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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和人类的造化--造化的奥秘，对人类的尊重和造
化的目的

宇宙和人类的造化--造化的奥
秘，对人类的尊重和造化的目
的

有一天你是不是参悟过这宇宙
的创造？！

创造人类，尊重人类。

创造人类的奥秘。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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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和人类的造化--造
化的奥秘，对人类的尊

重和造化的目的

有一天你是不是参悟过这宇
宙的创造？！

对于真主创造物的思考，能使人信仰

真主，增加人对信仰的坚持，让人理解造

物主的伟大，他的全知和他无限的智慧；

崇高伟大的真主本真理而创造了天地，创

造天地不是徒然无意的，也不是为了嬉戏

娱乐，他所创造的任何物不是徒然的，

真主说： “真主本真理而创造了天地，

对于信道的人，此中确有一种迹象。” 
（蜘蛛章44）

这宇宙中的被造物真多啊，数不清，

也无法统计！你觉得，这每一个被造物之

后有什么奥秘吗？

宇宙中有许多鲜明的迹象，体现出真

主的全能和伟大，现代科学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现更多的迹象，使人们

更加真实地感受到，这位创造万物，赋予万物形象，智慧的，超然伟

大的主宰之尊严。

如果人反复思考这宇宙中的一切，思考这些被造物中的奥秘，进

行有深度的参悟，那么，他就会坚定不移的相信，这宇宙是以终极精

“当我看到部分现代宇宙
空间照片的时候，我的第
一反应就是大喊一声：主
啊！工作有了结果，以我
的生命起誓，这确是奇妙
的。”

主啊！

保罗•摩尔丁

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

确的定数而被创造的，是全聪，全

能，彻知的真主创造的，是由他完

善造化的。

思考这宇宙万物，从重重天空，

无限的星球，浩瀚的星系，到我们

的地球，地球上的海洋，河流，大

地，山川，各种动植物，这所有的

一切是真主从无到有而创造的；思

考这些就足够让我们感受到真主的

全能，他的全知，和他的全聪，真

主说：“（30）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

辟地，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31）我在大地上创

造了群山，以免大地动荡而他们不安；我在群山间创造许多宽阔的道

路，以便他们能达到目的。（32）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而他们忽

视其中的迹象。（33）他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

道。”（众先知章30,31,32,33）

当人理性地思考真主的创造物的时候，他就能坚定地知道，这宇宙

中的万物都是崇拜真主的；他所有的被造物都在赞颂，赞美他超绝万

物，真主说：“凡在天地间的，都在赞颂真主—至洁的，万能的，至

睿的君主，超绝万物的君主”（聚礼章1）

为他的伟大而俯首叩头，赞他超绝，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在

天上的和在地上的，与日月群星，山岳树木，牲畜和许多人，都服从

真主，有许多人当受刑罚。真主凌辱谁，谁不受人尊敬。真主确是欲

所欲为的。”（朝觐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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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所有的事物都在赞颂他的主宰，向他祈祷，真主说：“难

道你不知道吗？凡是在天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群鸟，都赞颂真主是超

绝的。他的确知道各物的祈祷和赞颂，真主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
（光明章41）

然后，信仰真主的人就会看到，宇宙万物就像沙漠中的驼队一样径

直奔向真主，然后他也会愉悦地加入到这吉庆祥和的队列之中，从此

他的生活变的安宁，内心也会宁静。

这就是真主存在的证据

第六位踏上月球的人

埃德加•米切尔

“我能见到我们的地球，就是真主存在
的证据之一。”

“伊斯兰就是真主的法则，真主的法则明
显地存在于在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中，
山岳，湖海，日月星辰都依照真主的命令
而各行其道；就连这宇宙中的每一颗原子
都服从真主的命令—甚至包括其中的无生
物—，但是唯有人类是这一行列之外的；
真主赐予了他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选择顺
从真主的命令，也可以自己制定一套属于
他自己的规则，作为喜欢的宗教来生活；
可是很遗憾，多数情况下人选择了第二种
方式。”

这是真主对人的善待

蒂布拉•波特
美国女记者

在谈到宇宙的时候，他说：“看见
这一切必定会改变一个人，必定会
让人对真主的创造肃然起敬，继而
喜悦真主”。
詹姆斯•艾尔文

著名宇航员

这是真主的创造！

1. 证明他的独一，赞他

清净。
确实，这浩瀚的宇宙，其

中的所有被造物，各式各样的

奇迹迹象就是对真主的大能，

和他完美创造的最大的证据；

证明真主的独一，赞他超绝，

证明除他外绝无主宰，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者；真主说：

“（2 0）他的一种迹象

是：他用泥土创造你们，然

后，你们立刻成为人类，散布

各方。（21）他的一种迹象

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

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对

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2）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

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

许多迹象。（23）他的一种迹象是：你们在黑夜和白昼睡眠并且寻求

他的恩惠；对于会听话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4）他的一种

迹象是：他使你们以恐惧和企图的心情看电光，他从云中降下雨水，

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对于能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

（25）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依他的意志而坚定，当他对长眠地下的

你们叫唤一声的时候，你们立刻就出来了。（26）天地万物，只是他

的；一切都服从他。”（罗马章20--26）

真主说:“（59）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祝他所选的众仆

平安。’究竟是真主更好呢？还是他们用来配真主的更好呢？（60）

是那天地的创造者【更好】，他为你们从云中降下雨水，以培植美丽

的园圃，而你们不能使园圃中的树木生长。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

受崇拜的吗？不然，他们是悖谬的民众。（61）还是以大地为安居之

创造万物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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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诸河流贯其间，使诸山镇压其上，并在两海之间设一个屏障者

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62

）还是那答应受难者的祈祷，而解除其灾害，且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

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你们很少觉悟。（63）还

是那在陆海的重重黑暗中引导你们，在降其恩惠之前，使风为传佳音

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真主超乎他们用来配他

的。（64）还是那创造万物，然后加以复造，并从天上地下供你们给

养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你说：‘你们拿你们的

证据来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蚂蚁章59--64）

2. 为人类而制服世界：
真主提拔人类，给于恩惠，使

人类免遭物质的奴役；使这宇宙中

的万物，天地间的所有事物都顺从

人类，屈服于人的调度；让人完成

治理大地，完成代治者的使命，更

别说去臣服被造物了；这个地方，

制服宇宙有两层意思：制服万物好

让人理解真主，真主的尊贵，他的

恩惠，他的超绝；制服万物就是为

尊重人类，提拔人类，提高人类的

地位，使人类凌驾于被制服的万物

之上；真主说：

“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

迹象。”（屈膝章13）

真主说：“（32）真主创造天

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

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

他为你们制服船舶，以便它们奉他

的命令而航行海中；他为你们制服

河流；（33）他为你们制服日月，

使其经常运行，他为你们制服昼

夜。（34）你们对主的要求，他对

你们都有所赏赐。如果你们计算真

主的恩惠，你们不能加以统计。人

确是不义的，确是忘恩负义的。” 
（易卜拉欣章32,33,34）

“穆罕默德不识字，而且生活
在蒙昧时代，他怎么能了解尊
贵的古兰经所阐述的那些宇宙
奇迹呢？而且到现在现代科学
还在继续发现。那么这就必然
证明那些古兰经的言语，它就
是崇高伟大的真主的言语。”

这是穆罕默德为真主
的使者的迹象之一

蒂布拉•波特

美国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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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望你们能确信死后和真

主的相会：

天地的造化—尤其

人类的造化—能明显地

证明，死后复生和清

算，难道复造万物不是

比初次创造更加容易的吗？真主说：“他创

造众生，然后再造他们再造对于他是更容易

的。”（罗马章27）

而创造天地的确比创造人类更伟大，真

主说：

“创造天地，是比再造人类更难的，但

世人大半不知道。”（赦宥者57）

真主说：

“真主建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

的支柱。随后他端坐在宝座上，制服日月，

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他处理万事，

解释迹象，以便你们确信将与你们的主相

会。”（雷霆章2）

真理只有一个

“在你看到这伟大的造化，
还不信仰真主的话，在我看
来这是不可理喻的…，这使
得我的信仰更加坚定了，真
希望能有相应的言语能充分
表达此情此景该多好啊！”

约翰•格伦

美国首位进入地
球轨道的宇航员

“这张图片是一个非常大的星系图，其中的一颗或
者其中的一个小点，就有一个银河系大小；而一个
银河系拥有100,000,000,000个象我们太阳系这样的
星系，一颗太阳是地球的1,300,000倍大，地球是你
的家—假设你的家有500平米—1,020,144,000,000倍
大，你的家有你的身体多少倍大呢？”

宇宙中你有多渺小啊

1. “到目前为止被发现的最大的
恒星是大犬座VY，距离我们地球有四千
九百光年，它的体积要比太阳的体积大
9,261,000,000倍！！太阳要比我们的地球
大1,300,000倍！！”

沧海一粟

创造人类，尊重人
类。

虽然这宇宙，这天地很宏

伟，但是真主却制服了这一

切，让这一切都屈从于人类：“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对于能思

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屈膝章13）

这些都是为了尊重和优待人类，让人类优越于其他的被造物，真主

说：

“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乘，我

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地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
（夜行章70）

真主创造了人类，给我们叙述了阿丹的整个故事，从创造他，优待

他，然后由于恶魔的教唆，他的犯错，从天堂里被贬低到了大地上，

最后他的忏悔；真主说：

“（11）我确已创造你们，然后使你们成形，然后对众天神说：‘

你们向阿丹叩头。’他们就向他叩头，唯独易卜劣厮没有叩头。（12

）主说：‘当我命令你叩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叩头呢？’他说：‘

我比他优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13）主说：‘你从这里下

去吧！你不该在这里自大。你出去吧！你确是卑贱的！’（14）他

说：‘求你宽待我，直到人类复活之日。’（15）主说：‘你必定是

被宽待的。’（16）他说：‘由于你使我迷误，我必定在你的正路上

伺候他们。（17）然后，我必定从他们的前后左右进攻他们。你不致

于发现他们大半是感谢的。’（18）主说：‘你被贬责地，被弃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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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出去吧！他们中凡是顺从你的人，我必以你和他们一起充满火

狱。’（19）‘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可以随意的

吃园里的事物。但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者。’（20

）但恶魔教唆他俩，以致为他俩显出他俩被遮盖的阴部。他说：‘你

俩的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树的果实，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天神，或永生

不灭。’（21）他对他俩盟誓说：‘我确是忠于你俩的。’（22）他

用欺骗的手段使他俩堕落。当他俩尝了那颗树的果实的时候，他俩的

阴部便对自己显露出来了，他俩只好用园里的树叶遮盖自己的阴部。

他俩的主喊叫他俩说：‘难道我没有禁止你俩吃那棵树的果实吗？难

道我没有对你俩说过，恶魔确是你俩的明敌吗？’（23）他俩说：‘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慈悯我们，我们

必定变成亏折者。’（24）主说：‘你们互相仇视地下去吧。大地上

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25）主说：‘你们将在大地上生活，

将在大地上死亡，将从地下被取出来。’”（高处章11—25）

真主赋予了人类最美的形象，然后吹入了灵魂；忽然他就成为了

一个人，拥有最完美的搭配；能听，能看，能动，能说话：“愿真主

降幅，他是最善于创造

的。”（信士章14）

真主给他教授了所需

的知识，赐予了人类其

它被造物未曾拥有的特

色和属性，如：理智，知识，能言会道，俊美的相貌，优美的仪表，

匀称的身体，通过求证和思考而获取知识的能力，并且引导人类获得

美德和端正的品行，真主还优待人类，使人类优越于许多被造物，真

主对人—无论男女—的优待表现为：

-在真主创造万物时，亲自造化了人祖阿丹；这对人类来说是无限

的荣誉；真主说：  

“主说：易卜劣厮啊！你怎么不对我亲手造的人叩头呢？你自大

呢？还是你本是高尚的呢？”（萨德75）

-真主以最美的形态创造了人；真主说：“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

美的形态，”（无花果章7）

真主说：

“他曾以形象赋予你们，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他是唯一的归

宿。”（相欺章3）

-真主优待人类，曾命令所有的天神为人祖阿丹叩头，真主说： 

“当时我曾对众天神说：‘你们应当向阿丹叩头。’他们就向他叩

头，但易卜劣厮除外。”（夜行章61）

人类都是平等的

世界人权组织人权宣言的第一条 

“人生来都是自由的，人格和尊严都是平
等的，被赐予了理智和心灵，相互之间的
交往必须都是基于兄弟情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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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善待人类，赐福人类，赐

予了人类理智和思考的能力，能

听，能看，以及其他的感觉；真主

说：“真主使你们从母腹出生，

你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你们创造

耳目和心灵，以便你们感谢。” 
（蜜蜂章78）

-真主在人的体内吹入了他的精

神，人类为此而获得了灵性的提

升，真主说：“当我把他造出来，

并将我的精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

候，你们应当为他而倒身叩头。”
（萨德章72）

这对人类来说是最大的抬举；所

以人类必须相互尊重，一个人怎么

能胆大妄为，继而侵犯拥有真主精

神的另一个人呢？！！

真主把治理大地的使命交给了

人类，而不是天使或者精灵；真

主说：“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

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

理人。’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清净，你还要在大地上

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他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黄牛章30）

这是一份伟大的荣誉，众天神没有得到它，他们绝不会违背真主

的命令，他们长期地，永远地沉浸在纪念真主，赞颂真主和敬仰真主

中。

-超绝的真主为人类而制服了宇宙中的万物，天地，及天地间所有

的东西，象太阳，月球，星球和星系；真主说：“他为你们而制服天

地万物，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屈膝章13）

真主使整个人类成为自由的，免遭被造物的奴役，不管其有多优

越，和庞大，这对人类来说是终极的解放；因为他把人类从做其他人

类的奴隶，屈服于别人的地位，提升到了崇拜真主，作真主仆人的品

格，做真主的仆人其实是解放人类不做人类奴隶的最高形式，为此真

主否决了在他和仆人之间的媒介；然而部分人编造了许多在人与真主

之间的中介，给与其部分神话色彩，但真主优待人的一个表现是，他

们和真主之间无需任何媒介，真主说：“他们舍真主而把他们的博

士、僧侣和麦尔彦之子麦西哈当做主宰。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拜独

一的主宰，除他之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赞颂

真主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

的。”（忏悔章31）

免 除 人 对 未 来 的 恐

惧，不安，痛苦和绝望，

通过信仰真主的前定和判

决，同时采取所有物质的

因素；因为信仰真主的前

定和判决，能让有信仰的

人处于安宁和平静的状态

中，能感受到自尊和尊

严，而不会忧愁，或者烦

恼，或者为失去的事物而

伤心，因为自己没有怠慢

于采取措施；一切都是来

自于真主的，真主说：“

大地上所有的灾难，和你

们所遭受的祸患，在我创

造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

录在天经中；这事对于真

主确是容易的。（铁章22）

“确实真主给予我们的使命就
是，号召人们从崇拜被造物走
向崇拜真主，从今世生活的狭
隘走向宽广，从各种宗教的亏
枉走向伊斯兰的公正。” 

热比尔•本•阿莫尔

圣门弟子之一

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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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信仰让人获得了内心的平衡，真正的和谐和最大限度的安宁；

灾难不会让他绝望，不会使他焦躁；恩惠和幸福不会使他得意忘形。

-尊重人的理智；真主对人类的理智和思考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他

命令人类去思考，去研究，还把对于天地造化的思考，理性的求证定

为了天命；真主说：“你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一

切迹象和警告者，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裨益的。”（优努斯章101）

他还命人尊重理智，重视它，运用理智，开发它，而不

能用传统和偏见僵化理智；因为责任的衡量标准是理智，

法国思想家，画家

艾迪安•狄尼

“有个问题很重要，
那就是在主宰和他的
仆人之间是不需要媒
介的，这是具有实践
性理智的人得出的结
论。”

无需媒介

正如他使理智成为真主的存在，独一的证据那样；甚至真

主命令人们在有分歧时依据理智而解决；真主说： “你

说：‘如果你们是诚实的，那末，你们拿出证据来吧！’” 
（黄牛章111）

他使理智区别于神话迷信，骗人的魔术，求助于精灵之类的事物。

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负责人，而与别人的行为无关，真主

说：“一个负罪者，不再负别人的罪。”（创造者章18）

《古兰经》用这份宽宏大量消除了错误的思想，让人摆脱了其繁重

的后果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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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的优待不是局限于某一性

别的，因为原则是，女人就像男人

一样，也享有所有这些对人类的善

待和尊重，真主说：“她们应享合

理的权力，也应尽合理的义务；” 
（黄牛章228）

真主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

人”（忏悔章71）

对于后世的还报，男人跟女人绝无

不同，真主说：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

不使你们中的任何一个行善者徒劳无

酬，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男女

是相生的—”（仪姆兰的家属章195）

真主说：“信士和信女，谁行善谁

得入乐园，他们不受丝毫的亏枉。” 
（妇女章124）

“在剑桥大学，男生和女生的权
益和地位历来都不是平等（尤其
在学生组织或者各种学生俱乐部
中）；一直到1964年6月26日组建
剑桥学生会之后，才有了男女平
等。”

男女平等

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真主善待了女人，把她们当做了负责任的人，

像男人一样肩负完全的责任和资格，将为所干善事而接受赏赐，为所

干罪恶而受到惩罚，甚至真主给人类下达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同时针

对男人和女人的，真主曾对人祖阿丹和他的妻子说：“我说：‘阿

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俩可以任意吃园里所有丰富

的食物，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的人。’” 
（黄牛章35）

同时清高的真主没有让女人承担，阿丹被贬出乐园，以及他以后

子孙后代的痛苦的罪责，像其他的某些宗教思想所说的那样，相反真

主说阿丹才是第一负责人：“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而他忘记我的

嘱咐，我未发现他有任何决心。”（塔哈章115）；“（121）阿丹违背

了他们的主，因而迷误了。（122）嗣后，他的主挑选了他，饶恕了

他，引导了他。”（塔哈章121,122）

真正的奇迹

“如果我们以古兰经的法律来对比历
史上所有的社会法律的话，无疑这些
法律都会成为古兰经先进律法的有力
佐证，尤其雅典和罗马；在那里女人
是被一种固定的形象而被约束的。”

罗杰•贾鲁迪

法国哲学家

尊重女人，使她跟男人一样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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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男人间的关系就
像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
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
柏柏人跟希腊人的关系
一样。女人就像是一个瘸
腿的人，孤立无援地站在
社会进步最低一层台阶
上。”

男人和女人在人格上也是平等

的，真主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

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

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

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

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

彻知的。”（寝室章13）。

同样在下列的事物中，男人和女

人是平等的，是合作的：物质权利

中的民事法律责任，尤其女人的人

格是受尊重的，受敬重的，真主使

她们和男人平等的负有接受任务和

完成任务的资格，肯定了她们在所

有事物中的支配和经营的权力；比

如交易权，购买权等等，这所有的

民事权利是畅通无阻的，没有任何

的条框可以限制她们的支配权，除

非那些同时也规范着男人行为的法

律，真主说：“男人将因他们的行

为而受报酬，妇女也将因她们的行

为而受报酬；”（妇女章32）

他给妇女规定了继承遗产的权

利，因为他说：“男子得享受父母

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也

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

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个人

应得法定的部分。”（妇女章7）

在人为宗教中女人的形
势

“曾经在罗马举办过一次关于
女人的大会，最后会议的结论
是，女人是个没有灵魂的肉
体，因此她们绝不能享受后世
的生活，她们是不洁的，应该
不能吃肉，不能笑，甚至不能
说话；只能是把所有的时间都
用来祈祷，敬拜和伺奉人；更
骇人的是，他们居然为了阻
止女人说笑，在她们的口唇上
安装上了铁锁。所以那时的女
人，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出
门上街口唇都要带上铁锁；这
还不算她们身体上受到的其他
蹂躏和虐待；这所有的一切都
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女人
只是恶魔用来蛊惑人心的工
具。”

“在古印度教律法中说：瘟
疫，死亡，地狱，毒药，毒
蛇，烈火都比女人好，而且她
们生活的权利会因为丈夫的死
亡而被结束，因为他们是她的
主人，当她看到丈夫的尸体开
始火化的时候，她应该自己也
跳进火堆里，要不然，她将受
到永远的诅咒。”

在他们看来女人
是…

如果女人行善，或者犯罪的话，

在法律面前，她的情况跟男人是一

样的；清高伟大的真主说：

“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

俩的手，以报他们俩的罪行，以示

真主的惩戒。真主是万能的，是至

睿的。”（筵席章38）

后世的还报中男女也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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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势

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

们。”（蜜蜂章97）

她们拥有订立盟约，相互支持

的权力；真主说：“信道的男女互

为保护人，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

功，完纳天课，服从真主及其使

者，这等人真主将怜悯他们。真

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忏悔章71）

真主命令男人们要怜恤女人，

善待她们；还禁止在战争中屠杀妇

女，命令男人不要孤立例假中的女

人，要他们跟平时一样跟她们同吃

同喝，而犹太人是不会和来例假的

女人同坐的，他们疏远她们，他们

认为来例假的女人很肮脏，不会跟

她们一起吃饭，直到她们洁净；我

们的先知（真主赐福他）给予了女

人最完美的尊重，他说：“你们中

最好的人，是最善待自己妻儿的

人，我是你们中待妻儿最好的。”

这是真正的虐待

亚里士多德

希腊哲学家

法国女人

“公元586年在法国某个省市举行了
一个会议，专门研究和讨论女人，议
题是：女人到底是不是人类？最后结
果是，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女人也
是人类，但她们是为服务男人而被创
造的，直到1938年2月法国颁布了一
条法律，废除了限制女性部分经济支
配权的旧制度，而且允许女人—在法
国历史上第一次—以自己的名义开通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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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尔米兹传述）他说这是正确

的可靠的圣训。

当时，有人打了自己的女人，

先知为此而生气了，说：“你们

中有些人毒打自己的女人，象

打自己的奴隶一样，然后，到晚

上，却又和她相拥而睡。”（布

哈里传述）。

一伙妇女来到使者（真主赐福

他）那里，向使者诉告她们的丈

夫，他说：“穆罕默德的家里来

了许多妇女，她们来控诉她们的

丈夫了，那些男人决不是你们中

的好人”（艾布•达伍德传述）。

女人还被给予了男人所没有

的部分福利；因为真主命令孝敬

母亲的次数，要比孝敬父亲的

更多；当时有个人来到了使者 

（真主赐福他）跟前说：‘真主

的使者啊！人们中谁最应该受到

我的善待—另一传述中有最应该

受到我的孝顺—，’使者说：“

你的母亲”，他说：‘然后是

谁？’，他说：“你的母亲”，

他说：‘然后是谁？’他说：‘

你的母亲’，他说：‘然后是

谁？’他说：“你的父亲。” 

（布哈里和穆斯林共同收录），

培养和教育女孩能得到的回赐要

比教育男孩时得到的回赐更多；

使者说：“要真主是给了谁女

儿，然后他善待了她们的话，她

“我反复思考，想知道，想研究，想
寻求奥秘和智慧；想证实恶就是无
知。愚蠢就是狂妄，然后我发现妇女
比死亡还苦，她们的心如圈套，手如
罗网。”（传道书7卷第25,26节）

被剥夺人权的女性

圣经

“在伊斯兰的庇荫下，女性重获了自
由，继而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地位；因
为伊斯兰把女性看做跟男人平等的兄
弟姐妹，每个人都是完善独立的个
体。伊斯兰还号召人们重视女性教
育，让她们接受知识和文化，还给予
了她们经济自主权，和自己财产的支
配权，同时还给予了她们缔结婚约，
思考和表达自我的权利。”

男女平等

莫纳•玛卡露丝卡

德国女外长

们就会成为他火狱的屏障” （布哈里和穆斯林共同收录），使者（真

主赐福他）说：“真主啊，确实我警告你们不要侵犯两弱者的权益：

孤儿和女人。”（正确的圣训，南萨伊传述）

国王亨利八世曾颁布一条法
令，禁止女性阅读圣经，而且
一直到1850年根据英国普通
法，女性是不能算为国家公民
的，她们也没有任何人权，既
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衣服，也
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血汗钱。

人为的制度是不公
道的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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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类的奥秘。

真主为人类而制服了这宇宙万物，优待他，使他优越于所有的

被造物，真主创造人类是为了伟大使命；真主清净超绝，于徒然

和荒谬无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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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有徒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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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信道的人们的错误猜测，真主

说：“我没有徒然地创造天地万物，那是不

信道者的猜测。悲哉！不信道的人们将受火

刑。”（萨德章27）

真主创造人类不是为了让他们吃喝玩

乐，相互竞争攀比财富的，人要只图这些

短暂的享受，那他就跟牲畜一样了，而真

主使人类优越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但人

们大多是辜负真主的，无知或者否认真主

创造的真正使命，所有的目标和追求都

成了一些今世短暂的享受，这些人的生活

跟牲畜的生活一样，或者更迷茫，真主

说：“不信道的人们，在今世的享受，是

象牲畜样饮食，火狱是他们的归宿。” 
（穆罕默德章12）

真主说：“你听任他们吃喝

玩乐吧！你听任他们受希望的

诱惑吧！因为他们不久就会知

道的。”（石谷章3）

真主说：“我确已为火狱而

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

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

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

这等人好像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

误。这等人是疏忽的。”（高处章179）

每个人都承认，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

是为奥秘而创造的，这眼睛是为了观察，

这耳朵是为了听，等等…。难道能设想一

下，人所有的大小器官都是为了某个奥秘

而被创造的，而这完整的一个有血有气的

人却是徒然的，一次偶然就这样有了么，

这之外没有什么奥秘或者使命的吗？又或

者是他们担心承认人类被创造的奥秘和使

命之后，问及逻辑上必然的一个问题：是

谁创造了人类？所以选择抵赖到底？

那么，真主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优待我们，为我们而制服万物

呢？超绝万物的真主告诉我们其中的奥秘

了，他说：“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

他们崇拜我。”（播种者章56）

真主说：“（1）多福哉拥有主权者！

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2）他曾创造了

死生，以便他考验你们谁的作为是最优美

的。他是万能的，至赦的。”（国权章1,2） 

“对人来说不可理喻的是，
他设想生命的起源和延续不
是被某种力量创造和控制
的，我确信这类哲学家们在
他们对于生命的哲学研究中
闭上了眼睛，在面对这宇宙
秩序中绝对的证据装聋作
哑。”

马格纳斯•麦克利亚斯

英国科技学会会员

“的确宗教和自然科
学，是在同一个针对怀
疑、否认和神话的战
斗序列中并肩作战的；
而且在这场战斗中唯一
的呐喊，同时将是永远
的呐喊，就是【皈依真
主】。”

马克思•普朗克

量子理论的创始人

皈依真主

绝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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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健全的人都知道，对于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自己比任何人

都清楚其中的原理，最好的比喻只是属于真主的；是他创造了人类，

他最清楚创造人类的奥秘和使命，这使命就是信仰独一的真主，崇拜

他独一无偶；此处崇拜的意义很广，崇拜不仅仅是礼拜，封斋，相反

这崇拜包括建设和治理这个世界，真主说：“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

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故你们应当向他求饶，然后归依他。”
（呼德章61）

人的生命，及生活的全部，真主说：“你说：‘我的礼拜，我的

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是为真主 ——全世界的主。” 
（牲畜章162,163）

 

使者（真主赐福他）说：“即使末日降临了，而你们中谁手中还有一株椰枣
树苗的话，让他把那株树苗栽种好”（艾哈默德的传述）。
他们说：‘真主的使者啊！我们会解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是不是这种事情
也有功价呢？’他（真主赐福他）说：“如果他干的是非法事物的话，你们
说他有没有罪责呢？同样的道理，他如果干合法的事物就会获得功价。”（
穆斯林的传述）

尊贵的圣训

崇拜是一个全面的概念

这一切之后，人类啊…

如果这整个宇宙都是为你而被制服的，如果你眼前这所有的迹象，

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没有任何应受崇拜的主宰，唯有独一无偶的真主，

如果你知道人死后复活要比创造天地万物更容易，你知道真主造化了

你，赋予了你最美的形象，优待你，为你而制服了全宇宙的话，是什

么迷住了你的慧眼，遮挡住了你的心灵，不去承认和崇拜你尊严的真

主呢？真主说：“（6）人啊！什么东西引诱你背离了你的仁慈的主

呢？（7）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匀称。（8）

他意欲什么形式，就以什么形式而构造你。”（破裂章6,7,8）

到最后，你终究是要和真主想见的，真主说：“（6）人啊！你必

定勉励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劳绩。（7）至于用

右手接过功过簿者，（8）将受简易的稽核，（9）而兴高采烈地返于

他的家属；（10）至于从背后接过功过簿者，（11）将叫苦连天，

（12）入于烈火之中，”（绽裂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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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该为踏上今世后世幸福的正

路，为了自己为之而被创造的使命而生

活，到那时你就会真正感受到今世生活的

幸福，在死后复生之时能安宁地，幸福地

觐见真主。

这宇宙万物同样也在崇拜真主，所有

的被造物都在赞颂和纪念他们的养育者，

真主说：“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 
（聚礼章1）

万物都在为伟大的真主而俯首叩头，

真主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在天上的和

在地上的，与日月群星，山岳树木，牲畜

和许多人，都服从真主，有许多人当受刑

罚。真主凌辱谁，谁不受人尊敬。真主确

是欲所欲为的。”（朝觐章18）

甚至，所有的这一切事物都在以相应

的方式崇拜真主，真主说：“难道你不知

道吗？凡是在天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群

鸟，都赞颂真主是超绝的。他的确知道各

物的祈祷和赞颂，真主是全知他们的行为

的。”（光明章41）

那么你让自己落后，跟不上这庄严的

节奏的话合适吗？那样的话你就会变得卑

贱低微，真主至实的言辞说：“你难道不

知道吗？在天上的和在地上的，与日月群

星，山岳树木，牲畜和许多人，都服从真

主，有许多人当受刑罚。真主凌辱谁，谁

不受人尊敬。真主确是为所欲为的。” 
（朝觐章18）

“我确实很奇怪，有些人观察天
空，目睹这伟大的创造，然后却不
信仰真主！！”

难道他们不会思考吗？

亚布拉罕•林肯

美国前总统St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