第
二层天，我看到伊撒和亚合亚，他们俩是姨兄弟。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向他们道了安，他们也回道了
安，并说我们欢迎你，这位善良的兄弟，善良的圣
人。……”（圣训《布哈里》：列圣章）
现在我们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登天的这
段圣训来证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不是肉体升
天，伊撒（耶稣）也不是肉体升天，更不必谈现在活在天
上。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登天是精神的，不是
肉体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圣人说在登天的整个时期他的

身体没有离开圣寺，始终睡在那里。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又说：
“众天仙第二次来了，圣人在心里看见了他们，圣人
眼睛虽合上了，但心未睡。众天仙对圣人一言也不发，托
起他来便走。”
这段话说明登天是精神的，因为穆圣（祝安拉赐他幸
福、平安）不是用肉眼看见天仙。
穆圣又说：
“哲卜利勒端来一点盛存伊玛尼（信仰）和智慧的金
盆。圣人的喉头和胸腔的血管全被填满了。”
请问信仰和智慧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呢？这分明是一
种高级的梦境中的启示。如果圣人自己说，圣人眼虽闭合
而心里看见了他们。这种启示不能了解成物体的。精神界
的东西，应照精神的知识加以解释。梦境是精神的一种境
界。圆梦不能背离圆梦的精神知识。这是伊斯兰教与中国
文化的真理共鸣。
在圣人登天的最后节段里，哲卜利勒向圣人说：“奉真
主之名，你下去吧！”圣人醒来看，原来他在寺里。这就证
明凡是他在登天时所看的，都是在睡梦中看到的。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登天时看到的东西是心看的，
不是肉眼看的，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不是肉体
升天。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登天时所见到的圣
人也不是肉体的，因为他们早已死去。伊撒（耶稣）同他
们都在天上，特别与亚合亚同在一层天上。死人与活人同
在一处吗？如果亚合亚和其他圣人都不活在天上，伊撒怎
么能活在天上呢？
再则，真主在《古兰经》中明显指出凡是一个具有肉
体的人不能肉体升天，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是
人，他也不能肉体升天。如《古兰经》第十七章叙述不信

的人们向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说：
َ
ك َح َّت ُت َ ِن َل َعلَيْ َنا كِ َتابا َن ْق َر ُؤه
َ ت ِم ْن ُز ْخ ُر ٍف أ َ ْو َت ْر ََق ِِف
َ ِالس َما ِء َو ل َْن ُن ْؤ ِم َن ِل ُرقِی
َ َون ل
ٌ ْ ك بَی
َ أ ْو يَ ُك
ت ا َِال بَ َشرا َر ُس ۡوال ۔
ُ ب َھ ۡل ُک ۡن
َ ُق ۡل ُس ۡب
ۡ ِ ان َر
َ ح
“或者你有一所黄金屋，或者你升到天上去；除非你
从天上降下一部我们能读的经典，我们永不相信你的升天”。
你对他们说：“我的养主是清高于这些无意义的事情的，我
只是一个受主派遣的人，不能升天。”（17：94）
如果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能以升天，为了
使不信者信仰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来自真主，
真主当安排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升天，以便人
人信教。可是人的升天是反于主的自然律与宗教律的，所
以真主说：你说： “我的养主是清高于这些无意义的事情
的，我只是一个受主派遣的人，不能升天。”
总之，从上述的《古兰经》节和升天的圣训，证明穆
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没有肉体升天，伊撒（耶稣）
也没有肉体升天，早已辞去今世了。
三 伊斯兰教权威学者关于伊撒已死的一致意见
伊斯兰教人士一致信仰《古兰经》、圣训、圣行及教内
权威学者关于教律的一致意见是伊斯兰教义的四大基本证
据。当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归真的时候，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同伴受了不可忍受的悲伤，
有些由于热爱圣人不接受圣人已死的事实，第二任圣位继
承人欧麦尔（求主喜欢他）便是其中之一。他不承认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业已归真。《古兰》经注和圣训
都记载了当时的情况。经注《多样的珍珠》（
4

）说：
“欧麦尔说道：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没有

死去。除非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不消灭伪信的
人，他将不会死去。”
在这个严重关头，阿布·伯克尔（求主喜欢他）站立
起来，集合所有悲哀的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同
伴，升上讲台向大众讲道：
“大众啊！你们应当控制你们的情感。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确实是归真了。你们没有听过这一节经
文吗？
真主说：确实你将死去，他们也将死去。（39：31）
真主也说过：
“在你以前，我没有给任何人永久的生命，你死了，
他们能永生吗？” (21:35)
最后，阿布·伯克尔读了下边一节经文：

（圣人）穆罕默德只是一位使者，在他以前，所有的
使者确已逝世了，如果他死去或受害，难道你们就要背叛
了吗？背叛的人丝毫不能损害安拉，而安拉必将酬报感恩
报德的人。（3：145）
关于这节经文，圣训《布哈里》战役章说，当欧麦尔和
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其他同伴们听了上面的
一节经文，他们感觉好象这节经文今天才下降的一样。可
是他们坚信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事实上，只是
一位圣人。圣人也是人，人总是要死的。所有已往的圣人
都死去，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为什么不死呢？
阿布·伯克尔（求主喜欢他）依照这节经文使穆圣（祝安

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全体同伴放弃了穆圣（祝安拉赐他
幸福、平安）尚未死的观念。这一事实明显地证明了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全体同伴都认为伊撒与其他
已往的圣人完全亡故。如果伊撒圣人仅以圣人的身份直到
现在仍然活着；或则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同
伴们了解他仍是活在天上，那么，上述的一节经文是不可
能说服他们的。他们由于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
归真的突击，心受了严重的创伤，必定反驳伊撒（求主给
他平安）直到今天还活在天上，穆圣（祝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为什么已经死了呢？但没有任何一个穆圣（祝安拉
赐他幸福、平安）的同伴表示这样的异议。这就证明穆圣
（祝安拉赐他幸福、平安）的全体同伴关于伊撒已死的意
见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