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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米尔萨•巴禧尔•阿哈默德先生(愿安拉喜悦他)是

主许迈喜合（祝他平安）的儿子，于 1893 年 4 月 20

日出生。 

他在 1910 年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并遵

照主许迈喜合的意愿于 1916 年获得了阿拉伯语硕士学

位。 

他在安拉的恩典中，在主许迈喜合为他做的祈祷

和在其兄长主许迈喜合第二位继职人给予他的指导下，

以他天才的能力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阿哈默底亚穆斯

林会。 

他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学者、一位多产的作家。他

的书籍、文章和演讲很容易被普通的读者所理解。 

《我们的安拉》一书，主要是为那些被无神论作

品所猛烈攻击席卷到的青年人所写成的。 

他撰写了许多主题，除此之外，经过大量的研究，

他还写下了三卷本的他的代表作《先知传记》。这本

书受到了非阿哈默底杰出人士如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爵

士的高度赞誉。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受道教长的传记》、《阿哈

默底亚会体简要》、《传播正道》、《决定性的言语》

和《我们的安拉》。 

他除了著书外，还为会体的报刊和杂志特别是为

《阿勒•法泽勒日报》（Al-Fazl）贡献了数百篇文章。 

他于 1963 年 9 月 2 日去世，享年 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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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的安拉》是米尔萨•巴禧尔•阿哈默德先生

于 1927 年所著，出版于 1928 年。作者在 1946 年对

其进行了修订，并增添了三章内容。第三版于 1955 年

出版。这是中文译本的第一版。 

自从创造世界以来，关于安拉的存在，恶魔一直

诱惑人心，使人产生怀疑。随着人类物质方面的发展，

安拉对他赋予的恩典，恶魔比以前更加费力地忙碌于

使虚弱信仰者和懒惰的人们迷误。因此，在当代的书

店里，有很多促进无神论主义的书籍，其中一些还得

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认为安拉（上帝）

和宗教教义是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求的幻想。他领

导了一场促进无神论信仰的新生运动。 

当基督教神职人员无法根据科学发现调和他们对

上帝的信仰时，人们开始完全地摆脱这些信仰。 

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教相抵触的误解渐渐地蔓

延开来，影响到了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天启宗教。 

阿哈默底亚穆斯林会创始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

默德先生（1835-1908）教导说：“自然律和宗教教义

来自同一个源头--------安拉，两者将永远不会相互矛

盾。”因此，安拉的行为和安拉的启示之间是彼此相

融合的。 

同样地，米尔萨•巴禧尔•阿哈默德先生用乌尔都语

撰写了《我们的安拉》，成功地解释了安拉存在的理

由和科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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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回答了有关安拉存在方面最常见的问题、疑

惑和异议。 

他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及应该如何探究安拉的存

在，列举了信仰安拉的裨益，反驳无神论者提出否认

安拉存在的许多论据。 

虽然这本书是针对那些很容易被错误地引用科学

和理性的空洞论证所动摇的年轻人所写，但是此书也

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的赞赏。 

伊斯兰教阿哈默底亚会在主许迈喜合第五位继职

人米尔萨•马思儒尔•阿哈默德先生的领导下，把米尔

萨•巴禧尔•阿哈默德先生的这篇著作《我们的安拉》

翻译成了汉语，以便使我们的年轻人了解关于安拉存

在的证据，以及获得在这方面所产生疑问的答案。 

虽然乌尔都语的成语和用语不易翻译成中文，但

我们还是竭尽全力使译文尽可能的清晰易懂。 

我们祈求安拉的帮助，以便我们尽量驳斥无神论

主义的异议，使大多数人接受安拉的存在并成为安拉

的崇拜者。 

我们也祈求安拉在为准备这次中文版本的过程中

的所有贡献者赐予最大的报酬。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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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一直希望特别为年轻人写一本关于安拉的存在

的书，安拉是我们的主宰和创造者，我想以简明扼要

的方式阐明安拉存在的论据，并描述他的属性和与他

建立关系的益处与方法。出于多种原因，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几天前，我的一位亲人以

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向我询问了有关安拉的存在，从而

重新燃起了我的夙愿。我求主赐给他今世(生命)和后

世(生命)的成功。我认为这是一种来自外在的提醒，

于是决定开始撰写这篇论文。除非安拉的支持,否则我

没有力量完成任何事情,我只信托他,只归向他。 

请不要以为我为了这项工作而做了特别的准备，

或者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阐述它。我唯一的目的是

想与青年人和普通民众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分享我对这

一主题的现有知识。如果安拉意欲，它将会为迷失的

灵魂提供指引，或恢复人们停滞的信仰，或安慰一些

焦虑不安的心灵，或许我们亲爱的人们能够意识到我

们人生真正的目的和目标是认识我们的主宰，他的爱

要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伟大。 

在开始之前，我向全能的主宰祈祷：“我的主啊！

你知道我所有的缺点，我的行为和知识也无法对你隐

藏，凭着你的恩典赐给我力量，使我按照你所满意的

方式来完成此书。为我的言辞赐予力量，引导我的笔

沿着正义和真理的道路前行，以便人们能够认识你并

且实现他们生活的目标。我的援助者和指导者啊！虽

然我认为自己的意图是正确的，但你是比我自己更了



 
 

九 
 

解我的。如果你意识到我有任何不良的企图，求你仁

慈地对待我并且净化我吧，以便这本书不会被剥夺由

你降下来支持真理的那些吉庆。我的主宰啊，你是仁

慈者中至慈的！阿敏！ 

 

 

米尔萨•巴禧尔•阿哈默德 
 
 
 
 
 
 
 
 
 
 
 
 
 
 
 
 
 
 
 





 

ِِ بِْسِمِ ْحِٰ الّلٰ ِحيِْ ِنِالّرَّ  ِمِالّرَّ
奉无限博爱、永久仁慈的安拉之名 

ُدہِ  ْمَّ ِ َنَّ ِ وَّ ّلِ ٰلِ ُنصَّ ُسْوِلہِِ عَّ ِریْم رَّ  الْکَّ
我们赞颂他并祝福他尊贵的使者 

 

当代信仰的困境 
 

首先，我想对这一时代的一些人们对安拉的信仰

深表遗憾。从表面上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相信上

帝的存在。除了极少数人公开否认上帝的存在外，他

们的信徒都宣称这一相同的信仰。但是当我们仔细研

究人们的信仰状况时，我们发现对安拉的信仰是基于

形式而非实质。人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种信仰，并

感到必须坚持其宗教信仰，尽管只是表面上的。他们

不想抛弃它，以避免社会土崩瓦解，他们的内心深处

可能觉得上帝确实是存在的。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不

敢否认他的存在，并相信他们有一位上帝存在。但是

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上帝，他们的内心就像是无人

居住的房子一样的缺乏信仰。 

这不仅仅是针对特别的国家或宗教，而是全世界

和所有宗教都如此。不信仰之毒已渗入到所有宗教的

信仰者当中去了：祆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犹太

教徒、基督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等等。唯物主义

的灼烧和毒风使每一座信仰的果园都化为灰烬。如果

有人想寻求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我可以列举出任何公

正之人都无法拒绝的证据。我想对那些怀疑的人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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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在分析了自己的内心和周围人的状态之后，

他们能诚实的说他们都真正地相信上帝吗？我说的并

不是表面上的或是继承下来的信仰，而是真正的和活

生生的信仰。他们是否感受和体验到安拉的存在就像

他们感受和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物质性那样呢?

他们是否确定安拉的存在就像他们确定太阳、月亮、

山川、河流、他们的房屋、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朋友

存在一样呢？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么要明白我们认为

这样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他们只可以比作是行尸走肉般

的活着。 

如果他们说我上面提到的信仰和信仰状态是如此

之高的水平，只有安拉所特选的人才有如此高的品级，

那么他们的说法将进一步证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

对信仰的最高等级一无所知，他们本来就无法理解它。

实际上，一个人信仰安拉这样的信仰水平，就像相信

这个物质的世界一样，这只是个中等的信仰水平。你

们是否读过圣洁的先知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

与平安）的这则圣训：“一名信仰水平一般的人宁愿

被烧成灰烬也不愿放弃他的信仰？”但是，如果有人

发现自己的信仰水平较低，那么请让我来问：“你们

能否诚实地讲，你们的信仰真的会影响你们的生活吗？

你们是否感受到安拉的爱和对他所恼怒的恐惧？你们

的信仰是否劝人向善、止人作恶？你们是否在一切事

物上都全身心地信赖安拉，而不是依赖物质上的方

式？” 

我并不是要问你们是否有时会感到和安拉有任何的

联系，或是思考他从罪恶上阻止你们，促使你们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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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状况也适用于一个有足够的洞察力而不否

认安拉的存在的人。时而他会想到创造了他并且支配

着宇宙的安拉可能真的是存在的，有朝一日他可能必

须要对他负责。当然，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和一个想

象出来的偶像的神有某种联系，这种想法有时会阻止

他犯罪，促使他行善。他可能不时地设法超越物质的

东西去看安拉，感到真正可信赖的只有安拉。但这种

状态不能称为是真正的信仰，而是一种怀疑的状态，

使他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只有当它成为一个人生命

中的一部分并根植于心中作为永恒的真理时，它才能

被称为真正的信仰。它应成为他灵魂的给养和警示他

所有黑暗的罪恶之路的灯塔。通过这种信仰，正义的

道路为他照亮，物质的媒介都为他失去意义。他不再

依赖物质手段，而是真正地信托安拉--------所有原因的

最终原因。神圣之爱的火焰继续在他心中燃烧，安拉

的愤怒使他害怕。 

你们心中真的有这种信仰吗？如果没有，显然绝

对没有，那么请不要声称自己是信仰者。你们要寻求

真正的信仰，从天而下像一盏电灯一样，能够照亮心

灵最深处和最黑暗的地方。此后，安拉将不再是你们

脑子中虚构的偶像，而是以他真实的形式来展现，他

是永活的、维持万物生存的、全能的、无限博爱的、

永久仁慈的，其统治比世俗的国王更加显而易见。 

简而言之，真正的信仰在当今时代的缺失是显而

易见的。它不仅从普通人的心中消失了，而且那些自

称是宗教领袖和自己是人民信仰的监护者也成了无神

论的牺牲品。他们要么欺骗世界，要么是自己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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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各种的话，但他们的内心是空虚的。在精神和

真正的信仰方面，世界确实陷入了黑暗的深渊，没有

丝毫的闪动来指引一个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的徒步旅

行者。难道这个时代不需要按照安拉的常道，显现

（其常德）的太阳从一个圣洁的人的心中升起并且照

亮整个世界吗？ 

我亲爱的人们啊！向安拉叩头吧，因为他已经看

到了你们的情况，并使精神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

升起来。敞开你们的心扉，让这纯洁的阳光消除疑虑

的黑暗，使黑暗的夜晚变成明亮的白昼。 

 

如果安拉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 
 

我想首先消除一个经常困扰人们的关于安拉存在

的误解。如果安拉是存在的，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自古以来我们就听到过它。尊贵

的《古兰经》告诉我们，阿拉伯的异教徒们向圣洁的

先知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也提出过

相同的问题。 

我每当听到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都会为他们

感到遗憾。很可惜，当他们跌跌撞撞时，他们的理性

由于冷漠而变得迟钝，他们甚至开始否认显而易见的

真理。当这种异议在过去被提出时，无论多么荒谬和

毫无根据，都有可能欺骗一些无知的人。但在当今时

代要提出这种异议来，令我很吃惊。我对使用这样的

异议来否定安拉的人们的智力感到惊讶。但由于这是

一个常见的反对理由，我将简要地答复这个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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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学习事物的方法，例如我们

通过视觉、声音、味道、气味、手感或运动来学习。

我们从各种感官中获得的所有信息，都具有相同程度

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我们不能要求通过一种特定的感

官方法来知晓某一事物，否则我们就否认它的存在。

例如，眼睛是感知不同颜色的媒介，鼻子是用来辨别

不同的气味的，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坚持要求除非

我们能用眼睛看到某种气味，或用鼻子闻到某种颜色，

或用手感觉到某种声音，否则我们不会相信它的存在，

这难道不是精神病吗？任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都会被

认为是疯子，如果不将其遣送至精神病院，他无疑也

会成为街头顽童的笑柄。说来也怪，人们关于安拉一

直以来提出这样的异议并且还仍然被认为是明智的。

他们只把安拉作为嘲笑的对象吗？ 

到目前为止，我只提到了通过身体的感知来获得

各种各样尘世上的知识。但是还有无数的事物是我们

无法通过我们自身的感官能感知到的。然而，我们对

它们和对其他东西有同样程度的确定性。以磁力为例，

我们能用眼睛看到它吗？或用鼻子闻到它吗？或用舌

头尝到它吗？或用手触摸到它吗？绝对不可能，但我

们谁也不否认它的存在。尽管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直

觉的判断力来感知到磁力，但我们肯定不会否认它的

实际情况，因为我们能够显而易见地观察到这种力的

效果和作用，它产生了和直接感知相同程度的确定性。 

当我们每次看到普通的铁块被磁铁吸动时，这使

我们得出结论，磁铁中一定有一个力。我们看不见磁

力，但我们相信磁铁除了有明显的特性外，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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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的力，这只能通过它的特性来观察，而不能直接

通过我们的感官来感知到。类似的，还有不可见的电，

但它的影响却是举世瞩目的。只要轻按开关，我们就

可以迅速地让房间里的风扇旋转，这表明风扇是由我

们按下按钮之前的外部电源驱动的。尽管我们不能通

过任何普通的感官直接看到、听到、闻到、尝到或感

知它，但我们确信电是具有强大的动力的。这是因为

我们目睹了它的影响，所以绝不会否认它的存在，我

们相信它的存在就像我们相信太阳、月亮、山川和河

流的存在一样。 

此外，以爱情为例子，有没有人看到、听到、闻

到或触摸到爱情？如果这本书的读者们有谁真正的拥

有爱情，那么也是在心中感知到它，如果有，那么我

向他问一下，在他那颗可能不到半磅重的小心脏里，

是否经历过无边无际的爱情之海，那是被认为最强的

和最可怕的自然力量之一。它在虚弱的人体中产生了

如此大的能量和动力，为了他挚爱的人，他可以挑战

山脉、跋涉沙漠、甘冒虎口、跳入大火并面对波涛汹

涌的大海，但绝不会放弃。他夜晚彻夜不眠，白天如

疯子一样彷徨，他的生活从他的眼前退去，但从不疲

倦。即使没有人见过、听到、闻过、尝过和摸过它，

又有谁能否认这种力量的存在呢？仅举几例，时间、

年龄、力量、感觉、欲望、愤怒、怜悯是我们相信的

事物的例子，但我们的身体感官绝不能直接的感知到

它们。 

因此，坚持认为除非我们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获

得知识，否则我们不会相信它的存在，这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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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从任何方面获取知识，一旦达到了此目标别的

就都迎刃而解了。 

如果有人说他只有打破屋顶并从那里进入房间，

而不是从正门进入，才会相信他已经看到了房间内部，

我怀疑他是想把屋顶炸掉而不是去看看房间。一旦他

进入房间里，无论是从屋顶还是从门进来都是无关紧

要的。毕竟你只能通过指定的道路进入，如果要求随

自己的意打开进屋的道路是纯粹的精神病。如果我们

满足这样的要求，那么其他人也会开始提出类似的要

求。换句话说，人们希望安拉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玩具，

像一个演员一样不断改变他的常德( ِباللِّٰ ہنعوذ )，以便每个

人的幻想都得到满足。很可惜！ 

ا ُرواِمَّ َِِّقَّدَّ ِِالّلَّ ّقَّ قَّْدِرِه۔ِحَّ  

他们没有形成安拉(常德)的真正观念。(22:75) 
 

一定要试着去理解，越是明显的事物就越容易通

过身体的感官观察到，而越是微妙的事物就越难被身

体的感官觉察到它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我

们尝试了解微妙的事物时，我们必须依赖于它们的属

性和特性，而不是直接观察。安拉不仅是最微妙的存

在，而且还是每一种微妙事物的创造者，那么我们怎

么能以肉眼看见安拉呢？因此，异议者们在用眼睛看

到后才相信安拉的说法是荒谬的。这意味着异议者要

么相信安拉是一个有形的存在，要么至少希望安拉采

取一种物质的形式，以便他们用眼睛看到后来确信他。

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数百万盲人，难道他们没有权

利要求安拉应该呈现出一些其他的物质形式，以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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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尝到、闻到或感觉到他吗？这不等于是在嘲

笑安拉吗？这对于一个自称是有头脑和心智的人来说

是多么可耻啊！ 

如果有人说他只有亲眼看到后才肯相信安拉，我

只想说如果可以用人的眼睛看到安拉，那么他根本就

不值得相信。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许多其它

常德都将会被篡改。例如，他是无形的，但在这种情

况下，他会变成有形体的。他是无限的，但这样他将

变成有限的等等。而且，如果安拉为了你们的缘故采

用有形和有限的形式，那么怎么能保证你们将不会拒

绝有形和有限的安拉呢？ 

安拉啊！你是多么的神圣、可爱和完美。你的每

个常德都被另一个常德所保护着。当有人攻击你的任

何一个常德时，你的其它常德就像一个警惕和尽职的

哨兵那样使这种人蒙羞。我们已经看到，有异议者试

图对安拉“被隐藏的”常德产生怀疑，但是他的“微

妙的”和“无限的”常德立即出现并消除了他的异议。 

安拉的美就在于他对我们的肉眼所隐藏，然而对

我们来说却又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微妙的，但比物质

事物更明显和更容易理解。不幸的是，他不理解这个

微妙的真理，因为他处于灾难的边缘上。总而言之，

全能的安拉的完美要求他是微妙的和对于肉眼隐藏的。

这不应该对他的存在产生任何的不确定，因为有更多

确定性和决定性的方法可以认识他。 

亲爱的兄弟们，请不要因为这些毫无根据的误解

而使自己丧失宝贵的信仰。你们会追随那些虽然没有

看见电磁力但是相信它们存在的人的脚步吗？并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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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宇宙的最高主宰，在欲望和愤怒之前屈服，但是当

要向他们的主宰表达敬爱和臣服时他们拒绝了？想必

你们不会做这种事的！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安拉？ 
 

现在我们来谈主题，任何一位不相信安拉的人都

会自然而然地问，为什么他要浪费时间和精力来探析

是否有安拉的存在。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回答这个

问题。 

首先让我们明白，只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是否需

要做某事。第一，我们要看我们所需要的是否能给我

们带来任何好处。如果是这样，我们采用它，否则，

我们放弃它。 

第二，我们考虑放弃某件事物对我们是否有害处。

如果是，我们就去做，反之我们就放弃去做。因此，

如果确定执行某项任务对我们有利或放弃它有遭受伤

害的风险，那么每个聪明人都会得出结论，承担这项

任务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根据这个原

则，我们能确定一个任务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

我们期望从完成一项任务中获得巨大收益，或者因放

弃它而蒙受巨大损失，那么我们越来越有必要去做这

项工作。 

鉴于这两个原则，让我们来回答关于我们是否需

要探究安拉的存在的问题。如果证明安拉确实存在，

那么我们相信他有什么好处吗？我们否认他对我们自

身在各方面有什么害处吗? 现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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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这个问题是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如果是以无

论我们是否相信安拉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影响的方式呈

现给我们，那么它仅仅是一个假设的问题，除了那些

对这个假设感兴趣的人以外，其他人都有理由拒绝对

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人们当然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直接

对他们有利或有害的事情上。例如，如果有人声称他

发现了一颗离地球数十亿光年的新恒星，它对我们的

太阳系或我们的地球没有丝毫影响。估计除了天文学

家以外，没有人对那颗星感兴趣。但是如果有人声称

他发明了一种可以使人体恢复活力的新药，能显著延

长平均寿命到一百五至二百岁，并延缓衰老的影响。

如果发明者不是骗子的话，那么全世界都将会被这一

发明所吸引。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将会对每个人的生

活产生重大影响。 

当我们转回到安拉的问题上来时，我们发现摆在

我们面前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 人的天性； 

第二， 理智； 

第三， 宗教。 

我首先要谈谈人的天性。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

其真正的天性并没有被黑暗和无知的面纱所掩盖，他

偶尔会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可能有一位安拉创造了他，

并且统治着这个宇宙。同样地，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自

己来到这个世上的，并且如果有人创造了我们，那么

在造物主的意识里并没有目的吗？在这里我不谈人的

本性，也能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它

确实使它们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并以这样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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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予理睬。

一个人有权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安拉不存在，

这个世界和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并且是

自己独立运行的。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后，没有人

能有权拒绝对这件事的探究。 

人类的理智也是如此，尽管最终可能会得出没有

安拉的结论，但却非常有力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

事实上，人类的理智提出的这些问题比人类的天性更

清楚和细致。它提醒我们要反思，以免有一位安拉为

了特别的目的而使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免得我们在不

认识他并且不了解我们创造目的的情况下死去。因此，

我们必须清醒过来并设法找到他！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不仅仅是为了饮食和满足我们的欲望，并留下与我们

一样在世界上扮演着相同角色的后代！让我们睁开眼

睛，反思我们是否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我们的身体复

杂而全面的系统是它自己的创造吗？拥有智能组织和

平衡系统的宇宙在其整个长度和广度上运行，仅仅是

偶然的结果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并且这个系统实

际上是至尊存在者强大力量的体现，那么他可能创造

这个广阔的宇宙仅作为玩具来取悦他的眼睛，以便当

他玩够了的时候，他就会用他强大的手一挥来毁灭它，

并着手再创造一个新的玩具？ 

人的生命不可能会有目的吗？他不可能会为自己

的行为负责吗？这些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想到的问题。

现在，诚实的自问，这些问题是不是太无关紧要和毫

无意义，以至于我们不必花费时间精力去思考它们？

我不要求你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答案会因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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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研究能力而有所不同，而且没有一个诚实的研究

者可以事先说出他研究的结果。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

定地说：这些问题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方式要求我们

在试着寻找到答案之前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在独立而

诚实的研究使我们得出最后结论之前，我们不应休息

片刻。 

总而言之，人的天性和理智都提出了安拉存在的

问题，以这样一种无可否认的方式激发我们去寻求关

于安拉存在的真理。对于我们寻求是否有造物主这个

问题的答案真的无关紧要吗？是否有人创造了我们？

他是谁？他在哪里？他的常德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

个创造者，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些无

关紧要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确是紧密相关的，那么没

有一个智者会拒绝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后，但同

样重要的是，宗教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世界上所有的

宗教在我们之前就提出了全能的安拉的问题。安拉及

其常德构成了每种宗教教义的核心，数十亿的追随者

相信他们的宗教起源于安拉，并基于安拉的启示，这

一启示在不同时代不断地被揭示，一直照亮着世界。

虽然这些宗教的一些教义被篡改和破坏，但它们最初

是基于安拉的启示。因此，宗教对安拉的存在提供了

比人的天性或人的理智更详细、更清晰、更明确的描

述。 

换句话说，启示已经详尽的阐述了人的天性和理

智所包含的简短的信息。人的天性和理智只能暗示安

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宗教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

且只有一位安拉，他是我们的创造者和主宰，他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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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目的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的 。不同的宗教在其

许多教义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基本点上完全一

致。 

例如，他们一致认为宇宙有一个创造者和主宰，

完全的掌管着我们的生命，他为我们的生活设定了目

标，并教会了我们实现它的方法和手段。宗教教导说

死亡不是人类生命的终结，而是死亡之后有另一种生

活，那时我们将会得到今世所作所为的报偿。以所有

宗教的这种一致的证词的方式，提出了全能的安拉的

问题，以致我们不得不探究并找到答案。如果不同宗

教所提出的上述所有主张都是真的，那么不认识安拉

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遭受的最大损失，因为这种

无知将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所有

宗教都宣称，承认安拉并与他建立牢固的关系比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获得的所有收益都重要。建立这种

关系意味着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和我们

生活的目标。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对安拉的寻求是如

此重要，明智的人一刻也不能忽视它。 

在讨论了宗教的一致证词之后，我想谈谈伊斯兰

教的特殊教义。伊斯兰教告诉我们有一个安拉，他是

我们的创造者和主宰，他使我们从无到有，并掌管着

我们的生命。他希望我们到达一个更高的品级，他为

了我们的福祉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给养。伊斯兰教讲，

我们有一位无限博爱的安拉，他眷顾着我们的所有需

求，他提供我们的需求，而不需要我们要求或为之努

力。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永久仁慈的安拉，他对

我们的努力给予最好的回报，并不会让它们徒劳无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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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安拉，他是赏罚日的主，他

对于我们的行为给予奖赏或惩罚。他警告我们走入邪

路的后果，这样我们就不会疏忽大意和忘记他所给我

们制定的人生目标。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在他的御前

被审问。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至恕的安拉，当我

们在他的道路上努力时，他会饶恕我们的过错和缺点，

并且从这些不良后果上保护我们。伊斯兰教讲，我们

有一位安拉，他是接受忏悔者。当我们为自己的罪恶

感到真正的悔恨时，以真诚的态度转向正确的道路，

全心全意地承诺摆脱罪恶的后果，并力行善功，那么

安拉也会来帮助我们，接受我们的悔改，以他的仁慈

掩盖我们的罪过。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全能的安

拉，无论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困难或不可能的事情，都

无法超越他的威力。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全听的

安拉，他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唤，并且没有不能传达到

他的声音。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全知的安拉，无

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藏的行为或思想，都无法超越出他

的知悉。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安拉，他是襄助者，

只要我们与他有真正的联系，在我们遇到危机和困难

时候，他就会来帮助我们。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

安拉，他是永存的，他在过去和将来都会存在，时间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至尊的

安拉，他是一切完美的融合，只有他才值得我们崇拜。

伊斯兰教讲，我们有一位安拉，他是至爱的，他爱那

些与他建立个人交往的人，他对他们展现出的热爱和

忠诚比任何其他的所爱之人都要多。伊斯兰教讲，我

们有一位安拉，他是能言的，他将自己的言语赐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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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与他建立交流的人。虽然他是最微妙的，是我们目

所不能见的，但是他用自己爱的语言之水洒在其爱中

炽热而燃烧的心上，以免将其烧成灰烬。伊斯兰教阿

哈默底亚会创始人，主许迈喜合完美地说道： 

 

 ہن وہات ریتا فطل ںیم وت رمرک اخک وہات رگ

 رھپ دخا اجےن اہکں ہی کنیھپ دی اجیت ابغر

 

如果不是你的仁慈,我早就成了尘埃； 

那尘埃要丢在哪里，只有安拉知道。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伊斯兰教所呈现的安拉，我

不要求你们相信他，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伊斯兰教所宣

告的安拉的常德。伊斯兰教更进一步讲，如果我们寻

求并为之奋斗，我们就能找到安拉。你们现在还认为

这种寻求和探究是无用的和无关紧要的事情吗？如果

你们有思维的头脑和敏感的心，那么你们就绝不会认

为这种寻求是徒劳的。醒来吧我的朋友们，努力地去

寻求安拉吧！奔向生命的源泉。赶紧去寻找那个让你

从今世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宝藏。我无法用语言来描

述你们找到他后所获得的。来听听主许迈喜合的这些

诗句： 
 

 و دقرت ےہ دخاای ےھجت بس زور

 ےھجت اپای رہ اک دصقم وک اپا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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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是万能的和拥有所有力量的； 

通过寻找你，我们实现了我们所有的愿望。 

 

ای  رہ اک اعقش ےن ےہ اک تب انب

ایامہرے دل ںیم ےہ دربل   امس

 

每个情侣都为他自己雕刻了一个偶像； 

但我们所挚爱的已经迷住了我们的心。 

 

ور دل وک اھبای  اجں ا
ِ

م  ویہ ٓارا

 ویہ سج وک ںیہک رب اربلاای

 

唯有他是我们灵魂的慰藉和心之所爱； 

他是我们称之为的造物之主。 

 

 وہا اظرہ وہ ھجم رپ ابالایدی

ِحَِّبُِْسِفَِّ ِاْلَِّزَِّخِْاَِِّْیِذِِالَِِّّانَّ  یادِِعَِّی
 

他 以 自 己 的 吉 庆 亲 自 向 我 显 现 ; 

他 是 圣 洁 的 ， 已 挫 败 了 我 的 敌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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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ویپدنِ اجں ےہےھجم اس ایر ےس 

راالامں ےہ  ویہ تنج ویہ دا

 

我一生都和那位朋友（安拉）密切相关； 

只 有 他 才 是 天 堂 和 最 后 的 居 所 。 

 

 ایبں اس اک رکوں اطتق اہکں ےہ

ےہ ں   تبحم اک وت اک درای روا

 

我 从 何 处 寻 求 力 量 来 赞 美 他 ？ 

爱 的 海 洋 在 我 心 中 涌 动 。 

 

 ہی ایک ااسحں رتے ںیہ ریمے اہدی

ِحَِّبُِْسِفَِّ ِاْلَِّزَِّخِْاَِِّْیِذِِالَِِّّانَّ  یادِِعَِّی
 

我的引导者啊！你的仁慈是多么伟大； 

他 是 圣 洁 的 ， 已 挫 败 了 我 的 敌 人 。 
 

 رتی رتمح یک ھچک تلق ںیہن ےہ

وکیئ استع ںیہن ےہ  یہت اس ےس 

 

你 的 仁 慈 是 无 限 的 ； 

你 的 恩 典 时 刻 都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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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ر رتمح ںیہن ےہ  امشِر لضف ا

 ےھجم اب رکش یک اطتق ںیہن ےہ

 

你 的 吉 庆 和 仁 慈 不 计 其 数 ； 

我 无 力 向 你 表 示 感 谢 。 
 

 ںیہ ریتے ریمے اہدی ںہی ایک ااسح

ِحَِّبُِْسِفَِّ ِاْلَِّزَِّخِْاَِِّْیِذِِالَِِّّانَّ  یادِِعَِّی

 

我的引导者啊！你的恩惠是多么伟大； 

他 是 圣 洁 的 ， 已 挫 败 了 我 的 敌 人 。 
 

如果你们尝试着去寻找你们的主宰而失败了，那么

你们的失败本身证明你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目的，因为

偶然出现的东西没有真正的目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

这种失败难道不比你们在漫无目的的生活中取得的所

有成功更好吗？ 

但是，让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在这种探究中永远也

不会失败。因此，投入真诚、热爱和真情，很快你们

就会发现成功的喜悦之风在欢迎你们。难道你们没有

听过主许迈喜合的这些诗句吗？ 
 

 اکپراےھجت داین ںیم ےہ سک ےن 

 ہک رھپ اخیل ایگ تمسق اک امر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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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上 谁 曾 恳 求 你 ； 

并空手而归，是多么不幸的一个人！ 

 

 وت رھپ ےہ سک دقر اس وک اہسرا

 ہک سج اک وت یہ ےہ بس ےس ایپرا

 

他 是 何 等 的 自 信 ； 

你 是 他 最 大 的 爱 。 
 

 

研究安拉存在的方法 
 

现在，我将简要地描述一下，我们要采用何种方

法来探究安拉的存在；因为，除非我们知道寻找一样

特定事物的正确方法，否则我们不太可能能成功地找

到它。我们可能会由于采用错误的方法，而浪费了我

们的所有努力。一个人要想成功地挖一口水井，就必

须选择一块特定的土地，并以特定的方式垂直挖掘。

如果一个人想要沿着地面水平挖掘，由于这种方法不

正确，他即使挖掘二百英里也不会成功。因此抱怨这

些辛苦劳作而一无所获是荒谬的；这对于任何明智的

人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除非有适当的引导，否则

只有艰苦的工作和努力并不是最关键的。你看，要想

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任何成就，我们需要遵循一种符合

自然规律的适当方法。不坚持正确的程序，就无法完

成特定的任务。同样地，在宗教事务中，每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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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定的方式和方法，而如果不采用正确的方法，

那么无论人们多么辛苦努力或深思熟虑，都无法实现

该目标。这套方法对我们绝对有利，因为没有这些方

法的话，人们就不可能在理智和实践上取得进步。假

设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些方法，而人们仅仅是通过愿望

来实现任何事情，那时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呢？难

道无知、懒惰、好逸恶劳和经验不足不会取代知识、

勤奋、努力和经验而盛行吗？饱学和无知、勤劳和懒

惰、努力工作和好逸恶劳、经验丰富和新手之间还会

有什么差别和不同吗？这难道不会阻碍人类理智的进

步吗？这不会对人类崇高的道德地位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害吗？ 

认真思考，所有的物质、材料、学术、实践、道

德和精神的进步，你所看到的你周围的一切都只是因

为宇宙是按照一套规律在运行的这一事实。对于每个

目标都有一种特定的方法，没有它就不能实现。如果

你们忽视这项自然规律，将会损害你们的发展并阻碍

人类理智的进步。人类被称为所有被造物中最杰出的，

将会比所有被造物中最卑贱的还要低。因此，请不要

把自然规律视为你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为这些是

宇宙的创造者所授予你们的方法，供你们去使用以达

到知识和成就的顶峰。这是一种旨在区分学者和愚昧

者、忙碌者和停顿者、专家和新手、勤劳者和懒惰者

的测试。这是由你们博爱的主宰所制定的指导之光，

为你们照亮未来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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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在研究领域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意识到，意向在人们完成自己所选择

的工作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同一个工作以不同

的意向分别去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和效果。简而言

之, 意向在一个人所承担的每一项工作中都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意向的真实性必然会对结果有巨大的影响。

这种效果不是假设的和虚构的，而是确定的和真实的。

例如，以受雇在军官手下工作的人为例。他服从他只

是因为他是他的上级，但是对执行他的命令并不感兴

趣，对他也没有爱戴之情，他的才干和能力也没有给

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仅仅因为在法

律上有义务这样做而服从他，他遵守其命令以履行规

定的义务。在他的表现中看不到任何的热情、热诚和

兴趣。然而，如果同一个人与军官建立了忠诚的关系，

钦佩他的才干和能力，并对他的命令感兴趣，那么他

的服从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他的工作态度将绝

对是优秀的。他的所有行为都会表现出热情、热诚和

个人兴趣。这种差异是由于不同的意向，虽然两种情

况下都是服从，但意向的不同使工作态度产生了天壤

之别。 

这同样适用于探究安拉。一名哲学家和探究者以

同样的目标进行研究，即寻找安拉，但意向却完全不

同。哲学家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宇宙来找出是

否存在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的意向仅仅是为了获得

知识资本。除了他的存在之外，对了解他的常德；他

与仆人的关系；仆人应该与他之间的关系和接近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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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都不感兴趣。他不渴望与他建立联系；不渴望与

他亲近；不想寻求他的友谊；也不渴望与他接近或学

习并遵守他的旨意。他仅仅想完成他的学术研究而已。

另一方面，一位以真正的热忱寻求安拉的人，渴望与

安拉建立真正的联系，希望获得他的友谊和爱戴，渴

望找到他，并渴望找到可以获得安拉喜悦的方式。两

者的寻找结果会相同吗？不会，绝对不会。 

因此，首先一个人必须纯洁其意向；并作为一名

探究者而不是作为一名哲学家去寻求；以及培养对探

寻真理的渴望和热情。如果婴儿向母亲表现出严肃的

面孔，并要求母亲向他展示是否存在母乳以维持他的

生命，则母乳不会从母亲的乳房流出。与此相反，对

于一个因饥饿而哭泣着寻找母乳的婴儿，母乳会很快

的自然流出。在这个时候，即使母亲想，她也无法阻

止奶的流出，并且这母乳成为婴儿的营养来源，使婴

儿免于死亡。同样地，安拉不会向哲学家显现自己；

相反，他会远离他，因为他不想成为哲学家的想象力

所玩弄的玩具。相反，安拉会亲自来到探究者身边；

安拉比母亲更有爱心和忠诚，他不希望他的真正探究

者在无知的黑暗中灭亡。探究者和哲学家都在寻求安

拉，但他转身离开哲学家，并急忙走向探究者，这真

是太神奇了！ 

我亲爱的朋友们！在寻找安拉的过程中，切勿走

哲学家的路，因为你们将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找到安

拉。以这种方式寻找他是徒劳的，因为如果在找到安

拉之后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寻找他的意义何在？我

们为什么要花费时间、注意力和精力只是去确认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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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呢？这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相反，这将

是有害的，因为在寻找到他之后却漫不经心会使我们

犯下两项罪行。尽管这样努力，安拉也决不会向我们

显露他的本然。只有当他看到我们以真诚的渴望接近

他时，他才会向我们显现自己，我们的目标是从与他

亲近的吉庆中受益，我们希望与他建立一种个人的联

系，以达到进步的高度，毕竟这是人类生命的目的。

因此，要培养真正的渴望和热情，以便你们的努力富

有成果，你们的付出也会达到目的。正如主许迈喜合

所说： 

ِ تبحم ےس ںیہن رت راہ  وکیئ راہ زندکی 

اخر تِش  روں د ےس اسکل زہا ہ  ںی اس را  ےط رک

 

没 有 比 热 爱 的 道 路 更 近 的 道 路 ； 

随后探索者穿越了无数荆棘的沙漠。 

 

ز ےہ ے دووتس اک را  اس ےک اپےن اک یہی ا

 ےب امشر ایمیک ےہ سج ےس اہھت ٓااجےئ اگ زر

 

朋友们啊，接近他的秘诀就是热爱； 

正是这种炼金术使你变得富有得超乎想象。 

 

ںیہن  ریت اتریثِ تبحم اک اطخ اجات 

زو ہن وہان تسس اس ںیم زاہنیر  ریت ادن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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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爱 之 箭 永 远 不 会 脱 靶 ； 

我的弓箭手们啊，一刻也不要松懈。 

 

ات گ  گ ےس ےہ یہی اک ٓا ےئ ٓا  مت وک اچب

 ےہ یہی اپین ہک ںیلکن سج ےس دصاہ ٓااشبر

 

这是可以保护你们免受一切火灾之火 ; 

这 是 来 自于 无 数涌 流 的 泉水 之 水 。 

 

زل وخد ٓااس ےس  ہ ایِر ا  رک ےلم اگ مت ےس و

ر ےگ وھپولں ےک اہ مت رعافِن قح ےس ونہپ  ےس   اس 

 

这种热爱会使永恒的朋友自己来到你们身边； 

会 以 真 知 的 花 环 来 装 饰 你 们 。 
 

他还说： 
 

 یفسلف زک لقع یم وجدی رتا دویاہن تسہ

ِ اہنپِں وت ز رخداہ ٓاں رہ  دور رت تسہ ا

 

任何一个想通过智慧找到安拉的人都是疯子； 

因为他的存在是幽玄的，仅靠智慧是远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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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安拉的两个阶段 
 

我想谈谈下一点：一方面，安拉是崇高的，由于

他是极其微妙和无限的，人类的肉眼无法看到他; 另一

方面，我们只有信仰安拉，至少我们的信仰像拥有这

个世上的物质世界一样多，我们的信仰才会完美和有

益。因此，安拉意欲人们朝着他的方向上迈进到一定

程度，那时安拉将亲自降临到人们面前，并提升人们。

换句话说，安拉将信仰分为两部分：一种是人们能够

用自己的智慧获得它；而另一种是超越理智的范畴，

要达到这种信仰，就需要安拉的援助，从枯竭的逻辑

上协助人们。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 

 

اُرِ َّبْصَّ ُِتْدِرُكُهِاْْل ِاللَِّّطيُفِاْْلَِّبيُِِلَّ ُهوَّ ِوَّ ارَّ َّبْصَّ ِیُْدِرُكِاْْل ُهوَّ وَّ  

 

眼力不能及于他, 但他及于眼力。他是

最微妙的, 最洞悉 (真象) 的。（6：104） 
 

这意味着人类的眼睛不能看到安拉，也感知不到

安拉的真实存在。因此，安拉做出了这样的安排，他

自己向人们伸出援手；也就是说，他自己建立了一个

帮助人们领会和理解关于他的存在方面知识的机制。

由于安拉是超越人的目力所能及的，他也是最洞悉真

象的，他知道除非人类认识他，否则就不会有精神方

面的生命。因此，尽管安拉是最微妙的和目所不能见

的，但安拉亲自提供了方法，使人们能够认识他。 

因此ِ اُر ِاْْلَّبْصَّ ُِتْدِرُكُه 与安拉的另（眼力不能及于他）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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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德 ِِطيفلَِّ （最微妙的）相结合，表明单靠逻辑是

不能使人认识到安拉的，因为他是最微妙的；当ِ ُهوَّ وَّ
ِ ارَّ َّبْصَّ 与他的另一个常德（他及于眼力）یُْدِرُكِاْْل ِبي ِخَّ （最洞

悉真象的）相结合，即他是最洞悉真象的，他使自己

能够被认识。安拉的前两个常德 

اُرِ َّبْصَّ ُِتْدِرُكُهِاْْل ِِ-لَّ ُهوَّ ِوَّ ارَّ  یُْدِرُكِاْْلَّبْصَّ
 

（眼力不能及于他, 但他及于眼力），是他后两

个常德ِاللَِّّطيُف（最微妙的）和ُِاْْلَِّبي（最洞悉真象）的逻

辑结果。 

现在，一方面我们有尊贵的《古兰经》中的上述

教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尊贵的《古兰经》再三的

教导人们去思考这个宇宙、诸天、大地和其它创造物，

并去深思整个充满惊人智慧系统的宇宙是否仅凭偶然

机会就可以诞生？当然不是！确切地讲，整个这个体

系都在高声的表达，一定应该有一位创造了整个这个

系统。因此，尊贵的《古兰经》一再提醒人们思考安

拉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他的创造物的研究来发现创

造者。这一论点表明理性就足够了，不需要安拉的帮

助，而上述经文告诉我们，对安拉的感知超出了人类

的能力，因此安拉亲自作出这样的安排，使人们可以

获得对安拉的知识和了解。这两种说法似乎相互矛盾，

但是经过深思，两者本身都是正确的，并没有矛盾。

人类可以在理智的帮助下找到通往安拉的道路，这是

对的；同时，单凭理智不能够认知和觉察到安拉，还

需要安拉的迹象和确凿的证据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这



 基于理性的方法证明安拉的存在  

 

27 
 

也是对的。解答这个难题如下：如上所述，对安拉的

信仰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可以仅仅基于逻辑来实

现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在宗教术语中这阶段被称

为“信仰安拉”） 是仅凭理智无法达到的一个层次，

安拉亲自赐予特别的帮助来实现它。 

通过逻辑和推理可以达到第一阶段的信仰，只能

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宇宙应该有一个创造者

和主宰，因为诸天和大地不可能仅凭偶然而存在等等。

信仰的第二阶段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宇宙确实存在一

位创造者和主宰，他具有很多常德，可以通过特定的

方法找到他。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是“应该存在”，

第二阶段是“确实存在”。 

现在认真思考，单纯的理智和逻辑绝不会把我们

带到“确实存在”的阶段；理智和逻辑只能在我们的

头脑中产生应该有一位安拉存在的认识。也就是说，

逻辑本身不能给予我们对安拉的信仰，但是逻辑确实

可以使我们准备接受信仰；逻辑，就目前来看并不能

向我们显现安拉，但可以从远方指引我们走向他的方

向；它不能使我们与安拉相会，却可以为这样的相会

打开大门；逻辑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对安拉的存在感到

满意，但可以给予我们达到这种满意所需的渴望。因

此，逻辑和推理可以使我们确信应该有一位安拉，但

却不能在我们心中建立对安拉存在的确定。这超出了

逻辑和推理的能力。这在天启的哲学中得到了阐释， 

اُرِ ِاْْلَّبْصَّ ُِتْدِرُكُه 因此，逻辑和推理需。 (眼力不能及于他)   لَّ

要安拉的特别帮助才能从“应该存在”发展为“确实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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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理智的有限视野停留在“应该存在”

的阶段，除非安拉给予特别的洞察力，否则无法继续

前进。当被授予了这种洞察力时，这就揭示了关于安

拉存在的事实。那些以前无法认识安拉的人，就可以

看到造物主的灿烂面容了。随着人们越来越接近安拉，

对安拉的理解也变得更加敏锐，这种认知和理解也在

不断提高。这种接近或这种认知和理解的终极是无限

的，因为安拉是无限的存在，对一个无限存在的认识

也不能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众使者的印信、人类

的领袖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平安与幸福）和所有

普通人一起做过这个祈祷： 

ِِزْدِِنِِعلًْما ّبِ ۔رَّ  

 

我的养主啊! 求你增加我的知识吧! (20:115) 

 

并且他还在安拉的指导下说过： 
 

ِ خْرَّ ِفَّ لَّ ِوَّ يُِّدُِولِْدِٓادَّمَّ  اَّنَّاسَّ
 

我是阿丹之子孙们的领袖，但我并不以此自夸。 

 

安拉关于他这样说： 
 

نَِّ ِِادَّ ّلٰ تَّدَّ َّْدٰنِِفَّ َّْوِأ ِأ ْْيِ ِقَّْوسَّ ِقَّابَّ كَّانَّ ۔۔ِفَّ  

 

他 （升得更）接近（安拉）；然后他转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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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致他与（安拉）成为好像两张弓一根弦绷的距

离，或者甚至更靠近。（53:9-10） 

 

ِھُِللِّٰاَِّ ِ ّمَّ ِصَّ ِ دِ ّمَُِّمَِّ ٰلِعَِّ ّلِ ِ ْكِاِرِبَِّّوَّ ِوَّ  ْمِلِِّسَّ
 

安拉啊！你赐予穆罕默德幸福、吉庆和平安吧。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在达到信仰的初级阶段

时就以为所有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了。 

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人探究安拉仅仅是到了“应

该存在”的阶段，他们就认为已经找到安拉了。毫无

疑问，“应该存在”阶段是通往“确实存在”阶段的

垫脚石，在精神世界中，对安拉的初步认识就始于这

一点。但如果人们在这个阶段就停下来，认为这是最

终目标，那么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将是极其危险和灾难

性的。很多时候在这点上停止对安拉的探究会把一个

人永远的推入无神论的黑暗中，他会在这种无知的状

态中死去。因为当他看到尽管已竭尽全力，但仍未能

找到安拉，至多只达到了“应该存在”一位安拉的观

念程度，他感到沮丧，他视理智的指导为一种欺骗，

最终否认安拉的存在。他的情况类似于一个人发现房

间的门从里面锁上了，并且他在外面等着，因为他认

为门能从里面锁上，那么房间里面就应该有人。如果

这个人长时间的敲门、呼叫和大声呼喊都没有反应的

话，他的心中将会产生怀疑，也许是由于其它的某种

原因使门被锁住了，也许是锁门的人死在了里面等等，

最终他会绝望，转而认为里面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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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安拉存在的问题而言，如果“应该存在”

的信仰阶段没有通向“确实存在”的信仰阶段，那么

最终的结果只有绝望和无神论。对于那些具有思考能

力的人来说，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们要么继续

前进，要么过一段时间后会从绝望中走出来。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有许多人（他们占大多数），

他们的眼睛被轻率的面纱所覆盖，在到达“应该存在”

的阶段时他们便满足了，他们认为已经认识了安拉，

并已实现了他们所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由于

天真、意识的缺乏和无知，认为知道这个宇宙应该存

在一位创造者就足够了。他们并没有坚定地去探究如

果应该存在一位创造者，那么他是否真的存在，倘若

有一位存在，他是谁？他在哪儿？他有哪些常德？我

们如何与他建立联系？我们如何知道他是否与我们有

联系？这些人既不担心在对安拉的认知方面取得进步，

也不会因他们虚幻的安全感而返回，直到死亡来临他

们。他们死于一种相信自己已经到达目的地的状态中，

而实际他们还走在通向安拉的路上。如今大多数自称

信仰安拉的人都属于这一类。唉! 不幸的人们啊！你们

在微弱和昏暗的理智之光下走了一段路，但是当那一

时间到来，你们沐浴在安拉的精神太阳的光芒中的时

候，开始从远方认识到了你们的主宰，那时就应该急

切地（而不是垫脚石地）朝他跑去，直到你们接近他

到如此的近，他的常德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包裹着你

们。你们却走到一边并沿着暗淡的理智之光的方向坐

下，并在此花费了你们的一生，认为你们已经找到了

安拉。我无法理解你们的心，大自然的创造者赋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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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确信如此的渴望，没有真正的信仰就无法满足；

并在其中燃起了热爱之火，没有安拉之爱的水就无法

扑灭它，没有达到目标如何能满足呢？如果你没有欺

骗别人，那么你肯定是被自己欺骗了。请记住，有时

候上当受骗会使你陷入罪犯的圈套。因此，敬畏安拉，

不要成为自我毁灭的原因，也不要被那些坐在路边

的人所误导。 

安拉存在的逻辑性证据 
 

谨慎的做法 
 

现在我将为安拉的存在提出一些逻辑性的证据。

如上所述，这些证据仅把我们带入安拉“应该存在”

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前进，我们需要不同种类的证据，

如果安拉意欲的话，我们会在后面讨论。 

在提出这些逻辑证据之前，我想提出一点作为准

备。众所周知，许多时候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预防性的，

并不是必要的。例如，当我们夜晚露宿在丛林中时，

即使没有野兽和小偷的危险，我们也会安排一名守夜

人来保护我们。这是因为根据逻辑表明，安排一名守

卫不会对我们有伤害；如果有意外的危险发生，那么

守夜人无疑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简而言之，我们采

取预防措施是正常的，每个人都赞同这种预防措施是

必要和有益的。 

因此，当我们基于这个原则思考安拉的存在时，

我们的理智会得出结论，相信安拉比否认安拉无疑是

更加安全和更加谨慎的。如果没有安拉，而这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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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偶然出现的，那么我们对安拉的信仰显然不会对我

们造成伤害。然而，如果安拉确实存在，那么我们的

信仰肯定会是有用的和有益的。这个问题只能有两个

合乎逻辑的答案：要么这个宇宙是自己形成的，并且

是自我在推动的，安拉是一个虚假的概念（ ہعوذباللِِّٰن  ）；

要么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和主宰，他创造了它并管理着

它。我们的理智不会想出任何第三种答案的可能性。

现在，如果我们否认安拉的存在，那么他存在的可能

性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相信一

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安拉，那么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危

险的影响。 

ِ اَّّيُ ِ فَّ ْْيِ ِریْقَّ ِ الْفَّ ّقُ ِ ُكنُْتْمِ ِاْنِۚ ١بِاْلَّْمِنِ اَّحَّ  تَّْعلَُّمْونَّ
 

意思是：如果你们具备一些知识，那么，（告诉我，）

在我们这两个团体中，哪一个更应当安全（生活）？  

(6:82) 是信仰者还是否认者呢？因此，确立对安拉的

信仰是谨慎的做法，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危害，而否认

安拉的存在可能是有害的。 

据说有人询问阿里（愿真主喜悦他）关于安拉存

在的证据。看到这个人是个朴实的人，他回答道：

“你足以意识到，如果没有安拉，信仰者和不信者都

是一样的，没有人会有任何损失。然而，如果安拉确

实存在，那么否认者就会有很大的麻烦。”这个理由

使那个人很满意，他没有再问任何问题。即使安拉不

存在，相信他有什么害处呢？如果我们信仰安拉，我

们必须放弃什么？信仰安拉要求你戒除奸淫、谋杀、

盗窃、抢劫、谎言、欺诈、行骗等等。而无论是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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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还是国家法律都要求你务必要放弃这些！那么，

信仰安拉会给你带来什么损失呢？信仰一点也不会阻

止你们以恰当的方式去满足你们任何正当的愿望。你

们可以自由的吃喝、睡觉和醒来、坐立、游玩和休息、

阅读和写作、处理日常事务、赚钱、交朋友、成家、

结婚、生子，信仰安拉并没有禁止你们做这些。信仰

安拉只禁止你们做有害于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你们自

己的天性、理智以及社会和政府的法律都要求避免此

类行为。那么，信仰安拉使你们损失了什么呢？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相

信安拉。我的回答是，你们应该将此作为你们在这个

世界上采取的众多预防措施之一。总之，如果信仰有

可能获得收益而没有损失的风险，但否认却不可能有

收益并且有收到损害的风险。那么请想一想：哪种选

择更接近安宁与谨慎？显然，那些否认安拉的人之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安拉存在的证据，不

是因为他们有证据表明安拉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明智的人都会谨慎地做出信仰安拉是更安全的决

定。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安拉，那么所有人都是平等

的，信仰安拉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然而，如果安拉确

实存在，那么信仰者将处于优势地位，而不信者必须

要为自己的命运考虑考虑了！ 

有人可能会质疑信仰的益处是基于预防措施，而

不是基于真诚的信仰。这的确不是真正的信仰，但总

比没有信仰好。拥有这种信仰的人至少与安拉保持有

一点联系，这在适当的时候可能会成为通往真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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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梯。而且，这种信仰有时会激励人们做好事。总

之，这种信仰无论多么不完美，总比没有信仰要好。

如上文所述，没有理由去剥夺一个人基于预防措施的

信仰。 

 

基于 فطرۃ 的论据，即：人性 
 

现在我来讲证明安拉存在的主要证据。我想提出

的第一个证据是基于人的天性。在讨论研究安拉存在

的必要性时我曾提到，我们的天性从我们内心中提出

了这个问题：这个宇宙有没有创造者和主宰？因此，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人类的天性不仅提出了这个

问题，而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习惯于倾听其本

性的人会听到它。فطرۃ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

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否则很难理解فطرۃ所表达的真

正含义。فطرۃ 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派生于فطر。因此

有人说： 

ِ ن  ِ ُفَلَّ رَّ طَّ ِ فَّ ہِ  اَّْیِ اْلَّْمرَّ عَّ َّ ءَّہ ، ،اْخَتَّ اْبتَّدَّ ہِ  وَّ اءَّ اَّْنشَّ  وَّ

 

因此，فطر 的意思是做出了以前不存在的东西；他创造

了它；使它从无到有；使它能够在生命中进一步发展。

在此基础上，词汇学家们将فطرۃ翻译为： 
 

ِاَِّ ُِ اھَِّبِِ ُفِِصِّتَِّیَِّ ِتِْالَُُِِّّ ۃفَِّلّصِ ِک ِاَِّ ِفِْ دِ ْوِلُِْوِمَِّ ّلُ  ۔ہِ تِِقَِّلِِْخِ اِنِمَِّزَِّ ِلِّوَّ
也就是说，فطرۃ 是从每个孩子被创造的那一刻起就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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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那些品格的名称。 

根据这个定义，人类的فطرۃ（天性）是指不受环境

因素影响下的特征和品质，是通过创造的过程而赋予

人类本性中的，以便使他能够探索进步的途径。任何

事物都有其一定的特性，被称为天然属性。这些特性

的总和就是فطرۃ。这些特征和属性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

或者被抑制，或者被增强，这取决于人的发展或衰落。

每个人都可以分析自己，并找出他天生的品格往哪个

方向发展。例如，诚实是一种天生的品格。即，只说

符合事实的话是人天生的一个特征。因此，每个孩子

最初都符合这种天生的品格。然而，当他看到父母有

时会因看到他在做他非常喜欢做的某件事而感到很生

气时，他想做那件事的愿望在他心中不断增长，但是

害怕父母的不悦，他就试图向他们隐瞒此事。这是掩

盖他天性的第一层面纱。逐渐地，他准备继续去做他

想要做的事，不仅对父母隐瞒了这一点，而且对他们

的询问也撒谎，并且否认这件事。因此，在任何情况

下都讲真话的天生品格继续被黑暗的面纱所压制，直

到他完全忘记了他的فطرۃ（天性）。在这个阶段，有人

说他的天性已经死了。然而，事实上天性并没有死，

它只是在外部影响下变得朦胧和隐蔽了。其它天生的

情绪也是如此。例如，爱情、仇恨、宽容、愤怒、宽

恕、复仇、勇敢、恐惧、贞洁、欲望、对进步的渴望、

对衰落的憎恨，以及其它类似的情感是自然而然根深

蒂固在人的天性中，但外部的影响会抑制或增强它们。

也就是说，这些情绪能被带到极高或极低的程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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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在正常适度的范围。 

因此，鉴于这些情况，فطرۃ（天性）的声音是一个

非常微妙而困难的问题。除了那些情绪处于正常适度

状态的人以外，人们通常会被自己的天性所欺骗。尽

管如此，天性无疑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每种天生的品

格都会产生一种要求，即所谓它的声音。例如，诚实

是一种天生的品格，它要求人们准确地描述事情发生

的经过，既不违背实际情况， 也不添加任何额外的东

西。这种要求就被称为فطرۃ（天性）的声音。为了保持

这种天性的声音，崇高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中

说： 

َِّقْمِ أ ِِفَّ كَّ ْجھَّ یِنِِوَّ ِنيًفاِِللّدِ ۃَِِّحَّ ِِِِفْطرَّ ِِالَِّّتِِالّلَّ رَّ طَّ ِِفَّ اِالّنَّاسَّ ۔عَّلَّيْھَّ  
 

 你要专心致志地贡献自己（以服务）宗

教。（遵守） 安拉 （设计） 的本性， 安拉

就是本着这个本性创造了人类的。(30:31) 

 

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审视他自己的内心，看看他

的فطرۃ（天性）是否告诉了他安拉（上帝）的存在。在

独处时，让他扪心自问：我的存在仅仅是偶然的结果

还是由一个崇高的存在者所创造的呢？作为回答，在

基于逻辑而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情况下，他是

否能听到فطرۃ（天性）的声音？尊贵的《古兰经》说： 
  

إِذِْ ذَِِّوَّ َّخَّ ِِأ بُّكَّ ِِبَِّنِِِمْنِِرَّ مَّ یَّّتَُّھْمُِِظُھوِرِهْمِِِمْنِِٓاَّدَّ ُهْمُِِذّرِ دَّ َّْشھَّ أ ِِوَّ َّْنُفِسِھْمِِعَّلَّ ِ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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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سُتِ بُِّكْمِِأ ِِقَّالُواِبِرَّ ِھْدنَّاِبَّلَّ ِِتَُّقولُوا أَّْنِِشَّ ۃِِِیَّْومَّ اِعَّْنُِِكّنَّاِإِّنَّاِالِْقيَّامَّ ذَّ ِهَّ
۔  غَّاِفِلْيَّ

 

（要记着）当你的养主从阿丹子孙的背

脊生出他们的后代，并使他们做对他们自己

的证明时，（我问道: ）“我不是你们的养

主？”他们说: “怎么不是？我们做 （这项

真理的） 证明。”（我之所以这样做, ） 是

为了避免你们在复生日说: “ 我们完全不知

道这个 （教义）。” (7:173) 

 

这节经文意味着，当安拉创造人类时，正如他在

人类中刻写下了其它的品格和属性一样，他同样在人

类的فطرۃ（天性）中刻写下了他是创造者和主宰，他不

会被忘记。安拉这样做以便人们在复生日无法以没有

觉察到为借口；不然，他们肯定会注意到安拉。简而

言之，像其它天生的品格一样，这种特殊天生的品格

也已被赋予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自我存在

的，而是由一位崇高的存在者的创造力才使我们得以

存在。凡是没有被外界影响而隐藏或遮盖起来的人的

天性，都会不时听到这种声音从内心升起，那就是他

有一位创造者。即使是那些把天性埋藏在黑暗与湮灭

的面纱下的那些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突然活跃起来，

在他们耳边低语着这个信息。人们已经注意到很多次，

即使是无神论者在遭遇严重和突如其来的灾难期间也

开始呼唤真主啊或拉姆啊！有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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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然而习惯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一个人

否认安拉而且拒信多年，并经常在他的演讲和写作中

恶意诽谤信仰者，这不能说他呼唤安拉是出自于习惯。

他的习惯是辱骂和诋毁安拉，而不是要求他的帮助。

因此，在灾难中突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嘴里冒出

的“真主啊”或“拉姆啊” 一词，只能是فطرۃ（天性）

的声音。实际上，一场灾难就像地震一样：正如后面

有时会挖掘出被埋葬的东西一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

难性地震有时会把一个人被埋葬的天性暴露出来。同

理，由于天性的声音被埋在数千层面纱之下，所以无

法早一点听到。 

同样地，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变老时，他的耳朵会

开始更清晰地听到其فطرۃ（天性）的声音。发生这种情

况的原因是，年轻时人们会被各种各样的疏忽所困扰，

并且存在繁多的世俗事务，激情和活跃度通常超越了

正常适度的范围。然而随着人的成熟，激情会减弱，

疏忽会消失，随着世俗事务的减少，人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支配。在这个时候，天性再次使人听到其声音。

你可能会发现，在无神论者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但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观点开始改变。我们看到

许多无神论者到老年时候开始相信安拉，因为随着成

熟，他们 فطرۃ（天性）的声音迫使他们不再否认安拉

的存在。当然，这个规则总是有例外的，有些人即使

到了晚年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天性的呼唤。如果在各

种压力下，一个人在成熟的岁月里不断抑制自己的 

那么他将抵挡不住无神论。但是总的来，（天性）فطر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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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青年时期，人们面临着分散注意力的影响，因

此更有可能屈服于无神论。 

可以说，这种变化不是因为天性的声音，而是由

于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说，当一个老人意识到自己

的死亡即将来临时，他自然就会开始恐惧，正是这种

恐惧使他倾向于安拉。我讲的这点也是支持天性的原

则的。对死亡的恐惧的确是一种天性的声音，否则为

什么对死亡的恐惧会影响一个人的无神论信仰！一个

人认为生命仅仅是偶然的结果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

死亡：生命的终结也只是偶然的，它也是偶然的或出

于一些其它随机的原因而发生，这就是一切。然而，

接近死亡不会影响一名无神论者的内心。因此，显然

对死亡的恐惧本身就是一些内部变化的结果，我们称

其为فطرۃ（天性）的声音。当我们克服了无知和黑暗，

我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向对安拉的信仰时，我们的

天性就战胜了我们的内心。主许迈喜合说的多么美妙： 

 

وسٓاھکن ےک ادنوھں  وس احلئ وہ ےئگ   اجحب وک 

ر اک ا خ اکرف و ددنی
ُ

 ورہن ہلبق اھت رتا ر

 

除了对于无数遮盖人眼的面纱外； 

你的容貌确是每名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目标。 
 

简而言之，人类的 فطرۃ（天性）是安拉存在的强

有力和不可否认的证据，这是任何智者都无法否认的。

安拉完全是凭借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天性中播下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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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子，作为对我们的指导。尊贵的《古兰经》中说：  
 

ِ ُِتْبِصُرونَّ َلَّ َّفَّ َّْنُفِسُكْمِأ ِِفِأ ۔وَّ  
 

意思是：人们啊！你们不必东奔西走，在你们自

身中 （也有许多迹象）。你们不看？（51:22） 
 

一位诗人美妙地说过： 
 

 دل ےک ٓاہنیئ ںیم ےہ وصتریِ ایر

 بج ذرا رگدن اکھجیئ دھکی یل

 

在我内心的镜子里，载着我心爱的人的画像； 

只要我稍稍低下一点头，我就能看见他。 
 

无论这位诗人的想法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安拉

已将他的形象镌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傲慢自大

的人并不愿意低下他们的头去看他！安拉已将其爱的

火花放置在了每个人的 فطرۃ（天性）中，但是很少有

人努力使其免于熄灭。  

主许迈喜合（祝他平安）说： 

 

کمن اےنپ اہھت ےس ڑھچاک  رووحں ہپ   وتےن وخد 

اک ر   اس ےس ےہ وشِر تبحم اعاقشِن زا

 

您用自己的手在创痛的心上撒了盐粒； 

引起了思慕的情侣的痛苦的哭泣声。 



 基于理性的方法证明安拉的存在  

 

41 
 

ے وسا  اکی دم یھب لک ںیہن ڑپیت ےھجم ریت

ر ےٹھگ امیب ےہ ےسیج دل   اک اجں یٹھگ اجیت 

 

没 有 你 ， 我 一 刻 也 不 心 安 ； 

生 活 像 生病 颓 废的 心 一 样在 衰 退。 

 

ہچ ںیم ےل دلجی ربخ  وشراسیکےہ رتے وک

ر یسک دویاہن ونجمں وا  اک وخں ہن وہاجےئ 

 

 

快找出为什么在你的街道上有这种声音； 

免 得 有 人 疯 狂 的 湮 灭 在 爱 中 。 

 
 

基于创造和运行宇宙系统的证据 
 

现在我想提出最著名的逻辑证据。事实上，多数

人的信仰都是基于这一证据。就人类理智的影响而言，

没有人能想出比这更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证据了。我

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从天而降的并以极

大地肯定性确定安拉存在的论据和证据。这些不仅指

向安拉，并且的确使人看见他并接近他。而在这里，

我们所谈及的是没有使我们超越“应该存在”的信仰

阶段的逻辑证据。在这些论点中，我要提出的论据确

实是非常精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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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缺乏对安拉的认识，但当今世界却从完全否认安

拉的存在中得救。这是初步的证据，在经典中一直被

用来唤醒遗忘的人们，尊贵的《古兰经》也广泛而反

复的使用它。 

这是因果关系的证据。从学术上讲，它实际上是

两个证据的结合。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证据，创造物

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来证明创造者的存在。由于其简

单明了，该证据对广大群众更具吸引力。另一个证据

是：列举对宇宙和其组织的研究，来证明宇宙的创造

者、设计者和维持者的存在。这个证据进一步又分为

其它的几个证据。为了简单和方便起见，将以组合形

式讨论这两个证据。 

这证据的第一部分，即创造物指向一位创造者的

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形式是很易于理解的。例如，

我现在在曼苏里山的朋友家里写这篇论文。我看到许

多东西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每件物品的存在都使我

懂得了一些事。我看到纸、一支笔、墨水、吸墨纸、

一个漂亮的镇纸以防止纸张飞走。在这间房子里，有

一把椅子，一张铺着漂亮桌布以使其整洁的桌子和一

些供我使用的参考书。这些东西的存在使我确信一定

有人制造了它们。此外，我所在的房间有四壁、屋顶、

窗户、门、窗帘、地毯，地板上还放着许多其它东西。

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确信它们不是自我存在的，而是

工人们努力的结果。如果有人试图说服我所有这些东

西都是自己存在的，我肯定不会相信他，实际上也没

有人会相信。然而可悲的是，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

的人要我们相信大地、天空、动物、植物、无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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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天体、地球和人体不是被创造者所创造的，而

是它们本身就永恒存在的。我怎么能相信他们？很久

以前有一段阿拉伯贝都因人的对话。有人问他有什么

证据证明安拉存在。他回答说： 
 

ِ لَّ ِعَّ ِتَُّدّلُ ُۃ ٓاِاَّلْبَّْعرَّ مَّ الّسَّ ِفَّ ِفْيِ ِالّسَّ ِعَّلَّ ِم دَّ ِالْقَّ اَّثَُّر ِوَّ ِعْيِ ِالُُْبُْوِجِِءُِالْبَّ اُت ذَّ
۔ ٰلِقَِّدیْر  ِعَّ اِتَُّدّلُ ِاَّمَّ اُتِالِْفجَّاج  اْلَّْرُضِذَّ  وَّ

 

“当有人经过丛林时看到骆驼粪，他就

断定一定有一头骆驼从这里经过；当他在沙

漠中看到一个人的脚印时，他就断定一定是

有路人从这里经过。”现在请观察这个拥有

广阔轨道的地球，以及这个拥有太阳、月亮

和繁星的天空，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一切必定

有一个造物主吗？ 
 

多么朴实无华却又充满智慧的话语！一切赞颂都

归安拉！一个目不识丁的阿拉伯贝多因人的话语，其

深邃却不能被拥有智慧和逻辑的欧洲和美洲的哲学家

们所理解。关于宇宙的创造和组织,尊贵的《古兰经》

说： 

ِِ َِِّفِالّلٰ ٰمِأ اِرِرِالّسَّ ِفَّ ّك  َّْرِضِِشَّ اْْل اِتِوَّ  وَّ
 

“你们对创造天地的安拉还怀疑？”（14:11）安拉

是从无中创造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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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قِِِِفِِإِّنَّ اِتِِخَّ اوَّ مَّ اْْلَّْرِضِِالّسَّ ِفِِوَّ اْخِتَلَّ اِرِِاللَّّيِْلِِوَّ الّنَّھَّ الُْفلِْكِِوَّ ِالَِّّتِِوَّ
ِْري اِالْبَّْحرِِِِِفَِِتَّ عُِِِِبَّ ِِیَّْنفَّ اِالّنَّاسَّ مَّ ِِوَّ لَّ َّْنزَّ اءِِِِمنَِِّاللّٰہُِِأ مَّ اءِ ِِمْنِِالّسَّ َّْحيَّاِمَّ أ ِبِهِِِفَّ

ِ ِِاْْلَّْرضَّ ْوِِتَّاِبَّْعدَّ ِِمَّ بَّّثَّ اِوَّ ِِِمْنِِِفيھَّ ابَّّۃِ ِکُّلِ تَّْصِریِفِِدَّ یَّاِحِِوَّ اِبِِالّرِ حَّ الّسَّ ِوَّ
ّخَّرِِ سَّ اءِِِبَّْْيَِِّاْْلُ مَّ َّْرِضِِالّسَّ اْْل ِِوَّ َّیَّات  َِِلَّ ْوم  ِِِلقَّ  ۔یَّْعِقلُونَّ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更替, 海中行驶的

有利于人的船只, 安拉从天上降水, 俾大地

死而复生, 并在上面散布一切动物, 风向的

转变和天地间受制服务的云, 这些对于善用

理智的人确是迹象。（2:165） 
 

ِِفِ َّْنُفِسُكْمِِوَّ ِِأ َلَّ َّفَّ ۔ِأ  ُتْبِصُرونَّ
 

在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你们

不看？（51:22） 
 

لَّْمِ َّفَّ ِِیَّْنُظُرواِأ اءِِِإِلَّ مَّ ْوقَُّھْمِِالّسَّ ِِفَّ يْفَّ اِكَّ اِبَّنَّيْنَّاهَّ یَّّّنَّاهَّ زَّ اِوَّ مَّ اِوَّ َّ ِِِمْنَِِلَّ ِ۔ُِفُروج 
ِ اْْلَّْرضَّ اِوَّ ْدنَّاهَّ دَّ يْنَّاِمَّ َّلْقَّ أ اِوَّ اِسيَِِِّفيھَّ وَّ ْتنَّاِرَّ َّْنبَّ أ اِوَّ ِِِمْنِِِفيھَّ ِِکُّلِ ْوج  ِِزَّ ِبَِّھيج 
ۃًِ ىِ۔تَّْبِصرَّ ِذْكرَّ ِِوَّ ۔ِعَّْبدِ ِِلكُّلِ  ُمِنيب 

 

难道他们没曾看见他们上面的天空，我

怎样创造它，装饰它，其中没有任何缺陷？

我已展开了大地，在那里安置了稳固的山岳；

我使一切种类美好的物种在它里面生长出来，

作为对归向我的每一个仆人的启发(手段)和

提示。（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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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لّٰ ْنِِیَّْسُجُدِِوَّ اِتِِِِفِِمَّ اوَّ مَّ َّْرِضِِالّسَّ اْْل ْوًعاِوَّ ْرًها۔ِرَّ كَّ  وَّ
 

凡在天地间的(万物), 都自愿或勉强地

向安拉叩头(服从)。（13:16） 
 

ِ کُّل  ِِِِفِِوَّ لَّك  ۔ِفَّ  یَّْسبَُّحونَّ
 

它们都沿着轨道顺利地运行不息。

（36:41） 
 

ِ إِّنَّ اِمِِِِفِِلَُّكْمِِوَّ َّْنعَّ اُِنْسِقيُكْمِِلَِّعُْبَّۃًِِاْْل ِِِمْنِِبُُطونِهِِِِِفِِِمَّّ ِِبَّْْيِ ْرث  ِِفَّ م  دَّ ِوَّ
اِلًصاِلَّبًَّنا اِئًغاِخَّ ۔ِسَّ اِربِْيَّ  ِللّشَّ

 

在牲畜中, 也确有对你们的一种教训。我

从牲畜的腹中--------粪和血之间--------供应饮用者

纯洁而又可口的乳。 （16:67） 
 

ِ َّْوحَّ أ ِِوَّ بُّكَّ ِِرَّ ِِذيِأَِّنِِالّنَّْحِلِِإِلَّ ِمنَِِّبُيُوًتاِاْْلِبَّاِلِِِمنَِِّاّّتَّ جَّرِِِوَّ اِالّشَّ ِمَّّ ِوَّ
ِ ِِ۔ِیَّْعِرُشونَّ ِِِمْنِِکُِليُِثّمَّ اِتِِکُّلِ رَّ اْسلُِكيِالّثَّمَّ ِِفَّ بِِّكُِِسُبلَّ ُْرُجُِِذلًَُلِِرَّ ِِمْنَِِيَّ

ِِبُُطوِِنَّا اب  رَّ ِِشَّ تَِّلف  اُنهُُُِِمْ َّلْوَّ اءِ ِِفيهِِِأ ِِِللّنَّاِسِِِشفَّ ِِِِفِِإِّنَّ ِلكَّ َّیَّۃًِِذَّ َِِلَّ ْوم  ِِلقَّ
ِ ُرونَّ ّكَّ  ۔ِیَّتَّفَّ

 
你的养主曾启示蜜蜂: “你就在山上、

树上和人们(为葡萄等)所建筑的栅架上,造

自己的房子。然后食用每种果实,并遵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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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养主 (所指)给你的容易的道路。”从它

们的腹中取出颜色不同的饮料,具有医疗人

类疾病的功能。其中对于深思熟虑的人确

有一种迹象。（16:69-70） 

 

لْيَّْنُظرِِ اُنِِفَّ ْنسَّ ِِاْْلِ اِمهِِِإِلَّ عَّ َّّنَّاِ۔ِرَّ ْبنَّاِأ بَّ اءَِِّصَّ ّبًاِاْْلَّ ِِ۔ِصَّ ْقنَّاُِثّمَّ قَّ ِِشَّ ِاْْلَّْرضَّ
ا ّقً ْتنَّاِشَّ َّْنبَّ أ اِ۔فَّ ِعنًَّباِِفيھَّ ّبًا۔وَّ یُْتوًناِحَّ زَّ ِوَّ قَّْضًبا۔ ِِوَّ اِئقَّ دَّ حَّ ًَْل۔وَّ َنَّ غُلًْبا۔ِِوَّ

ۃًِ ِكھَّ فَّا َّبًّاِوَّ أ تَّاًعاِ۔ِوَّ اِمُكْمِِلَُّكْمِِمَّ َّْنعَّ ِْل  ۔ِوَّ
 

人应当观看他的食物;（看啊!）我降下

充沛的雨水,把地面（适当地）破开,在那里

生产谷物、葡萄、蔬菜、橄榄、海枣、繁茂

的有墙的园子、水果和牧草,（这一切）都

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牲畜的食粮（而创造

的）。（80:25-33） 

 
ِ ِقَِّدیر  ْيء  ِشَّ ِکُّلِ ِعَّلَّ ُهوَّ ِوَّ لُْك ِاْْلُ ِالَِّّذيِبِيَِّدِه كَّ ِِ۔تَّبَّارَّ ْوتَّ ِاْْلَّ لَّقَّ الَِّّذيِخَّ

ِ ُفوُر ِالْغَّ ِزیُز ِالْعَّ ُهوَّ ِوَّ ًَل ِعَّمَّ ُن َّْحسَّ ِأ َّیُُّكْم ِأ ُكْم ِِليَّْبلُوَّ اْْلَّيَّاۃَّ ِِ۔وَّ لَّقَّ ِخَّ الَِّّذي
ِ رَّ ِالْبَّصَّ اْرِجِع ِفَّ اُوت  ِتَّفَّ ِِمْن ِن ْحَّ ِالّرَّ لِْق ِخَّ ىِِِف ِتَّرَّ ا ِمَّ ِِربَّاقًا ات  وَّ َّ َِسَّ ْبعَّ سَّ

ِ ىِِمْنُِفُطور  ْلِتَّرَّ ِاْرِِ۔هَّ اِسًئاُِثّمَّ ُرِخَّ ِالْبَّصَّ ِلْبِإِلَّيْكَّ ِیَّْنقَّ تَّْْيِ ّرَّ ِكَّ رَّ ِجِعِالْبَّصَّ
ِسي ِ ِحَّ ُهوَّ  ۔وَّ

（使人）极其有福者是拥有主权的（安

拉）。他是对于万事万物都是全能的。他创

造了死生, 以便他考验你们谁具有最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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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他是最优胜的, 最宽恕的。他创造了七

个完全协调一致的天体,你不能看见无限博爱

者的创造中有不调和之处, 你再看, 你看到

任何瑕疵吗？然后, 你再三再四地看, 你的

眼睛将紊乱地, 疲乏地转回，（全看不见不

相称的东西）。（67：2-5） 

 

ِ َّّنَّ أ ِِوَّ ِِإِلَّ بِّكَّ ۔ِرَّ نْتََّهَّ  اْْلُ
 

(每一事物) 的最后判断都在你的养主那里。 
(53:43) 

ِ اُنِِقُِتلَّ ْنسَّ اِاْْلِ ُه۔ِمَّ رَّ َّْكفَّ  أ

 

那毁灭的人, 他是怎样的不感谢啊！(80:18) 
 

从尊贵的《古兰经》中不同部分引用的这些经文，

通过论述宇宙的创造和系统指出安拉的存在，以其无

与伦比的雄辩而无需进一步的解释。其实对于那些爱

思考的人来讲，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指向安拉。随着

人们对宇宙和物质特性的认识和理解取得不断进步，

对安拉的感知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拿世界上最

微小的粒子加以思考，你将会发现即使是看起来最微

不足道的粒子在其里面也有一套庞大而明晰的法则，

并且它包含了如此的安排和深刻的道理，这简直令人

费解。即使是最小的粒子的排列和作用，对人类的思

维来说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团。主许迈喜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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ک اپؤں ڑیکے اک رشب اتکسانب  زگ ںیہن ا  رہ

اس ہپ ٓااسں ےہ وت ویکرکن انبان ونِر قح اک   رھپ 

 

人 连 昆 虫 的 脚 都 不 能 造 ；  

那么对他来说真理之光（《古兰经》）

又如何能轻易的创造？ 

 

观察一只苍蝇，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昆虫，也是安

拉全能的伟大奇迹。如果一个人穷尽一生都在研究苍

蝇及其器官，他将会发现直到生命结束，他的研究也

尚不完整。再来思考一下人体本身。自从世界诞生以

来，古往今来，世界上成千上万最聪明的人致力于研

究人体的结构和控制各种人体器官功能方面精密的系

统，例如心、脑、肾、肺、肝、胃、眼、耳、鼻等。

但是他们究竟能发现多少在安拉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

宝藏并将其呈现给世人呢？无疑的，这个世界终将会

灭亡，但这个微型宇宙（指人体）的宝藏将不会枯竭。 

再来看看沿着路边绽放的野花，常常被一些冷酷

和不知情的旅行者踩在脚下，并永远从世人的眼中消

失。在它微小的叶子上有成百上千的脉络以网络的形

式散布着，就其功能和系统而言，每一条脉络都是一

个宇宙。要获得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的完备的知识，

即使努哈的年龄可能都不够。看看那微不足道且极小

的种子:成百上千的种子可以握在手中，但是当被播种

到土壤中时，它会在我们眼前长成一棵雄伟的大树，

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在它的树荫下休息。你研究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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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吗？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人是以极其微小的精

子的形式存在于父亲的体内，一个雅致的人甚至看也

不想看它，然后它发展成为一个英俊而有魅力的人，

他拥有最高的心智和思维能力。 

现在让我们仰望天空吧！太阳、月亮和群星展现

在你面前是多么壮观啊。以太阳为例：你知道它离地

球有多远吗？它与地球的距离约为九千三百万英里。

当我说太阳是相对更靠近地球的恒星之一时，请不要

感到惊讶。有些星星离地球太远，以至于无法用你的

语言明确表达出该距离的数字。你知道太阳的体积吗？

让我也来告诉你。我们为地球的幅员辽阔而感到自豪，

由于它的广阔，尽管它是圆的，但它看起来是平坦的，

它的直径为 7900 英里。相比之下，太阳的直径为

865000 英里。当我说太空中有许多行星比我们的太阳

大得多的时候，请不要感到惊讶。它们之间无法进行

比较，甚至不及知更鸟与老鹰的比较。 

对于天体的物理形式而言就讲这么多，但是如果

我们研究这个宏伟的系统，依照数万亿个这些星体在

宇宙中的运行轨道，思维会陷入困惑。最重要的是，

每颗行星都按照自己的规则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一

颗不可能与另一颗相撞或离开自己的轨道进入另一个

轨道。该规则并不只适用于天体， 地球上的所有事物

也都被约束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无法挣脱而进入另一

个领域。火是被设计来燃烧的；水是用来灭火的；树

是直立在地上的；鸟儿是在空中飞行的；人是被设计

在地上行走的；鱼儿是在水中游的；牛儿是被造成吃

草的；狮子是以其它动物为食的。这是一些简单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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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际上一切事物都根据其性质、能力和功能在其

范围内受到限制，没有一样事物有能力能够超越自己

的界限，一切事物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宗旨。 

现在仔细想想，这个宏伟的包括天地万物的大系

统是不是自己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这套明智和最充

满智慧的法则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独立运行的，难道没

有一位更高的存在者控制着吗？难道拥有无数生物的

地球和拥有无数天体的天空是它们自己是创造者和主

宰吗？在这一阶段，先把 “如果有安拉，他是谁？他

在哪里？”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只要回答一个问题：

你的内心是否对这个宇宙和其系统是自己存在的并没

有任何的创造者、养主、主宰和统治者这一观念感到

满足呢？我不问你们是否信仰安拉，我的问题仅仅是

这样：你们可以诚实的宣告说天、地、动物、植物、

无生命物质、众天体、地质层都是偶然产生的吗？这

个宏伟的系统将世界上数十亿的事物紧密地整合在一

个系统中，难道没有任何创造者和管理者就能机械的

运行？我无法理解任何具有理智的心灵和头脑的阿丹

的子孙们会满足于各种荒诞的想法，即这个宇宙是自

己产生的。总之，这个宇宙及其具有明智和最充满智

慧的组织是安拉存在的有力证据，任何智者都无法否

认它。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分别思考了这个世界上的各

种事物及其组成部分，并解释了每件事物本身都是如

此美妙的个体，在一个如此明智和最充满智慧的系统

中运作，人们不得不将宇宙的创造归因于一位全知、

全能、全智和完全的支配者的存在。当我们研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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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或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时，这种信念就会变得更加坚定。让我们以骆驼为

例：假设我们认可它是根据一些隐性的和未知的自然

律偶然获得了长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盲目的自

然律怎么知道这个长腿的生物也应该有一个长长的脖

子，这样它的嘴就能更轻易地到达地面。这一明智的

规则在全世界都适用，不仅适用于骆驼，而且也适用

于所有其它动物。那些腿长的动物脖子长，那些腿短

的动物脖子短。人们会争论说，这种体形是经过长时

间的适应而进化过来的；即由于腿长，脖子也逐渐拉

长了。 

但是，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动物学的历史

没有证据表明长腿动物最初的脖子是短的，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变长了。然而，长腿动物在脖子短的时候是

怎么生存下来的呢？不管怎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例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很明显，所有事物的

不同部分都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度按比例适当地

组合在一起的。 

进一步思考，我们会看到一个令人惊叹和极具吸

引力的奇观。盲目的自然律会在男人体内产生精子，

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产生交合的欲望，把精子联合起来

转移到女性子宫的黑暗深处？然后，这个盲目的法则

进一步帮助这些精子中的一个在九个月的时间里成长

为一名拥有许多天赋才能的美丽的孩子。不知何故，

这条盲目的法则成功地将婴儿从母亲的子宫中生了出

来。也就是说，在该精子内部的所有变化都是偶然发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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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看在安拉的份上向我解释一下，这

盲目的法则怎么可能恰好使母乳的产生与婴儿的出生

在同一时间精确的相吻合，这样当婴儿来到这个世界

时，婴儿的食物就准备好了。母亲的乳房不是婴儿身

体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母亲的乳房会为了她的孩子

而充满乳汁呢？赞美安拉。 

 

ِقَّْدِرهِ  ّقَّ ِحَّ َّ ُرواِالّلٰ اِقَّدَّ  مَّ
 

他们没有构成安拉(一切常德)的真正观念。 

（39：68） 
 

此外，考虑一下：地球是自己形成的；在其里面

移动的东西是自己存在的；人也是凭自己从无到有的；

他的鼻子、耳朵和眼睛都自己出现了。总之，所有这

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那么为何在距离地球九千多万

英里以外的地方点亮一盏宏伟的灯以使人的眼睛看到

物体呢？一棵树生长在地上，它产生了种子，种子掉

落在地上并在那里播种。然而是谁决定种子的发芽需

要水？又是谁安排阳光照射到海洋上，并随风将数十

亿吨的水带到枯萎的土地上，使这些云彩降雨？如果

这一切都是由自然的这种随机的力量所带来的，这种

力量就是创造者、主宰、养主、全知的、全能的、智

慧的统治者、守护者，他考虑到情况的适当性，安排

满足他所意欲产生的需求。我们并不在乎你称呼它什

么名字，那就是我们的安拉，我们以爱与奉献服从他。

简而言之，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看待这一点，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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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相信这个宇宙及其明智和最充满智慧的组织都

指向存在一位创造者、主宰、全智的、全知的、全能

的和统治者，即他具有宗教归于安拉的所有那些常德。 

在这里必须记住，为了避免学术上的术语和复杂

性，我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提出了该论点，以便我们亲

爱的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它。然而，该论点也可

以用学术的方式提出。简要地说：对自然的研究表明，

在这个世界上无数不同的事物中，无论是单独的还是

集体的，都存在着这三类。首先，在这个世界上有一

个极其精准和完备的法则在所有事物中运转并且控制

着它以及与其它事物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

如果研究得当，该法则为宇宙创造者的存在提供了非

常有力和明确的证据。遗憾的是，有些人出于目光短

浅，使这项法则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 

其次，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以及在这个

明智和最充满智慧的自然法则中，不仅是单独的而且

也是集体的，都有一种明确的格式和安排，也被称为

设计或规划，明智的人无法将其归因于偶然。第三，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其法则、设计或规划在内，

都是以明确的目标而工作着的。也就是说，这个宇宙

中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种学说被称为

目的论，是安拉存在的有力证据。总之，通过对宇宙

的研究，人们会很强烈的产生出这样的观点：它的出

现并非仅仅是偶然的，而是由一位有意识的和全能的

存在者的强大的双手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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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安拉与西方研究者 
 

在结束本讨论之前，我想谈谈那些习惯于从科学

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一切的西方研究者们。西方否认

安拉存在的那些人，他们的结论是基于现代科学和哲

学思想之上的。他们认为物质具有一种内在的转化性

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从一种较低的状态逐渐演

变到较高的状态。他们宣称，根据进化论，这个物质

世界是经过几次这样的转变而发展起来的。例如，他

们说人并不总是以他现在的形态和样子存在，而是在

过去的岁月里，他处于一种极其原始的状态，是逐渐

演变成现在的形态和样子的。这同样适用于这个世界

上的其他事物。即，在它们最初的状态下，它们是低

级和简单的，但后来根据进化论逐渐演化。同样，他

们声称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事物在其性别、种类和特

征方面千差万别的东西在过去的岁月里变化不大。但

是，世界处于早期阶段时是由一些有限和简单的东西

组成的，这些东西逐渐演变成今天这个奇妙的宇宙。

因此，他们认为当前的宇宙及其精巧而明智的系统不

能作为外在创造者的证据，因为所有这些自然演变都

是进化的结果。 

其次，西方研究者们指出，这个世界一直在按照

明确的法则运行着，并且一直都在这样做。通过科学

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每一次变化和每一次运动或静止

的原因。他们声称，日复一日，他们对自然规律、物

质属性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

例如在物理学、化学、力学、人类学、地质学、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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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天文学以及心理学等

各个科学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使得无

数在过去是神秘的并已完全隐藏在我们眼中的事情，

已经作为明显的事实而被揭示。建立在我们的无知和

传统上的数百条错误的观念，随着知识的最新发展而

正在消失。每天都在发现新的生活现实和宇宙的连续

性。换句话说，那些以前被认为是超出人类理性的事

物，从而被认为是有一位更高的存在者。根据新的科

学，现在可以被确定为是一些自然规律的结果。因此，

将这个宇宙归因于任何人都没有看到或感知到的一位

创造者，被认为是无知的。 

这是西方研究学者们针对安拉的存在提出的异议。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种异议绝对是荒谬的。我们不

必在这里详细讨论，但无论它是完全正确还是部分正

确，进化的过程都不能作为反对安拉存在的证据。进

化论并没有阐明宇宙的起源，而仅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并不总是以其当前的形式存在，

而是从一种原始状态演变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原始

的种类是从哪里起源的？进化论的拥护者们在学术上

并没有对此有任何明确的阐明。除非他们阐明世界的

起源，否则仅靠进化论是无法作为安拉不存在的证据

的。即使能够证明这个世界上的人或其它事物最初是

以原始的形式存在，并逐渐进化到现在的形式，这是

否算作这个宇宙没有创造者的证据？当然不是！ 

有人可能会辩称，这个宇宙已经确定最初是处于

原始状态的，由于物质固有的性质而进化到更高、更

完美的形式，这使上面提出的论点无效。即宇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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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物体组成，是按照极其微妙和明智的法则运行的，

因此它是在一位外部的创造者和全知者与统治者的控

制之下，这也是一个出自于无知的说法。物质的这种

固有性质的存在，使它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奇妙的宇

宙，同时发展出一个极其明智的法则来管理这些物质，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如果仔细观察，对物质

的初始状态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描述，都比现在

的宇宙更令人惊奇和困惑。显然，初始状态是当今宇

宙的一粒种子，每一个明智的人都能明白，种子是更

奇妙和精深的。因为虽然体积小和形式简单，但在其

中隐藏了所有潜在的力量、特质和完美之处，并随后

在树上展现出来。因此，这个宇宙最初的原始状态证

明它更加深奥和神秘，并为这个宇宙的一位创造者的

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这是因为创造者赋予了这

个最初的原始物质很大的潜力，使其发展成为一个宏

伟的、令人惊叹的和奥妙的宇宙。与此同时，从中应

该产生支持性和明智的自然法则，根据这个法则，宇

宙中无数的物体在它们相应的范围内运行，这令每个

人都感到惊奇。因此，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否定安拉的

存在是幼稚的。实际上，这一理论为他微妙的力量和

杰出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第二个异议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每个变化、每

个运动和每个静止都遵循一个特定的规律，并且我们

每天都在越来越多地了解这种隐藏的自然法则。越来

越明显的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符合一定规律的，

这就证明规律是一切，而安拉并不存在。这个异议也

是非常荒谬和羸弱的。我们从未声称宇宙不服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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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或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反而是被安拉直接控制的，

不需要建立任何的法则和步骤。我们不仅同意而且宣

称伊斯兰教教导我们，整个宇宙都服从于一个极其奥

妙的规律和复杂的过程而运行。确实，这项法则是安

拉存在的证据。因此，证明这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

是按照明确的法则运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 

无神论者无法充分地回答关于这一完整而绝妙的

法则的起源问题。有人会回答说，这是物质固有的特

性，一项法则是由于另一项法则的结果而运行，这样

就一直在发生，并会继续下去。我们想问：这种固有

的属性从何而来？的确，一套法则会导致另一套法则，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条因果关系链无论多长，都无

疑会有一个起点，这一切都起源于此。例如，科学家

断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是自然法则。他们进一步补充

说，这项法则是另一项法则的结果，当两个或更多的

力从不同的方向作用于某物时，后者开始沿着被称为

合力方向的第三个方向移动。由于地球受到来自不同

方向的力的影响，它开始以第三个方向围绕太阳旋转。

从理论上讲我们同意这一点，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存

在：这些有效的力起源是从何而来？如果说这些力是

由“ 某某原因”引起的，那么问题将是：这“ 某某原

因”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总之，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这

个宇宙及其系统有一个起点，在其中包含了所有优点、

法则和特性的潜力。因此，现在的讨论已经回答了以

上问题。 

简而言之，试图通过宣扬中间的系统和过程来寻

求否认安拉存在的方法是骗人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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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被一些西方的学者接受的。就我们而言，关心知识

的进步，理解和发现自然法则的隐藏秘密，只会有助

于启发我们并巩固我们对安拉的信仰。我们认识到这

个宇宙及其非常明智的法则是由一位创造者和主宰来

管理的，他是全知的、全智的、全能的和统治者而存

在。 

如果通过观察一件普通的东西，我们推断出它一

定有一位制造者，那么观察这个奇妙而明智的宇宙一

定会大大增强我们的信仰，即它不可能自己存在，而

是一位万能的更高存在者创造力的清晰体现。我亲爱

的人们啊！请好好想想，这些新的科学和研究证明这

个宇宙的法则比以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并且世界上

不同的事物都是由一系列明智而有影响力的命令链共

同控制的。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无用的和

多余的；相反，一切事物都是在按照它自己的法则，

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做着它自己的工作。这个“发现”，

如果可以称之为“发现”的话，是支持我们的。因为

这些“发现”并不支持任何反对安拉存在的论点。相

反，这是我们全能的安拉强大能力的清晰体现。 

事实是，从理论上讲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尊贵

的《古兰经》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对此作了简要

的论述，正如它所说： 

 

لَّْمِ َّوَّ ْواِأ ِِیَّرَّ اِإِلَّ ِِمَّ لَّقَّ ُِِخَّ ْيءِ ِِمْنِِالّلٰ ُِِشَّ يَّّأ لُهُِِیَّتَّفَّ اِئِلِِالْيَِّمِْيِِعَِّنِِِظَلَّ مَّ الّشَّ ًداِوَّ ُِِِسّجَّ ِلِلّٰ
ُهْمِ ِِوَّ اِخُرونَّ ِِِدَّ لِلّٰ اِیَّْسُجُدِِ۔وَّ ٰمٰوِتِِِِفِِمَّ اِالّسَّ مَّ َّْرِض۔ِِِفِِوَّ  اْْل

 

难道他们遭受着耻辱, 仍然不归向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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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观察安拉创造物的阴影左右移动。凡在天

上和地上的（都）俯伏叩头(顺从)安拉。

（16:49-50） 

 

ِعِبْيَِّ اِلَّ اِبَّيْنَُّھمَّ مَّ ِوَّ اْْلَّْرضَّ ِوَّ اءَّ مَّ لَّْقنَّاِالّسَّ اِخَّ مَّ  ۔وَّ

 

我不是为了游戏而创造了天地和两者之

间的东西。（21:17） 
 

欧美的研究人员们毕生致力于发现这些现实的情

况，但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人对信仰视而不见，他们认

为他们的发现是对宗教和安拉存在的攻击。事实上，

随着对宇宙完美的组织和自然法则的认识不断丰富，

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这更清晰地指向一位全智的、

全知的、万能的和统治的创造者。有相当数量的西方

研究人员相信上帝，而最近的发现并没有影响他们的

信仰；相反，他们将其用作对抗无神论的工具。因此，

我亲爱的人们啊！不要害怕现代知识，它们都是为你

们服务的。任何现代知识的进步都只会增强人们对全

能的安拉的迹象的理解。这也更加确定，天地万物都

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人类造福，正如一千四百多年前的

尊贵的《古兰经》所说： 
 

ِ ِِالَِّّذيُِهوَّ لَّقَّ اِلَُّكْمِِخَّ َّْرِضِِِِفِِمَّ يًعا۔ِاْْل ِ  َجَّ
 

他为了你们在大地上创造了一切东西。（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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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رَّ سَّ اِلَُّكْمِِوَّ ٰمٰوِتِِِِفِِمَّ اِالّسَّ مَّ يًعا۔ِاْْلَّْرِضِِِِفِِوَّ ِ  َجَّ

 

他使天地万物都服从了你们。（45:14） 

 

非常悲哀！人的主宰为对他的指导和进步而创造的

东西，他却使这些成为他自己迷误和毁灭的原因。 
 

ِ هِ ِقُِتلَّ رَّ ْكفَّ اِۤاَّ اُنِمَّ ْنسَّ اْلِ  
 

那毁灭的人, 他是怎样的不感谢啊！（80:18） 
 

无疑，这种忘恩负义只能使人走向毁灭。 
这里应该记住，安拉是否存在的问题确实已超出

了科学的范围和科学家们的工作范畴之内。科学研究

发现的属性和法则属于物质，对于非物质的或形而上

学的讨论是超出了其当前范围的。而且，科学一般不

会处理不存在的事物；相反，它处理的是存在的事物、

原因以及控制它的法则。因此，至少目前是这样，证

明安拉不存在是超出了科学讨论的范围的。当然，关

于这个世界是如何开始的，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

这个世界是如何存在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等等问题，

都在科学讨论的范围之内。因此，科学家最多可以宣

称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宇宙是永恒的，它受一系列法

则的控制，这些法则是自动的，生命也是由它自身开

始的。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在学术上得出

结论：没有安拉。然而，安拉的不存在本身并不直接

在科学探究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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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应该记住的是，很不幸，人们普遍陷入

了危险的错误当中，原因是他们没有区分开科学家的

假设和既定的科学事实。显然，科学宣称可分为三类： 

第一，科学家的假设 

第二，不完整的科学实验 

第三，既定的科学事实 

这些中的每一条都有不同的状态和等级，对所有这些

都赋予同等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无

知的人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把科学家们口中的每一

句话和所表达的每一个想法，包括他们不完整的实验

或科学观察都视为既定事实。因此，由于他们的无知，

他们没有遵循真理，而是成为科学家的盲目追随者。

每一位具有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只有那些经过多名

科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并继续得

到证实的事实才能被科学地发布，并且其真相在一般

科学原理的基础上，通过因果关系得到了最彻底的验

证和学术证明。除此之外，科学家们的观点和理论或

他们尚未完成的实验当然不能被称为既定事实，因为

它们所陈述的与其他高明的和博学的人一样，同样有

犯错的风险。事情的真相是，当一些新的现象出现或

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被发现时，在人们宣布它已经到

达被证明是正确的阶段之前，它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

的情况下反复进行实验研究；根据一般的科学原理对

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检查，如果根据这样的分析发

现它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任何疑问，那么只有到那时才

能宣布这是已被证明的既定事实。在到达这种状况之

前，即使某些科学实验确实可以阐明这一问题，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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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科学家可能已经相信了它的真实性，尽管如此它

也不能被认定为既定和公认的现实和真相。不幸的是，

普通人无法区分这两者，接受一切都是既定的事实。

更离谱的是，科学家们根据他们的研究提出的假设和

理论都被认为是既定的科学事实。换句话说，科学发

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彼此互不相同却被

混为一谈。然而，科学旨在用知识启发人类的思想，

结果却恰恰相反：使人走向无知和黑暗。 

一旦根据科学实验和观察将某事确定为事实，显

然全世界的学术界都受到鼓舞，不同的科学家开始根

据新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因此，随着每一

项新的研究，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普通人

被“科学”这个词或其它一些原因所吓倒，将所有这

些提议都视为既定的科学事实。然而真正的既定事实

却很少，其余的都是科学家们的理论、假设和看法，

不仅每天都在变化，而且在科学家们之间也引起争议。

简而言之，在科学假设、科学家们的不完整实验和既

定的科学事实之间不进行区分，并对任何科学家所说

的或所写的都无条件的顺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不幸的是，这种精神上和学术上的奴役在很大程度上

是东方人的特征。而欧美人通常会做出区分，他们只

接受那些经过反复试验而被证实的科学真相，并且根

据公认的科学原理进行检查时，也没有发现任何方面

的缺陷。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看待我们正在讨论的话

题，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既定的科学事实可以构成任何

反对安拉存在的理由。这种说法的一个小证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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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新的研究被证实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时，这将成

为不可否认的现实，任何科学家都无法否认。证实不

仅需要学术上的确定，而且还需要通过在不同情况下

进行反复测试的方式进行实践证明，直到没有丝毫的

疑问。显然，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任何科学家或任何

有点常识的人能否认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在实际上

每一个既定的科学事实都被所有科学家所接受，没有

任何的反对。分歧只出现在那些尚未完全确定的问题

上，或者是科学家们根据从已确定的事实中推理出的

那些想法和假设而提出的理论。 

简而言之，我们对既定的科学事实没有任何分歧。

然而，关于对更高的存在者的信仰，我们观察到许多

科学家都信仰安拉。实际上，他们中很少有人否认安

拉，而大多数人都不是否认者。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既定的科学事实可以据此推断出这个宇宙是在没

有任何创造者或主宰的情况下自行运转的；否则，科

学家之间的分歧就不会存在了。 

如果有人要问，将来如果我们有证据证明所有存

在的事物都是自己形成的，并且是自己运行的，那将

如何回答呢？首先，这样的假设是荒谬和幼稚的。但

是，如果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回答

将是：我们寻求真理，并且不会否认任何已被确定为

事实的东西。凡是被证明为真实的和正确的，我们都

不能否认。我们的安拉告诉我们的使者（愿为他牺牲

我的生命）对基督徒说：“安拉没有儿子，把一个儿

子归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和严重的行为，以至

于天地几乎都会遭到毁灭。”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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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他们：“如果安拉的儿子得到证实了，在这种情况

下我将是第一个崇拜他的人。”渴望真理是我们的第

二天性，这是我们从我们深爱的使者那里继承下来的。

因此，在原则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会相信任何真

正确立的东西，无论那是什么。但是现实是没有任何

东西可以使安拉的存在产生怀疑，因为那等于两个相

互矛盾的既定事实，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一方面在科学上已经确定一块磁铁自身可以

吸引铁；而在另一方面，在类似的情况下，它不会呢？

显然不是。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如果我们真的观察到

了这一点，我们将不得不拒绝这两种说法中的一种。

即，我们将不得不相信，这两者之一并不是真正的既

定事实，而是被错误地认为是事实。因此，如果我们

假设说科学研究确定宇宙自身是永存的并在自身的作

用下运转，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原

因而否定安拉。因为从根本上说，安拉的存在也是一

个既定的科学事实。在所谓的研究基础上，我们没有

理由放弃一个既定的事实，自从创造之初以来就一直

有观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思考新

研究所提出的既定的科学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和可接受的。 

请认真思考，科学事实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

们基于逻辑、常识以及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学术和合理

的证据。当实验和观察与逻辑证据相结合时，产生错

误的可能性就会很小（除非观察有错误）。这事实上

是最好的研究方法，因此科学确定的事实在世俗知识

中是最受重视的。确认安拉存在的证据也是基于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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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方法。如上所述，安拉的存在不仅是通过逻辑

证据，而且也像科学事实一样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确

定的。实际上，这种经验和观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

远超过了科学事实。理智只能达到“应该有一个安

拉”； 只有经验和观察才能更进一步，达到“安拉确

实存在”的阶段。这样的经验和观察是安拉所赐予的，

以使人们感知安拉的能力不会残缺。他说： 
 

ِ ارَّ َّبْصَّ ِیُْدِرُكِاْْل ُهوَّ اُرِوَّ َّبْصَّ ُِتْدِرُكُهِاْْل ۔لَّ  

 

眼力不能及于他（即，仅仅凭推理无

法获得对安拉的认识），但他及于眼力。

（6：104） 

 

意思是安拉亲自做了这样的安排，使人能够感知

到他，以便他对安拉的认识不会缺乏和不足。一个人

究竟如何感知到安拉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本书

的第二部分会给出详细的答案。在这里只需简单地指

出，安拉凭借向他虔诚的仆人启示的话语而可以被看

到，这些话语充满了安拉的迹象。这就像一棵优质的

果树，在结果实的季节里结满了果子。在春天品尝到

一棵果树的果实后，人们对那棵树毫无疑问；同样地，

在品尝了灵性的果实之后，人们就可以清楚地认出安

拉。 

总之，安拉存在的证据就像科学事实一样，除了

逻辑上的论据外，还基于经验和观察（尽管在其完美

度上要鲜明得多）。因此，如果为了争论的目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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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些看起来与安拉的存在相矛盾的科学研究，即

使那样我们也不会拒绝安拉的存在，而是宁愿去检查

这项新的研究，以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和可

以接受的。我们相信仔细的检查只会得出安拉确实存

在的结论。出现与安拉的存在相矛盾的科学证据，要

么是被误解了，要么是基于错误的观察。 

安拉的存在，正如稍后将要证明的那样，是通过

如此完整和完美的观察建立起来的，使两个真理对立

起来互相矛盾是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都能反驳的，这

是不可能的。如果科学攻击我们的观察，它将会斩断

自己的根基，因为它的基础就是观察。总之，这是一

个多余的和过早的问题，未来发生的问题将会在未来

处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既定的科学事

实能够以逻辑上有效的方式反对安拉的存在。永恒的

真理是，这个宇宙有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奇妙的物体，

在所有事物中运行着极其明智的法则，以及一个奇妙

的组织将无数性质不同的东西汇集在一起。正因为如

此，无数自然界的机制在数千英里或数百万英里的距

离内运行，以满足这个世界上最微小的物体的需求。

这确实构成了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事实：这

个宇宙是由一位全智的、全知的、全能的和控制一切

的存在者所统治着。 

 

为什么现代哲学概念会使人们绊倒？ 
 

在结束本讨论之前，我想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尽

管现代欧洲哲学或某些科学家的假设（不论对与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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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错的程度）不能真正成为反对安拉存在的理由，

但这个时代的许多人却由于它们而绊倒。现代欧洲理

论之所以误导人们，有两个原因。首先，西方研究者

们认为物质具有一种固有的特性，可以从较低级的形

式转变为较高级的形式，世界上的一切，特别是人类，

都是这种进化的结果。由于缺乏对安拉的任何精神层

面的洞察，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对安拉的存在和统治

整个世界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认为这个世界是自己

形成的，由于物质固有的性质而在向前移动和运行。 

因此，他们最终相信了这样的观念：即，宇宙像

机器一样运转，所有的转换和全景都是这种内在机制

的结果等等。上面已经解决了这个疑问。如果仔细观

察，在世界范围内运行的工业法则的本身就要求我们

相信一位更高者的存在，他已清晰地把如此明智的和

充满智慧的法则置于物质之中。然后，物质本身连同

它所有的状态和属性，也需要一位创造者和主宰。还

应该指出的是，除了机制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

明确的设计和意图（即目的论）。所有这些都指向一

位独立的智能设计师，他是具有果断的意志力的创造

者和主宰。 

其次，现代欧洲哲学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绊脚石，

就像进化论已经提出了宇宙的创造，特别是人类这一

点上，与这个时代闻名的天启宗教的正规教义出现矛

盾。很自然的是，当一种特定的论点使人们对天启的

宗教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而人们又无法捍卫或反驳该

论点时，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对安拉的存在产生怀疑。

他开始认为归因于安拉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因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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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宗教事物都是错误的，安拉也不过是一个虚构的

想象。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进化论面临着完全相同的

情况。基督徒从他们的牧师那里，穆斯林从他们的毛

拉那里，印度教教徒从他们的权威学者那里，其他人

从他们的宗教学者那里曾经听说起初到处都是烟雾或

水，然后安拉从它们上创造了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事

物。安拉在二十四小时的六天内创造了天和地以及在

它们两者之间的一切，然后他用黏土做成了一个人的

身体并向里面吹气，于是阿丹就被创造出来了，哈娲

是出自于他的肋骨，两人的后代开始繁衍生息，人类

已经存在了七千年。有人认为物质在安拉的指引下，

假设以蛋的形式分裂成两部分，其中一个发展成了地，

另一个成了天。男人和女人从安拉那里出现，或者是

安拉出汗了，宇宙由他流下的汗滴而被创造出来等等

诸如此类的。由他们的神职人员、毛拉或权威学者来

讲述，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创造。当人们开始意识

到科学研究证明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不准确的，他们还

了解到进化的过程是这个奇妙的宇宙发展的基础，人

类的存在是数百万年来进化过程的顶点，由较低等的

生命形式逐渐进化成较高等的形式，这使人们对宗教

大失所望。他们被新的科学发现所征服，并放弃了对

安拉的信仰。 

对于宗教的这种奇耻大辱最大的责任在于西方的

基督教牧师。作为首先听到较新的哲学和科学概念的

人，神职人员的反应方式使他们宗教观念的弱点在所

有人面前暴露无遗。由于对神职人员的反应大失所望，

他们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反驳这些论点，成千上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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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了无神论。其它宗教的人们意识到神职人员反抗

科学失败了，他们发现自己也无法反驳这些概念，一

次又一次的为失败铺平了道路。如果人们稍微思考一

下，这确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第一，在当今不同

宗教的信仰者中普遍存在着许多关于地球和人类创造

的信念，其实是后来学者的解释和理解，并不是基于

他们天启的经文或这些宗教的其它原典真本。在这样

的情况下，这种被证明是错误的解释在任何方面都不

能证明该宗教是不正确的而受到批判。第二，由于后

来的某些改动和错误的翻译，关于宇宙创造的一些概

念成为了宗教经典的一部分，而在一开始的天启经典

中却从未提及。因此，指责宗教教义显然是没有道理

的。第三，这些概念中有些确实存在于天启的经典中，

但是却被大多数人所误解，这种误解为现代研究者提

供了批评的机会。 

例如，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安拉在六“天”

中创造了天和地。有些人错误地把它翻译成了（أيام）

二十四小时的一天，然而阿拉伯语单词“یوم”虽然有

“一天”的意思，但通常的意思仅表示一段时间或一

个特定的时代。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诗人们经常

在这个意思上来使用“یوم”这个词。然而有些人由于

他们的天真或缺乏知识而将其翻译为“六天”， 因此

有些人将其理解为二十四小时的一天，尽管事实上经

文的上下文清楚地表明“天”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是

指通常所知的二十四小时的一天。我们所知道的一天

的概念与地球的自转及它相对于太阳的轨道有关系，

而经文指的是太阳和地球被创造之前的时间。安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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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天”里创造了天地、太阳、月亮和群星。此

处的一天必然是指创造太阳之前的一天，即一个时期、

一个时代或一段时间。因此，不仅阿拉伯语词典，而

且经文的上下文也证明这里的“أيام”不是通常所指的

一天的意思，而是一个时期、一个时代或一段时间。

因此，《古兰经》经文的意思是：我在六个不同的阶

段逐步地创造了宇宙。这与科学的观点完全一致，因

为科学家们认为这个宇宙通过几个阶段和时期逐渐演

变成现在的状态。 

 同样地，例如有一则圣训指出这个世界有七千年

的历史，阿丹是在圣洁的先知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

他平安与幸福）前五千年被创造的。有些人错误地推

断人类是在几千年前才出现的，这就给进化论的支持

者们提供了一个批评的机会。事实上伊斯兰教从来没

有宣称这个宇宙只存在了几千年而且之前没有任何东

西，将此观念归咎于伊斯兰教是绝对的无知和幼稚。

根据伊斯兰教义，安拉的常德在任何时代里都会永久

有效，并且每种常德在所有时代里都会以这样或那样

的方式显现出来。因为创造是安拉的常德之一，因此

认为创造仅在五到七千年前才开始，而在那之前什么

都没有，这绝对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由此可以肯

定，上述的圣训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只有几千年的历

史，而是像穆斯林所写的那样，以及这个时代的改革

者和阿哈默底亚会的创始人主许迈喜合所描述的那样。

也就是说，这则圣训的意思是：世界已经经历了几个

周期，人类的当前周期开始于几千年之前，我们不知

道地球经历了多少次类似的周期。穆哈伊丁•伊本•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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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 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和苏菲，

他曾写过他在精神景象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曾有过成千

上万的阿丹，当一个阿丹的周期结束时，下一个阿丹

的周期就开始，只有安拉知道这个世界经历了多少个

周期。（出自《麦加的启示》卷 3 Hudoos dunya 章）

因此，通过正确地理解这则圣训的含义，就没有任何

异议的余地了。几千年前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安拉的创

造物时，安拉无所事事的闲坐着这种观念完全与伊斯

兰教义背道而驰。 

同样地，尊贵的《古兰经》中说：我用泥土创造

了阿丹，然后赐予他生命。有些人推断安拉从泥土上

造了一个人的塑像，并为其注入了生命，这样人类就

出现了。但《古兰经》的经文只暗示了阿丹的构成中

有尘世的元素，这就是为什么他容易倾向于物质；这

就是为什么安拉将灵性的元素注入人类的本性中去，

以使他的尘世元素不会阻碍他的精神进步。换句话说，

尊贵的《古兰经》用隐喻性的语言来描述一个非常微

妙的问题，以物质意义来理解的话，由此成为批评的

对象。然而，即使这节经文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我

也认为这节经文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因为尊贵的《古

兰经》启示的主要目的是给世界带来精神和道德上的

改革；描述宇宙创造的细节并不是这本尊贵的经典启

示的主要原因。如果需要满足其启示的目的，《古兰

经》只提及某些问题，仅此而已。例如，尊贵的《古

兰经》的目的不是阐述医学细节，因为尊贵的《古兰

经》不是医学典籍。然而，由于一个人的健康确实会

影响他的道德和精神，因此伊斯兰教法涉及到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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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健康的关键原则，这些原则对于维护一个人的健康

是必要的。但是，尊贵的《古兰经》中提供的有关健

康的信息仅限于满足其启示的真实目的所需的信息。

如果根据这个原则来解释上述《古兰经》经文的话，

那么它肯定不会出现问题。尊贵的《古兰经》只是简

单地指出，安拉从泥土中有声的黏土创造了人，然后

赋予了他生命（参见 15:34）。这意味着人是一种理

性的动物，人的被造与其它动物截然不同，其是通过

理性的天赋能力不断进步的。其次，人的身体和灵魂

都是安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创造出来的。然而，尊贵

的《古兰经》没有具体详述粘土的类型，因为所有化

学盐都是黏土的一部分。它也没有提到安拉是如何从

黏土创造人的；经过多长的一个时期；经过多少阶段；

要达到目前的状态，人类经历过多少种类型的阶段等

等。同样地，当安拉把生命赋予人时，是从哪里，又

是如何做到的；经历了多少个阶段和多少种类型的阶

段；以及是如何使它发展的？《古兰经》认为这些细

节与其目的无关，所以没有提及这些细节。然而，没

有任何科学家因为尊贵的《古兰经》简洁而恰当地描

述了人类的创造而对其加以指责。它并不与任何既定

的科学事实相冲突，但却是基础科学的灯塔。如果有

人在《古兰经》的陈述中添加自己的注解，而他的注

解又与科学相冲突，那么他应该对此负责，伊斯兰教

不应因此而受到批评。 

同样地，一则圣训说哈娲是由阿丹的肋骨创造出

来的。有人由此理解为阿丹的身体被切开了，哈娲是

从他的肋骨中创造出来的，这给了科学家们一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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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正如被启示的经典所特有的那样，这些词被

用作隐喻。这则圣训的意思是女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

和男人在一起，她是男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他一生的伴侣。但是，男人必须牢记，正如肋骨

是弯曲的一样，出于某些有益的原因，女人被创造的

天生就有一些固有的弱点。因此，男人应该牢记这些

弱点，并以礼貌和谅解的态度来对待她。圣洁的先知

（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在另一则圣训中用了完

全相同的话：“女人就像一根弯曲的肋骨一样，这就

是女性之美；因此，男人应该注意到女人固有的脆弱，

并尽量不要将其矫直以致破坏，失去其女性之美。” 

简而言之，在仔细研究了尊贵的《古兰经》或真

正的圣训中关于创造宇宙或创造人类的用词之后，这

些根本就不会受到批评。那些批评它们或认为它们令

人反感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无知或

缺乏理解。 

同样的，我认为那些其它天启经典中令人反感的

教义通常是被误解和遭到曲解了，他们的真实含义还

没有被理解。如果有任何异议的地方，那肯定是后来

篡改的结果；不幸的是，除了尊贵的《古兰经》之外，

所有天启的经典都没能逃过这一劫。甚至最顽固的对

手也承认尊贵的《古兰经》是以它最初的天启形式被

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声称关于尊贵的《古兰经》

的表达不能提出任何合理的异议。没有任何科学事实

与《古兰经》的教义相抵触。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

尊贵的《古兰经》是安拉的言辞，而自然科学是对自

然的描述，是安拉的作为。在安拉的言辞和作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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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矛盾。在结束讨论之前特别需要补

充的是，迄今为止达尔文臭名昭著的理论还只是一种

理论，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科学事实，许多科学家都已

经强烈地拒绝了它。世界著名科学家约翰·安布罗

斯·弗莱明爵士(Sir John Ambrose Fleming)的讣告刊登

在报纸上，其中提到虽然约翰爵士是一位非常著名的

科学家，但他并不否认奇迹，并且认为达尔文的进化

论仅仅是一种虚构的想象而已。因此，基于这个理论

对安拉的存在提出异议是不合理的。 
 

安拉不是被造物 
 

在继续进行下一个论证之前，有必要消除一些无

知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头脑中产生的疑问，那就是如

果安拉创造了这个宇宙，那么是谁创造了安拉？也就

是说，如果要问谁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那么

也应该问一下谁是安拉的创造者和主宰？答案是不用

去理会这个问题不会发生在安拉上，正如我们稍后会

证实的那样，即使我们假设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

是由另一位存在者所创造的，这对论点没有损害，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更高的存在者称为安拉，并

将较低的存在视为被造物之一，作为原因链中的一个

原因，并作为创造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之一。 

如果有人问谁是那个更高的存在者的创造者和主

宰，答案是如果这位更高的存在者是另一位更高的存

在的创造物，那么最高的存在者将被称为安拉，而每

个较低的存在将被视为被造物之一。简而言之，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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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链条的终点的那一位；即，无论谁被认为是这条

链条的第一个环节的那一位，没有比它更高的，我们

就称他为安拉，其它一切都称为他的创造物。如果有

人思考谁是对于每一个无休止的不断出现的特定存在

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这样的问题，因此没有这样的存在

者能被确定为是最先的存在者，答案是这种可能性在

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接受任何存在者作为

该链中的第一个存在者，那么不可避免地，我们将不

得不否定所有较低等存在者的存在，包括这个由第一

个存在者而产生的宇宙。换句话说，宇宙以及其中的

一切都不过是幻想物，事实上没有地球、没有天空、

没有月亮、没有太阳、没有群星、没有人的存在、没

有动物、没有树木、没有水、没有空气，一切什么都

没有。 

例如，让我们称这个宇宙为 A， 称其创造者为 B，

假设 C 创造了 B，而 D 又创造了 C，并且继续表明每

个存在者都是由另一个无休止的更高的存在者所创造

的。我们将永远无法确定一个可以被称为第一个起因

的起因，而且当无法确定第一个起因时，之后的任何

起因就都不能确定；即，没有确定第一个起因将会导

致所有后续的起因均无效。回到上面的例子，如果 D

是不确定的，C 必然也不会确定；如果没有 C，那么

就不会有 B；如果没有 B，那么就不会有 A。因此，否

定 D 必然会导致否定 A。然而 A 的存在（我们指定这

个字母代表这个世界）是一致公认的，没有人可以否

认这一点。因此，那种无法确定第一个起因的推理是

错误的，因为这会使你否认宇宙的存在。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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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确定第一个起因。即，相信一个在他之上没有

存在的存在，显然那是唯一的非被造物，我们称他为

安拉。总之，无论这条（因果关系）链有多长，我们

都必须要确定它的终点。即，我们将不得不接受这个

链条源头上的一些存在，而第一个存在者就是安拉，

他是非被造物。而在他之下的所有其它事物，无论他

们在自然能力还是在内在能力上都比对方优越和更加

卓越，都毫无例外地是创造物的一部分，并由独一的

安拉所统治。 

现在我想要简要地说一下“谁是安拉的创造者或

主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关于安拉的

这样一个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安拉的常德和被造物

的概念是相互排斥的，从逻辑上讲，将两者结合起来

是不可能的。“安拉”这个词必须留给万物中至高无

上的那一位存在者，而“创造” 这个词意指一位具有

创造能力的更高存在者的存在。因此，这两个概念不

能以任何方式结合起来。称某人为“被创造的”意味

着我们相信有更高的存在者的存在，他是其的创造者

和主宰。所以，如果“安拉”是被创造的，那么必然

在“安拉”之上应该有一位存在者，他是“安拉”的

创造者，“安拉”的主宰，对“安拉”拥有主权，他

维持着“安拉”。总之，他就是在各个方面都高于

“安拉”并优于“安拉”的。如果确实有这样一位存

在者，那么更高的存在者就是安拉，而不是所谓的被

创造、被支配和被统治的从属的“安拉”。睿智的人

不会在更高的存在者面前对从属的存在者使用安拉这

个词。再想一想：只有当你认为一位存在者不是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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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你才能称他为安拉。一旦你引入他是被创造的概

念，你就不得不接受一位在他之上更高的存在者的存

在，他应该是前者的创造者和主宰。这就立刻把安拉

的从属地位转移到更高的地位。简而言之，被创造的

存在者不可能是安拉，他的创造者和更高的存在者才

被称为安拉。因此，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存在者不能既

是安拉又是创造物。一个存在者不可能既是安拉又是

被造物，因此如果我们接受一个存在者为安拉，那么

关于他的创造者的问题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第三，我想回答这个疑问，尽管这是毫无疑问的。

让我们暂时假设安拉是被创造的，然后看到结果。显

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些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征和性

质。例如，水具有空气和石头所没有的特性，因此这

就是我们如何把它与空气和石头区分开的。如果那些

特性从水中除去，那么它就不再是水了。简而言之，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特征和性质，并将其与其它事

物相区分。当我们在一个存在者身上使用安拉这个词

时，我们的理性认为一些常德使他当之无愧，并使他

与其它存在者相区别。即，这些常德是安拉存在的支

柱，如果剥夺了它们，他将不再是安拉。例如，理性

告诉我们如果安拉存在，他应当是永生的和不灭的；

即，他应当是永恒的。逻辑上表明，如果有安拉，他

应当是自给自足的；即，他应该能够在没有任何其它

存在者的支持下维持自己。他应当是全能的；即，他

的权力应该是绝对的，没有任何人能干涉他的工作。

他应当是唯一的；即，他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

他任何人或物宣称与他同等。理性告诉我们如果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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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他在其常德上应当是永恒的和独立的，他的常

德的存在不应当依赖任何其他存在者的意志。 

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安拉的那一位一定要有我

上面解释过的一些常德，因为没有这些常德的话，宇

宙的永久系统就无法维持。也就是说，这些常德是安

拉宝座的支柱，没有它们，宇宙就不可能存在。如果

我们假设安拉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他不可能具有任

何这些常德。例如，如果安拉是被创造出来的，他不

可能是永恒的，我们将不得不相信他是新近的。一位

被创造出来的安拉不可能是不灭的，我们将不得不相

信他是终将灭亡的。如果安拉是被创造出来的，他不

可能是自给自足的，他将必须由他的创造者和主宰来

维持。如果安拉是被创造出来的，他就不可能是全能

的，我们将不得不相信他的力量是有限的，并且他的

创造者和主宰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他的工作。如果安

拉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他不可能是独一的，我们将

不得不认为除他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安拉的可能性，因

为存在者没有理由能创造出一位安拉而不创造出许多

的安拉来显示他的创造、力量和权力的常德的广阔性。

如果安拉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他不可能在他的任何

常德上都是永恒的和独立的，并且我们将不得不相信

他的每一个常德都取决于创造他的那位存在者的意志

和恩惠，因为被创造者的每一个属性也是由创造者创

造和支配的。简而言之，由于相信安拉是被创造出来

的，他的所有常德，可以说是安拉宝座的支柱都变得

无效了，安拉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被造物，在一切事

物上寻求其创造者和主宰的支持，而根本没有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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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总之，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安拉和被造物都是

如此的相互对立和相互矛盾，以至于它们不能以任何

一种方式共同存在。因此，我们被迫认为我们称之为

安拉的存在者不是被创造的，也不要对那些我们视为

被造物的东西来使用“安拉”这个名字。 

 

为什么不认为这个宇宙为非被造物？ 
 

在此之后，我想消除大多数人心中出现的另一个

由欧洲无神论者普遍提出的疑问：如果我们必须确定

安拉不是被创造的，相信他是没有任何的创造者和主

宰而自我存在的，为什么不通过宣告这个宇宙是自我

存的和非被造物来结束所有辩论呢？这是大多数人心

中确实会产生的疑问，并且通常是由无神论者提出的。

如果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显然是基于缺乏思考的基础

之上的一个无知的猜测，而且基本上是毫无根据的。

这种怀疑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由于人们相信安拉

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在没有创造者代理的情况下，

任何事物都有可能独自的开始存在。一旦这被确定的

话，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并

且相信在它之上有安拉的存在。为什么不宣布这个宇

宙是非被造物和自我存在的，并到此为止呢？答案是：

我们认为宇宙是被创造的，因为对于创造所有事物来

说它不是必须的，而是因为它的属性证明它是被创造

出来的。如果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

其属性如何，所有事物无一例外都必须是被创造出来



我们的安拉 

 

80 
 

的，那么这种批评是针对我们的，要么认为安拉也是

被创造出来的存在者，要么放弃了这一原则，接受宇

宙是非被造物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安拉是非

被造物，因此无妨认为宇宙也是非被造物，这一点是

站不住脚的。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有的性质，人们只能

据此形成自己的观点。水的性质不同于火、石头和空

气，如果我们以相同的规则来看待它们，并以同样的

方式来评估它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知的。我们不

能通过使用适用于世俗事物的标准来形成对安拉的看

法；我们也不能使用适用于安拉的标准来探索宇宙。

所有事物都根据其特有的特点分别进行判断。 

当我们运用这一原则时，很明显安拉不是被创造

出来的，而宇宙无疑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在上面的

讨论中已经确定他不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如果

我们接受他这样的话；即神性瞬间从他转移到他的创

造者。换句话说，一旦创造的想法浮现在我们的脑海

里，安拉就不再是安拉了。第二，如果我们相信安拉

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必须否认所有那些支撑安拉宝

座支柱的常德，没有这些常德，安拉就不再是安拉了。

简而言之，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安拉不会是被创造

出来的。上面已经详细讨论了宇宙的情况，它的性质

证明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

欣然接受它不是被创造的。然而，安拉由于他的常德，

使我们确信他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状况证明它

是某些更高的存在者的创造力的体现，并由他维持。 

首先，我们不必因为相信宇宙是被创造的而去反

驳它任何一部分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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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创造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否认他所有的基本常

德，请参阅前文。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水、火和空气

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不必否认它们的任何自然特

征；如果我们相信人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不会损害他

作为人的地位；如果我们相信地球、月亮和太阳是被

创造出来的，这对其基本特征也没有影响。同样地，

如果我们把创造性归于其它因素，它们的性质不会改

变。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基本特征，无

论是高的还是低的，无论是复合的还是单一的，都不

会因为假设它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失效，它们都仍然保

持原样。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安拉是被创造的，那么

构成它宝座支柱的所有他的常德都会失效，并且他不

再是安拉了。因此，由于我们相信安拉是非被造物，

就不妨认为宇宙也是非被造物，这是无知的假设。水

是一种液体，它的形状与倒入的容器相同，但是没有

一位智者建议用石头做同样的事情。这完全是无知，

不会引起任何理智的人的注意。安拉是非被造物，因

为他不可能这样；即，他不可能是被创造出来的，因

为那会使他的神性消失，（就像石头不可能呈现出它

所放置的容器的形状一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就

不再是石头了）。而被造物不会与世界上任何其它事

物的任何基本特性发生冲突，区别是很明显的。 

到目前为止，我只说过假设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

被创造的，我们不会被迫否认它的任何特性，因此我

们应该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是确定这个宇宙是

被创造的这一事实的一般原则。现在，我想简单地说

一下，不仅没有理由否认这个宇宙是创造物，而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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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宇宙的状态也迫使我们断言它是被创造出来的。 

首先，宇宙是多元性的。宇宙不是单一的事物，

它是无数事物的集合。如此庞大的多元性，这是人类

无法理解的，这就要求这个宇宙应该有一个创造者和

主宰，他可以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将众多的事物聚集

在一起。相比之下，无论是宗教还是理性，安拉都被

认为是独一的，因此不需要组织者。 

第二，宇宙具有多样性；即，它不是一种事物的

集合，而是由无数不同形式和类型的事物组成，每一

个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在各自的范围内并在不同的法

则下运行。这种多样性也证实了需要一位创造者、主

宰、全能者和安排者的存在，他能把所有在不同的法

则下运作的这些多的数不清的事物统一到一个集体的

法则上来。就安拉来说，他是独一的，所以不存在多

样性的问题。 

第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衰落和变化；即，

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保持一种状态，而是它

一直在改变并减少其有限的年龄。这也证明这个宇宙

并不是自我存在的，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存在者的统治

之下。然而，安拉是不变的，也不受时间的影响，他

就应该是这样的。 

第四，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在其能力、自然倾向和

作用范围方面都有局限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

事物具有如此完美的属性，以至于没有任何局限或限

制。 

这种属性和特点的局限性表明一位存在者决定了

这些限制；即，有一位存在者根据一项法则对这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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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中的一切事物设定边界和限制，而他自己却独立于

所有的限制之外。 

第五，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是自我维持的，而是

依赖于其他存在者而生存。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宇宙

中的所有事物都会影响其它事物，并且也会受到其它

事物的影响，而这正是其生存所必需的。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独自存在。这个事实暗

示着这个宇宙不可能自我存在，而是由一个更高的存

在者来维持的，他明智地安排了一切事物，并将一切

都放置在这个世界中适当的位置。 

第六，在这个宇宙中有一种设计或安排，需要有

意识的设计师。就安拉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第七，宇宙表现出为一个目标和一个最终的原因

而工作。通过对自然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明确的计划

下，一切事物的潜在寿命需要另外一位存在者在背后

拉动这个宇宙无形的绳索，并将其引向特定的目标和

终结。相比之下，最终原因的问题对于安拉来说是不

会出现的，因为他是独一的，是最初的和最终的，是

自我维持和独立的，具有一切的完美。同样，宇宙的

所有其他状况和细节都证明了它是被造物。 

简而言之，这个宇宙的状态迫使我们表明它是由

一位主宰创造和拥有的。相比之下，安拉的常德要求

他不能是被创造的，神性与创造在意义上是相互排斥

的，不能共存于一个存在者中。这个问题即，如果安

拉可以是非被造物，那么为什么宇宙就不可能如此，

这是出于幼稚和无知。事实是，除了安拉没有创造者

以外，所有事物都是被创造的。除了安拉没有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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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所有事物都是被统治的。除了安拉没有主宰以

外，所有事物都是被主宰所拥有的。安拉是所有线条

交汇的焦点，没有可以超越此路径。明白这一点并能

避免毁灭的人是有福的。 

据记载，圣洁的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曾说过：“你可以一直询问关于一切事物是谁创造了

它，但是当到达安拉时，就不要再问了。”一个无知

的人可能会认为他对他的追随者们关闭了独立研究的

大门，禁止他们询问这个学术问题以避免他们的疑虑。 

然而，圣洁的先知只表达了以上所说的内容；即，除

了安拉以外，所以的事物都会出现被创造的问题，任

何人提出关于安拉的问题都证明了他的无知。圣洁的

先知不是因为知识而关闭了大门，而是因为无知才关

闭了大门。他没有阻止研究的道路，而是禁止追逐迷

信。 
 

ِعَّلَّيْہِِ ِلّ ِصَّ ِٓاِلہ ِاَّللُّٰھّمَّ ِوَّ ِلّْمِوَّ سَّ اوَّ َّیُّھَّ ُمواِتَّْسِليًماِیَّاِأ لِّ سَّ لُّواِعَّلَّيِْهِوَّ ُنواِصَّ ِٓاَّمَّ  ۔الَِّّذینَّ

 

安拉啊！你赐予他幸福与平安吧；信仰的人们啊，

你们要为他多多的祈祷幸福与平安。 
 

总而言之，这个广阔的宇宙拥有一个极其明智的

组织在运行，无论单个的还是集体的，其形状各异，

千变万化，非自我存在的和被限定的目标证明了这样

一个事实：它不是自我存在的，而是由于一位更高的

存在者的创造力的作用而存在的，并由同一位存在者

保护和维持，他自己是非被造物，他也没有主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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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后的原因，一切其它的汇集都归于他。我想用主

许迈喜合的一首优美的诗来结束这一讨论： 
 

اک ءسک دقر اظرہ ےہ ونر اس دبم ر  الونا  ا

 نب راہ ےہ اسرا اعمل ٓاہنیئ ااصبر اک
 

看哪！安拉的光明是多么的明显，他是

一切光明的基本光源； 

整个宇宙都在变成一面反映的镜子；使

眼睛能觉察到他。 

 

 اچدن وک لک دھکی رک ںیم تخس لکیب وہ ایگ

ں اس ںیم امجِل ایر  اک ویکہکن ھچک ھچک اھت اشن

 

昨晚在仰望月亮的时候，我变得如此地

激动； 

在美丽的月光中，我看到我敬爱的安拉

的美丽的踪迹。 

 

 اس اہبِر نسح اک دل ںیم امہرے وجش ےہ

و  اک ھچک ذرک مہ ےس رتک ای اتاتر تم رک

 

在那完美无缺的，美丽的影响下；我的

心潮翻腾； 

不要向我叙说土耳其人或鞑靼人的秀色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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رہ ے  رت اک ایپر رتی دق بجع ولجہ  ف ےہ   رط

ر ددیا ے  ہ ےہ رت یہ را و دںیھکی  ف   اک سج رط

 

我敬爱的安拉啊！您到处显示的创造

力是多么地美妙； 

不论我向哪条道路望去我看到每条道

路都通向您那里。 

 

ںیہ ومںیج رتی وہشمد   ہمشچٔ وخردیش ںیم 

 اتسرے ںیم امتاش ےہ رتی اکمچر اک رہ

 

在那太阳的源泉中，目睹您力量的潮流； 

每颗星星都闪烁着您的光辉。 

 

کمن اک   ےنپ اہھت ےس ڑھچ ں ہپ ا رووح وخد   وتےن 

اک ر  ِن زا ِر تبحم اعاقش ےس ےہ وش  اس 

 

您用自己的手在创痛的心上撒了盐粒； 

引 起 了 思 慕 的 情 侣 的 痛 苦 的 哭 泣 声 。 

 

ک ذرہ ںیم رےھک ںیہ وخاص  ایک بجع وتےن رہا

اک ر   وکن ڑپھ اتکسےہ اسرا درتف اِن ارسا

 

您赋予每一细微的东西多么神秘的特性； 

谁能读遍这些长篇的有关这些神秘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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یئ یھب ااہتن اپات اک وک  ںیہن ریتی دقرت 

اک سک ےس لھک اتکس ر   دوشا
ٔ

 ےہ چیپ اس دقعہ

 

没有人能够理解您的创造的最终意图； 

谁能解开这一难解的谜语的结网呢？ 

 

یکوخب   روویں ںیم المتح ےہ رتے اس نسُح 

ر رہ ا اس رتی زلگ  اک لگ و نشلگ ںیم ےہ رگن 

 

是你的美丽使每一张优美的脸庞增添了

魅力； 

每一朵花和每一座花园的色调和颜色

都是你美丽动人的映像。 

 

ےہ ےھجت اھکیت  ںیسح رہدم د  مشچِ تسم ِ رہ

ےئ اہھت ےہ ریتی رطف رہ ر وسیگ  اک دمخا

 

所有那些赋有美色的人们，他们的柔

美醉人的眼睛；时刻向人们提到您； 

每个头发卷曲的人，他们的手指都指

向您的方面。 

 

احلئ وہ وس ےئگ ٓاھکن ےک ادنوھں وک   اجحب وس

ر اک  ورہن ہلبق اھت رتا رخ اکرف و دںی د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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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位信士或非信士来说，只有你

的面容才应该是焦点； 

可惜啊！盲目的人们却遭遇了千百层

的面纱。 

 

ک غیتِ زیت ںیہ دربلا ا  ںیہ رتی ایپری اگن

ات ا سج ےس ٹک اج  اک مغِ اایغر ےہ بس ڑگھج

 

我亲爱的（安拉）啊，你迷人的目

光就像一把利剑； 

斩断了对他人忠诚和爱的束缚。 

 

 ےنلم ےک ےئل مہ لم ےئگ ںیہ اخک ںیمریتے 

ھچک اس رجہ ر اک ات رگم درامں وہ   ےک ٓازا

 

为了赢得你的爱，我使自己化为灰烬； 

希望这种分离的痛苦能因此有所减轻。 

 

 اکی دم یھب لک ںیہن ڑپیت ےھجم ریتے وسا

اک  اجں یٹھگ اجیت ےہ ےسیج دل ےٹھگ امیبر 

 

除非我和你在一起，否则我会坐立不安； 

就像一位病人沮丧的心情一样，生命

似乎正在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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ہچ  اسیک وشر ربخےہ رتے وک  ںیم ےل دلجی 

اک ر  ہن ونجمں وا یسک دویا ےئ  ہن وہ اج  وخں 

 

为什么这种声音在你附近？快去打听！ 

免得失恋的情人不明的死去。 

 

善恶的意识作为证据 
 

我要提出的下一个关于安拉存在的逻辑证据与刻

在每个人فطرۃ（天性）中的道德准则有关。换句话说，

正如最后一个论据那样，出现在人类和宇宙的其它事

物中，与单独和共同运行的自然法则有关，这个证据

是基于运行于所有人的فطرۃ（天性）中的道德准则之上，

任何智者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善恶的意识被铭刻在了

人的天性之中，没有人会例外。可事实上，有些人受

外界影响，它可能被削弱或被抑制到几近消失的程度；

即使这样，它还是会时不时地以某种形式或其它不同

的形式出现。每个人，无论他的状况多么恶劣，出于

天性都会喜欢善良并讨厌邪恶。一位长期存在的极其

冷酷无情的小偷，他已将他的天性埋葬于黑暗的罪恶

面纱之下，屡次非法盗窃和抢夺他人财产，厌烦了别

人的指责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良知的追问，可能会无

耻地为自己辩解说，他的盗窃行为并不是一件不良行

为，因为这就像其他人从事各种职业挣钱谋生一样，

他也是在努力工作，辛辛苦苦并冒着生命危险维持着

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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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当然也会有他的良知责备他并告诉

他，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并怀有恶意的时候。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时候，当一个小偷变老并意识到来日不多

时，他开始变得倾向于放弃偷窃，并开始关注起为他

的良知作出补偿。即使某些人的良知已完全淡漠，以

至于他开始以自己的恶行为荣，显然已经完全丧失了

善恶感，但细心的观察者不难发现，实际上这样的人

并非没有所谓善恶感的天性美德。在与别人打交道时

他看起来没有良知，但是当涉及到与他打交道的其他

人时，他被压制的良知就会苏醒，他决不会同意放弃

他那一点最小的权利，这是由他的善恶感决定的。例

如，以一个长期偷盗的惯偷为例，他由于反复的偷盗

行为已完全泯灭了他的فطرۃ（天性），可能感觉或似乎

觉得这是正当的，但是当别人把手放在他的财物上时，

他半死不活的天性就会对此有所觉察，并会捍卫自己

的权利。同样的，一个通奸者总是找机会侵犯别人的

女儿、姐妹和妻子的贞操，并沉湎于他的猥亵行为，

以至于如果有人试图阻止他，他会无耻地为自己辩解，

说这没什么错，因为他是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才

这样做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其他人都应该管好他

们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有人也把手放在了他自己的家

庭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他忘记了如果他有权利满足

自己的感官欲望，那么别人也如此。同样的，一个惯

于说谎的人可能通过欺骗别人而获得快乐，但是当别

人用谎言欺骗他时，他就会充满愤怒和怒火，并伺机

报复。 

简而言之，善恶的意识是每个人都固有的，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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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强有力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人不是仅凭着偶然的机会

或盲目的法则而自我出现的，而是一位全知的和全智

的存在者以明确的目标而创造了他。目的是要培育他

的天性本能，作为种子植入他的体内，为巨大的进步

开辟道路。这将发展出美丽而优雅的完美根源和唯一

的生命源泉的形象—即安拉，使他能够在永恒中达到

各种美丽和优雅的高度。请认真思考：这种善恶感铭

刻在了每个人的فطرۃ（天性）中，这隐藏之光的涌流照

亮了每个人的内心，绝不可能是盲目的偶然性或盲目

进化的结果。这清楚地证明这种天性本能的创造者是

一位发号施令的具有意识的存在者，他创造人类的目

的是为了发展这种天性本能，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位具有一丁点思考能力的人能把这

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内在善恶感认为仅仅是偶然的

或自然进化的结果。 

有人说这个宇宙就像一台机器，它的各部件根据

它们的用途在各自的范围内机械性的工作，从而得出

结论：安拉不存在。他们应该真正的思考，这种让每

个人都倾向于行善的内在意识会是盲目的机械性的结

果吗？是否存在可以区分穷人与富人、幸运者与倒霉

者、年轻人与老年人、虚弱者与强壮者、孤儿与非孤

儿的那样一台机器？以一台磨面机为例：它是不是为

穷人、倒霉者、老年人、虚弱者或孤儿磨面会比为富

人、幸运者、年轻人、强壮者或父母都在世的孩子磨

的更好和更快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器，也不可能有

这样的机器，那么就不存在内在的善恶感，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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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美好和展现怜悯、热爱、宽恕、帮助受难者或在

适当的情况下作出牺牲，证明人类的生活不会像机器

一样机械性的运转，然而是有另一位存在者以一种特

别的目的把这些情感铭刻在了人的فطرۃ（天性）中吗？ 

同样地，人们憎恶地看待邪恶是人类天性的一部

分，当他在疏忽大意或挑衅时犯了罪，他会感到后悔。

这也证明了人类的生活不是机器式的，而是某位更高

的存在者以特定的目的创造了它，并且天性的守卫者

已被安排在他具有特定目的的内心城堡上。 

人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丰富的情感，在他的天性中

播下了恰当和不恰当地使用每种情感的意识，在任何

情况下都倾向于选择恰当的使用而避免不恰当的使用。

教法为了培育这些隐藏在人类فطرۃ（天性）中的种子而

不断被揭示。简而言之，在人类的天性中固有的善与

恶的意识对于人类不是自我存在的和他的生活也不是

机械式的是强有力的证据。相反，是在背后有一位具

有坚定意志的全智的存在者，他是以特定的目的而创

造了人。 

如果此时有人提出问题，这种与生俱来的意识难

道不可能是周围环境以及家庭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吗？

也就是说，这种对良善的喜爱和对邪恶的厌恶可能不

是固有的，而是人类通过经历善恶而学到了某些东西，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看起来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对此的答案是，虽然这种

批评似乎值得考虑，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很明

显只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善与恶的意识：要么就像提

问者认为的那样，是通过长期的经验和我们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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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要么就是来自于一位更高的存在者的赐予，

就像是伊斯兰教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无法想出第

三种方式。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看看这两种说法中哪一

种是正确的，并且是基于现实的。我们注意到第一种

方式是不论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对善与恶的意识有一

种统一性；即，这种理解从本质上看其形式和风格在

各个民族与各个时代都是相似的。这清楚地证明它不

可能是经验和我们周围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由一位

至高无上的和最重要的外在力量赋予在人类的天性之

中。由于经验和环境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任何事物，都

一定会因人而异，随时变化。特别是在不同民族彼此

不相了解和缺乏社会交往的早期，因为每个人的经历

和状况都各不相同。所以这种意识在不同的民族中肯

定会有不同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民族习俗和方式肯定

会受到环境条件的影响，各个民族都会有所不同。因

此，如果对善恶的认识是基于人们的状况和经验，那

么它将因人而异，并不时变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这种意识在每个时代和每个民族中都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是在一致的状况下。举一个例子，有两个环

境截然不同的民族，一个是有教养、受过教育的和文

明的民族，另一个是原始的、无知的和野蛮的民族。

尽管存在这种程度的差异，但仅就善与恶的认识而言，

是一致的和相同的，即使存在任何差异，那也是涉及

到后天发展的问题；即，这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民族中

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和方向发展，而在另一个民族中则

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向发展。但是，当分别观看它们后

来的效果时，从本质上讲，它们在形式和风格上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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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都是相同的。这证明善与恶的意识在其本质上来说

不是由环境和经验带来的，而是内在的，没有人会被

剥夺掉它。 

第二个证据是对是非的认识是内在的，而不是后

天获得的，它似乎在某些事物上起作用，但任何明智

的人都不会把它归因于经验和环境。换句话说，这些

事物无法凭借人类的经验以任何方式看清其利弊，对

它们的任何认识都不能归因于经验和环境，但无疑会

被认为是源于一位更高的存在者，他睿智地将它赋予

了每个人。例如，我们看到对尸体的一些尊重形式古

往今来普遍存在于所有民族中。显然，就其本质而言，

这与经验和环境无关，除了天性本能以外不能归因于

任何事物。简而言之，对于善与恶的认识，与从未经

历过并且似乎与没有物质利益的事物有关，这是一个

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意识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由

一位更高的存在者注入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内在特质。 

第三个证据是善恶感是内在的，在某些情况下，

它以一种违背民族传统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它不能

归因于后者，因为结果永远不会与成因发生冲突。历

史上有许多例子，例如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由于某些情

况而变得冷酷无情，其人民也变得残忍和僵化，民族

传统使其每个人都变得铁石心肠、残忍和无情。然而，

仔细研究他们的天性、心理和生活史就会发现被这种

冷酷无情的面纱所掩盖着的怜悯之情，这种感情不时

地会以一种或其它种方式表现出来。同样地，有这样

的例子，当一个民族经历了培养怜悯、宽恕和温情到

达一定程度的情况，对这个民族的每一员来说，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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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已变得等同于仁慈。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该

民族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如果改革要求残酷和粗暴，

而宽恕和怜悯是有害的，那么人们应该采用残酷作为

适当的惩罚方式，而不是宽恕和怜悯。简而言之，有

时这种对善与恶的认识与一个民族的状况和当地的传

统相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فطرۃ（天性）的一部分，

它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压制，但永远不会消失。这就是

为什么人们经常看到家庭和国家的环境把一个人的性

格塑造成一种新的天性，可以称之为“第二天性”。 

即便如此，当根本的天性被搅动时，会像一座被封闭

的火山一样，从第二天性的面纱中喷发出来。 

综上所述，环境和传统确实导致了一种天性的发

展，但那是第二天性，并不是根本的天性。后者与国

情、传统或经验无关，而是人类构成的一部分。فطرۃ
（天性）以极其明智的方式被赋予了对善与恶的认识，

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天性有一位明智的创

造者，他以明确的目的把这种元素铭刻其中。尊贵的

《古兰经》说： 

ا ھَّ مَّ ََّْلَّ أ اِفَّ هَّ ا۔ُِفُجورَّ اهَّ تَّْقوَّ وَّ  
 

他 （安拉）已启示了它邪恶（的道路）

和敬畏（的道路） 。(91:9) 
 

它又说： 

یْنَّاهُِ دَّ هَّ یِْن۔ِوَّ الّنَّْجدَّ  
 

我给他指出了（善恶的） 两条道路。  （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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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地方也明确指出： 
 

ِ لَّ ُهْمِعَّ دَّ َّْشھَّ أ یَّّتَُّھْمِوَّ ُِذّرِ ِِمْنُِظُھوِرِهْم مَّ ِِمْنِبَِّنِٓاَّدَّ بُّكَّ ِرَّ ذَّ َّخَّ ِأ إِْذ َّْنُفِسِھْمِوَّ أ
اِ ذَّ ِهَّ ِعَّْن ُِكّنَّا ِإِّنَّا ِۃ ِالِْقيَّامَّ ِیَّْومَّ ِأَّْنِتَُّقولُوا ِھْدنَّا ِشَّ ِبَّلَّ ِقَّالُوا بُِّكْم ِبِرَّ َّلَّْسُت أ

 ۔غَّاِفِلْيَِّ

 

（要记着）当你的养主从阿丹子孙的背

脊生出他们的后代,并使他们做对他们自己的

证明时,(我问道:)“我不是你们的养主？” 

他们说:“怎么不是？”我们做(这项真理的) 

证明。”(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避免你

们在复生日说: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 (教

义)。”（7:173） 

 

总之，善与恶的意识存在于每个人的فطرۃ（天性）

中，这种固有的意识证明人类不是自我形成出现的，

也不是盲目的法则的产物。这是安拉的存在如此清楚

的明证，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否认它。 

 

普遍接受的证据 
 

我想提出的下一个论点是普遍接受的论点。它所

依据的原则是：世界各地接受一种经历了历朝历代的

观念或信仰，就可以证明这种观念或信仰在其实质上

是基于真理的。尊贵的《古兰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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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 ّمَّ اَّ بَُّدِ فَّ ُبِ الّزَّ يَّْذهَّ ٓاءًِ فَّ ِ ١ُۚجفَّ ا وَّ ا اَّّمَّ عُِ مَّ ِ یَّْنفَّ يَّْمُكُثِ الّنَّاسَّ  اْلَّْرِضِ ِِفِ فَّ

 

关于浮渣, 它被弃掷 (而毁灭) , 至于那有

益于人的东西, 则留存地上。(13:18) 

 

同样地，我们有“适者生存”的科学原则；即，

在生存的斗争中，只有有用的和有价值的生存繁荣起

来，其余的都灭亡了。我们的观察还认为，只有有益

的事物才能获得真正的长寿，而有害的、没价值的或

没用的事物不能在世界各地无限地繁荣。我的意思不

是说一件错误的或没有益处的事物不能够在世界上建

立起了；相反，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事物的存在不可能

是永久的和全球性的，它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和有限的。 

按照这个原则来看，对安拉的信仰是任何明智的

人都不能否认的学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论大小、

文明或不文明、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无论他们身

在何处，尽管存在无数的差异，但所有这些民族都承

认这个宇宙不是恰好出现的，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并

且由一位更高的存在者所拥有的信念不只限于当代的

民族，而是在有记载的历史上，无一例外地在所有民

族中都能看到。诚然，在那位更高的存在者的常德上

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形式和样子

呈现安拉。有些人相信独一的安拉，没有其他的神灵

在他之上或之下；而另一些人却相信有许多神灵，并

坚持敬拜所有的那些神灵。简而言之，关于安拉的存

在和他的常德，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但所有民族的宗教焦点出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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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宇宙不是自己形成的；相反，它是一位更高的存

在者的全能的奇迹。 

犹太人和基督徒、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锡克教

教徒和祆教教徒、耆那教徒和佛教徒、北美的印第安

人、南非的霍屯督人和祖鲁人、西非土著民和澳大利

亚原住民、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印

度的冈德人和桑塔尔人、中国的道家，当我们从时代

的角度看，我们看到了当代的人、中世纪的人、史前

时代的人和原始部落的人。简而言之，无论哪个民族

和哪个时期，都相信这个宇宙由某位更高的存在者所

支配着，以一种形式或其它种形式显现出来。因此，

古往今来所有民族对安拉存在的共识尽管存在大量分

歧，也无论他的常德是什么以及他是独一的还是多个

的，这些都构成了安拉存在的证据，任何有理智的人

都无法否认。我并不是说这些民族声称已经看到或承

认安拉，并作为见证人已感知到了他的常德。我要说

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尽管宗教上有无数的分歧，但

自古以来就以一种形式或其它形式宣称对安拉的信仰，

而且仅此一种宣称，由于它的普遍接受，构成了能确

证安拉存在的证据。 

仔细想想如此对一种信仰的普遍接受，所有民族

都宣称它是其信仰的焦点，未能从一个民族有记录的

历史中找到仅有的一例来从整体上拒绝这种信仰，对

于上述信仰的真实性的确构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

错误的信仰确实在世界上生根发芽，有时它们在某一

时期内广泛传播，但是绝不会出现这样错误的一种信

仰传遍全球以至于无一例外地吞没了所有的民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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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其开始之日起绝不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超越一定

的时期而获得普遍的接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和平

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真假将很难分辨。因此，这种

信仰得到了广泛的和压倒性的接受；即，有一位超越

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更高的存在者统治着这个宇宙。这

种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信仰令人惊叹如此长久，

证明了对更高的存在者的信仰不可能是假的。 

古往今来确实都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任何的神。

然而，他们从未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获得过国家的地位，

无神论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被宣布为国家的信仰；无神

论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发起过运动。

除了暂时占据少数人的心灵以外，它从未有过任何意

义。在民族史上，无神论主义只能与一小撮叛乱分子

相提并论，他们不时地反抗一个有组织的并已确立的

政府，但是反抗不了多久；他们也没有在任何重要的

领土上实现任何持久而强大的政权。这样的叛乱者能

够挑战任何政府的权力吗？绝不可能！ 

 

信仰安拉是基于迷信吗？ 
 

在这里如果有人怀疑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所声称的

那样，已经确认一些古老民族根本没有对安拉信仰的

意识，那么答案如下：的确，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了

这点，尤其是他们断言生活在最早期的人们根本没有

对安拉信仰的意识；然而，仔细的研究表明，这样的

作者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做好他们的研究。

具体来说，他们错误的认为一些古代民族的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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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只不过是由于恐惧、无知和迷信，并由此错误地

得出结论，他们从未信仰独一的安拉。这绝对是不正

确的，事实上偶像崇拜虽然是由于无知造成的，但却

是对安拉信仰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它的根源。这也就

是说，偶像崇拜的信仰是产生于对安拉的信仰遭到破

坏的形式，绝不会出现在完全不相信安拉的情况下。

世界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民族最初信仰安拉，

后来偶像崇拜的观念悄然出现蔓延，有时甚至完全占

据主导地位，削弱和毁灭了对安拉的信仰。在存在这

样例子的情况下，虽然我们没有他们的历史记录，但

正义要求我们假设那些沉迷于偶像崇拜信仰的原始民

族，他们最初是信仰安拉的，后来演变为了偶像崇拜

信仰。实际上，有些人提出的否定我们观点的例子与

那些民族最早的历史记录没有被保存有关。在这种情

况下，忽略其它明确的例子并得出结论说这些民族从

一开始就持有偶像崇拜的观点，并且他们偶像崇拜的

信仰只不过是基于无知、恐惧和迷信，并且对独一的

安拉的信仰从未在他们中生根，这是不公平的。这样

的结论是任何公正、明理的人都无法接受的。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偶像崇拜

的信仰绝不可能仅仅是源于无知、恐惧和迷信，对安

拉的信仰一定在先出现。当一个人面对比他更强大、

更可怕、更宏伟或更有益的事物时，会很自然的感到

震惊。他会开始认为它是一件巨大的事物，被其所征

服并畏惧它。然而，如果他不了解崇拜的概念，那么

他绝对不可能出于敬畏或恐惧而将某些事物当作神，

并将其视为他的创造者和主宰。为了使崇拜的思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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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崇拜的概念必须要预先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人类

的想象力永远不能创造出一个概念，它只能模仿。也

就是说，如果某人看到过、听到过或经历过某些事物，

他的感知能力就可以在他的脑海中创造出它的形象，

然后他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展它。然而，如果他从

来没有见到过或听到过它，也没有亲眼目睹过类似的

事物，那么他的感知能力就无法在他的脑海中创造出

它的形象来。因此，由于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概念存

在于每个民族的信仰结构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接

受每个民族本质上都认同对安拉的信仰。 

有人可能会说，在这篇论文的开头着重指出了如

今大多数人都不信仰安拉，每个民族都沦为无神论的

牺牲品，然而现在我们被告知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信

仰安拉，无神论从来没有得到这种普遍的接受，这是

一个明显的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有人说所有的

国家都沦为无神论的牺牲品时，那是出于对实际信仰

的考虑，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教义，而不是实际信仰。

因此，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两者在它们各自

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的确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安

拉，因为他们的信仰没有生活在现实中，并且也不会

影响他们的生活。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以一种方式或

其它种方式认同对安拉的信仰，作为他们信仰体系的

一部分。因为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的软弱和多么的没

有生命力，甚至是偶像崇拜，他们的信仰可能是始终

坚持认为在这个宇宙之上有一位安拉，他支配着我们

的生活。显然，我们所谈论的是教义，而不是深刻的

见解。因此，这两种说法在适当的背景下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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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矛盾。 

总而言之，古往今来信仰安拉的教义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证明了它是建立在真理基础

上的，而无神论的学说是错误的和虚假的。 

 

确实性的三个阶段 

 
我要提出的下一个有利于安拉的论点不但是合乎

逻辑的，而且与关于确定安拉的“应该存在” 阶段有

关，为有辨别力的人认识安拉提供一个肯定和明显的

迹象。人们不能认为逻辑论证只是假设性的，不能达

到确信安拉的程度。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完全误解

了。关于安拉“应该存在”阶段是确定的阶段，就像

“确实存在”阶段是确定的阶段一样。不同之处在于 

“应该存在”阶段不能提供像“确实存在”阶段那样

所提供出的最大的确定性，并且也没有那么使人放心

和令人安慰。然而，任何明智的人都不应怀疑这是一

个确定的阶段。 

确定性有多个阶段，确定性的一个阶段是通过推

理实现的，当我们通过观察某些事物的效应来推断它

的存在。例如，当我们在森林中看到远处的烟时，我

们推断是大火释放出的烟，因为没有火就不可能有烟，

这就给了我们理性的确定。在《古兰经》的术语中这

被称为“推论的确定性”；即，在没有任何直接观察

的情况下通过推断得出的确定性。显然，“应该存在”

阶段属于这一类，因为我们从迹象上推断安拉的存在，

而不是直接观察。当我们用眼睛看到火或者感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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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度时，确定性的“应该存在”阶段变成了最终确

定性的“确实存在”阶段。换句话说，在“应该存在”

阶段，我们在推理的基础上相信安拉；在“确实存在”

阶段，我们不再依赖于推理，而是我们获得了一种现

实的观察。 

在这里提到尊贵的《古兰经》所描述的确定性的

另外两个阶段是恰当的。 

第一，如前所述，是“推论的确定性”，其中某

些事物的确定性是从它的迹象通过逻辑推理获得的。 

第二个阶段是“观察的确定性”，这标志着观察

的开始，并且不再需要推理。例如，当我们朝着烟的

方向走并开始用眼睛看到火时，那么我们不仅有“推

论的确定性”，而且还获得了“观察的确定性”；即，

我们相信直接观察的可靠，推理不在其中起作用。 

在这之上还有另一个阶段，在《古兰经》的术语

中称为“体验的确实性”。当人离火很近时，他就能

感受到它的热量，不仅能看到火而且也能从其热量中

获益，并且能从火光中分辨出正确的道路和错误的道

路，这个阶段就到达了。这是确定性的最终阶段，没

有超过它的其它阶段了。虽然在这个最终的阶段中还

分为几个阶段，但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领悟能力和

努力来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在这里无需赘言。 

简而言之，确定性有几个阶段，我们在此讨论的

“应该存在”的阶段被称为“推论的确定性”，这是

一个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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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先知的必然胜利 

 
纵观有记载的世界历史，我们注意到每当那些相

信安拉的人遭到那些否认安拉的人反抗时（无论是在

教义上还是实际上），前者总是胜利的。这表明某种

隐藏的力量有助于信仰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信仰者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在每次辩论中战胜不信者，通常情

况下胜利或失败遵循自然法则，一位遵循成功之路的

不信者没有理由不应该战胜一位没有遵循成功之路的

信仰者。成功通常是属于沿着成功之路前进的人。在

我的意识中并没有一般世俗的差异和对抗，而我的意

思是每当有人宣称他受安拉之命要在世界上建立信仰

时，他肯定会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没有任何世俗的

力量可以阻挡他的成功之路。尊贵的《古兰经》说： 

 

ُرُسِليكَِّ َّنَّاِوَّ ِأ َّّ َّغِْلبَّ ِْلَّ ُ ِالّلَّ ۔تَّبَّ  

 

安拉已经注定了:“我和我的使者们必定

胜利。”（58:22） 

因此，我们观察到使者独自前行，在物质上是孤

立无援的，而他的对手由于他们的人数和物资，看起

来似乎他们将很快的粉碎他。但是逐渐地，他有影响

力的使命被人们所接受，最终他取得成功，而他的对

手们被彻底羞辱了。世界已经目睹了这种情况不止一

次两次，也不止几十次数百次，而是数千次。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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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一位无神论者在这样的辩论中获胜的例

子，（我所说的无神论者是指要么是否认安拉的，要

么只是在形式上信仰而实际上不信的人）。 

我亲爱的人们啊！一场思想的战争发生在世界不

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下，

不是几十次数百次，而是数千次。每一次，安拉无助

和装备不足的仆人都会以安拉的名义对抗大规模装备

精良的不信者们的大军。战斗开始了，安拉的仆人取

得大获全胜，无神论的军队被俘，不得不加入他的追

随者中。这都是偶然的吗？仅举一个例子，在那种情

况下大批的不信者取得了胜利，而安拉的仆人在这样

的战斗中被羞辱了。这种情况难道不能提供令人信服

的证据证明那些以安拉的名义站出来的人是由一位全

能的存在者之手所支持的，反抗他们的物质手段是全

然不会有结果的吗？ 

看看克里希纳和拉姆·钱德拉·吉在印度的功绩。

这些伟大的人物曾经主张了什么？而印度忘恩负义的

人们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难道雅利

安人今天不屈服于这些神圣的人物吗？ 

看看圣祖易卜拉欣的生平历史，他是安拉的朋友。

这位安拉的仆人独自站起来，在叙利亚黑暗的山谷中

宣扬安拉。坚定的无神论者们把他扔进熊熊燃烧的烈

火中，然而那个显然无助的仆人毫无畏惧，继续赞颂

安拉，就好像他躺在了玫瑰床上一样。为什么？因为

易卜拉欣能听到安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易卜拉

欣啊！看看天空，你能数的清那些星星吗？”易卜拉

欣回答说：“我的主啊，谁能数的清你所创造的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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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安拉说：“易卜拉欣啊！你与我已立下了热爱

与忠诚的盟约，我现在以我自己的名义发誓，你的后

裔将会像指路的星星一样在天空中闪耀，并且没有人

能数清他们。”看看周围，今天易卜拉欣的追随者超

过了其他任何先知，而那些把他扔进火中的人在哪里

呢？ 

下一个以穆萨为例。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

家里人由于害怕法老，就把他放在筐子里并投入河中。

他被法老的人捡到，出于怜悯或其它的原因，奉法老

之命，他生活在了法老的家里。当他长大后，他曾经

因为违反了当地法律而担心会受到惩罚，他不得不逃

离这个国家。他在荒野中四处游荡，最终为一位虔诚

之士工作了十年，在这之后他结了婚。然后，他受到

了安拉的启示，就回到了法老的王宫并当面告诉他：

“我是安拉的使者，他创造了你、我和其它的一切，

你要派遣以色列人与我同去，否则你不会有好的结

局。”法老沉迷于权力，皱着眉说：“穆萨啊！你是

吃我家的剩饭长大的，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你清醒

清醒再讲话！”穆萨意识到忘乎所以的巨人不会恢复

其理智。他计划在秘密的掩护下巧妙地与以色列人一

起逃跑，不管后果如何。法老知道了这件事后勃然大

怒，他在大军的陪同下在荒野中追赶逃跑者，并很快

就追上了他们。在多年的奴役之后，以色列人变得懦

弱，看到法老的军队在他们身后而前面是可怕的大海，

令他们感到恐惧。他们问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穆萨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他看着人们惊恐的脸说： 

يَّْھِدیِنِ ِسَّ ّّبِ ِرَّ ِعيَّ ِمَّ ِإِّنَّ  ۔کََّّ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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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会如此!我的养主确是与我同在

的,他将指示我(成功的道路)。”（26:63） 

 

赞颂归于安拉！这就是当年因害怕当局而逃离埃

及的穆萨，现在正面对法老的军队并始终保持镇定。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海水分开为穆萨让出了一条路，

而法老和他全副武装的军队却被可怕的海浪所吞没。

它并没有就此结束，像易卜拉欣一样，穆萨的追随者

不计其数，却没有人在意法老，尽管他的木乃伊一直

在向人们发出警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拿撒勒的迈喜合。他出生在一

个贫穷的未婚以色列女人家里，这在那些心怀邪念的

犹太人中间引起了许多流言蜚语：“她未婚，这个男

孩从哪儿来的呢？”他们忘记了这孩子的出生是实现

了一个古老的预言1。他们忘记了这个男孩至少还有一

个母亲，而按照他们的说法，阿丹既没有母亲也没有

父亲。然而，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在圣

灵的支持下作出了与克里希纳在印度、易卜拉欣在叙

利亚和穆萨在埃及宣告的相同的主张。那些已经对他

感到厌烦的犹太人开始变得愤怒起来，最终由于他们

的阴谋而使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犹太人很高兴他们

成功了。但是迈喜合得到了安拉的帮助，从耻辱的死

亡中挽救了他，并安慰他说：“给犹太人暂时的支配

权是权宜之计，而我是你忠信的主，你的追随者们将

统辖犹太人直到世界末日，世界将会见证，真正获胜

的是你而不是犹太人。”今天的世界看到了什么？迈
                                                           

1
  参见《旧约》以赛亚书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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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合的追随者们岂不是征服了全世界吗？犹太人处于

什么状态？那些曾经用荆棘给迈喜合加冕并嘲笑他的

犹太人说：“看他，他是我们的‘国王’。” 今天，

迈喜合的仆人出于怜悯，想用圣地的王国给犹太人加

冕，但没有人允许这样做2。可以说十九个世纪以来，

整个以色列民族一直都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把

迈喜合放在了十字架上几个小时。多么严厉的报应啊！ 

然后，看看他们所有人的首领----穆罕默德·穆斯

塔法（受选者），愿安拉赐他平安和幸福（我愿为他

牺牲我的生命）。一个来自可敬却又贫穷的古来氏家

族的小伙子与一个贤惠的女人结婚，丈夫和妻子只在

一起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她就失去了她的丈夫。

她怀孕了，但令人痛苦的去世使她苦不堪言。这个孩

子出生了，这引发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复杂的感情：思

念丈夫的痛苦和抱着一个能传承丈夫名字的孩子的喜

悦感。按照古来氏的传统，她想把他交给一位贝都因

人的奶妈，但是谁会接受一个孤儿呢？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奶妈愿

意带着她的孩子，就这样众先知的首领在沙漠的茅舍

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早期。当他长大一点时，他回到了

他母亲身边。但不久之后，她与死去的丈夫在后世重

逢，这个男孩失去了父亲和母亲。他由一些亲戚抚养

长大，直到他成为一个青年人，并像其他古来氏人一

样以经商为生，岁月就这样过去了。他是个文盲不识

                                                           
2
  编者按：这篇论文写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期间，但在以色列建国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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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但以高尚的品德而受人尊敬，人们称呼他为“艾

敏”（即，可信赖的人）。当他年近四十岁的时候，

他开始变得倾向于独处，他善良的本性鄙视古来氏人

的风俗和信仰。他寻求高尚的道德准则和真正令人满

意的信仰。在麦加附近一座荒无人烟的山上，他选择

了一个荒凉的山洞作为他的独处之所。他在那里度过

了日日夜夜，以纪念一个未知的存在者，这未知的存

在者将会为他焦虑的心情带来极大的幸福。除了他住

在麦加的年迈的妻子外，他没有其他任何可信任的人，

她也开始担心她焦虑的丈夫的状况。 

直到有一天，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未知的存在者

的光辉射线伸向他纯洁的心灵，精神世界的广阔景象

开始在他面前展开。此后不久，他从这神秘的面纱中

走出来，向古来氏人宣布了安拉赋予他的身份，并告

诉他们安拉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除他之外再

没有主。他们对此付之一笑，并不把他当回事。然而

他坚持不懈，一些明智的、忠诚的人们聚集在他周围，

相信他并在他的事业上帮助他。人们很快意识到，他

们不能只是对此事一笑置之，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

会分裂他们的民族并引起纷争。这开始了一场世界历

史上无与伦比的波澜壮阔的战争，震撼了阿拉伯世界

二十年，阿拉伯地区从一端到另一端都点燃了战火，

直到整个地区都聚集在独一的安拉的旗帜下才熄灭。

最初，麦加的古来氏人试图强迫少数的穆斯林回到他

们旧的信仰，并以暴政压迫他们，所记录下的那些暴

虐令人毛骨悚然。 

比俩里是一位天性正直的阿比西尼亚的奴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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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主人伍麦叶•本•哈勒夫残

忍地折磨他，这个邪恶的人让他脱掉衣服赤身露体的

躺在炎热的正午烈日下的沙子上，此时的大地正是灼

热之时，把一块大石头放在他的胸膛上，自己站在上

面，然后说道：“放弃穆罕默德，停止崇拜独一的安

拉并向偶像俯伏叩首，否则我会像这样折磨死你。” 

比俩里并不精通阿拉伯语，他仰望着天空说：“艾哈

德！艾哈德！”这个意思是：安拉是独一的，安拉是

独一的，我不能离开他。然后这残暴的主人用绳子将

他绑起来，并把他交给街头的恶棍们，他们沿着麦加

的石头路上拖着他走，他赤裸的身体因此受伤并且大

量的出血。伍麦叶再次问他：“你现在怎么说？”比

俩里再次说出同样的话：“艾哈德！艾哈德！”即：

安拉是独一的，安拉是独一的。那些街头的恶棍在伍

麦叶的点头示意下，再次将他拖到灼热的石头上。 

另一位穆斯林叫胡巴卜，他不是奴隶，而是在麦

加做铁匠。邪恶的古来氏青年男子愤怒地使他躺在炉

子熊熊燃烧的煤上，一个人会坐在他的胸膛上以防止

他侧身，直到煤在他的背后烧尽为止，然而这位忠诚

的仆人并没有放弃安拉。萨米耶是一位贫穷的穆斯林

妇女，艾卜•哲赫勒威胁她说：“放弃伊斯兰教，否则

我会折磨死你。”但她拒绝了，并坚守住了伊斯兰教。

最后这个恶毒的人将长矛刺入她的私处，并在麦加炎

热的土地上将她杀害。这些只是麦加的古来氏人对贫

穷和无助的穆斯林发动的宗教战争的一些早期叙述。 

穆斯林的主人和领袖（愿为他牺牲我的生命）被

塔伊夫邪恶的人们投掷石块，并且从头到脚都受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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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以至于他的鞋里都充满了自己的血。为了杀死他，

他在麦加遭到了社会的抵制。当这些暴行达到高潮时，

古来氏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刺杀穆罕默德（祈求安

拉赐他幸福与平安），以结束这一切，圣洁的先知在

他的一些追随者的陪同下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让古

来氏人冷静一下，以便他们可以让穆斯林平静地生活

和不受阻碍地继续和平宣教。但这更加激怒了古来氏

人，他们的首领到各地煽动阿拉伯部落反抗穆斯林，

遗弃他们，可以说是使他们陷入丛林大火中而没有逃

生路线。以下历史叙述描绘了当时穆斯林的状况： 

当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和他的

追随者们到达麦地那并获得庇护，整个阿拉伯站起来

团结一致地反抗他们。那些日子里，穆斯林在睡觉时

都携带着武器以备立即使用，白天也携带着武器，以

免受到敌人随时的袭击。他们曾非常痛心地说：“我

们何时才能看到我们生活在和平与安宁中，除安拉外

别无所惧。”3 

在那时，穆斯林仅仅是少数人，主要是贫困、软

弱和装备不足的人。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区装备精良

的联合部队，像一股巨大的洪水一样汹涌而至，要把

他们从地球上抹去。 

圣洁的先知和他的同伴们在这场无可比拟的斗争

中所做出的牺牲和他们所忍受的艰难困苦，都记录在

了每一本真实的历史书中，在此无需赘述。不过有一

件事我不能漏掉。当圣洁的先知在一大队人的陪同下

经过希贾兹的一个山谷时，一个敌人的部落突然乱箭
                                                           

    3    لبابِالنقوِلِِفأسبابِالزنولِِللسيور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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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发。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穆斯林的盟友们纷

纷撤退，在穆斯林的军队中造成了恐慌，骆驼、马、

骡子和驴以及它们的骑手们都转过身来仓惶地逃跑了。

敌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怒吼着向前冲去，并开始向逃

跑的穆斯林雨点般的射箭。圣洁的先知环顾四周，发

现战场已被人们所抛弃，既没有看到麦加的新归信者

们，也没有看到麦地那忠实的辅士们，更没有看到旧

有的迁士们。只见敌人像洪水一样汹涌向前，箭像雨

点般不停的落下，但是他像一座大山一样站在原地，

非常平静地告诉站在他附近惊恐的同伴们抓住他马的

缰绳，免得它在弓箭面前掉头往回跑，并策马向前冲

向敌人喊道： 

ِذْبِ ِکَّ ِلَّ نَّاِالّنَِّبُّ ِاَّ
ِلْبِ ّطَّ نَّاِابُْنِعَّْبِدِاْْلُ  اَّ

意思是：我是安拉的先知，不是骗子4。神奇的是，所

有听到这声音的穆斯林们都争先恐后地回来，聚集在

他们的主人周围，粉碎了敌人前进的队伍。简而言之，

这场战争确实发生了，从希拉山洞的隐居者到麦地那

避难以来不到九年时间，阿拉伯九十万平方英里幅员

辽阔的土地，从一端到另一端都回荡着泰克比勒（即：

安拉至大）的声音。 

有人可能会说这完全归功于刀剑；我说，让我看

看你是如何用刀剑达到这样的胜利的！一位孤独、贫

穷、无权无势、软弱和不名一文的人，站起来并在短

                                                           
4
   编者按：第二句阿拉伯语的表述没有被作者所翻译，意为“我是

阿卜杜勒·穆塔利布的儿子”，其实阿卜杜勒·穆塔利布是先知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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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几年内，使一个对其动武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是刀剑的作用还是保护者安拉的奇迹呢？ 

无知的人们啊！是谁举起了刀剑？你们当中有谁

能证明穆斯林是首先拔出刀剑的人呢？再者，你们当

中有谁能证明当穆斯林用刀剑来保卫他们自己并建立

和平时，他们用刀剑使人改信伊斯兰教了吗？不幸的

黑暗之子啊！我怎么能使你们相信，是阿拉伯人拔出

刀剑来对付穆斯林，直到他们意识到有一个强大的存

在者在帮助穆罕默德，他们才把刀剑放下，而他们的

刀剑对那强大的存在者来说就像灰尘一样一文不值。

事实上，他们接受伊斯兰教不是出于对刀剑的恐惧，

而是出于对安拉的恐惧。实际上，他们是用自己的双

手打碎了他们的偶像，不是因为他们害怕穆斯林的力

量，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偶像的羞辱和无能。历史告

诉我们，光复麦加后当偶像被打碎时，麦加的一些首

领轻蔑地看着偶像说：“如果这些偶像有任何力量的

话，傲慢而顽固的阿拉伯人今天就不会屈服于穆罕默

德。”5 

一千三百多年后，那些生活在远离阿拉伯数千英

里之外，对伊斯兰教历史一无所知的那些人却声称阿

拉伯人接受伊斯兰教是因为惧怕穆罕默德的刀剑！令

人遗憾的偏见啊！难道对于不公平就没有限度吗？ 

简而言之，圣洁的先知这份非凡的成就清楚地证

明了一个事实，即有一个强大的存在者在支持着他，

那就是我们称之为安拉的存在者。在他去世十三个半

                                                           
5
   哈米斯的历史（Tarikhul Khamis），侯赛因·本·穆罕默德著。 



我们的安拉 

 

114 
 

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四亿人6以遵其遗行而感到自豪，

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凭安拉的恩典，那一天

并不遥远，这位精神王国的国王将以安拉所赐予的光

辉统治整个世界的心灵，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头

颅将在这个人面前俯伏于爱的支配之下，他是安拉的

映像。 

ِعَّلَّيْہِِ ِلّ ِصَّ ِٓاِلہ ِاَّللُّٰھّمَّ ِوَّ ِلّْمِوَّ سَّ اِالَّّذِِوَّ َّیُّھَّ ُمواِتَّْسِليًمایَّاِأ لِّ سَّ لُّواِعَّلَّيِْهِوَّ ُنواِصَّ ِٓاَّمَّ  ۔ینَّ
 

祈求安拉赐予他和他的后裔幸福与平安。信者啊!

你们也要为他做幸福的祈祷, 向他祝道平安。 

 

在圣洁的先知之后，他的仆人，完美的影子和美丽

的映像，卡迪安人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也

是这个（先知）链中的一个神圣的链接。他出生在印

度一个落后的村庄，那里的通信设施—火车或邮政服

务都是很差的。他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长大，但由于

性格孤僻，甚至远离了村庄里有限的社交圈子。父亲

出于父爱，试图为他安排一份好工作，并告知他这一

消息：“某位高官是我的好朋友，目前他全面负责，

我可以和他说说，为你安排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的

父亲得到了回复：“不用担心我，我已经在我命中注

定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也就是说：“我是在为安拉

服务，我不需要任何世俗的工作。”由此开始了神圣

使命的故事，它在今天的宗教世界引起了剧变。 

                                                           
6
   编者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这一数字自那以后已经翻了

两番，全世界穆斯林达到 16 亿。 



 基于理性的方法证明安拉的存在  

 

115 
 

米尔萨•欧拉姆•阿哈默德先生于 1884 年宣称自己

是一位革新家。由于伊斯兰世界中有过许多革新家，

因此在他的宣称中没有任何内容使穆斯林感到震惊。

因此，这一宣称得到了沉默的接受，或者至少没有被

拒绝。他继续按照安拉赋予他的使命为伊斯兰教服务，

穆斯林中的明智之士则以感激之情看待他的服务。他

们意识到他是穆斯林中唯一能够有能力成功并体面地

对抗敌人的人。然而，这激起了反伊斯兰阵营中危险

的愤怒和反对的狂热。即，印度教徒和基督徒决心不

择手段地伤害他并打倒他。不久之后，米尔萨·欧拉

姆·阿哈迈德先生在安拉的命令下宣称他实现了关于

末世迈喜合和受道教长的预言，以及人们正在等待再

次降临的那位拿撒勒的迈喜合已经死去。他还进一步

宣称，他是末世主许的革新家，正如不同宗教的预言

中所提到的那样。他的任务是对抗和战胜谎言，实现

真理至上。他宣称是所有宗教所预言的应许者，通过

他伊斯兰教最终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这一宣称引起了极大的骚乱，所有的信仰都联合

起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反对他。其他的穆斯林、

基督徒、印度教徒、雅利安人、耆那教徒、锡克教徒、

婆罗门、德萨玛杰派7等则全力以赴来对抗一个装备不

良的人。大多数的穆斯林学者都断他为异教徒、异端

者、自己迷误并误导他人，实际上他们称他为“旦扎

                                                           
7
  编者按: 德萨玛杰派（Dev Samaj）是婆罗门·萨玛杰的一个分支，

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总部在莫加，他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道德领域。

因此，德萨玛杰派并没有获得太多人气。在其它所有方面，德萨玛杰派

与其他印度教徒并没有什么不同。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ga,_Punjab&xid=17259,15700021,15700043,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86,15700190,15700201,15700208&usg=ALkJrhgle5BHomFlaI9JUUXe8hlCoFNy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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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即伪迈喜合、骗子手）。一项教法判令在整个

伊斯兰世界被颁布和传播，目的是说这个人是异教徒，

是不属于伊斯兰教范围之内的，甚至是伊斯兰教最大

的敌人。任何与他来往的人也会被贴上脱离伊斯兰教

的标签。并且广泛地宣传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不仅是正

当的，而且事实上是能获得很大回赐的善功；有些人

甚至宣称说伊斯兰教法对这种人规定了死刑，杀死他

的人将获得安拉的回赐。除了这种反抗的声音之外，

这种声势浩大的反抗之声还在该国内激起了一场真正

的和危险的反抗风暴，实际上所有合法和非法的手段

都被用来镇压和羞辱他。所有的穆斯林、基督徒、印

度教徒和其他人都竭尽全力地攻击他。 

阿哈默底亚会早期的历史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会

使你毛骨悚然。一方面是孤身一人，显然没有任何帮

助、没有方法、缺乏财力，也没有任何名望；另一方

面，看上去似乎有全世界的军队，用尽一切可能的手

段，像洪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他，然而这个人既不

害怕也不惊慌，而是像一块坚固的岩石一样站在原地。

他没有可挥舞的刀剑，没有可分配的金钱，没有世俗

的学问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没有可恐吓他们

的力量，他所拥有的只是一面写有以下文字的精神旗

帜，上面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墨水写着： 
 

ذنری ٓاای رپ داین  اُےس وبقل رکے اگ ںیم اکی  ُاس وک وبقل ہن ایک نکیل دخا داینےن 

۔ ے اگ ور ولمحں ےس اُس یک اچسیئ اظرہ رکد ورڑبے زورٓا  ا

 

有一位警告者来到世界上，但世界却不

接受他；然而安拉会接受他，并用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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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来显示他的真实性。（出自 1884 年著的

《伊斯兰教的论证》第四部分） 

 

随着敌人的进攻愈演愈烈，他将这面天启的精神

旗帜举得越来越高。这些文字似乎有些神奇：对方军

队的士兵一看到它们就开始离开他们的队伍，转而开

始聚集在这面旗帜周围。反对者对这些人进行各种形

式的侵扰，在社交上惩罚他们，抢夺他们的财物和财

产，拆散他们的家庭，殴打他们，甚至杀害他们中的

一些人，他们也阻止他们把死者埋葬在他们（穆斯林）

的墓地里。但这正是对这些人的影响，使他们很容易

被这面旗帜所吸引。他们渴望放弃他们表面上的自由，

以换取这位无助的、不出名的乡下人的差遣。 

多么壮观的景象啊！反对者曾说这是一只小飞虫，

只是它的嗡嗡声给他们带来麻烦，如果它不停止发出

嗡嗡声，他们会用手指把它碾碎。但是今天那些“嗡

嗡声”的追随者们正在攻克世界上的每一座堡垒，甚

至反对者也承认，如果说在今天的宗教世界里有什么

力量值得一提的话，那么仅此而已。这能是人类的工

作吗？不会，绝对不会。人的工作依赖于资源和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资源都在敌人手里，而主许迈

喜合手里什么都没有。尽管反对者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主许迈喜合的强烈信息还是吸引着人们的心。当

他 1908 年去世时，在他的旗帜下已有四十万忠诚的信

从者。在他去世十七年8后的今天，他的追随者们已经

                                                           
8
 编者按：虽然这本书最初是在 1927 年出版的，但正如作者所指出

的那样，它主要是写于 1925 年，这与给定的参考文献相对应。 



我们的安拉 

 

118 
 

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去宣扬伊斯兰教，他们为安

拉的事业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这让世界感到困惑

不解。 

这不是虚构的，而是事实。甚至连反对者也无法隐

藏在仇恨和偏见的面纱之下。一位不出名的乡下人一

无所有，站起来宣称他已被安拉任命来建立他的威严。

世界拒绝了他，所有信仰的人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竭

尽全力地反对他，并陶醉于他们的力量，他们相信很

快就会把他从地球上消灭掉。周围到处都是敌人，凶

残暴力的敌人们将他们的分歧抛到一边，团结起来，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第一个攻击他的人。另一方面，他

们认为那“嗡嗡作响的小飞虫”或是“水泡”就像是

保护者安拉手中的一把利剑，落在谁上就杀死谁，谁

跌在它上面也被消灭。许多强健的人向这位安拉的捍

卫者挑战，然而就像烤炉中噼啪作响的玉米粒一样，

很快他们就被消灭了。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看看阿哈默底亚会的早期

状况，看看它所面对的敌手，也研究其现状，然后公

平地说：“如果没有某种目所不能见的力量的帮助，

这种非凡的成功可能吗？”一位孤身、无助、装备简

陋的人，奉安拉之名站起来，尽管遭到全世界的强烈

反对，但他在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就在世界各地确

立了他的权威，好像他一个人统治着宗教世界一样。

印度、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叙利亚、巴勒斯坦、

黎巴嫩、伊朗、英国、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

西班牙、特立尼达、北美、南美、东非、西非、毛里

求斯、马来亚（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和婆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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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都有阿哈默底亚会的宣教部9。 

这些宣教部并不会因为敌人的攻击而被摧毁和制

服，每一座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勇气已为全世界

所公认。歪曲地看待阿哈默底亚会并对其惊人的成功

愤怒地流下血泪，而且还哀叹伊斯兰教进步的人们啊，

你们听着： 

 

ےہ روات ےہ ایک  ادتباےئ قشع 

ویھکی وہات ےہ ایکٓاےگ ٓاےگ   د

 

先生为什么哭泣，这只是爱的开始； 

等 着 看 还 有 什 么 会 发 生 ！ 

 

简而言之，主许迈喜合和他的会体面对不利的形

势以及其发生的迅速和惊人的方式，是一个事实的明

证，证明一种目所不能见的强大力量支配和控制着世

间所有的力量，而世间所有的力量都是在他的支持下

工作，而他就是我们所称的安拉。 

总之，在有记载的世界历史上，每当一位义人被

安拉赋予使命，奉安拉之名站起来，无论他遭遇到什

么样的情况，他最终都会胜利并实现他的目标；而他

的敌人，尽管他们拥有巨大的力量和装备，却总是被

羞辱。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这种现象不是一次两次

被看到，也不是数十次，而是数千次，并且从来没有

                                                           
9
  编者按：自那时以来，阿哈默底亚穆斯林宣教部的数量有所增加，

目前阿哈默底亚会的宣教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为伊斯兰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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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相反的例子。因此，这种胜利是明确和肯定的证

据，证明那些奉安拉之名站起来的人得到了一种目所

不能见的伟大的力量的支持，所有的世俗力量和手段

都变得微不足道了，那种力量我们称之为安拉。全人

类都必须要顺服他，但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主许迈喜合所写下的多么美好： 

 

 دقرت ےس اینپ ذات اک داتی ےہ قح وبثت

 اُس ےب اشنں یک رہچہ امنیئ یہی وت ےہ

 

安拉以他的全能提供了他存在的证据； 

对于无形的他来说，的确是显示他面容

的唯一方法。 

 

ہی رضور اگ ںیم  ےہک ہک رکوں  ت وک   سج اب

وت ےہ ت دخایئ یہی  ہ اب  یتلٹ ںیہن و

 

当他说一定要做某事时； 

那就会是必然，那确是安拉的神性。 

 

义人的见证 
 

我想提出作为安拉存在的证据的最后一个逻辑性

的论点与义人的见证有关。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

许多人他们的诚实性是公认的，他们的理智也是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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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的，他们证明已经看到并认识到了安拉，就像看

到并认识到其它目所不能见的东西一样。 

每个有一定意识和经验的人都能理解，证词是获

取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广袤

的知识领域，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知

识不是直接获得的，而是通过可信的人描述或真实的

书籍、报纸的记载获得，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机会

亲身去见证或经历。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确

定程度与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所获得的信息几

乎是相同的。没有理由不应该是这样的,毕竟我们相信

并认为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是可靠的，因此我们为什么

不接受一个有像我们一样的内心和思想的人的观察和

经验，他的真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相信报纸上

的世界新闻；我们接受关于粒子特性的现代科学研究，

尽管只有极少数人亲身地直接经历过这些。世界各地

的民事和刑事法庭的所有判决都是以口头或书面证词

为依据的，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历史知识在很大程

度上是基于口头或书面的见证，这是所有人都公认的。 

以地理知识为例，每个印度人都相信有一个叫伦敦的

城市，它是英国的首都，尽管印度人口中只有不到百

分之一的人见过伦敦，但通过别人的见证，大家都相

信它。另外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相信许

多事物只是依靠他人的见证，虽然我们对这些事物一

无所知。 

简而言之，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否认见证是获

取知识的主要方式。这种否认将使许多科学对于世界

上大多数国家变得无效和没有价值。拒绝见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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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人们应该只相信自己观察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事

情，而否认其它的。事实上，拒绝这一原则，我们就

不能再相信任何科学，因为如果张三、李四和王五的

观察和经验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他们是诚实的和理智

的，而且没有任何说谎的动机，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

接受我们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如果他们的观察会出错，

那么我们也会。因此，拒绝见证的原则只会为迷信打

开大门。 

有人可能会说，有时证词可能是错误的或不准确

的；有时虽然见证人不是说谎者，但由于他缺乏足够

的智力和理解力，他不能被认为是一位可靠的证人。

这个概念是正确的，我们接受它,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

因为这种可能性就拒绝证词在获取知识方面的作用。

如果病人通过使用质量低劣或过期的药物而患病，则

不能否认药物的总体效果。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证

词的价值，因为有时候证词是假的或者证人是不可靠

的。我们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像避免不合格的药物

一样至关重要，我们在接受撒谎者或不可靠的人的证

词时应该谨慎，正如尊贵的《古兰经》中说到的： 

يَُّّنواِإِْنِ تَّبَّ فَّ أِ  ِبِنَّبَّ اِسق  ُكْمِفَّ اءَّ ۔جَّ  
 

如果一个不正当的人传给你们任何消息, 

你们要充分加以审查。（49:7） 

 

简而言之，证词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重要方式，不

能仅仅因为某些证词可能不正确而忽视它。如果某件

事物因为这样的可能性而被否认，那么世界上没有任

何事物是可以被接受的了。这是因为无论我们对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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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有多确定，总会存在这种怀疑和错误的可能性。

食物可以缓解饥饿，促进健康，恢复精力，但它是不

是有时因过期和受到污染造成损害而不可接受呢？那

么有没有人会根据这种可能性而得出结论，认为食物

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呢？一切事物无论它多么的有用和

有益，如果放在错误的人手中或使用不当，都会变得

有害。因此，一个人只需要小心不要以错误的方式使

用任何事物。不恰当地使用证词的原则就是接受伪造

的和不可靠的证词作为抉择的依据。如果我们保护自

己免受这种不当的使用，则证词是获取知识的一种极

其有用和可靠的方式，没有一位智者可以否认这一点。 

当我们按照上述原则审视安拉存在的信仰时，这

个信仰看起来是建立在世界上最强有力的见证的基础

上的。每一位出现在世界上的先知或使者，无论他的

国家、时代或民族如何，都证明有一位安拉，他是这

个宇宙的创造者、主宰和统治者。他们这样说并不是

根据猜测或道听途说，而是他们宣称已经看到并认识

到了安拉，就像他们看见和认识其它非物质的事物一

样。 

他们宣称与安拉有着个人的联系，并且确信他的

存在，就像他们确信他们的父亲、兄弟、朋友、城镇

和家庭的存在一样。他们宣称安拉与他们交谈，倾听

他们，回答他们，并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

简而言之，所有的先知和使者都以最清晰和最明确的

话语作证：有一位安拉，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

宰。如上所述，他们的见证并不是根据道听途说，而

是根据他们的个人经验和观察，并且不限于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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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任何人或任何时代。事实上，这种见证在每个

国家的每个民族中都能发现，而且在每个时代也都会

有。阿丹、努哈、优努斯、安优卜、易卜拉欣、鲁特、

伊斯玛仪、伊斯哈格、叶尔孤白、优素福、穆萨、哈

伦、达乌德、苏莱曼、宰凯里雅和叶哈雅，他们所有

人都证明了这一点；拿撒勒的迈喜合也证明了这一点；

琐罗亚斯德、孔子、克里希纳和拉玛昌德拉也证明了

这一点；至圣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主许迈喜合也证明了

这一点。此外，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被派遣来而

后去世，他们也都做出了他们个人的见证：这个宇宙

顺从于一位全能的和支配的安拉，他是创造者和主宰，

没有任何事物能超出他的权威。这些人的诚实、廉正

和正直受到朋友和敌人的公认。即使是敌人，他们可

能不接受他们的信仰，但也称赞他们的正直和诚实。

这些先知并不是疯子、不胜任的或狂热之徒，实际上

他们在心灵和头脑上被赋予了最佳的能力。因此，他

们的证词应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和最强有力的。 

我亲爱的人们啊！请认真想一想，在世界的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出生的人各不相同。他们

的诚实、廉正和正直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的理智也是

毋庸置疑的，他们因其突出的诚实性和杰出的智力才

能而被视为他人的楷模。他们的数量不是十位、二十

位、五十位或一百位，而是数千位，并且分布在不同

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他们都向世界展现了他们的个

人见证：这个宇宙和其中的一切都在一位崇高的存在

者的权威和统治之下。他们作证已经看到和感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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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像他们看到和感知到其它非物质的事物一样。

他们说与他有联系，就像他们与其它感知到和观察到

的事物一样。这个见证不值得接受吗？如果这个见证

不可接受的话，那么世界上肯定没有其它见证可以被

接受了。 

只有两个因素会对见证产生怀疑。首先，如果证

人的诚实性存在疑问。第二，如果证人不可靠，对于

他可能不是故意撒谎，而是在观察和经验上犯有错误。

先知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因其诚实性和才智

而受到最高的尊重。他们的证据不是基于传闻，而是

基于他们自己的个人见证。他们生活在不同民族和不

同时代中，他们中的多数甚至都不知道其他先知的存

在，因此不能被怀疑是密谋策划出来的。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的见证非常重要，完全不能忽视。 

请思考一下：有人向你提起诉讼请求裁决，一方

有一个由数千人组成的团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诚

实性和才智都被朋友和敌人所承认，他们单独地提出

见证，即他们在某个特定地点看到了某个人。另一方

是由许多人员混杂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陈述说他们

没有看到这个人。哪一方的依据会有助于你做出裁决？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就要请教精

通法律的人，精通法律的人会告诉你，那些见证单个

人的证词显然是更有力的，并构成最终裁决的依据。

那些没有看到任何人的人，无论他们有多少人，都不

会对裁决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可能未觉察到或没

有看到某些存在的事物，但是对于一群明察善断和明

智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看到不存在的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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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先知和使者对安拉的存在所作出的见
证极为有力地证明安拉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将世
界上不同民族的义人和安拉之友（卧里）加在先知和
使者的数量中，那么见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以至于
拒绝它就等于是精神错乱。在每一位先知的追随者中
都有成千上万的义人和安拉之友（卧里），他们因其
正义、才智和聪慧而控制着他们周围人的心灵，他们
的诚实性、正直和刚正廉明成为人们的楷模。像先知
一样，这些人也见证了安拉的存在，并且宇宙是在他
的统治下运行的。他们的见证不是基于传闻，而是像
先知一样基于他们的个人亲身经历。因此，直到可以
证明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出现的数以百万计的先
知、义人和安拉之友（卧里）是撒谎者、疯子或是愚
蠢的(نعوذ باہلل)，否则他们伟大的见证，即他们已经看到
了并认识到了安拉，与他建立起了个人关系，这种关
系是非常坚固的，并不会受到无神论者的伤害。一个
无神论者能否鼓起勇气，大胆地向世界证明易卜拉欣、
穆萨、尔萨、克里希纳和琐罗亚斯德是说谎者或是疯
子；还是圣洁的先知、主许迈喜合以及所有其他的先
知都是说谎者或是疯子，更不用说每个民族中那些数
不清的义人和安拉之友（卧里）了。没有无神论者能
证明这一点。那么你们仅凭别人的话就相信伦敦、北
极和南极的存在不令人遗憾吗？你们相信路透社、哈
瓦斯或其它一些通讯社关于其它国家的新闻报道，你
们接受科学家报告的新的科学事实而无需亲自参与这
些实验，但面对数百万博学和正直的人的见证，你们
却拒绝接受安拉存在的信念。10ى۔ ِِضيزَّ ۃ  ِإًِذاِِقْسمَّ  تِلْكَّ

                                                           
10

   那确是一个不公平的分配。（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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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我的确没有亲眼看到其他人

声称已看到的存在的事物，然而观察和注意到那些事

物的能力是给了所有人的。我会说：“我亲爱的天真

的朋友们！愿安拉赐予你们智慧！寻找安拉的途径对

你们也是敞开的。”那些宣称已经找到安拉的人公开

表示：“如果你们采用他们所指明的道路，也就是通

向安拉的道路，那么你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找到安拉，

并与他建立关系。”这不仅仅是一项宣称，无数的人

跟随了他们并且确实成功地获得了对安拉的认识。如

果你们愿意的话，也请试试看吧。遗憾的是，人们承

认任何世俗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他们遵循某种方法，而

且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否则就无法实现目标，但是

对于精神上的目标，他们希望只要想想就可以立即获

得结果！这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如果你们是明智的并

请仔细的想一想这件事，你们就会认同这是不会发生

的事情。为了达到任何目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

神上的，都必须遵循明确的方法。这是事实，如果你

们愿意的话就请接受吧。目标越大、越高，所需要付

出的时间、精力、努力工作、牺牲和纪律就越多。但

是当谈到安拉的时候，你们希望自己不付出任何的努

力就能找到他。以安拉起誓，以这样的方式你们永远

也不会找到他。如果你们以真正的渴望和真诚的愿望，

全神贯注地走在通向安拉的道路上并付出应有的努力

而仍然未找到他，那时你们才有权说你们寻找了他，

但是却并没有找到他。但你们用正确的方法去寻找安

拉却未能找到他，这是不可能的。数以百万像你们一

样的人，他们有着像你们一样的心灵和头脑，寻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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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并找到了他。世界历史以清晰和明确的文字记录了

他们个人的见证，你们不可能质疑他们的见证。你们

不能称他们为骗子、愚蠢的、疯子或共谋者，因此没

有理由仅根据你们的猜测而拒绝他们的见证。 

可以说他们不是骗子，也不是愚蠢的，而是他们

被欺骗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欺骗的受害者。当然，

即使是聪明的人也可能被欺骗，但仅仅因为他们可能

被欺骗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是欺骗的受害者。只有有

确凿证据证明这些人实际上已经犯了某种错误或受到

欺骗时，这种主张才是可信的。世界上有什么事物是

不会受到欺骗的？那么我们能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

是可疑的吗？我们将以这样的方式为迷信打开了大门，

以至于一切都无法确定。因此，凡是谁声称所有这些

见证安拉存在的人都是受骗者，那么谁就有举证的责

任。否则，反驳成千上万的义人的见证将会是一个幼

稚的尝试，没有一位明智的人会认真看待这件事。因

此，拒绝出自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成千上万的先知

的见证是非常愚蠢的，他们被认为是有才智的、正直

的和诚实的人，他们的见证是基于个人的经验而非传

闻。要说他们的见证可能是错误的，这是没有道理的，

任何智者都不会接受。 

其次，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自欺。一个聪

明且有头脑的人可能只会在与有待论证的观点和想法

有关的事情上受骗。因为在涉及观点和论据的问题上

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两个有头脑的人在学术

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然而，对于一位具有正常感知

能力的有头脑的人来说，在与观察有关的事情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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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欺骗，特别是当涉及到他特别感兴趣的事物时。

在这种情况下认可欺骗的可能性会打开危险的迷信之

门，平静将会从地球上消失，任何观察都将会无法确

定。有头脑的人会欺骗自己把一个陌生人当作他的老

朋友吗？或把一个不认识的人当作他的父亲或兄弟吗？

显然，除了疯子或糊涂的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

陷入这种错误。 

当我们按照这一原则看待先知和义人的见证时，

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见证是远离自欺的可能性的，因

为他们没有说自己是通过逻辑论证来推论出安拉的。

他们宣称他们确实找到了安拉并与他建立了个人关系，

他们与他交谈，他倾听他们并回答他们，在他们需要

帮助时以他的强大力量帮助他们。他们并不认为他们

的观察只是在生命的某一时期，而是宣称他们自从找

到安拉以来，他们的一生都在观察。也就是说，他们

持续不断地观察了很多年，直到他们的最后一口气为

止，他们观察的真实结果也摆在世人面前。在这种情

况下，任何智者都不会因此认为他们可能会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认可误解的可能性，那么世界

上所有的科学都将沦为猜想。也许有人会说见证者是

精神不健全的，但在承认他们是精神健全的人之后，

就不能转而说他们是自欺的人。 

第三，这个见证不是来自于一个人，也不是来自

于一个民族的人，还不是来自于一个国家的人，更不

是来自于一个时代的人，而是成千上万来自于分布在

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和各个时代的人。你们认为他们

中有多少人是受骗的呢？可能会欺骗一两个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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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误导特定时代或类型的人，但奇怪的是成千上

万有头脑的人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

通常是彼此不认识的，但都成为了欺骗的牺牲品。因

此，来自于各个民族、各种信仰、各个时代和各个国

家的大批见证者，单独且彼此独立地提出了他们的见

证，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所有这些明智的人

都不会判断错误或误入歧途。 

总而言之，来自于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和世界各

地的数百万先知、安拉之友（卧里）和义人公开且独

立地宣称他们已经看到了并认识到了安拉。世界也承

认他们不是骗子、商贩、疯子或糊涂的人，他们中的

每一个人都单独地和独立地作证，他们的见证不是建

立在传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们一生的个人观察

之上，这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见证。我们根据自己的

知识和判断得出与世俗事物有关的见证方面的结论，

因此先知们的见证是令人信服的：即这个宇宙是顺从

于一位创造者和主宰的，他是一位全知的、全智的、

全能的和统治者而存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超越出他

的能力范围。尊贵的《古兰经》也提出了这一见证的

原则，因此称先知们为“见证者”： 

 

ْوِ ِِفْرعَّ لْنَّاِإِلَّ َّْرسَّ اِأ مَّ اِهًداِعَّلَّيُْكْمِكَّ ُسوًلِشَّ لْنَّاِإِلَّيُْكْمِرَّ َّْرسَّ ُسوًلِإِّنَّاِأ ِرَّ ۔نَّ  

 
我已为你们派遣了使者（穆罕默德），

作你们的见证, 正如我派遣了使者(穆萨)到

法老那里。（73:16） 

 



 基于理性的方法证明安拉的存在  

 

131 
 

凭着真主的恩典，关于安拉存在的逻辑论点我到

此结束，我也简要地回答了可能出现的疑问。正如我

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我尽量避免复杂和难懂的讨论，

并以易于理解的方式陈述了简单的观点。我希望我对

逻辑论点的简短论述能使心地善良和赋有理智的人满

意，而不是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正如我在本文中的其

它地方所述的那样，只有通过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才

能获得真正的满足和最大的确定性。为此，有必要研

究先知们和安拉之友们（卧里）的生活，并追随他们

的脚步。如果安拉意欲，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候介绍一

下的。 

信仰安拉大有裨益 
 

现在，我想陈述一些关于安拉的存在的论据，这

些论据是基于信仰安拉会带来一些重要和独有的益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据它们的相对利益和收获来做

事情的，我们权衡某种行为对人类的益处。如果确定

对安拉的信仰是对人类有益的和有利的，那么如果没

有别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每一位智者

都会同意，不应该拒绝该教义。这些考虑并不是为了

辩论安拉的存在，也不是说应该有一位安拉，而是肯

定地表明该教义对人类的进步和福祉是有益的，并且

作为有益的事物就应该被采纳，提出这些论点也可以

间接地支持安拉的存在。在我的逻辑论证开始时，基

于以下原则我建议谨慎：对安拉的信仰不会有任何方

面的害处，而否认可能是有害的，因此信仰是更安全

的。同样地，我的逻辑论证为了得出结论，我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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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类型的谨慎：因为信仰安拉的教义是有用和有

益的，所以采纳它是更好的和更可取的。但请记住，

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信仰安拉所带来的巨大的宗教或

精神方面的益处，例如与他建立个人关系；获得他的

支持；增长我们的知识和洞察力以及在后世里的得救。 

我们只是在讨论人类因对安拉的逻辑性信仰而普遍获

得或可能获得的基本利益，这里只提及这些。 

 

信仰安拉产生团结和兄弟情谊 
 

我想提到的信仰安拉的第一个益处是，它在人们

的心中产生了极其有益的团结和兄弟情谊，这对人类

的进步和福祉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生活在互爱与兄弟

情谊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偏见扎根于他们的心中，这

对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的福祉都至关重要。相反，他

们应该尽其所能的对他人采取同情、牺牲和无私的为

人之道。同样地，在个人层面上发展相互关爱、兄弟

情谊、同情与合作的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

对个人和国家都至关重要的精神，世界的和平、进步

和人类的福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人类中每一位有

善意者都有责任采取一切方法来创造和培养团结与相

互的兄弟情谊，防止恶意、嫉妒、过度的竞争和偏见

的想法在心中扎根。如上所述，对安拉的信仰是实现

这一目标最好和最有效的方法。 

尽管我们有许多和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我们是由

一位全能者、具有决定性意志的统治者所创造，他是

我们最后的庇护和归处，这种教义在我们心中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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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强烈而清晰的彼此关爱之情、团结和兄弟情谊。

在同一个国家、民族和政权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

团结和兄弟情谊。然而，最强大的动力是信仰我们都

是同一位造物主的被造物，我们起源于安拉的源泉，

我们的主宰并不像是一位去世的父亲那样，他缺乏教

养的儿子们有时在他死后开始互相争吵，而安拉确实

是活着的而且将永远活着。这种信仰使全人类像兄弟

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随着这种信仰的产生，彼此之

间的怨恨、仇恨、恶意和敌对情绪开始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热爱、兄弟情谊、同情和牺牲的情感。信仰安

拉就像将彼此视为同一位父母的后代。一旦你信仰安

拉，你就必须承认人与安拉的关系是深刻而广泛的，

这种关系在任何世俗的关系中都找不到。 

简而言之，对安拉的信仰是产生相互的热爱和兄

弟情谊的最强大动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也可

以产生这些情感，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强烈

或深刻，往往仅局限于特定群体，而不是整个人类。

此外，有时它还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会导致宗派

主义、民族主义、不当的偏见和嫉妒。只有相信安拉

才能在全世界的人类中产生团结和兄弟情谊。如果把

安拉的信念从人们的心中抹去，那么团结和兄弟情谊

的情感就会瞬间消失，在人们之间只留下法律和商业

往来，这决不能产生任何感情上的联系。请记住，如

果没有安拉，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那么就不会有

团结或兄弟情谊。相反，自私、过度的竞争和嫉妒就

会变得泛滥，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冲突根源。只有安

拉的信念才能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在人类中产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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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谊。如果消除这种信念，这种情感就不可能成为一

个活生生的现实而普遍存在。 

我并不是说每个自称信仰安拉的人都有相互的兄

弟情谊和团结的情感。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的状态，

在其它作用的影响下，一个信仰安拉的人也可能并不

具有这些虔诚的感情。也有可能一个人对安拉的信仰

太弱，无法在他的内心和思想上产生兄弟情谊和团结

的情感。然而按道理来讲，对安拉的信仰无疑是产生

这种情感的最重要和最大的因素。在没有其它因素的

情况下，信仰安拉的人肯定比不信仰安拉的人更富有

同情心、仁慈和对人类的爱心。每一位真诚信仰安拉

的人都将证明，对安拉的信仰不断地在他身上产生非

常强烈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的情感，这些情感也影响着

他的行为。一个习惯于分析自己的人一定会意识到，

如果对安拉的信仰消失了(نعوذ باہلل)，他就再也不会像以

前那样了。这种信仰不仅在人类之间产生一种热爱、

善良和亲和的巨大益处，而且也会在一个人的心中对

低等动物、植物和无生命体产生同样的情感。 

有一个成语叫“爱屋及乌”， 也就是说如果你爱

我，你就必须爱我的一切。这个成语是基于对人性的

准确分析。如果我们真正的信仰安拉并与他建立关系，

那么我们的内心就绝对不可能缺少对他的被造物的热

爱，特别是对人类的热爱。我可以接受那些自称相信

安拉的人的自称可能是不真实的或者是自欺的。但我

一刻也不能接受那些真正信仰安拉的人的内心会缺乏

对被造物的热爱和同情（因为那是违背人性的）。世

界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事实：那些对安拉有强烈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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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人类会有更高层次的同情和热爱。当人们对安拉

的信仰减弱时，他们的热爱和兄弟情谊的情感也会衰

退。简而言之，对安拉的信仰毫无疑问是人类团结和

兄弟情谊最强烈、最坚定和最迅速的动机。由于团结

和兄弟情谊对于世界和平以及所有民族的理想进步和

福祉都至关重要，因此每位智者都有责任不要放弃这

一有益而又神圣的信仰。 

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些不信仰安拉的人通常也以

热爱和同情对待他人，并对慈善活动感兴趣，这表明

信仰安拉对这种情感并非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回答

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除了信仰安拉以外其它任何事

物都不能产生这种情感。我们认为许多因素在不同程

度上产生了这种情感，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只有信仰安

拉才能在人类中以最完美的形式和全面的方式产生这

些情感，其它因素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比。

因此，只有在逻辑上证明对安拉的信仰不能激发兄弟

情谊和热爱的情感时，我们的主张才能被拒绝；或者

通过经验和观察可以证明那些不信仰安拉的人比那些

信仰安拉的人对人类更有同情心、慈悲心和爱心。除

非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成立，否则任何人都无权认为信

仰安拉不利于产生这样的情感，或者仅仅是因为无神

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情感就认为无神论有助

于产生这样的情感。 

我无法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甚至可以接受片刻无

神论本身可以产生这种情感，或者信仰安拉无助于产

生这种情感。这两种说法显然是不正常的，与فطرۃ

（天性）背道而驰，有理智的人无法接受它们。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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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信仰，安拉是所有被造物最终汇合的焦点。团

结和统一的观念与这个焦点密不可分，拒绝接受他

（即安拉）无异于承认这个宇宙没有中心或起源。一

旦你接受了这个观念，那么团结和统一的思想就会消

失。谁能说同一位父亲不能带来团结和兄弟情谊而不

同的父亲却可以吗？不，绝对不会！如果有时不同父

亲的儿子们和平、有爱地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不

能断定同一位父亲不能带来热爱和兄弟情谊。相反地，

我们会推断出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同父亲的儿子的原因，

而是其它一些因素才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同样不可否

认的是这些不同父亲的儿子们尽管存在这种差异，但

通过一些因素使他们团结和统一在一起，事实上如果

他们是同一位父亲的儿子的话，他们相互的热爱和兄

弟情谊会更加完美地表达出来。因此，如果有时发现

无神论者对他人充满爱心和同情，这并不意味着不再

需要信仰安拉了。当人们除其它动机外只追求团结时，

人们会团结于他们对安拉的信仰上，当他们认为自己

起源于一个创造的源头并从同一个生命之泉中涌现出

来时，这些情感才会在数量和质量上以完美的形式表

现出来。 

我亲爱的人们啊！我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对安拉

的信仰（如果这是真实而活生生的信仰）激起对人类

的热爱与同情的浩瀚海洋和对他们的兄弟情谊？从数

量和质量上相比来说，这种情感的所有其它动机都是

空洞的言辞。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无神论者有这些情感，通常有

两个原因。首先，无神论者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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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环境中宗教教义的影响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人

类（表达）同情和热爱是一件懿行，不这样做的话会

降低他在人们中的地位。除了个人失去尊重之外，他

觉得他会给人们一个机会来批评他的信仰，说他因为

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缺乏对人类热爱的情感和兄弟

情谊。因此，他有意或无意的在那些被普遍认为是懿

行方面努力不落后于那些信仰安拉的人。换句话说，

竞争的精神和对声誉受损的担忧促使他做出这些行为。

显然，这些情感无法在他身上以最高和最完美的形式

表现出来，也永远不会获得信仰安拉的人所具有的无

私和自然的品质。他的爱就像一个后妈，他对丈夫已

故妻子的孩子所表现出的爱是为了取悦她的丈夫或为

了防止在邻居中败坏名誉。但是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位

母亲在她的胸中自然涌现出本能的爱和后妈所自诩的

区别，也许很少有例外。 

第二，与其他人一样，无神论者也意识到在增进

人们身体、道德、智力和经济福祉的事务上，人们相

互关爱、和睦相处并相互合作，这对于人类的进步和

福祉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作为

世界公民的无神论者也会产生这样的情感，并对这些

事情产生兴趣。显然，这种状况具有法律和商业的性

质，不能通过信仰安拉而产生自然的和情感上的联系。

如果因为这些原因而对人类产生了同情感的人是无法

获得对人类产生热爱和兄弟情谊的人的地位的，因为

考虑到他们是独一的安拉的创造物，这种强烈的情感

已成为他天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对安拉的信仰以

一种自然的方式在一个人的心中产生了这些情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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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产生的思想只会从法律和商业角度吸引人们的注

意力，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总而言之，激发出无神论者对人类同情的动机绝

不可能使他达到崇高的品质，而只有通过对安拉的信

仰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此外，应该记住激发出同情

和热爱的其它动机是普遍的，信仰安拉的人和无神论

者都能从中受益。然而，信仰安拉所产生的情感是特

定于信士的，无神论者则无法从中受益。很明显，当

多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时，结果肯定会更加完美。因

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安拉的信仰显露出了裨益。 

还应该记住，尽管所有其它团结的动机都可能在

某种程度上产生合作、同情和牺牲的精神，但它们无

法产生兄弟情谊，因为只有当人类承认独一的创造者、

主宰和上主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兄弟情谊意味着我

们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无论在个人或国家之间

可能产生多少合作或同情的其它动机，但它们绝不会

产生兄弟情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确认了对安拉信

仰的需要和其实用性。很明显，除非兄弟情谊和团结

的情感在人类中自然产生，否则他们表面上的团结与

合作是不可能达到任何可靠的状态的。小的分歧总会

引发自私的危险和产生怨恨与敌意。世界和平将继续

受到严重威胁，除非人们将这种信仰作为一种活生生

的现实建立起来，即有一位独一的安拉，他是我们的

创造者和主宰。因此，我们应该像兄弟一样生活，在

面对冲突时不应采取不公正的行动；正相反，我们应

该做好无私奉献和为彼此作出牺牲的准备。事实上，

如果人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法律和商业联系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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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基础上的，因为人们知道不与他人建立良好的

关系会导致他人也这样做，这可能会侵害到人们的个

人利益。因此，人们采取良好的行为之道作为一种安

全措施，以同情与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人，并期望他们

相应地给予回报。虽然这种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

的和有益的，但它无法与那种崇高而高尚的地位相比，

这其中的兄弟情谊和团结的情感已发展为自然的情感。 

如果没有对安拉的信仰，就无法实现以兄弟情谊的形

式展现出来的自然情感。 

 

世界上的宗教是战争和混乱的原因吗？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必须消除一些人所产生的一

个疑问，即宗教引起战争、冲突和教派分化。据称宗

教导致思想狭隘并缺乏勇气，对世界和平以及人类的

进步和福祉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他们建议人

们应该抛弃宗教来培养宽容和博大的胸襟，以便使他

们能够彼此和谐地生活，促进和平与互相关爱。由于

宗教起源于安拉的概念，因此有人认为应该抛弃造成

这个世界冲突与纷争的安拉。这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

人们提出的异议，并受到欧洲哲学家们的大力推动。

显然，这种异议是基于缺乏深思熟虑的。但是在我提

出实际答案之前，我要说的是即使我们接受该异议的

有效性，即承认宗教确实导致了人们所说的那一切，

那么它也不能作为反对安拉存在的论据。这也就是说，

它不能证明这个宇宙没有创造者。它最多可以证明信

仰安拉会导致心胸狭隘与对和平的破坏。然而如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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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真的存在，那么无论信仰他的结果如何，我们都无

权否认他的存在。因此，如果安拉的存在是确定的，

那么即使宗教引起冲突，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但实际

上，宗教导致混乱是完全错误的，那些相信这一点的

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建立了对安拉的信仰自然地和本能

地产生了相互热爱的情感和兄弟情谊。对安拉的信仰

消除了所有民族和种族的偏见，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兄

弟情谊。没有对安拉的信仰，世界性的兄弟情谊是难

以想象的。那么，信仰安拉怎么会导致冲突和心胸狭

隘了呢？冲突和心胸狭隘与安拉的概念丝毫没有关系。

从逻辑上讲，安拉不是一个民族或种族的神，而是整

个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而安拉的概念以狭隘的思想、

民族偏见、冲突和教派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不

可接受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到因

果关系。因此，如果宗教真的导致了混乱、心胸狭隘

和民族偏见，那么我们应该在别处寻找其原因，并尝

试着找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不是将其不公正

和不自然的归因于对安拉的信仰。 

不幸的是，那些提出这种批评的人只看到了宗教

处于名存实亡的一种状态。这种异议是针对当今时代

的，不幸的是所有信仰的追随者们都远离了其宗教的

本质，没有一个宗教的追随者真正遵守其教义。取而

代之的是宗教的教义被人类的行为所腐化，这给了思

想自由的人一个反对宗教的机会。但事实是，在所有

促进世界和平与开明思想的方法中，宗教是最强有力

的一种方式。每当人们遵循宗教的本质时，宗教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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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纷争和过激的冲突，并促进了开阔的胸襟和刚毅。

对宗教历史的研究表明，在某个特定宗教的信从者遵

循其教义的时期，他们被看作是宽宏大量、胸襟开阔、

富有同情心以及和平与和谐的追求者。与此相反，在

这些信从者抛弃其教义的时代里，他们对宗教的承诺

只是名义上的，他们变得心胸狭隘、缺乏毅力、怀有

偏见、脾气暴躁和无法无天。我提出这一主张并不担

心有人反驳，也不是针对任何宗教，并且我相信任何

在这个问题上如实地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得出相同的结

论。知感安拉，我是一名穆斯林，并且非常自豪地将

自己算作圣洁的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最

卑微的仆人。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近来穆斯

林像其他人一样也遭受到危险和灾难性疾病的折磨，

这种疾病被称为心胸狭隘。过度的民族偏见已经战胜

了他们崇高和高尚的情感，争执和因小的分歧而破坏

和平的倾向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天性中。伊斯兰教应该

为此而受到责怪吗？不，绝不应该！当穆斯林遵循伊

斯兰教的真正教义并且伊斯兰的精神存在于他们中时，

这些事情在穆斯林当中并不存在。他们是一个思想开

明、心胸宽广的民族；他们对人类怀有祝福和同情，

热爱和平、无私奉献，并为他人作出牺牲。他们用自

己普遍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那

座宏伟建筑的废墟！ 

其它民族也是一样的，早期的基督徒是自我牺牲

和对人类同情的典范，他们寻求和平与和解。然而，

一旦基督徒摆脱了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和精神，他们就

在不公正、暴虐、杀戮和宗教偏见方面超越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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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了在宗教改革期间，所谓的弥赛亚（即迈喜

合耶稣）的追随者们所表现出的心胸狭隘、过度的偏

见、冲突、谋杀和掠夺。 

印度教、锡克教和其它宗教的历史或多或少地显

示了相同的情况，甚至在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中更是

骇人听闻。所有这些都证明，实际上责任不在于宗教，

而在于那些抛弃其宗教本质的人。不幸的是，世界上

所有的民族都失去了宗教的精神，这给了那些急躁和

目光短浅的批评者们一个机会，将他们的心胸狭隘和

暴行都归咎于宗教。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他是神圣的，他不愿意看到

世界沉浸在无知的黑暗中，出于他的慈爱和恩典，委

任他的一位正直的仆人 ------卡迪安的米尔萨·欧拉

姆·阿哈默德作为主许迈喜合和受道教长来指导这个

时代的人类，以便他来回答因宗教信仰者们的不端行

为而对宗教提出的指控。这些不端的行为使人类远离

了安拉，并在宗教的背景下助长了暴行、胁迫和心胸

狭隘。主许迈喜合被派遣是为了人们认识他们的主宰

和上主，并再次成为兄弟。遗憾的是，就像这些人一

贯的那样，他们无知地对待这位安拉的改革者的仆人

和这位神圣指引的火炬手。几名无辜的阿哈默底亚人

在喀布尔被残忍的用石头砸死，只是因为他们是阿哈

默底亚派。从而给予其他人提出异议来反对伊斯兰教

的机会，认为伊斯兰教助长了暴行、胁迫、不容异己、

偏见和暴虐。唉！一位诗人说得多么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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ہن انمل ں رہزگ  ز اگیباگن  نم ا

د انش رک ٓا د ا ٓں  ہچ رک نم رہ   ہک اب

 

我 当 然 不 会 抱 怨 陌 生 人 ； 

因为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由那些认识我

的人干的。 

 

总而言之，宗教是狭隘和纷争的根源的观念源于

当前普遍存在的状况。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极其清楚地

表明，当人们坚守宗教的真正精神和本质时，他们比

其他人更具有宽广的胸怀、智慧、平和、自我牺牲和

宽容。至于教义，不谈细节的话，没有一种宗教在原

则上不教导和平、和解与宽容的。因此，心胸狭隘和

冲突可能是由于忘记了教义而引起的，但肯定不会是

遵守教义的结果。 

其次，让我消除另一个疑问。如果仔细思考，从

逻辑上讲一个理解宗教的现实和目标的人不可能会犯

下心胸狭隘或冲突的错误。宗教不像一个国家或一个

民族那样会受到地理边界或国家的限制而无法扩展。

恰恰相反，宗教包括教义、信仰和适用于对安拉的义

务与对人类的义务的一套行为准则，一个人接受宗教

为真理并努力将其传播给他人。宗教就像一座向所有

人敞开大门的建筑物，不分民族和国家，每种宗教的

人士都会邀请其他人来这座建筑。因此，任何真正力

求实现宗教目标的人，都绝不会犯下心胸狭隘或争斗

的罪行。恰恰相反，他将竭尽全力以高尚的道德和平

的宣教来赢得他人，避免任何可能成为阻碍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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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障碍。因此，一个人在掌握了宗教的本质和目

标之后，绝不可能做出偏狭和争斗的事来。 

第三，如果宗教有时导致了冲突和战争，那么其

它的因素就不会引起冲突吗？在个人和民族之间有很

多冲突的原因导致战争，难道这些都应该因此而放弃

吗？比如国家和政治分歧、国家利益、商业和经济问

题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同样，不可否认，个人之间也会有数百种不和的原因。

难道这一切都会因为偶尔扰乱和平而被抛弃吗？如果

这样是对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放弃生活中的一切，

成为一名避开与他人交往的隐士，从而避免一切冲突

和纷争的可能性。 

看看世界的历史，宗教分歧肯定不是大多数战争

发生的原因。它们是由国家或政治分歧、国家利益、

经济和商业问题引起的，有时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

上一次世界大战绝对没有宗教因素的影响。所有流血

事件的规模和破坏程度都是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 

这仅仅是出于政治动机。所以放弃政治，因为它有时

会导致战争。 

我亲爱的人们啊！这完全是由于缺乏知识和愚昧。

宗教与心胸狭隘、战争或冲突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

然而，像所有其它破坏和平的原因一样，在相对较少

的情况下，宗教可以用来制造纷争，但这只是在那些

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宗教的真正教义的情况下才会发

生。例如在圣洁的先知（祈求安拉赐他幸福与平安）

时期，犹太人和多神教徒们对无辜的穆斯林发动了侵

略和不公正的战争，因为他们误解了他们宗教的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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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于是穆斯林不得不做出自卫的反抗，这导致了

战争状态，而这战争状态完全是由没有理解宗教的实

质和目标的多神教徒和犹太人引起，而穆斯林参与这

场战争只是为了建立和平。 

简而言之，认为宗教引起战争和冲突是完全荒谬

和荒唐的。事实上，宗教是能够有效结束冲突的唯一

力量，正是对宗教本质的违抗才导致破坏和平与冲突。 

即使我们同意只有很小可能性的宗教分歧会导致

战争和冲突的观点，反对者们也无权背离宗教，因为

还有许多其它因素会导致破坏和平与冲突，任何有理

智的人都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它们。事实上，任

何争端如果处理不当，都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这

绝不是宗教所独有的。政治、民族、商业和经济分歧

的处理不当会导致战争；同样地，对宗教分歧的处理

不当也会导致战争。唯一的区别是，虽然不当地处理

其它因素会导致破坏和平，但正确地处理其它因素并

不会特别地带来和平、协作与兄弟情谊。然而，宗教

以其原始的形式和正确的实践，特别地带来了和平、

协作、团结、兄弟情谊与同情。这是事实，如果你愿

意的话，就请接受它吧。 

第四，批评者误解了“宗教”一词。他们可能认

为宗教只意味着对安拉的信仰，而当人们抛弃信仰时，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就已经抛弃了宗教。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宗教是人们可以放弃的东西。然而，当一个

人放弃信仰安拉时，准确来说被称为“无宗教信仰

者”，但宗教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可

能完全摆脱其范围。实际上，宗教是人们对生与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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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信仰、教义和行为准则的名称。显然，从这个

意义上讲，一个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放弃宗教的，因

为每个人都采用某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说他不喜

欢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但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宗教之

外。只要一个人活着，他就必须持有一些关于生与死

的信仰，并且必须遵守一种行为准则。他的信仰和行

为准则的总和会被称为他的宗教。 

一个人最多可以把自己从已知的天启宗教中分离

出来，并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宗教。然而根据上面给

出的定义，他不能真正的被认为是没有宗教的。无论

他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将是他的宗教。如果有

人信仰安拉，那就是他的宗教；如果他否认安拉，那

也是他的宗教。简而言之，宗教是由一个人采取的生

活方式和信仰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脱离宗教是

不可能的。你可以脱离伊斯兰教，你可以脱离基督教，

你可以脱离印度教，你可以脱离佛教，你可以脱离任

何已知的天启宗教，但你无法彻底地脱离宗教。你将

不得不接受一种宗教，即使是你自己所创造的。你要

么信仰安拉，要么否认他。如果你信仰他，你就必须

承认他的一些常德。如果你否认他，你将不得不假设

一些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学说。在与朋友、敌

人、亲戚、非亲戚、丈夫、妻子、仆人、主人、国王、

公众等打交道时，你必须要采取某种行为准则。这样

的学说和行为准则或生活方式将构成你的宗教。简而

言之，宗教与生活密不可分，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宗教

的范畴。当某人被称为“无宗教信仰者” 时，这只意

味着他并没有遵循任何已知的天启宗教，但是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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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自己的宗教。不然，没有人能够真的没有宗教。 

显然，当无法摆脱宗教的范畴时，有人提出了这

样的建议：因为宗教会引起冲突和思想狭隘，所以人

们就应该脱离它。这一想法是荒谬和愚蠢的，与一个

理智的人不相称。如果那样的话，一个人表明脱离一

种已知的天启宗教，那就是无知。我们所说的并不是

某一种特定的宗教，而是宗教通常引起战争。如果某

一宗教确实导致冲突和破坏和平，我们就不提倡它。

我们只是说宗教是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是不正确的，即

使是正确的，我们也无法脱离它。因此，脱离宗教的

建议是荒谬的。 

此外，有一种极小的可能性，即使人们脱离了天

启的宗教，宗教观念也将继续存在，因为在脱离这些

宗教之后，他们不太可能都会采取一套完全相同的信

仰和行为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宗教数量将

远远超过目前的数量。如果现在有十到二十种宗教，

那么这个数字将成倍增加到几千种，因为每个人都希

望创造一种自己选择的宗教。宗教数量的增加将导致

分歧的异常倍增，并随之而来的是从偶尔发生到日常

发生的以宗教为名的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增加。 

有人可能会说，只有那些以安拉、复生和审判日

为核心主题的天启宗教才能引起冲突和偏执。这是因

为这些宗教的每一名信仰者都认为自己是那些获得救

赎的人，认为其他人注定要下地狱。这导致了彼此的

敌意和对抗，而非天启的人为宗教并不是基于安拉的

概念和审判日，不会造成这种负面的看法。但这种观

点是违背人性的。当看到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时，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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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激发出一种同情感，并产生拯救他们的愿望，这是

本能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感到仇恨和蔑视是不正常

的。因此，如果不同教派的信仰者都认为自己得救了，

其他人都是迷误的，那么他们的本能反应应该是同情

和拯救他们的愿望，仇恨和蔑视在这里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对溺水的人产生蔑视和仇恨的态度是难以想象

的，天生的本能是跳入水中试图拯救他。如果有人尽

管有能力，却没有努力去拯救溺水的人，看到他陷入

困境而感到高兴，并打算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他会

被认为是一个良心已死的堕落者。 

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信仰是得救的方式，

那么嘲笑和破坏其它宗教的信仰者是不正常的。这种

行为违背了信仰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只有那些不了

解真实情况和缺乏宗教精神的人才会以这种不正当的

方式行事。那些理解宗教实质的人会同情那些走上错

误道路的人，并尽最大努力将他们从彻底的毁灭中拯

救出来。真正有信仰的人不可能对他人怀有一丝的憎

恶与仇恨。 

而且，宗教的祝福和回赐也不像物质的物品，分

享这些的人是不怕失去它们的。恰恰相反，分享是会

增加这些祝福和回赐的。因此，一个信教的人总会通

过邀请他人接受他的宗教来寻求与他人分享他的宗教

的祝福。因此，由于害怕其它宗教的信仰者会减少自

己的回赐而去蔑视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无论我们怎么看待它，对安拉的信仰

和对宗教的依附绝不会导致偏狭和冲突。如果一位

“宗教人士” 声称信仰安拉，却造成心胸狭隘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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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人类的同情和关爱，反而对他们心存怨恨和敌

意，并且是卑鄙和吝啬的，在真正意义上他绝不会被

称为是“宗教人士”。他毫无宗教的圣洁精神，就像

一间被居民遗弃的破房子一样。他声称信仰安拉是毫

无意义的声称。不幸的是，如今这种毫无价值的人在

各种信仰中比比皆是，伊斯兰教也不例外，这为批评

者们提供了批评伊斯兰教的理由。然而，一位真正理

解宗教哲学的宗教人士是绝不可能怀有恶意和引发冲

突的。 

诚然，人们有时可能会遭受到真正信仰安拉的人

的痛苦。尽管如此，这种痛苦类似于一种苦味药物的

不适或有爱心的医生所规定的严格限制。一位宗教人

士有时会参加一场战争，并致使一些人丧命，但这种

行为就像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外科医生为了挽救一名危

及生命的人而给他截肢一样。因此，他牺牲了一些价

值相对较小的东西来保护价值较大的东西，所有明智

的人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赞的。 

我亲爱的人们啊！我怎样才能使你们相信当安拉

的使者和虔诚的人们向任何人宣战时，他们是怀着最

纯洁和最高尚的举义呢？他们的内心就像一股喷泉，

始终充满着对人类的热爱与同情。 

这是活生生的和永恒的真理，在每个时代都由安

拉虔诚的仆人所见证。但愿你们能理解！ 
 

一份临时声明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顺便提一下，我于 1925

年 6 月在卡迪安开始撰写这篇论文，同年夏天我在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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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写了第一部分，在那里我不得不接受医嘱。当我

回到卡迪安，我于 1925 年末至 1926 年写下了剩余的

部分。 

由于新职责所负担的某些情况，该论文至今，即

1927 年 10 月仍不完整。我自己想到并且我的一些朋

友也建议，已经写完的任何部分都应出版，而不必等

待其全部完成。因此，我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结束当

前关于安拉存在的逻辑论证的讨论，并将手稿交给出

版商。我祈祷安拉使这本书可以有助于指引和改正人

们，并且祈求安拉赐予我完成本书的力量。阿敏！ 

我本来打算讲完所有关于至尊的安拉存在和常德

的问题，包括他存在的逻辑论证和证据；他的常德；

与他建立关系的益处和方法；以及辨别这种关系的显

著特征。然而，正如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我

甚至还没有完成与逻辑论证有关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部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五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甚

至还有一半没有得到处理，剩下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论述部分还未动笔。我将所写的呈现给读者，并为剩

下的部分向安拉祈祷。如果他意欲的话，他会使现有

部分有益于对人们的指导。 
 

信仰安拉阻止一个人犯罪 
 

信仰安拉有益于全世界的第二个主要好处是它能

阻止人们做出邪恶的行为来。总的来说，人们避免犯

罪有三个原因。 

第一，有人可能会相信，不犯罪就会获得一些较

大的裨益或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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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们可能会因做出某些邪恶的行为而担心

后果或惩罚。 

第三，由于人们提高了知识和洞察力，仅仅因为

这是邪恶，所以人们想避免它。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原因可以阻止人们犯罪了。

在这三个原因中，第三个原因与特定的少数人有关，

普通人不受其影响。虽然信仰者比非信仰者在第三个

原因上更加受益，但对安拉的信仰显然也在其它两个

原因中起着重要作用。凡是信仰安拉的人，也会相信

恶行会使安拉恼怒，随之而来的会有痛苦和惩罚，而

避免作恶会使安拉喜悦，随之而来的会有裨益和回赐。 

因此，一个真正相信安拉的人比其他人更能远离罪恶。 

一个信仰安拉的人不可能大胆地作恶。恰恰相反，一

个人越是完善他的信仰，他就会离罪恶和犯罪越远，

也会越蔑视它们。 

此外，对安拉的信仰也阻止了一个人的罪恶，因

为信仰者认为安拉无所不在并且全知一切。因此，如

果一个人拥有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表面上的或是继承

来的，那么安拉正在注视着他的这个信念会使他免于

恶行。实际上，不可能每个人都一直被警察监视着，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强大和最严厉的政府也不能完

全根除犯罪的原因。只有对安拉的信仰才能时刻警惕

地守护每一颗心。一个真正信仰安拉的人是不可能大

胆地去犯罪的。实际上，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在无意中

犯了罪，他的信仰会使他悔恨，并会促使他今后保持

警惕。因此，对安拉的信仰是制止罪恶和犯罪的一种

明确和肯定的方式，这是世界可以从中获得的一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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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而且事实上一直都在从中获得。 

有人可能会指出，那些信仰安拉的人也会犯罪。

确实，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时会这样做。如果仔细观察，

这些是软弱和对其信仰不忠诚的人，他们的信仰是基

于他们出生的家庭，他们还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信仰精

神。总的来说，那些真正信仰的人肯定会受到更多的

保护，免受罪恶的侵害。即使他们偶尔绊倒，这也往

往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会迅速康复并保持警惕。 

这进一步证明对安拉的信仰可以阻止人们犯罪，

否则又有什么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信仰坚定的人比那些

信仰羸弱的人更容易避开罪恶呢。如果其它所有条件

都是同样的，那么人们在其信仰和领悟方面进步得越

多，他们就越能摒弃罪恶。因此，这是一个不可否认

的事实，古往今来证明，对安拉的真正信仰是从这个

世界上消除罪恶的有效方法。这个讨论可以进一步阐

述，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就写到此为止。 

 

信仰安拉促使人行善 
 

信仰安拉的第三个主要益处是它激励人们行善，

这可以通过上述类似的论据来确定。为了简洁起见，

我不再赘述。 

 

信仰安拉有助于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 
 

信仰安拉的第四个主要益处是它增强了研究事物

的真实情况的能力。的确，那些相信这个世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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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偶然的并遵循随机进化概念的人，绝不会像那些

信仰安拉的人那样，以同样的热情和期待去探索事物

的真实情况和自然法则。信仰安拉的人完全坚信世界

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安拉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而创造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宇宙中的

一切事物都承担着被赋予它的任务，以实现其创造的

目的。的确，这种信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探索这个宇

宙的真实情况，促进了理智的极大进步。相比之下，

否认安拉并相信这个世界是偶然出现的人，决不会以

同样的热情和期望去从事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研究，

因为他认同偶然的机会和随机的变化导致事物的创造

的可能性。即使他真的为了增长知识而开始他的研究，

他也决不能像信仰者那样坚持不懈并献身地去追求它。 

在每一次挫折中，他都想要放弃，认为可能没有什么

值得发现的事物。另一方面，一位信仰者绝不会动摇

他的信念，相信每件事物的背后都有特定的智慧和目

的，安拉不会徒劳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他会把自

己的失败归结于缺少努力或者他错误的方法，并且绝

不会放弃。 

对安拉的信仰强烈地激励着人们去研究事物的真

实情况，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有人可能会质疑，在

实际中我们观察到，信仰安拉并不能将那些对科学研

究感兴趣的人和不感兴趣的人区分开，那些信仰安拉

的人和那些不信仰安拉的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对科学研

究感兴趣。相反，在无神论比东方更盛行的欧美，那

里有更多的科学研究人员。然而，这是一个基本的误

解，因为欧美的人民并不是无神论者的宗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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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相信安拉，无论他们的信仰多么羸弱，他们都郑重

地承认一切事物都是安拉创造的。因此，他们在认识

事物的真实情况方面的优越性不能构成批评的基础。

在缺乏相关数据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对西方无神论者

相对较多的说法发表评论。东方的无神论者有可能比

西方的更多，但除非某些事物被确定，否则任何主张

都不能以此为依据。 

此外，随着西方国家在世俗事务上的进步，他们

个人和国家的观点很容易被注意到，然而由于缺乏教

育，东方国家的个人观点几乎没有展现给世界。按照

人类的心理学，某些东方人可能由于缺乏教育而不习

惯自我反省，因此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更深层次

的观点。他们可能受到无神论思想的影响，但可能并

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欧美受过良好教育的

人们习惯于自我反省，并且能够认识到自己思想意识

方面的任何变化。因此，很有可能西方的无神论者比

看上去的要少，而东方的无神论者可能比我们所能看

到的要多。因此，除非确定西方的无神论者数量超过

东方的无神论者，否则这种反对是毫无意义的。即使

我们假设西方有更多的无神论者，仍然不会有反对的

余地，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神论的观念起源于西方，

开始于他们在获得知识方面的进步以后。我们可以从

中最多地推断出，知识的增长使人们倾向于无神论，

而不是无神论激发了西方的学术进步。我们不能推断

出，不信仰安拉比信仰安拉更能激励人们对知识的追

求。无论如何，反对意见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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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学术进步会导致无神论呢？

我们不接受学术进步必然导致或支持无神论。问题的

真相是，人们误解而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事

实上，知识的进步带来了觉悟，并以生命的活力代替

了无知的停滞。在这个时候，一些被误导的人以及那

些容易受到他人影响和迷惑的人，最终走上了错误的

道路；而那些陷入无知的人则呆在原地，因为他们没

有任何机会误入歧途。一位诗人恰如其分地说： 

 

ںیم  ِن گنج  ر یہ دیما ےت ںیہ وسہشا  رگ

ہ لفط ایک رگے اگ وج ونٹھگں ےک لب ےلچ    و

 

跌 倒 在 战 场 上 的 只 有 骑 士 ； 

用 膝 盖 爬 行 的 婴 儿 不 会 摔 倒 。 
 

这并不是说有人因为骑马而跌倒，这意味着骑手

面临着更多跌倒的风险，所以有时他可能会从马上摔

下来。 

因此，无神论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更大，这也许反

映了教育启发了他们的思想。西方国家求知欲的增强

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

人可能会误入歧途且跌跌撞撞。显然，在这里教育不

应受到责怪，而是教育的不当运用，这是任何追求知

识的必然结果。相反地，那些仍然无知的国家错失了

教育的益处，但也避免了不当地运用这些知识带来的

严重后果。与西方相比，这就是东方的状况。尽管如

此，用西方的现状来反驳我们的论点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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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来回答“为什么有些无神论者对研究事物

的真实情况感兴趣？”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声称

过这样的兴趣只是由于对安拉的信仰而产生的，再也

没有别的其它因素了。我们承认有许多因素可以产生

这种兴趣和爱好，因此如果一名无神论者受到其它因

素的激励去研究宇宙，那将是完全没有异议的。我们

只是说信仰安拉对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有特别的帮助。 

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对自然界的研究方

面一名信仰者比一名不信仰者更加热情，更加渴望，

更加充满希望，更加坚定和更加精神饱满。那是因为

他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一种目的而创

造的，而无神论者并不相信此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

实。 

信仰安拉带来内心的满足 
 

信仰安拉的第五大益处是它能带来内心的彻底平

静，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益的。实际上，除非

一个人与自己和睦相处，否则他不可能公正对待任何

事情。 

一个无神论者总是被不满、不安和怀疑所困扰，

而且从不满足于自己的状况，如果他是明智的并有宗

教倾向的话则不会这样。他一直想他的发现也许是错

误的，而宇宙确实有一位创造者和主宰。无神论实际

上是一种消极的哲学，并不是建立在任何肯定的证据

之上。这也就是说，一名无神论者无法宣称他有确凿

的证据证明安拉不存在。他只能说的是他没有发现安

拉存在的证据。无神论的概念与最深刻的人性哲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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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对他自己的信仰心存

疑虑。他自己的天性、他开明的头脑和他周围的环境

都使他感到困惑、烦恼和忧虑。因此，他对宁静的追

求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过。 

另一方面，对安拉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

积极的基础上，人性从中得到安慰。因此，一个信仰

安拉的人相对来说更加确定和坚定，他不会被未来的

忧虑所困扰，这种内心的平静有助于他生活的各个方

面。此外，无神论者确实在内心深处担心如果安拉存

在，他会因为不相信他而处于不利的地位。相反地，

安拉可能不存在的可能性并不会使信仰者不安，因为

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简而言之，无论你以哪种方式

看待它，对安拉的信仰都会带来内心的平静，而不信

仰安拉则会导致不满、焦虑和迷茫。 

尊贵的《古兰经》说： 
 

ِالُْقلُوُبِ ِئّنُ ِِتَّْطمَّ ِبِِذْكِرِالّلَّ َّلَّ ۔أ
 

要明白,心只是藉记念安拉,才会得到满

足的。（13:29） 
 

内心的平静是每项工作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

有它的话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肯定，

对安拉的信仰对世界的进步和福祉起着重要作用。 
 

信仰安拉树立道德标准 
 

信仰安拉的第六大益处是它树立了道德标准。道

德标准的树立离不开对安拉的信仰。伦理学家知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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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道德标准有多难。人们对伦理学家们在经过长时间

的辩论和讨论之后提出的关于对美德的定义和道德标

准产生严重的分歧感到惊讶。一个人这样讲，另一个

人那样讲，他们所有人又都批评别的人。但当人们看

最终结果时，发现什么都没有。然而，一旦我们相信

安拉，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了，因为人不是靠自己来此

世的，他不需要制定自己的道德标准，以及设法去决

定什么是对他有利的。他是由一位更高的存在者所创

造的，显然除了那位更高的存在者之外，他没有任何

值得效仿的榜样，并且除了显示他的创造者和主宰的

常德外，再也没有其它的道德目标了。圣洁的先知本

人说过： 

ِقِاللّٰہِ۔ َّلَُّّقْواِبِاَّْخَلَّ  ّتَّ
 

就是说：人们啊！以安拉的常德塑造

你们的道德吧！ 

 

伊斯兰教教导，至尊的安拉以他自己常德的形象

创造了人，他所有常德的种子（除了安拉所特有的那

些常德外），尽管形式较小并且有限，却已经都播撒

在了人类的天性中。为了培育这些天然的种子，他不

时地向虔诚的人们揭示伊斯兰教法作为一种行为准则。

伊斯兰教法是在世界上产生真正的改革和进步的道德

准则，寻找另外的替代者是徒劳无功的。除非打算效

法创造者和主宰的常德，否则不能建立起正确的道德

标准。实际上它需要自然地天性来证明安拉的存在，

因为它们反映出安拉的常德，所以根据伊斯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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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应该被恰当地使用，才能呈现出安拉的色彩。例

如，热爱、忠诚、仁慈、愤怒、自尊心和荣誉感都是

自然地天性，如果运用得当，它们就会成为高尚的道

德品质。同样地，有许多自然地天性，只要适当地运

用，都会成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所有这些天性作为其

创造者常德的形象被灌输到了人性中。这些天性仅仅

是自然的冲动，它们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运

用它们才使它们成为了好事或坏事。正确或不恰当地

使用它们的标准是，这些自然的天性是符合安拉的常

德来运用的，就像通过安拉的行为来显现意味着天性，

而他的话语则意味着伊斯兰教法。对于这个复杂的问

题，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这是对安拉的信仰所带来的

巨大益处。 

还有许多其它的益处，但在此我结束本讨论。然

而我想说明的是，我只讨论了普遍通过信仰安拉而获

得的益处。我没有深入地讨论信仰者和安拉的会体在

他们追求接近安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更多的精神、道

德和理智方面的益处。如果安拉意欲的话，这些将在

后面提到。我想进一步补充的是，我并没有把信仰安

拉的这些普遍益处作为安拉存在的证据。因为如果安

拉不存在的话，那么仅仅因为这样做是有益的就应该

相信他的论点将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讨论仅旨在强调，

我们不仅有一位创造者和主宰，而且相信他对人类有

益处。 

反驳无神论的论据 
 

我现在想非常简短地驳斥一下无神论者提出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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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信念的论点。前面已经驳斥了很多，因为我无论

在哪里提出关于安拉存在的论据，同时我也处理了批

评者们提出的共同的异议。但是，一些方面在前面并

未讨论过，因为它们不能包含在涉及任何积极的论证

的部分中。我现在要继续讨论这些方面，并且仅谈论

其余部分内容以完成汇编。 

 

三种无神论者 
 

应该认识到，有三种无神论者：首先，有些人认 

为安拉的存在是不确定的；即他们不相信安拉，因为

他们没有强有力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的存在。这

样的无神论者占大多数，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无

神论者都属于这一类。 

其次，有些人认为安拉的存在既不能被证明，也

不能被否定，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通过辩论来解决。实

际上，这些人也是不相信安拉的。 

第三，有些人相信安拉是不存在的；即安拉的不

存在是通过确凿的论据确定的。尽管如此，他们的信

仰并不是建立在这样的论据上，而是建立在没有证据

证明安拉存在的主张上。然而，他们只是顺便提出了

一些论据。这些人只占少数，可能只占所有无神论者

的不到百分之一。 

这三个组的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次序：“因缺乏

证据而拒绝”；“ 因缺乏证据或反证的可能性而拒绝

和否认”；以及“因不存在证据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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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的人数最多，第三组的人数极少，第二组

的人数略多于第三组。欧美的无神论者为他们自己选

择了“不可知论者”这个名字，其字面意思是他们只

是不知道。他们表明的立场是，他们没有安拉存在的

证据，并不是说他们有他不存在的证据。因此，大多

数无神论者不相信安拉，因为他们没有他存在的证据。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反驳这些人的信仰，因为

对这一立场的驳斥涵盖了到目前为止的这一陈述，通

过消除各种疑问来补充每一个积极的论点。如果安拉

意欲的话，在适当的时候我将在后面一部分中陈述关

于驳斥支撑无神论观点的其它积极论据。这同样适用

于驳斥第二组的观点。在这里，我打算驳斥第三组的

观点，他们声称安拉不存在是通过论据来确定的。我

只会陈述上面没有提到的事实，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

重复。这些无神论者提出以下论据来支持他们的信仰。 
 

无神论的第一个论证及其驳斥 
 

无神论者提出支持他们信仰的第一个论据是基于

这样的事实：创造这个宇宙只有两种可能性。它要么

是由更高的存在者所创造的，要么是永恒的或从某个

特定时间以来它就已经独立存在，并按照某种内在的

机制和因果关系而自我运行。这里再也没有其它可能

性了。这两种情况都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因为我

们无法理解安拉或宇宙等一些事物是如何永恒的或从

某个特定的时间以来就独立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们

必须接受这两种情况之一，那么接受这个宇宙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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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高的存在者那样的自我存在，是更容易、更简单

和更安全的了。 

在关于安拉的存在是基于这个宇宙的论点部分中已

经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驳斥，在此不再重复。在

那里详细地确定了我们称之为宇宙的全部事物和宇宙

的创造者——崇高的安拉的存在，由于其属性、性质

和状态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此不能以相同的方式看

待。也不能理解，接受两者都是“自永恒以来一直独

立存在的”，对于每一个都具有相同的含义。事实是，

安拉因其神性的常德而要求他被接受为是永恒的和至

高无上的，没有在他之上的存在者，宇宙的状态和它

所包含的一切证明了它们不是自永恒以来就是自我存

在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排除在它们之上有更高的存

在者存在。不同之处很明显，两者当然不能以相同的

方式看待。接受这个世界永远存在是更容易、更简单

和更安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并会产生许多无法解

决的问题。恰恰相反，接受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并且

它的创造者是永恒的，是更容易理解、更简单和更安

全的。此外，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还有其它一些关于

安拉存在的论据。如有必要，读者可以重温前面关于

这个问题的讨论，这里无需重复。 
 

无神论的第二个论证及其驳斥 
 

无神论者提出支持他们信仰的第二个论据是：宇

宙中运行的自然法则和因果律是如此的完美和精巧，

完全不需要创造者和更高的存在者存在。对安拉不必

要的信仰只是迷信。前面也驳斥过这一论点，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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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为什么尽管有一个完善的法则，仍然需要一位更高

的存在者。还阐明了虽然有因果律，但在这个宇宙中

存在的设计和生命的目的都证明存在着一位创造者和

控制者。如有必要，读者可以参阅相应的部分。人们

还没有意识到因果律本身就需要一个创造者和监管者。

原因和结果就像工匠用来制作东西的工具，最终产品

证明了工匠的存在。因此，因果律不能用来作为反对

安拉存在的论据。恰恰相反，法则及其在对宇宙特定

方向和设计方面的影响构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证据，

证明了一位更高的存在者的存在，这是任何聪明的人

都无法否认的。 

 

无神论的第三个论证及其驳斥 
 

无神论者提出的第三个论据是基于进化论，他们

声称该学说表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非一直

如此。而是最初它处于原始状态，然后逐渐进化为现

在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适应环境，无法适应其

环境的物种灭绝了。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在这个宇宙

中没有固有的计划或设计，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 

我们已经在理论上驳斥了这个论点。应该记住的

是，某些物种由于不能适应环境而灭绝，而其它物种

的逐渐适应并不能证明世界是没有计划或设计的。恰

恰相反，某些物种的灭绝和其它物种的生存表明了一

种潜在的智慧，并证明了这个宇宙和生命的目的存在

一种设计和最终的原因。它表明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正

在不断地修整他的花园并修剪其中的树木。他砍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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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弱小的树枝和植物，以便让更强壮的树得以生长，

并去除较弱的树木，以便它们不会阻碍那些较强的树

木的生长。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安拉知道这个宇宙花园

中的一根树枝或一棵树是脆弱的，无法实现其被创造

的目的，他当初为什么要创造它呢？安拉确实为了实

现特定的目的而创造了一切事物，但是当它产生了缺

陷并且跟不上其它物种的步伐，没能达到它被创造的

目的时，它根据自然法则被淘汰。 

这两条法则都是由安拉制定的。一，安拉为了特

定的目的而创造了一切事物，他希望它们能实现这个

目的。 

二，当某物受到不利影响而未能实现其目的时，

它就会被毁灭。 

例如，安拉为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进步而创造了人

类，但是由于他们的恶行，有些人无法达到此目的，

因此就像枯树枝一样被砍掉。还应该记住的是，根据

自然法则，某些物种的唯一目的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帮

助其它物种的生长。一旦后者牢固的建立起来并已达

到其完美，次要的物种就会消亡。农民有时会在一些

植物周围种植“填充植物”，以保护它们并促进其生

长。一旦植物变得强壮，填充植物就会被毁灭，因为

它们已经达到了它们的目的，之后的存在可能对植物

有害。 

科学进一步表明，某些生物的死亡为其它生物提

供了生命和养料，它们被创造的唯一目的就是死去，

并使其它生物产生生命和成长。有无数其它的例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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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某些物种在一段时间后灭亡，而其它物种生存

和成长，并不能证明安拉的存在是错误的。它的确证

明了有一位有意识的、全智的和全知的存在者，他有

能力和智慧将这个宇宙运行向一个特定的目标。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弱者被消灭，只有强者按照

自然法则生存，那么安拉的手在哪里呢？ 

我坚持认为，我们并不否认自然法则，我们也确

实相信这种因果律，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安拉的存在是

错误的。如前所述，因果关系体系本身指向一位更高

的存在者，并且构成了安拉存在的另一个证据。我想

重申，达尔文作为假设提出的进化论并不是一个公认

的科学事实，它的一些细节已经被许多其他的科学家

们提出了质疑，这种理论以其目前的形式而言，已被

完全否定。 

无神论的第四个论证及其驳斥 
 

无神论者反对安拉的存在所提出的第四个论据也

是基于进化论。 

根据进化论的观点认为关于宇宙的创造和人类的

创造的宗教教义被认为是不准确的。这证明宗教教义

是错误的并与证据相反，从而否定了宗教教义所提出

的安拉的概念。这个问题也已经详细地阐述过。 
 

无神论的第五个论证及其驳斥 
 

无神论者提出的第五个论据是：自然法则认为更

高的存在者是随机的，有时的行为是无情的。该法则

的随机性本身就证明这不可能是一个全智的存在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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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正相反，他们认为通过研究自然定律，可以清楚

地知道宇宙是在自然变化和因果系统上运行的。 

他们列举了使无辜的人们遭受灾难的例子，致使丧

失生命；疾病蔓延；身心残疾的儿童出生以及个人在

一段时期的成功之后的衰落。他们说这些日常生活所

发生的事情证明安拉并不存在，否则这种不加选择的

灾难和不幸将绝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这一异议尚

未得到讨论，需要作一些详细的解答。 

 

需要将自然法则与伊斯兰教法区分开来 
 

之所以提出异议，是因为批评者没有认真的思考

安拉在这个世界上实施的两套法则。他们认为整个世

界都在一套法则下运作，而事实是安拉为这个世界制

定了两套不同的法则。第一种是与这个宇宙的组织有

关的自然法则，这包括因果系统和各种要素的属性，

我们随时可以观察到这项法则的影响。第二种是伊斯

兰教法，它涉及到人的道德和精神层面，并通过先知

和使者显现出来，它是以生命死亡后的奖惩为原则的。

上述异议是由于混淆了这两套法则而没有正确地区分

它们而产生的。 

什么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是世间万物、每一个

运动和每一个静止以及世界上的每一个物体，都先天

具有一种发挥某种作用的能力。例如，自然法则是，

如果摄入一定量的砷则会杀死一条生命，除非另一种

自然法则抵消掉砷的作用并使其失效。同样地，当达

到弱点的临界点时，屋顶就将会倒塌并会砸死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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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人，除非另一项自然法则介入以拯救这个人，

这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同样地，一个不懂游泳的人会

在深水中淹死，除非自然界通过其它方式的介入使他

得救，这也是符合自然法则的。因此，任何事物无论

多么先进，如果没有能力抵御有害的操控力和破坏性

的力量，都将会受到不利影响，这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所以这些以及无数其它的事物，都是自然法则的一部

分，由此一切事物都会产生其自然效果，这台伟大的

机器的轮子也会永远运转。这些法则不区分是敌是友，

在正常情况下执行分配给它们的任务，它们有责任举

起或落下、向前推或向后拉接收端的任何人。（有一

些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是根据特殊的独立法则所

适用的特殊的安拉的法令，以奇迹和通过先知与安拉

之友的祈祷被接受的形式显现出来。） 

与上述相反：伊斯兰教法是什么？它是安拉为一

个宗教的信仰者所启示的法律和行为准则，以便他们

改正自身的品行，更加的接近安拉，并分享为义人所

准备下的恩典和吉庆。根据这种法律，每个人都有遵

守或不遵守的自由意志，在死后才决定一个人行为的

赏罚（除了一些隐性的效果在今世显现出来）。例如，

伊斯兰教法敦促人们以规定的方式崇拜安拉，以获得

他的接近和满意，但并非强迫他们去这样做。如果有

人想要违抗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这样做，而不是

被迫地去遵守这种法律。这种违抗的结果可能会以一

种微妙的方式在今世出现，但是真实和确定的惩罚是

推迟到后世的。智者之中有句谚语：今世是耕耘场，

后世是奖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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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于自然法则，今世既然有行动，就会有报

偿。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否则这两种法律不会相互干

扰，这里无需提及。任何违反自然法则的人都不会因

为他没有违反伊斯兰教法的理由而免于后果。他将一

定会遭受到违反自然法则的后果，而遵守伊斯兰教法

并不能从这种情况中拯救他。请仔细思考，例如假设

有一个屋顶坍塌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虔诚的人，而

另一个则是罪人：根据自然法则，两者都会死掉还是

两者都会生存，这取决于屋顶坍塌的方式。在一般情

况下不会是虔诚的人得救而有罪的人死亡这种情况。

同样地，假如一个不懂游泳的虔诚且敬畏安拉的人跳

入深水里，他将不会仅仅因为虔诚而不被淹死。他的

虔诚关系到伊斯兰教法，而水则是属于自然法则之下

的。自然法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伊斯兰教法的

影响的。 

简而言之，作为一般规则，伊斯兰教法只决定对

伊斯兰教法中的善行或恶行的报偿，与自然法则所确

定的报偿无关，反之亦然。无神论者以此来支持他们

的信念是荒谬的。例如，一位虔诚且正直的人有个小

孩到河里洗澡淹死了，而一个邪恶的人同时在河里洗

澡，却安然无恙地回家了；一位非常贞洁且行为端正

的女孩在婚后第二天着火而死，而一名不守贞洁且举

止粗鲁的女孩在同一天结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

活；一个天真善良的男孩被倒塌的屋顶压死了，而在

那里玩耍的一个邪恶且肮脏的男孩不久前就出去了，

避免了伤害等等。基于这样的事例，无神论者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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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安拉存在的话，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和不公正就不会

发生。 

如果认真思考，这种异议则是软弱和荒谬的。溺

水者虽然遵守伊斯兰教法，却违反了自然法则并因此

遭受了痛苦；另一个人没有违反自然法则，因此虽然

他违反了伊斯兰教法，但根据自然法则他不会受到任

何惩罚。这同样适用于着火而死的女孩，她违反了自

然法则而死。这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遵守伊斯兰教

法是没用的。另一名女孩虽然犯有违反伊斯兰教法的

罪过，但由于她没有违反任何自然法则，因此摆脱了

自然法则下的任何惩罚。因此没有混乱或不公正，自

然法则平等待人。事实上，如果自然法则惩罚了人们，

即使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或者如果人们因为违反

伊斯兰教法而受到自然法则的惩罚，那将是最不公平

的，反之亦然。不是这样的;大自然惩罚违反其法则的

行为，而伊斯兰教法惩罚违反其法则的行为。（除了

一些例外，它们完全形成了另外一个主题，在此无需

赘述。）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认为这是令人反感的

或是不明智的。 

我觉得奇怪，什么样智慧和才智的批评者来提出

这样的异议；一个充满智慧的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则，

并且没有在两套法则之间造成任何冲突，他们怎么能

够认为这是违背正义的呢？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

是由于很大的误解造成的，当他们在伊斯兰教法中寻

找在自然法则下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时，当他们又未能

找到解释时，他们称之为不公平。不幸的人们啊！愿

安拉赐予你们智慧。在自然法则中去寻找自然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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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的解释，在伊斯兰教法中去寻找对伊斯兰教法

的惩罚的解释。然后你就会意识到根本没有不公正，

而实际上你所说的是不公正的。一个人根据自然法则，

由于火灾、溺水或倒塌的建筑物而意外死亡，你们认

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根据伊斯兰教法他是遵守的并

没有犯什么罪，你们这样的认为才是真的不公平。最

遗憾的是，把伊斯兰教法归咎于自然界的行为，反之

亦然，然后将此归咎于安拉，这是荒谬的！ 

应当记住，伊斯兰教法和自然法则是两部独立的

法则，就像文明的世俗政府那样不相互干涉彼此的事

务。但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安拉可以命令一套法

则生效来支持另一套法则。例如，当安拉渴望改造这

个世界而授命于先知和使者时，会使自然界的力量屈

从于伊斯兰教法。这种特殊的法令表现为奇迹和安拉

的迹象。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自然法则和伊斯兰教

法是彼此相互独立的，既不会相互干涉，也不会相互

让位。全部的误解都源于将这两套法则混为一谈，未

能将它们视为独立的实体。 

 

灵魂的转世 
 

灵魂的转世或轮回的学说也是基于类似的误解。

相信这种学说的人认为，孩子出生在不同的环境中是

他们前世行为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婴儿天生的

虚弱或健康，失明或有视力，健全或残疾，聪明或愚

笨，以及富贵或贫穷。否则他们会问，如果没有前世

的生活和善恶的记录，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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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安拉在如此多样的情况下将同种的孩子带

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不公平的吗？如果不是，那么除了

前世生活之外就没有其它的解释了。 

相信轮回的人也没有看到伊斯兰教法和自然法则

之间的区别，并且使用一种法则来衡量一切事物。他

们没有意识到出生时的差异与伊斯兰教法无关，而是

与自然法则有关。孩子遗传而获得了其父母和祖先的

身体、经济以及道德状况，这些情况因家庭而异。 

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医学已经确定，如果父母健

康，则孩子很可能也是健康的，但如果父母是羸弱的，

那么孩子也将会是羸弱的。甚至连身体特征都是会遗

传给孩子的。这门科学是如此的广泛，是通过反复的

实验和观察建立起来的，无法被驳斥。研究还表明，

受孕时的男女状况也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鉴于

此，伊斯兰教法非常明智地建议男女在想要孩子的时

候要净化自己的心灵和思想，以便孩子能够遗传他们

纯洁的思想。 

简而言之，医学发现父母和祖先的影响是会传递

给孩子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孩子出生时是健康的，

而另一些孩子则是虚弱的。有些孩子出生时是正常的，

而另一些孩子则有先天缺陷。 

在尊贵的《古兰经》中也提到了一般性的自然法

则，即一切事物都会对其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参见

16:49）。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赖于其它事

物而生存的，一切事物也都会受到宇宙中其它事物的

影响。因此，一个孩子是与其父母最亲近的，是会受

到其父母好与坏的品行的影响的。从而认为婴儿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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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行为而具有不同特征的观点是错误的和荒谬的。

这种误解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在伊斯兰教法中寻找自然

行为的原因。 

无神论者和那些相信转世轮回思想的人都是基于

同样的错误。两者都未能找到自然法则和伊斯兰教法

之间的区别，他们在伊斯兰教法中寻找自然行为的原

因。由于他们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一群人就断定这一

切都是混乱的状态，而安拉的概念是毫无根据的。另

一群人认为安拉不是不公正的，不会无缘无故地惩罚

任何人。所以新生儿之间的差异一定是根源在于他们

的前世，转世轮回的学说就这样出现了。如果他们仔

细思考，他们就会很容易理解安拉制定了两套彼此独

立起作用的法则，在伊斯兰教法中寻找自然行为的原

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总而言之，善良和无辜的人有时会在自然灾害、

疾病和灾祸中遭受痛苦。这只是因为自然法则不同于

伊斯兰教法，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善行其本身并不能保

护一个人免受自然法则所带来的惩罚。为此，自然法

则所规定的预防措施是必要的。例如，溺水事件遵循

自然法则，一个善良的人要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必须

学会游泳并采取其它预防措施以免溺水，仅凭善良不

会使他免于溺水。同样的，残疾婴儿的出生是一种自

然行为，在伊斯兰教法中寻找其原因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需要转向自然法则，父母应该为

他们的疾病、虚弱和缺陷寻求治疗，并着重改善导致

此类残疾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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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与伊斯兰教法分离并独立，这

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自然法则不服从于伊斯兰教

法，以及为什么善良和虔诚的人不能免于不幸和厄运。

正如已经解释过的那样，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两项

法则是不同的并且是独立工作的，但是反对者提出的

想法要求这两项法则合并在一起。然而，它们的独立

存在表明它们是注定要保持独立的。 

第二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是安拉为人类的两种进步

制定了两套法则：自然法则通向物质进步，而伊斯兰

教法则是道德和精神进步所必需的。如果遵守伊斯兰

教法是为了防止违反自然法则的不良后果，这将会阻

碍一个人的物质进步。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善良能保

护他不受溺水、烧伤或触电的伤害，那么他就没有动

力去了解或明白导致伤害的过程，或者找到控制它们

的方法。 

请记住，一个人的物质进步是可能的，因为他知

道除非他研究自然法则和物质的属性，否则他将无法

为自己发现幸福、舒适和进步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

人类总是忙于研究自然和元素的属性。他们说：“需

要乃发明之母。”如果仅仅通过遵守伊斯兰教法就能

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的话，那么就没有人会在研究自

然和元素的属性上浪费他们的时间了。一切物质进步

都将停滞不前，物质知识也将告终结。因此，这两套

法则（自然法则和伊斯兰教法）互不干扰，实乃是安

拉的恩典。有些灾难也是这种恩典的前奏，因为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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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灾难之后，人们会提高认识和动力去寻找将来避免

此类灾难的方法。因此，在少数人丧生后所采取的措

施可以使数百万人免遭未来的危险。 

简而言之，这两部法则都旨在为人类带来不同的

进步。如果这两部法则相互融合或相互让位，那将是

非常有害的，不利于人类的进步。事实上，这两部法

则的平行运作对于人类的集体福利和进步是完全适当

和非常明智的，人们无法想出任何更好的方法。 

虔诚和善良的人有时候会因事故或一些其它的自

然法则而过早的去世，使他们的亲属处于极度震惊或

失落的状态。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安拉以某种其它

的方式赐予死者的家属慈悯。安拉为了世界的福祉和

进步而执行他的法则，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为任何

人而违反他的法则。然而，他同时对善良的人们非常

友好，对他们最忠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

通过某些其它方式补偿他们的损失。例如，对于这个

世界上的苦难，他在后世里给予他们特殊的回赐，慷

慨地为他们的后代提供今世的吉庆，或者在不损害他

人权利的情况下显现出某些其它的仁慈和公正的方式。 

至于那些生下来就虚弱和残疾的孩子，这会阻碍

他们精神的进步，伊斯兰教教导我们，安拉将会在复

生日体恤他们的残疾。他们不会为超出自己控制范围

的行为负责，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身体虚弱而遭受任何

回赐的减少。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他的报偿法则

考虑到了每一件善举的回赐，并且不会忽略任何减轻

罪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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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罪恶？ 
 

在这里必须要消除另一个疑问。为什么世上存在

罪恶、不公和犯罪？有人认为如果安拉存在的话，那

么人们将绝不会毫不受限的沉溺于罪恶、不公和暴虐

之中，世界就会没有邪恶。这些批评者没有理解伊斯

兰教法的目的和哲理。伊斯兰教法为人们提供了行为

准则，并向他们阐明需要遵守它，否则他们的道德和

精神进步就无法实现。在阐明以后，人们可以选择接

受或拒绝这一行为准则。接受这一行为准则的人会根

据他的信奉程度而获得吉庆和虔诚，并会接近安拉。

选择拒绝接受这一行为准则的人丧失了他自己的吉庆，

这种对天启的行为准则的拒绝也被称为罪恶和犯罪。

因此，罪恶不是由安拉创造的，而是人类行为的结果。 

因此，由于世上存在罪恶而否定安拉或者推断出因为

不存在安拉所以罪恶才会发生，都是错误的和完全荒

谬的。 

安拉已在人性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并且为了使

该种子繁荣和茁壮成长，他启示了他的伊斯兰教法。

然后通过他的迹象和启示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成功和

得救在于遵守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准则。尽管如此，如

果有人仍选择不遵循安拉的伊斯兰教法，那么这是那

个人的错，而不是安拉的错。他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

被剥夺，而不是安拉的所为。什么是罪恶？是一种违

抗安拉的行为以及走上一条违背安拉指引的道路。因

此，罪恶是一个人自己行为的结果。安拉是否会仅仅

由于某些人不遵循他的指导而不引导我们呢？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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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父亲因担心儿子可能会违抗他而犯罪就会停止对

他的儿子的劝告吗？这些都是无知的论据，每个明智

的人都应该避免它们。 

总而言之，罪恶和不公是由人们自己的行为造成

的，安拉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任何明智的人都不能

因为罪恶而反对安拉的存在。安拉所规定的完全是仁

慈，未能从这种仁慈中受益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安拉没有制定那样的伊

斯兰教法，以至于无法违背它，并且所有的人都被迫

遵守它？”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罪恶存在，

每个人都会是虔诚和品行端正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人类的唯一目的就将会失去。这

个目的就是人类应当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并

通过他的善行有资格成为安拉的恩惠和荣誉的接受者，

最终获得接近安拉。如果每个人都被迫遵从安拉启示

的伊斯兰教法的话，那么所有的进步之门都将对人类

关闭。没有人会得到恩惠和荣誉，所有的努力和奋斗

都将是徒劳的。有一点要明白的是，为了获得恩惠，

人类必须自由地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里的善与恶之间

作出选择。如果人类被迫采取某种道路，那么那些热

爱正义的人和那些不热爱正义的人；那些遵循正道的

人和那些不遵循正道的人；那些有自制力的人和那些

没有自制力的人；那些坚定的人和那些不坚定的人；

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和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之间就不存

在区别了。同样的，通过在善行方面相互竞争能够实

现的进步也将停滞不前，没有任何的前进动力。人类

将会禁锢在静止的状态下，或者变得像天使一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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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创造所迫去遵循正道，甚至一点都不会偏离安拉

的意欲。智者说善良的人的地位高于天使，因为人类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他所喜爱的美德，而天使是

被限定在美德的状态中，因此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天使

的善行并不算做善行。这就是为什么《古兰经》关于

人这样说： 

ِ ْقِویم  ِنِتَّ َّْحسَّ ِِِفِأ انَّ ْنسَّ لَّْقنَّاِاْْلِ ْدِخَّ ۔لَّقَّ  

 

我确以绝佳的创造情况创造了人。

（没有任何其它的创造物能与人类相比。）

（95:5） 

 

简而言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优秀的标志，而误

用这种意志会导致罪恶。罪恶并不是由安拉创造的，

而是因否认安拉的仁慈而产生的。因此，罪恶不能被

当作反对安拉存在的论据而提出来。 

 

无神论的第六个论证及其驳斥 
 

第六个论据就像第五个论据那样，是把基于假设

的不公平归因于自然法则。无神论者说世界上有很多

事物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并且显然是有害的。例如，

有无数有害的动物、有毒的灌木和蔓生植物以及致命

的矿物质，这些都是有害的，根本没有任何益处。根

据他们的说法，这些都证明了没有安拉，否则这样的

事物就不会存在了。这表明了他们的无知。事实上，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没用的和没有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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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由于缺乏知识，人类才不了解某些事物的目

的，对它们的益处一无所知，并在看到它们的某些有

害的影响后形成了他的观点。对于那些通晓事物真实

情况的人来说，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外行人成

为这种疑问的受害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事物的真实

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没有超越事物的表面形式和作用

来看，也不习惯于深入和彻底的研究。那些研究更广

泛的人习惯于深入地获得真实情况，充分认识到每件

事物都有它的益处在其中，对一件事物研究得越多，

其目的和益处就越明显。如果这样的人在某个时间段

内没有发现某样事物的任何益处，他们也不会把它看

做是没用的。相反，他们仍然相信在未来更深入的研

究中将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益处。他们从反复的经验中

学到，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看上去无用和有害

的事物中发现了许多益处。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的

一切事物中都有某些益处。随着人类对事物的实际情

况研究的不断前进，他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

无用的这一信念变得更加坚定和更加确定。 

批评者们没有意识到，在过去人们对事物的真实

情况的知识是有限的，并且人们不太重视科学，与今

天相比更多的事物看起来是无用和有害的。对事物真

实情况的学习和科学的研究发现了许多事物的益处，

并且也解释了它们的有害影响。甚至可以证明这种危

害是间接有益于人类的。这应该使人们思考，许多今

天看起来无用和有害的事物，明天看起来将会充满隐

藏的益处，而且以后对它们的认识和领悟将进一步增

加。由于新的科学和研究，知识将会继续增长，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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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将会继续减少。正像尊贵的《古兰经》和圣训所记

载的那样，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地的宝藏将被揭露，

新的科学将蓬勃发展。 

因此，由于某些事物的有害影响而否认无数事物

的益处，或者基于当前的知识状况而认为它们是有害

的，这些都是非常无知的。如上所述，甚至这些有害

的影响也是基于大自然的微妙智慧，人类和其它生物

在许多方面都间接地从它们中受益。 

但是因为担心延长这本书，否则我本可以列出许

多动物、植物和矿物，它们在过去被认为是无用和有

害的，但今天却在为人类服务。甚至蛇、蝎子和引起

致命疾病的微生物以及各种类型的毒药等，也不排除

在为人类服务。每一天都在证实着尊贵的《古兰经》

所说的这节经文：“我没有无结果地创造天地万物。”

（38:28） 

 

为什么世界上存在有害的事物？ 
 

有人很可能会问，如果安拉没有创造出没有目的

的任何事物，并且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

创造的，为什么有些事物会造成伤害？为什么这些事

物没有创造成有益的而没有任何有害的一面呢？例如，

人类和其它生物应该从蛇身上得到益处，而不应该得

到任何有害的副作用。第一个答案是创造者做了他认

为恰当的事，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批评自然

界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是查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是

否主要和大体上是基于真理、正义和仁慈。世界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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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事物是完全有害的，而其中隐藏着明显的益处

已被证明，甚至看起来无用和有害的事物也并非如此，

而是由于我们缺乏知识而看起来如此，那么找出自然

界的毛病并问为什么某些事物是这样的或那样的是非

常不合适的。明智的人无法期望自己作为被造物之一

的人能够对创造的原则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以至于

能够确切地说出每一个被创造的事物背后的原则。所

以这是我的第一个答案：当某件事物在原则上已经确

定了时，则不宜继续随意的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之

后才接受任何事物，那么任何争论都将永远也不会结

束，因为这样的问题将会继续不断地提出来。当一件

事物在原则上被理解时，即使某些细节尚待解决，我

们也应该接受它并把其余部分都交给安拉，这是合乎

常理的。 

现在我来回答实际问题。某些事物的危害性是有

利的，因为它们有时有助于产生有益的结果。例如，

蛇的毒液被用来治疗一些致命的疾病，根据自然法则，

这种有益的作用与其毒性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这种

危害性也是有益和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间接地促进

道德的革新和物质的进步。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我

的观点，即有时发生的困难和不幸对人类道德的完善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从未在其生活中遇到过困难和不

幸的人，就无法实现他道德的完美。同样的，没有这

些挑战就不可能取得物质的进步。因此，某些事物的

危害性间接地有利于人类的利益和进步。其中肯定还

有许多迄今尚未发现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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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些危险的动物实际上对人

类有益，为什么它们会被杀死？为什么宗教本身有时

命令我们继续杀死它们呢？作为一般规则，自然界要

求在一切事物上保持平衡，避免从常态上有任何严重

的偏离。过多的具有明显有害作用的事物可能会造成

弊大于利。如果此类动物的数量不超过一定的限度，

那么它们的益处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安拉以他

的终极智慧创造了这些动物，同时也赋予了人类这种

倾向，并在某些情况下明确命令人类，以防止其超出

一定限度。自然界的平衡以这种方式得以建立。 

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有些事物有某些有害的方

面，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事实。实际上，世界上

一切被创造的事物都是有目的的，某些事物的危害性

也是间接地有益于人类的。因此，无神论者的这种异

议是荒谬的和毫无根据的，只能证明他们的无知。 

 

无神论的第七个论证及其驳斥：

弗洛伊德的理论 
 

一些无神论者提出的第七个论据是基于某些欧洲

哲学家们的理论，即安拉的概念不过是人类思想的一

种产物。他们认为尽管孩子与父亲之间有着深厚的热

爱的关系，自然地倾向于他、钦佩他，并感受到他的

保护，但孩子也害怕他的父亲，并认为他是一个危险

的人。但是孩子不会对母亲怀有这种感情，因为他直

接从她那里得到食物。他对母亲的热爱之情更强烈、

更温暖，胜过所有其它的情感。孩子从不认为母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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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或危险的源头，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向她跑去。因

此，一个聪明而有抱负的儿子可能会在潜意识里对父

亲产生嫉妒和较量的情绪，但决不会抵触他的母亲。

西方哲学家们基于一个希腊的故事而称之为“俄狄浦

斯情结”，即一个年轻人无意中杀死了他的父亲，然

后在不知不觉中与他的母亲结了婚。这些哲学家们认

为孩子对他的父亲会产生一种嫉妒和恐惧，同时对他

又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并将他视为一种保护的手段。

因此，当他长大并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时，由于

“父子”的形象牢固地建立起来，所以他感到内心的

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导致他去找一个虚构的存在

来代替他父亲般的人物，而那个虚构的存在最终发展

成为上帝（安拉）。 

这一理论主要由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西格

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他于 1856 年出生于奥地利的一

个犹太家庭，后来移居到英国并于 1954 年去世。他写

了许多书，并被认为是人类心理学的权威。从这一观

点出发，他对安拉的概念和梦的哲学提出了许多异议。

关于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他写道： 

“就这样，满足孩子饥饿感的母亲就成了孩子爱

的第一个对象，当然也保护他免受外界不确定性的危

险，我们可以说这是对孩子焦虑的第一保护。在这一

保护的职能中，母亲很快就被更强壮的父亲所取代，

父亲在孩子童年余下的时间里都保持着这种地位。但

孩子对父亲的态度却被一种特殊的矛盾心理所影响。

父亲本身对孩子构成了危险，也许是因为他父亲与他

的母亲的早期关系造成的。因此，孩子对他的恐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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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于对他的渴望和钦佩。当成长中的个体发现他注定

永远是一个孩子，他不能没有异常的超能力的保护时，

他把属于父亲的形象赋予给了那些超能力。他为自己

创造了神，他害怕神，同时也试图取悦神，并且尽管

如此他仍然委托神来保护他。因此，他对父亲形象的

渴望是一种动机，与他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人类缺点的

影响是一致的。孩子幼稚时对无助情况防御性的反应

在其成年时把此反应给予特殊的形态，这种反应正是

宗教的形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

未来》第 41—42 页）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理论，

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文章。尽管许多西

方的哲学家们都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我们有

必要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应该认识到这一理论是我们在“普遍接受”

的背景下一开始就讨论过的另一种理论的分支，是建

立在通常所说的“自卑情结”的基础上的，即在更高

和更强大的存在面前的一种软弱和自卑的感觉。我们

已经在前面的讨论中充分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此处不

必重述。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自己是个

犹太人，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弗洛伊德似乎从

基督教借用了这个概念，因为他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度

过了他的一生。与犹太教枯燥而哲学的宗教教义相反，

耶稣把安拉比喻成一个父亲的形象。基督徒后来开始

相信安拉是父亲，耶稣是安拉真正的儿子。这种“父

子”的概念在各地的基督徒中众所周知并广为宣传。

尽管弗洛伊德是一名犹太人，一位称职的科学家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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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类心理学的权威，但他的思想无法抵御周围环境

的影响。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他认为耶稣也

有自卑情结的话，那就不足为奇了！智慧啊！你已成

为了我的灾难！ 

问题是有时即使是明智的人也不能区分事情发生

的可能性和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在他们理智的寻求中，

他们会寻找可能性的依据，当他们确信某件事情可能

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时，他们盲目地得出这样的结

论：事情一定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显然，可能性是

一回事，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又是另一回事。这个世界

上可能会发生数百万件事情，但实际发生的有多少呢？

认为某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是因为它是可能发生的，

这是幼稚的。让我们假设嫉妒有时会在儿子的潜意识

中发展，因此当他长大后继续在寻找童年时期父亲的

形象时，在他的内心中会感到一种真空状态，这种精

神上的真空状态有时会使他产生出更高的存在者的想

法来取代这个父亲的形象。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如何能

证明所有这些事情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至少

最初彼此是相互孤立的所有国家之间实际上以这种方

式发生了呢？ 

奇怪的是即使我们承认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效

的，但与其它可能性相比，它们仍然是模糊和牵强的。

例如，即使儿子在某些情况下会对父亲产生嫉妒是正

确的，但正如我们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很明显这种

情况很少发生。总的来说，儿子仍然对父亲充满热爱

和忠诚。即使他比他的父亲优秀，他仍然会以与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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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热爱和忠诚谦逊的对待他的父亲。因此，假设的

可能性是牵强的，这同样适用于西方的哲学家们所理

解的其它可能性。因此，一般来说，嫉妒和内心真空

状态的理论只不过是猜想而已。宁愿走一条崎岖的小

路而不走正常的大道，以一种牵强的可能性来否认古

往今来为每个民族所接受的安拉，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显然，那些提出这种论点的人首先否认了安拉的存在，

然后才想出了这些论点。 

一些学者作为反对安拉的存在而提出的自卑情结

的论据，实际上是关于安拉存在的重要论证。穆斯林

学者一直都是这样表述的。圣洁的先知的第四任哈里

发阿里(愿安拉喜悦他)曾说过： 
 

اِئِم۔ زَّ ْسِخِالْعَّ ِْبِفَّ ِِبّ ْفُتِرَّ  عَّرَّ
 

意思是：通过许多坚定的决心和健全的计划的失

败，我已认识到了安拉。 

 

阿里(愿安拉喜悦他) 的这句简短的陈述充满了深

刻的洞察力，并融入了也被称为“自卑情结”的哲学，

却被那些缺乏灵性的人用来否定安拉的存在。阿里的

意思是说，人们有时会下定决心，制定出周密的计划，

掌握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达成某件事情，并认为他差不

多就快要实现其目标了。但是突然间发生了一些出乎

意料的事情，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并使他的决心破

灭。那时人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决心和计划并不是全部，

而是存在着一位比人们的计划更高，比他的决心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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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存在者。人类所有的才智和智慧以及全部的物质

资源与他相比都无足轻重。正是这种对自卑的认识，

始终将明智的人引向安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学

者们在此相同的概念上绊倒了。 

弗洛伊德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们提出的理论核心是：

人类与生俱来的就会去探寻一位更高和更强有力的存

在者作为他的榜样，这位存在者超凡的知识和能力应

该是令人敬畏的，他可以把这位存在者当作自己的保

护者。他们的理论的这一中心观点是支持安拉的存在，

而不是反对安拉的存在。正如本书开头所述，尊贵的

《古兰经》把它作为فطرۃ（天性）的证据来支持安拉

的存在。因此声称当孩子长大后，父亲的形象留下了

一个真空状态，然后由一个假想出的神来填补，这是

荒谬的，并与人性和我们的观察背道而驰的。当然，

如果不信仰安拉的话，人性确实会经历一种真空的状

态，这种真空的状态最终会把幸运的人吸引到安拉那

里。因此，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和其

他志同道合的人所提出的这个论点都不过是一个哲学

猜想。事实上，这个论点是支持安拉的存在，而不是

反对安拉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的其他西方学者

们拒绝它的原因。 

这是无神论者们为支持他们的学说而提出的七个

基本论点。然而，所有这些论点都不是源自于一处，

而是几个思想流派，因此它们其中一些论点彼此相互

矛盾。因为我打算驳斥这些论点，所以我把所有这些

论点放在了一起。 

我希望在理解了对这七个基本论点的驳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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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有学问的人都能对无神论者做出回应。无神论者

真的没有任何论据，他们否认的基础是他们认为他们

没有遇到任何关于安拉存在的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和

满足他们。他们中比较谨慎的人并不肯定的排除安拉

的存在，因为这会转移责任，他们无法应付这份重担。

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安拉存在的证据。那些仔细阅读过

我这本书并怀有善意的人一定意识到，关于安拉存在

的逻辑论证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没有一位智者在

理解它们之后能够继续否认安拉。正如我在一开始所

说的那样，逻辑论证只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安拉存在的

基本的确定性，而不能为我们提供最大的确定性。对

于后者，我们需要与经验和观察有关的不同类型的论

据，我们通过先知和义人的奇迹和迹象来认识它们。 

 

共产主义与安拉 
 

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的一个分支，是安

拉不存在的证据之一。事实上，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经

济制度，与安拉的存在与否无关。正如一些浮躁的人

宣称进化是反对安拉存在的证据一样，其他人也开始

认为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无论是对还是错，

都与安拉的存在问题无关。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经济

制度，苏联借此得到了对资源的控制权，以期公正地

分配国家的财富。他们在这一努力中跌跌撞撞，制度

的永久性变化证明，直至今日有害的影响仍在隐约地

被感受到，但更明显的影响将会在几代人之后显现出

来。无论如何，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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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无关。然而，它通过破坏包括宗教在内的其它

制度而取得了进展。因此，这一制度与宗教教义之间

已出现了很明显的对抗。 

产生这种对抗的第二个原因是共产主义的领导人

废除了学校的宗教教育，向青年人灌输共产主义，并

防止任何反共思想的影响。这导致了无神论在该国的

传播，但是无神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恰恰相

反，这正是周围因素的结果。共产主义本身没有什么

可以作为反对安拉存在的论据。毫无疑问，共产主义

制度的原则和一些细节与已知宗教的教义背道而驰，

从纯粹的学术观点来看，它包含了一些危险的因素，

这些危险的因素将会在几代人之后显现出可怕的影响

来。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讲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

而不是宗教制度或精神制度。因此，用它来支持无神

论是不对的。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经济制度导致少数资本家的

手中积累了国家的财富，而其余的人口则在极度贫穷

的困境中挣扎。局势恶化到了如此的程度，迫切需要

措施来改变这种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在俄国最糟糕的

情况是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富人的奢侈生活扼杀了穷人。

长期的不公正总会引起一种反应，这种反应采取叛乱

的形式来反抗已建立起来的制度。俄国以共产主义的

形式发生了类似的反应，它通过残酷的革命奠定了一

个新制度的基础。沙皇的统治结束了，贵族们失去了

他们的地位，富人失去了他们的财富，共产主义制度

的引入显然是为了平等分配国家的财富。就像对已建

立起来的制度的每一次反应和叛乱一样，共产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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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显然，这两种极端同

样危险，尽管这些危险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 

简而言之，危险在于： 

1. 通过接管国家的所有财富和资源，国家剥夺了

个人对努力和勤奋工作的最大动力。对工作虽然有许

多种的激励，但最常见的一种是渴望从一个人自己的

劳动果实中受益，这种激励在所有阶层的人们中都同

样会被发现，这是人性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和热情完

全被共产主义所扼杀了。事实上，每个体面的人都渴

望向他人伸出援手，并愿意花费自己的一部分财富用

于他们的需求，而且伊斯兰教也非常强调这一精神。

然而，人们知道将会享受他自己更大部分的劳动果实

是一个巨大的自然激励。共产主义破坏了这种激励，

并减缓了人类的进步。 

2. 共产主义的第二大弊端是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

政府手中，相互竞争和超越的精神将会开始减弱，必

然会导致国家的逐步衰落。例如，除了国家之外的几

个人或者公司从事汽车或飞机的制造业，通过努力的

工作和研究，并以健康的竞争来促进产业的发展时，

该行业将会蓬勃发展。相比之下，由一个系统垄断的

行业，没有任何竞争，就绝不会取得类似的进展。因

此，这个国家将会在学术和工业领域开始衰落。事实

上，某些行业可以并且应该被国有化，但大规模的国

有化将会播下毁灭国家的种子。 

3. 上述两者必然会减缓智力的发展和进步，人类

的大脑最终将会沦为一台机器。 

4.共产主义也扼杀了个人的同情心和友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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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穷人和应受者的援助掌握在政府手中，没有人会有

多余的钱来帮助穷人或送予亲人。因此，与热爱、友

谊、同情、牺牲、好客、帮助穷人、亲情和睦邻关系

有关的崇高道德价值观将开始消亡，人类社会将像西

方其它一切一样变得机械化。 

5. 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弊端是它并没有特别重视更

高的才智能力，而是将其与体力劳动同等对待。这样

的一种制度最终会导致知识的破产。这需要时间，因

此在当前的热情中，所有这些危险都被忽略了。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是对俄国长期存在的不公正

制度的自然反应，但这种反应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形式。

就国家而言，这实际上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的油锅里

跳出来，又进入到共产主义的火坑里。 

 

在伊斯兰教中财富的公平分配 
 

相比之下，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天然的宗教，由自

然界的创造者所启示，它教导均衡与中庸之道 ，避免

两个极端。它并没有剥夺人类对个人努力的最大的自

然激励，即享受一个人自己的劳动果实。它也没有为

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累或成为社会特定阶层的垄断铺

平道路。伊斯兰教制定了非常明智的基本原则，简要

概述如下： 

首先，伊斯兰教制定了继承法，如果遵守这项法

律，就会使财富公平的分配。根据伊斯兰教法，不仅

长子或男孩，而且所有儿童、子女也享有继承权。此

外，妻子或丈夫、母亲和父亲，有时还有姐妹、兄弟



 基于理性的方法证明安拉的存在  

 

191 
 

和其他近亲也享有遗产。因此，国家的财富是公平分

配的，而不会积累在少数人手中。 

其次，伊斯兰教禁止利息或高利贷。除了与之相

关的其他弊端外，利息也是造成财富分配不公的一项

主要原因。通过禁止它，伊斯兰教就已关闭了在少数

人手中积累财富的大门。当前，由于利息的广泛使用，

似乎它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仅仅是当前氛围下造成的

一种错觉。当穆斯林统治多半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

贸易都是在毫无利息的情况下进行的，若安拉意欲的

话，未来也将会是那样的。 

第三，伊斯兰教还宣布了赌博是非法的，因为这

也为财富分配不公打开了大门。它助长了浪费时间和

依赖于幸运，而不是靠辛苦的工作、努力和技能来谋

生。 

第四，伊斯兰教禁止囤积钱财；应该把钱投入到

贸易和工业中，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第五，伊斯兰教以天课的形式对富人的财产征收

重税，分配给穷人、贫困者和有一技之能但无法从中

受益的人。 
 

伊斯兰教已确定了天课制度的目的如下： 
 

اِئِھْم۔ ِِاٰلُِفقَّرَّ ّدُ ُترَّ ُذِِمْنِاَّْغِنيَّاِئِھْمِوَّ  ُتْوخَّ
 

意思是：天课的正确使用是从富人的财

产中获取一部分，并将其分配给穷人和贫困

者。（《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天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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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从私人土地上挖掘出的矿产资源也要征

收百分之二十的税，以帮助穷人。 

第六，除了强制的天课税以外，伊斯兰教还告诫

穆斯林向穷人施舍，因此除了由政府管理的天课之外，

人们还应该对他们贫穷的兄弟和邻居赋有同情心，并

培养兄弟情谊、合作和友爱的精神。 

第七，如果上述措施没能为所有的穷人提供足够

的援助的话，那么政府就有义务从自己的财政中帮助

贫困者，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必需品。 

这是伊斯兰教对于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帮助穷人

和贫困者所规定的七项原则。（对于伊斯兰教和共产

主义的详细研究，请参阅主许迈喜合第二继职人所著

的《伊斯兰教的经济体制》和我的专著《共产主义与

伊斯兰教》。基本的概念是应当激励个人作出努力，

并从他努力的成功中获益，通过竞争意识和成就感来

磨练他的心智；同时，国家实行财富公平分配的公正

制度，应该不断采取措施把国家的财富再投入于国家

的利益。这是一条绝妙的中庸之道，不仅避免了双方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弊端，而且还融合了两者

的优点，这就是伊斯兰教所采取的路线。 

总之，就其基本原则而言，苏联的共产主义与无

神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它仅仅是一种去间接攻击宗

教来增强自身的经济制度。如前所述，这是一种盲目

的反应，会导致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

承载着其最终自我毁灭的种子。相比之下，伊斯兰教

教导均衡和公正。当然，当俄罗斯苏醒过来时，除了

天然的伊斯兰教以外，它将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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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在我结束关于安拉存在的逻辑论证的这一部分

讨论。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我要重申，我已避免了

繁琐的讨论，仅阐述了一些简单的观点。我主要是针

对那些不成熟的年轻人所写的，他们有时会受到现代

教学的影响，并接纳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我所写的内

容足以使一个纯洁的人满足，剩下的疑问可以根据我

在这里所陈述的原则来解决。对于那些执拗的人，是

不想解决其自身疑惑的，是被偏见所蒙蔽的，是不肯

辨明真理的，我没有任何办法，除安拉以外其他任何

人也都没有办法。我祈求安拉消除他们的疑虑，赐予

他们智慧，并通过他的恩典不要让任何人在还没有认

识其主宰的情况下就离开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

没有什么比离开这个世界而不知道是谁创造了他，支

撑了他，赋予了他所有的能力更不幸的了。最后，我

从主许迈喜合的著作中摘录了一段优美的文字： 

  

“还不知道自己有一位掌管一切的安

拉的人是多么的不幸。我们的天园就是我

们的安拉。我们最大的喜悦是在我们的安

拉那里，因为我们见到了他并在他身上看

到了一切美好的东西。这种财富值得获取，

虽然为了去获取它而可能不得不献出个人

的生命。这块红宝石值得购买，虽然为了

得到它而可能不得不丧失自己的一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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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些丧失了亲人的人们啊，奔向泉水来

吧，它会解除你们的干渴。这是可以拯救

你们的生命之泉。我将做些什么，我将用

什么鼓声来宣告使人们可以听到这是你们

的安拉呢？我将用什么药物使他们的耳朵

能倾听呢？”（《努哈之舟》第 21-22 页） 

 

结语 
 

凭借着安拉的恩典，我现在已经结束了关于安拉

存在的逻辑论证的讨论。 

正如我在开头提到的那样，这些论据只会引导人

们认识到这个宇宙应该有一位创造者和主宰。但是无

论这种信仰是多么的完美和清晰，它都会比安拉存在

的信仰要更弱和更逊色一些。前者只不过是一个有影

响力的猜想和一个明确的指针，而后者相当于清楚的

观察，好像人们真实的看到了安拉一样，毫无任何的

怀疑和疑虑。如果安拉意欲的话，在本书的第二部分

中将会讨论后一种信仰的论据。在那里我们会讲述安

拉作为隐藏的和超越之外的存在者，是如何通过先知

和安拉之友来揭示他自己的，以及如何通过他永恒的

知识和能力的神圣的奇迹使安拉接近人们的视野，仿

佛他已经降临人间，正站在人们中间。阿丹、努哈、

易卜拉欣、穆撒、尔撒和穆罕默德(祈求安拉赐他幸福、

平安)都在他们的时代里向人们展示出了同样壮美的景

象，而主许迈喜合在这个时代里也展示出了同样壮美

的景象。 



 基于理性的方法证明安拉的存在  

 

195 
 

主许迈喜合以圣洁的先知的代理人的身份向全世

界如此的说道： 

 

“来吧，我会为你们表明安拉是存在的

并且他是全知的。作为一个人，我并不具备

完善的知识，但是当安拉告诉我某事将会发

生时，尽管它隐藏在一千层面纱后面，却恰

如安拉所预言的那样准确的发生。来验证我

的宣称吧。我会为你们表明安拉是存在的并

且他是全能的。作为一个人，我对任何事物

都没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安拉告诉我他将会

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做一件特定的事情，而

这样的工作是不可能由一个人以这种方式来

完成的，并且在这条路上还有成千上万的障

碍，然而此事还是按照他告诉我的方式发生

的。来验证我的宣称吧。我会为你们表明安

拉是存在的并且他是全听的。他听到其仆人

的祈祷。我向安拉祈求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情，而由于我的祈祷，他就使这些事情发生

了。来验证我的宣称吧。我会为你们表明安

拉是存在的并且他是最佳的帮助者。当他虔

诚的仆人被四面八方的苦难和敌意包围时，

他便为他们打开了安全之路。来验证我的宣

称吧。来让我为你们表明安拉是存在的并且

他是创造者；作为一个人，我并没有创造的

能力，但他通过我来显现他的创造力。他不

用借助于任何物质的手段就将他的墨水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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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我的衬衫上。来验证我的宣称吧。我会

为你们表明安拉是存在的并且他是会说话的。

他慈爱地对他特殊的仆人说话，就像他对我

说话一样。来验证我的宣称吧。我会为你们

表明安拉是存在的并且他是众世界的主，没

有任何事物能超出他的意欲。当他对某件事

物而停止他的意欲时，无论它是什么，它就

不再存在了。来验证我的宣称吧。我会为你

们表明安拉是存在的并且他是主宰，他的创

造物都不能违抗他。他可以把他喜欢的事物

赋予给他喜欢的人。来让我为你们表明他在

天空中的显现。来让我为你们表明他在大地

上的显现。来让我为你们表明他在空中的显

现。来让我为你们表明他在水中的显现。来

让我为你们表明他在高山上的显现。来让我

为你们表明他在列国中的显现。来让我为你

们表明他在统治者中的显现。来让我为你们

表明他在心中的显现。来验证我的宣称吧。” 

（摘自阿哈默底亚运动创始人主许迈喜合的

各种书籍） 

 

这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宣称！但请思考，如果这一

宣称是真实的，那么无神论还能继续存在吗？我向他

起誓，我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里，我死后将面对他，

主许迈喜合实际上显现了所有这一切的迹象，（正如

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进行证明）。安拉向主许迈

喜合所启示的话语即使在今天也像从天而降的暴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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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得到实现，许多将会在未来得到实现。例如，对于

安拉赐予他的使命的进展，主许迈喜合以极大的权威

陈述道:  

 

“人们啊！听着，因为这是创造天地

的安拉所预言的。他将会在所有的国家中

传播他的这个会体，并将利用理性和辩论

而使他们获胜。这些日子已近了，而且就

在眼前，到那时这将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尊

重的宗教。安拉将极大地赐福于这种信仰

和这场运动，并将要挫败一切试图伤害它

的人。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将一直持续到

审判日。我来只是为了播种，所以现在我

已经用手播下了种子，现在它将会成长并

繁荣起来，没有人能够阻止它。”（《两

位殉难者的叙事》64-65页）。 

 

然后他说道： 

 

“安拉再三地告诉我，他将赐予我极

大的荣誉，并将对我的热爱注入到人们的

心中。他将在全世界传播我的运动，并将

使我的教派胜过其它所有的教派。我教派

的人在知识和学问上都会达到如此完美的

程度，以便他们会以自己的诚实、辩论和

迹象之光使所有的人无言以对。每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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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饮用这一源泉，这个运动会迅速传遍

整个世界。安拉对我说了这些话： 

 

ےس  ’’ ںیم ےھجت ربتک رپ ربتک دوں اگاہیں کت ہک ابداشہ ریتے ڑپکوں 

 ‘‘ڈوھڈنںی ےگ۔ربتک 

  

‘我必将大量的赐福予你，以至于国王都

要从你的衣服中寻求赐福。’……听到的

人们啊！要记住这些话并要谨守这些预言。

这些都是安拉的话语，总有一天肯定会实

现。”（《安拉常德的表现形式》第 21 页） 

 

主许迈喜合是受命于伊斯兰教的全球进步而来，

对此他说道： 

 

“那些日子临近了，真理的太阳将从

西方升起，欧洲将认识真正的主宰安

拉……伊斯兰教以外的所有宗教即将灭亡

的日子即将来临。所有的计谋都将化为乌

有，唯有伊斯兰教的天启策略既不会破坏

也不会减弱，直到它把骗子的学说粉碎。

那一天即将来临，即使是那些生活在荒野

中的人和那些没有学识的人也能感受到安

拉的独一性将会在所有的国家中传播开来。

那一天将看到赎罪这种错误概念的终结，

任何人为的主宰都将不复存在。只要一击，

安拉就会消除掉不信者们的所有计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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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不是用刀剑也不是用枪来实现的，而

是藉着将光赐给意欲的灵魂并藉着在心灵

上降下真理来实现的。那时你们才会理解

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话。”(《主许迈喜合启

示、梦想和精神景象汇集》285–286 页) 

 

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阿哈默底亚会的现状就像

一只缓慢行进的蚂蚁，当前穆斯林的衰弱被视为“病

夫”，这能激发出这样一个美好未来的希望吗？如果

不能而且绝对不能，但它还是如预言所说的那样发生

了，难道这不能证明有一位全知和全能的安拉监督着

这个世界，就像一位骑手握着马的缰绳，把它引向一

个指定的目的地吗？我现在要向读者告别。愿平安归

于那些接受来自安拉的指导的人们。 

 

۔ ِالْٰعلَِّمْْيَّ ِبّ انَّاِاَِّنِاْْلَّْمُدِِللّٰہِِرَّ ْعوَّ ِٰاِخُرِدَّ  وَّ
 

我们最后的祈祷是：一切赞颂都归安拉，养育所

有世界的主。 

 

 

众世界的主的一位谦卑的仆人， 

卡迪安的米尔萨•巴禧尔•阿哈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