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所有的人都在寻求幸福，但是路在何方呢？

所有的人都在寻求幸福，但是
路在何方呢？

通向幸福的路是无神论思想，
还是宗教方式？ 

这些疑问还是需要解答!!

那么，答案又是怎样的呢？

那证据都有哪些呢？

崇高伟大的真主实有的证据.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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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所有的人都在寻求幸福，但是路在何
方呢？

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为了幸福而奔忙；

虽然每个人的思想和种族，他们的喜好和

原则，目标和意图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寻求幸福和

安宁。你随便问某个人：“为什么要这

样做？你这又是为了什么？”他肯定会

说：“是为了幸福！”不管以明确的词

语，还是含蓄的表达；

那幸福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得到幸福

呢？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能让人一直

感受到快乐、安宁、舒适和阳光，这种幸

福的感受是内心的满足，生活的快乐，对

归宿的安宁的结果

这些感受会催生人内心中的一些疑

问，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问题也会扩大延

深，而幸福的感觉只是自己解开这些内心

深处的疑问时的感受，这些问题有：

-谁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是谁在调度这

个世界？

-是谁创造了我？创造了我周围的世界？

-我是谁？从哪儿来的？被创造是为了什么？归宿又在

哪里？

人对自己，对生活经历的越多，在理智上，思想中和

灵魂深处这些问题就越纠结，从此他得不到安宁和幸福，

直到得到能让自己的内心宁静的答案。

通向幸福的路是无神论思想，还是宗教方式？ 
为解答那些疑问，人们一般会用两种方式来思考：无神论思想方

式，就是相信没有什么造物主，一切都唯物而论；另一种就是信仰真

主才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而这又会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疑问：

-有没有可能这宇宙万物在冥冥中的出现是以偶然地，在没有时间

限定的情况下产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呢？

-能设想这无序的偶然造就了这么精确有序的世界吗？！！

-在整个历史的延续中，人类所成就的这一切是努力和发展的结

果，抑或是一次偶然！然后，我们只是一些随风飘荡的羽毛，任由偶

然和紊乱随意地翻来覆去的吗？

-难道人类才是上帝，是立法者，是创造者，是一切的一切，除此

之外什么也没有吗？

-难道在这物质之外的那些幽玄，只是幻觉，必然会在愚昧的无神

论和物欲世界面前消失吗？

-难道人仅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物质，或者说人的祖先真是猴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而成为了人？

幸福就是付出

幸福就在我们身旁
“我们一直在寻找幸福，其实
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像我们很
多时候在找眼镜，其实它就在
我们的眼前。”

列夫•托尔斯泰

俄国文学家

“也许你所从事的事情不能
给你带来幸福，但什么都不
做就更不会有幸福”。

本杰明•迪斯雷利

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

道路众多，但真宰独一

“在你迷茫不知所向时，其实
路就在你的脚下。”

路维斯•卡罗尔

英国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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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言的大自然距离创造人类，具有

这么高级属性，这么高贵美德，这么美妙

结构的人类，距离这伟大的创造可真遥远

啊！什么都不拥有的人怎么能给予别人

呢？

-难道只有这现实生活才是人的追求，

人的终极目标？而不必在意那些宗教信仰

所说的，关于人类之外其他力量的存在；

或者这个世界之外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说

法了吗？

关于这些人的思想，清高的真主说：

“他们说：‘只有我们的今世生活，我

们死的死，生的生，只有光阴能使我们消

失。’他们对于那事，一无所知，他们专

事猜测。”（屈膝章24）

对于否认真理的人，真主说：

“他们内心承认那些迹象，但他们为

不义和傲慢而否认它。你看摆

弄是非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蚂蚁章14）

无神论者确已承认对于了解

任何一种生物生命奥秘的彻底地

无知，不管是微生物还是巨型生

物；同样他们也承认一个人要是

死了，那么人类就无法使灵魂再

次返回到死人肉体中，更不用说

所谓的造就这世界的大自然了！

要真如他们所说那样，是大自然

造有了这一切的话，为什么不利

用大自然来使人死而复生呢？假

设那些无神论者的谬论是正确

的，宗教信仰仅仅是些幻觉和想

象的话，那么全人类对宗教信仰的崇尚怎么

会达到目前这个程度？为什么历史上历代的

先知会成功，把他们永恒的使命深深地埋到

人们的心底，与此同时人类无数的思想学说

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被人厌倦了，不管其作者怎样的变换艺术

手段，想使其变得优美也罢？

还有怎么样区分行善的人，和作孽的人

呢？还有什么能制止罪犯犯罪？有什么能使

有钱人去同情穷人？能制止扒手，骗子和瘾

君子…，有什么能阻止这些人为实施他们的

欲望而伤害别人呢？

  那些生活在无神论社会中的人，就跟生

活在黑暗、自私、纵欲的狼群一样；无神论

思想其实是不幸、贫穷、仇恨、担忧和动荡

增加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真主说：

“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

况下被集合。”（塔哈章124）

无神论是谬误，理智、逻辑、天

性都不会接受它，因为它跟科学相

矛盾，同时又跟逻辑相冲突；所以

有许多科学家批驳和驳斥无神论；

而且它的基础就是否定生活中的逻

辑，认为这奇妙的世界只是无序的

偶然而已，没有什么创造和规划；

而人类正直的天性要求人去信教，

即使那些妄称无神论的人亦如此：

“他们内心承认那些迹象，但

他们为不义和傲慢而否认它。你看

摆弄是非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蚂蚁章14）

确立自己的方向

科学和宗教

无神论是一种愚
昧的表现

完美和秩序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完美和秩
序的体现，这绝不会是偶然因
素的结果，相反那是理性的善
意的创造，对所有事物有目地
的，合理地安排。”

柏拉图
希腊哲学家

“无神论是一种愚昧的
表现；因为当我观察太
阳系规律的时候，看到
地球于太阳之间恰到好
处距离，使它获得合适
的温度和光线，而这些
绝不会是偶然间自然出
现的。”

艾萨克•牛顿

英格兰哲学家

“我不相信科学就必须是在一种和宗教
自然对立的状态下。事实上我认为两者
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说没有宗教
支持的科学是残缺的，而不认同科学的
宗教是盲目的，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是
相辅相成的，在我看来不接受科学和宗
教真理的人就是一个死人。”

爱因斯坦

物理学家

这个世界会为知道自己目
标的人拓宽道路。

拉里夫•维艾默生

美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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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幸福

“我活在现实中，而不是生活
中的那些虚伪欺骗的思想中：
唯物主义，享受主义，性以及
麻醉品；他们妄称只有这些东
西能让我们幸福。可现在我切
身体会到了一个充满了幸福，
爱、希望和和平的世界。”

劳伦‧布丝

英国记着

这些疑问还是需要解答!!
人类徒劳地试图独自去了解这些

疑问的答案，可现代科学无能于解答

其中任何一个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就

是宗教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

也产生了那么多的传说，那么多的神

话和故事，这些更加深了人的迷茫和

不安。

只有当真主引导人走上正确的道

路时，他才能得到这些疑问充分的，

能让人心安理得的答案，从而得到踏

实，安宁，幸福和舒适。

只有宗教才能解答这所有的问题

和疑问；因为这些都是幽玄的东西，

真正的宗教才是唯一拥有真理和真言

的，也唯有它才是 源自于真主的，

降示于众先知的启示；真主说： 

“你说：‘真主的指导，确是指

导。’”（黄牛章120 ）

真主说：

“你说：‘引导确是真主的引

导，’”（仪姆兰的家属章73）

所以人类需要投入到真主的宗教

中，去学习它，去信仰它，这样那

些迷茫和疑惑就会自动消失，从此走

上端庄的道路，走上幸福和安宁的道

路。

那么，答案又是怎样的呢？
真主说：

“（12）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

（13）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

容器中的精液，（14）然后，我把精液

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

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

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他造成别

的生物。愿真主降幅，他是最善于创造

的。（15）此后，你们必定死亡，（16

）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 
（信士章12-16）

那么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就是复生和回

归真主，因为这次创造不是徒然的-赞颂真

主清净于徒然-而是为了伟大的奥秘，真主

说：

“难道你们以为我只是徒然的创造了你

们，而你们不被召归我吗？”（信士章115）

那么，真主创造人类和精灵不是徒然

的，创造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崇拜他，独一

无偶，全方位地崇拜，去力行所有他喜悦

的天命事项、礼拜、赞颂、建设大地、造

福人们；真主说：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

我。”（播种者章56）

要把幸福当作
追求

“你要是想成为幸福
的人，那就把幸福当
作一种追求，而不是
把某人或者某物 当
作追求。”

爱因斯坦

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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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宗教历史，尤其是一神论宗教，给我们带来了一
个能阐释所有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以及他们存在的理由
之类疑问的唯一的解答，就是信仰独一的真主；因为唯
有独一的主才是人类生活的追求，不管领悟与否，人类
所有宗教信仰的原则基础，就是信仰独一的主。”

让人信服的回答

红衣主教科尼格
奥地利大主教

每个人都是归于他的，人类的结局和归宿只归他掌握。真主说：

“真主是最后的归宿。”（仪姆兰的家属章28）

这份信念能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荒谬思想，能给他们的生活赋予意

义，给他们带来内心和灵魂的幸福；真主说：

“（35）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

呢？（36）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真主。”（
山岳章35，36）

人要是明白，自己是无能于了解这世界奥

秘的，无能于参悟真主的创造，大地，日月星

辰，昼夜的交替，生命和死亡，等等真主在这

个世界上的创造物…，人要要这样思考的话，

他就会知道，就会以天性而坚信，这宇宙万物

必然有一位伟大的，强大的造有者，而人类应

该服从他，应该崇拜他，祈盼他的赐福，畏惧

他的惩罚，象这样对宇宙万物的参悟，能使人

承认伟大的、全能的、智慧的创造者，能使人

承认这万物只是真主众多被造物之一，是从无

到有而被创造的。

那就是神圣的，智慧的，全能的主宰，他

让人类认识到了自身，给他们设定了诸多迹象

作为明证，-其实清净的真主是无求于此的-他

以完美的属性称述自己；宇宙的法则，理智的

必然，人于生具有的天性都证明他的存在，他

的养育，他的神圣，这一点是全人类的共识。

万物的创造者

“我存在，是谁使我存
在的，又是谁造有我
的？我确定，自己绝不
是自然存在的，那必然
有个造物者；而这位创
造者是必有的，他无需
造有者，无需保护者；
他必定具有完美的属
性，这样的造物者就
只能是创造万物的真
主。”

勒内•笛卡儿

法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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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莫里斯•毕克

自然学家

“我们信仰的主宰超然于物质世界，人类的感官也无
法探知他的究竟；所以，试图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证实
他的存在，是一种徒然的行为，因为那就象试图把骆
驼塞进针眼里一样，信仰真主的存在是很特束的东
西，它源自于人的内心，人的情感，并伴随着人生的
历练而成长。”

天性使然

那证据都有哪些呢？

1. 眼前真主的宇宙，以及

奇妙的被造物。
-你不见那浩瀚的宇宙，和众多

天体星辰吗？

-你是不是在某一天思量过，宇

宙中这无数的星球和星系的创造

呢？

-你参悟过这大地，和其中丰富

的河流，海洋，平原和山岳吗？

-这精确的创造，稳固的秩序是

不是让你震撼了呢？你觉得是谁

创造了这宇宙，规划它，使它有

序，装饰它，使它到了这超绝的

境地，成为完美的，亘古未见的

迹象呢？

-你觉得这些都是自身自灭的

吗？或者这些之外有一位全能的

造物主？

真主说：“（190）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

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191）他们站着，坐着，躺着纪念真主，

并思维天地的创造，【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没有徒然的创

造这个世界。我们赞颂你超绝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

罚。’”（仪姆兰的家属章190，191）

是不是某一天你脑海中浮现过对自身构造的思考呢？真主说：“在

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难道你们看不见吗？”（播种者章21）

那么人是怎样被创造的呢？真主说：

“（35）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

者呢？（36）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真主。” 
（山岳章35，36）

如果他们是从无到有被创造的话，-更不用

说他们创造他们自身，创造天空大地-这宇宙万

物肯定有一个造物主，他就是安拉，赞他清净

超绝；真是奇怪，在这么多迹象和证据面前居

然还有人否认创造万物的，赋予形象的安拉的

存在！！

2. 天性
无疑人类的秉性和潜意识就是承认造物主

的，赞他清净超绝，正如人们天性喜欢善事，

讨厌恶事一样，甚至承认造物主是天性中最坚

固，最稳定的一条，这点是不需更多的证据和

求证的，真主说：“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

守】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真主所创造的，是

不容变更的；这才是正教，但人们大半不知

道。”（罗马人章30）

先知（真主赐福他）说：“每一个新生儿在

降生时都拥有纯洁的秉性。”(两大圣训集收录)

真主是真理

“如果你的思考足
够深刻的话，科学
知识将会迫使你信
仰真主的存在。”

开尔文勋爵

苏格兰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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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民族的共识：
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一直把这宇

宙万物的创造归于超绝的真主；清净超

绝的真主是造物主，没有任何匹敌，没

有任何对手；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共

识，因为从未有过那个族群妄称，超绝

的真主之外还有某个天地造化者，或者

给养者，相反当他们被问及，谁是天地

的造有者时，肯定会承认真宰就是清

净的真主，即便他们是多神教徒也罢；

崇高的真主说： “（61）如果你问他

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

他们必定说：‘真主。’他们是如何荒

谬的！（62）真主要使哪个仆人的给养

宽裕，就使他宽裕【要使哪个仆人的给

养窘迫】就使他窘迫，真主确是全知万

事的。（63）如果你问他们：‘谁从

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

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你

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不然，

他们大半是不了解的。”（蜘蛛章61,62,63）

真主说：“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

地？’他们必定说：‘万能的，全知的主创造

了天地。’”（金饰章9）

而无神论和否认尊贵伟大真主的现象，-如

前面提到的-只是一些不值一谈的谬论而已，

抱有这种思想的人已经退出了理智的行列，很

明显，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失败的，站不住脚

的。

4. 理性的必然：
比较上述这些对于真主的必然，和他为万物

养主的证据和证明；理智就是所有证据中最能

证明，在宇宙中这精确的设计绝不可能是自生

自灭的；这一切都是从无到有被创造的，被造

物无疑能证明必然有个创造者。

这里有一个问题，每个人可以问一下自己

的内心：你经历过多少次艰难、困苦、厌倦；

当时自己是从心底依赖谁呢？向谁祈求的呢？

向谁期盼的，指

望他来解除自己

的痛苦和患难的

呢？真主说：“遭

遇患难的时候，祈

祷他的主，而归依

他。然后，他赏赐

他一种恩惠的时

候，他就忘却以前

曾祈求真主解除患

难，而且为他树立

若干匹敌，以致别

人迷失真主的大

道。你说：‘你暂

时享受你的不信

吧！你必定是居

住火狱的。’” 
（队伍章8）

真 主 说 ： “ 

（2 2）真主使你

们在陆上和海上

旅行。当你们坐在

船中，乘顺风而航

信仰真主就是人
的天性

“孩子们天真纯洁的天
性偏向的是信仰造物
主，而不是反人性的，
理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唯物主义进化论。”

加斯东•巴雷特

牛津大学人文研究员

要做理性的人

“难道有理智的人会想
象，或者会信仰不具有理
智和智慧的大自然，仅凭
一次纯粹的偶然而造有了
自身吗。”

约翰•克利弗兰•库斯蓝

康奈尔大学自然
科学博士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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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宗教

“不成熟的哲学会让人趋向
于无神论，而哲学深厚的积
累又会使人回到宗教信仰
中。”

弗兰西斯•培根

英国哲学家

“养主－以色列的君王， 以色列的
救赎主－万军之主宰如此说：“我
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上帝”。（以赛亚书44:6）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旧约圣经（讨拉特）

行，并因风向而欣喜的时候，暴风向船

袭来，波涛从各处滚来，船里的人猜想

自己已被包围，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 

‘如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难，我们必

定感谢你。’（23）当他拯救了他们的

时候，他们忽然在地方上无礼的侵害【

他人】。人们啊！你们的侵害只有害于

自身，那是今世生活的享受，然后，你

们只归于我，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

们。”（尤努斯章22,23）

真主-他的言辞尊贵哉-说：

“当山岳般的波涛笼罩他们的时候，

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当他使他们平安

登陆的时候，他们中有中和的人；只有

每个狡猾的，孤恩的人，否认我的迹

象。”（鲁格曼章32）

崇高伟大的真主实有的
证据.

如果纯真的天性，正直的理性

认同这世界有一位主宰，这万物有

一位造物主，然后公认他的养主地

位，并且顺从于他独一无偶的话，

那么，这就是公开的承认他为独一

的真主，他是没有任何匹敌或者配

偶的，对此所有的证据都是显而易

见的；比如： 

1. 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两位主宰

呢？

理智必需要承认独一主宰的存

在，否则，假设有两位主宰共存

的话-以辩论的方式-那就存在一个

问题：如果两位主矛盾了，有分歧

了，每一位想要施行他的意志的话

会怎么样呢？然后一位想做一件

事，而另一位却要做别的事又怎么

办呢？那么，这时就必须有一位凌

驾于第二位之上，那这第二位就必

然是无能的，而无能者怎么能是主

宰呢？由此得出真正的主宰是独一

的，真主说：“（91）真主没有收

养任何儿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他

同等；否则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创

造的，他们也必优胜劣败。赞颂

安拉，超乎他们的描述。（92）

赞颂全知幽明的主，他超乎他们

所用来配他的【一切东西】。” 
（信士章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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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歇尔

英国哲学家，天文学家

“人类知识领域越宽
广，智慧的、全能的、
绝对的造物主必然存在
的证据就越多，越确
凿；数学，几何，自然
科学等专业的学者通过
他们的努力和发现，营
造了一个提高造物主言
辞的科学殿堂所必备的
条件。”

 2. 可奇怪的是，有些人在崇拜一些无法无力

的，没有天地国权，不会也不可能造物，

不能替自己掌控福祸，无权沾染生死和复

活的无能者！！清净的真主说：“（1）

圣洁哉安拉！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以

便他做众世界的警告者。（2）天地的国

权是他的；他没有收养儿子，在国权中没

有伙伴。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

定。（3）他们注定除安拉外崇拜许多神

灵，那些神灵不能创造任何物，他们自身

却是被造的；他们不能主持自身的福祸，

也不能主持【他人的】生死和复活。” 
（准则章1,2,3）

假设事情真如那些多神教徒所说，除真主

外还有许多神灵，理当崇拜之，好让它们在

真主面前为他们进言，为他们说情的话，那

这些神灵他们自己也肯定会崇拜他，试着接

近他，为接近他而寻求媒介和祭品，真主说：

“你说：‘假若有许多神明和他在一起，

犹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末，那些神灵必定

想方设法与宝座的主争衡。”（夜行章42,43）

不然，他是安拉，独一的，万物所仰赖

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

物可以做他的匹敌。

而那许多神灵，他们不拥有任何一点王

权，也无能为力；真主说：

“（22）你说：‘你们舍安拉而认作神灵的，你们祈祷他们吧：他

们不能管理天地间微尘之重的事物，他们丝毫不能参与天地的造化。

安拉不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为助手。’（23）除安拉所许可者之外，

在安拉那里，说情将无裨益。”（赛伯邑章22,23）

意思是说：对那些舍弃真主而崇拜那些不能掌握利害的被造物的

人们，你应当用能揭示它的无能，能阐明他们的崇拜物荒谬的方式，

宣告他们说：如果你们的祈祷会有益的话，那就去祈祷你们所妄称的

那些伙伴吧；他们已经集所有无能的条件于一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回应祈祷，因为他们没有一丝毫的权益；他们不拥有天地间微尘的权

力，不管是以独立的，还是合作的方式，你们所妄称的那些神灵，对

于天地的造化，无论多少或者大小都没有任何的参与，因为他们既没

有主权也没有合作权；这时，有些人可能会说：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

是国权之主的助手，他的臣辅，他们的祈祷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

由于国权之主需要他们-能帮忙解决部分依托他们的人的需求；而超

绝万物的真主否定了这一地位，他说：

“真主不以”

意为：清高的，独一的全能的真主不会以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这类被崇拜的偶像中的任何一位

“为助手。”（赛伯邑章22）

作为助手，及可以帮他治理和安排国权的臣辅。

 3. 研究这宇宙，和宇宙中所有天体星辰，精确有序的运行规律，能确

实地证明这是全知的，万能的，独一的，真主的调度，他说：

真宰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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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是
容不下任何偶然和意外的，相
反，每一个细节都是趋向于目标
的，而这个目标又趋向于另一
个更加高级的目标；就这样最终
达到终极的，理想的，唯一的目
标。”

崇高的目标

柏拉图

希腊哲学家

“（163）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

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164）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

利人航海的船舶，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借他而使已死的大地复生，

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与风向的改变，天地间受制的云，对于能

了解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黄牛章163,164）

难道，这精确的构造，不会纰漏，更不会差之毫厘，继而导致世界

大乱的，恒定运行的秩序，难道这一切不是只有真主才能掌控和造有

的吗，难道创造这万物，并设定秩序的主宰不是独一的，没有匹敌和

偶像的吗？难道对于有理智的人，这些还不能充分地，明确地证明多

神思想的荒谬吗？！

清高的真主说：“除真主外，假设天地间还有许多神明，那末，

天地必定破坏了。赞颂真主 —宝座的主—是超乎他们的描述的。” 
（众先知章22）

意思就是说：假设天地间除真主

外还有别的神明，那么天空大地早就

大乱了，天地间的所有物体也被破坏

了，因为这个世界—大家有目共睹—

处在最适宜和最精确的秩序中，其中

没有任何的缺陷和漏洞，也没有冲突

和抵触，这就足以证明这一切的安排

者是唯一的，这一切的监护者是独一

的，这一切的主宰是独一无偶的；然

后假设宇宙间有两位，或者更多的主

宰共存的话，他们之间就会冲突，就

会矛盾，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想要安排

某个事物，而另一个想要不同的事物

的话，要说两者的意志能同时执行，

那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要说只有一

位的意志能执行，那这又证明另一位

的无能；而要说两者在所有事务中的

意志都是一致的，也是不可能的；那就能确定，只

有独一的，征服一切的安拉，才是全能的，唯有他

的意志是不被争执，不受抵触的。

有史以来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如亚当，然后努哈，

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穆罕默德（真主赐福他们全

部）—以他们纯洁的内心，深远的见地，真实地言

辞，忠实地传达，以及他们的正直和成熟—他们一致

召唤人们信仰伟大超绝的真主，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的宗旨，真主说：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

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

应当崇拜我。”（众先知章25）

赞颂他超绝万物，关于努哈先知（真主赐福于他）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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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他是上帝，除他以
外，再没有别的了。”（
申命记4：35），“我就
是养主，再没有别的了； 
除 了 我 以 外 再 没 有 上
帝。”（以赛亚书45:5）

养育世界的主是独一的

旧约圣经（讨拉特）

英国歌星

幸福的象征

凯特•司提文

“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然后自从开始
阅读《古兰经》，我一直很奇怪，问自己：为
什么在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走上这正道，
证据就在面前，光明就在眼前？！”

“经上记着： ‘要拜主-
你的上帝， 惟独事奉
他。”（马太福音4:10，
路加福音4:8），“认识
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
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约翰福
音17:3）。

新约圣经（福音）

主宰是独一的

“我确已派遣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他

说：‘我的宗族啊！你们要崇拜真主，除他

之外，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我的确担心你

们遭受重大日的刑法。”（高处章59）

关于尔撒（真主赐福于他），他说：

“妄言真主就是麦尔彦之子麦西哈的人，

确已不信道了。麦西哈曾说：‘以色列的后

裔啊！你们当崇拜真主——我的主，和你们

的主。谁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谁入乐园，

他的归宿是火狱。不义的人，绝没有任何援

助者。”（筵席章72）

赞他清净，他命令贵圣穆罕默德（真主赐

福于他）宣告他的民族：

“你说：‘我只奉到启示说：你们所当

崇拜的，只是独一的主宰。你们归顺吗？” 
（众先知章108）

有见地的人最该做的，就是追随他们的

使者，去信主独一，把他作为主宰，作为养

育的主来信仰，来崇拜；以便获得今世后

世的幸福，真主说：“凡行善的男女信士，

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

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 
（蜜蜂章97）

的确信仰之后的善功，其报酬是这大地

上优美的生活，那不一定非得是奢侈的，有

财富的；可能是那样的，也可能是美满的生

活，但不是以财富来衡量的；在生活中除金

钱外，还有许多事物能使人幸福和快乐，因

为生活中有和真主的联系，对他的依赖，对

他的眷恋，安宁于他的护佑，他的喜悦；有

健康，平静，情愿，吉祥，家庭的和睦，心

灵的友爱，其中有善功带来

的快乐，善功对内心和生活

的影响；而并不是说只有金

钱，才是唯一装点生活的元

素：“财产和后嗣是今世的

装饰；长存的善功，在你的

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

希望更大的。”（山洞章46）

然后，当人的心灵牵挂

着，那些依真主看来是伟

大的，纯洁的，长存的功修

功课的时候，人的心灵就会

感受到舒适生活的另一重意

义，会享受到幸福的终极感

受。

而 如 果 一 个 人 选 择 了

放弃的话，那就是替自己

选择了不幸和痛苦的崎岖

小路，无法自拔，他让自

己沉浸在了忧伤和烦恼之

中，迷茫而无助，被患难

和悲哀折磨的撕心裂肺，

真主说：“真主欲使谁遵

循 正 道 ， 就 使 谁 的 心 胸

为伊斯兰而敞开；真主欲使谁误入迷途，就使谁的心胸狭隘，

【要他信道】，难如登天。真主这样以刑罚加于不信道的人。” 
（牲畜章125）

谁要是信仰真主独一无偶的话，那么他的心胸就会畅快，会愉悦，

会安宁；而谁要是被真主弃绝而迷误的话，他就会使他的心胸狭隘，

窘迫，忧伤和悲哀，祈求真主保佑我们免遭这种灾难；这就是信仰他

独一的信士，和否认他以物配他的人的例子；为此，真主打造了另一

个譬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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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两位专家：乔斯•曼
努埃尔博士和亚历山德拉•弗莱什
曼研究员，进行了一项确定自杀和
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后在题为
《自杀流行病学的全球视角》的论
文得出了这样的结果：自杀率最高
的人群为无神论者，最低的人群为
穆斯林；该研究被联合国收录为科
学依据之一。

自杀和宗教

“ 真 主 设 一 个 譬 喻 ： 一 个 奴 隶 为 许 多 纷

争 的 伙 计 所 共 有 ； 又 有 一 个 奴 隶 专 归 一 个

主 人 ； 这 两 个 奴 隶 的 情 状 相 等 吗 ？ 一 切 赞

颂，全归真主！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 

（队伍章29）

崇拜多神者就像是一个奴隶，有许多性格恶劣，

道德败坏的主人共同掌管他；然后他们争执他，一

个对他说：到这儿来，另一个对他说：坐这里，第

三个却说：站起来；他所面对的只是迷茫，既得不

到肉体的舒适，也得不到心灵的安宁；而信主独一

的人就像是一个奴隶，专归一个主人，指派他的人

只有一个，这两个奴隶相等吗？赞颂真主，优美的

赞扬只属于真主，感谢只宜于他，赞他清高无染，

因为他是独一无偶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

者，除他外绝无任何主宰；而那些无知的人，则生

活在内心纷乱的不幸中，以及由此产生的忧愁，悲

伤，困苦，迷茫，紊乱和自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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