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58

人是不是有宗教需求?

人是不是有宗教需求?

人类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真理宗教的原则

我们需要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呢？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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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可能在脱离宗教信仰的状态下生

活的 正如人生来就是文明的一样，以人的

本性是不可能孤立地，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

独自生活，同样人天生就是有宗教信仰的，

抛弃宗教信仰的话他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

宗教信仰对人来说是天性使然，人在极端害

怕或者艰难面前会自然地向真主祈求援助，

没有比这更能证明那一点的，真主说：“当

他们乘船的时候，他们诚恳地祈祷真主，当

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以物

配主。”（蜘蛛章65）

造物主最清楚他的被造物，和他们所需求的；跟工厂的技工对自己

做出的工具，相关的情况最了解是一样的道理：“创造者即是玄妙而

且彻知的，难道他不知道你们隐匿的言语吗？”（国权章14）

因为造物主是特慈的，至赦的，尊贵的；他给人类制定了宗教，为

了带给他们的心灵以生命，为了巩固他们的生活，真主说：

“信道的人们啊！当使者号召你们去遵循那使你们获得生命的【教

训】的时候，你们当响应真主和使者。”（战利品章24）

人是不是有宗教需求?

宗教信仰是必须吗?

“宗教信仰是科学研究最
给力，最值得一提的成
果。”

最给力的结果

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

“我还记得那些日子，人们
那时候的争论只是围绕着
宗教信仰和科学的矛盾，但
是现在这种争论已经销声匿
迹了，最新的心理医学开
始宣扬宗教原则，为什么
呢？因为心理医生们发现坚
强的信仰，坚持宗教和礼
拜，足够使人摆脱不安，抑
郁，精神分裂；还能够治愈
我们遭遇的大多数心理疾
病，甚至布瑞里医生说：
真的，有宗教信仰的人是
不会遭遇心理疾病的。”

宗教信仰和心理
疾病

戴尔•卡耐基
美国作家

为此，那些无视天性妄称否认真主的无

神论者，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很清楚自己

的谎言，和他们自己的顽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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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能的信仰，在遇到大灾大难时，极

度恐惧，或者无助艰难的时候会很自然的

流露出来，真主说：“（40）你说：‘如

果你们是诚实的人，那末，你们要舍真主

而祈祷他物吗？（41）不然，你们只祈祷

真主；如果他意欲，他就解除你们祈求他

解除的灾难，你们将忘却你们所用来配他

的【一切偶像】。’”（牲畜章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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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类被真主创造时被赋予的天性就

是，崇拜为所欲为的，一切福祸全凭他意

志的主宰，真主说：“如果真主使你遭受

灾难，那末除他外绝无能解除的。如果他使你享受福利，【那末，任

何人不能干涉他】，因为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牲畜章17）

真主说：“无论真主赏赐你们什么恩惠，绝无人能加以阻拦；无论

他扣留什么恩惠，在禁施之后绝无人能加以开释。”（创造者2）

为此人拥有两种力量：知识和意志，而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

要看使用这两股力量的时候，人努力的程度了，追求幸福也是同样的

道理；这知识，就是认识真主，他的尊名，他的属性，认识必需服从

的命令和禁令，道德和礼节，认识真主所亲近之人的言谈举止，和他

https://www.path-2-happiness.com/zh
ht

tp
s:

//w
w

w
.p

at
h-

2-
ha

pp
in

es
s.

co
m

/z
h

https://www.path-2-happiness.com/zh/category/%E5%B9%B8%E7%A6%8F%E7%9A%84%E9%81%93%E8%B7%AF/%E4%BA%BA%E6%98%AF%E4%B8%8D%E6%98%AF%E6%9C%89%E5%AE%97%E6%95%99%E9%9C%80%E6%B1%82


6362

们提高自身的方式，对于人性和欲望的必要的

了解，克服人性的缺点和疾病的方式，等等所

有可能让人疏远真主的东西；同时认识提升自

己，用纯洁的美德净化心灵，使它能获得高贵

的灵魂，高尚的追求，能疏远空洞的物欲，肮

脏下流的欲望等等；根据这些知识，人对真主

崇拜的层次和水平会不断提高，然后今世和后

世的幸福也会随之而来。

的确这认知它就是意志的支柱和食粮，它所

内含的中正，稳定和正直；真主说：“信道的

人们啊！当使者号召你们去遵循那使你们获得

生命的【教训】的时候，你们当响应真主和使

者。”（战利品章24）

现在，许多无神论思想流派已经开始承认，

无神论思想是完全无能于带来肉体幸福的，更

不用说让灵魂满足了，而且连给人类带来真正

幸福的口号都流产了，他们不过是相欺相勉罢

了。

那么在大灾大难面前人会投奔谁呢？他肯定

会投奔坚实的靠山，投奔万能的真主；那是力

量的源泉，希望和期盼的来源，坚韧、托靠和

交付的根本，真主说：

“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应记忆真主而安

静，真的，一切心境应记忆真主而安静。” 
（雷霆28）

如果有信仰的人遭受了不公的虐待，感受到

了痛苦的时候，他就坚信这宇宙有一位主宰，

他迟早会援助被欺压者，而且死后还有后世的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
根曾说：‘浅薄的哲学
知识能使人趋向于无神
论，而等你有深厚的知
识积累之后，它又会使
你皈依宗教”。

要有深度

戴尔•卡耐基

美国作家

这是灿烂的真理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是关于
教育和民族建设的，我发现
伊斯兰的基本要素，给人类
提供了一个从社会，经济，
灵魂方面全面建设民族的伟
大基础和宝贵规则。”

道格拉斯博士

里贾纳市市长

审判，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公平审判，行善者得到善行的

回赐，不义者受到作孽的刑罚，然后他因为依赖真主，坚信他而心胸

释然；公道的真主说：“难道追求真主喜悦的人，象应受真主遣怒的

人吗？他的归宿是火狱，那归宿真恶劣。”（仪姆兰的家属章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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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谁要是没有福

分获得对真主的认识和信仰，

那他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感

受不到快乐，安宁和幸福；他

生活在忧愁患难的波折中，

既没有内心的安宁也没有心

灵的安逸，他所有的追求只

是纵欲和敛财，不知道自己

存在的意义，也不知道生命

的目的，他会漫无目的地生

活，到处寻找幸福，追随自

己的欲望，最终堕落下贱像

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更迷

误，真主说：“难道你以为

他们大半是能听从或者能了

解的人吗？他们只象牲畜一

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 
（准则章44）

他要是遭遇灾祸的话，立

马陷入了内心紊乱，心灵动荡

的漩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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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人的差距真遥远，一

种人认识真主，明白真主的伟

大，知道真主的属性，追求真

主的喜悦，坚守他的律法，顺

从他的命令，远离他的禁令，

他知道自己迫切地，长期地需

求真主，无论事情大小，何时

何地；清高的真主说：

你该自己治疗自
己的心病

“ 的 确 对 于 心 理
的 不 安 最 好 的 解
决办法就是信仰真
主。”

威廉•詹姆斯

美国心理学家

信仰宗教能治疗
许多疾病

戴尔•卡耐基

美国作家

“现代心理医生们研
究发现，坚强的信
仰，和对宗教的坚
持，能完全解决心灵
的不安和神经紧张，
以及解决许多心理疾
病。”

“唯物主义一直在强调动物和人类的
共同点…，而宗教却在一直强调两者
的区别。”

伊泽特贝戈维奇

两者的差距真大啊

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

“人们啊！

你们才是需求真

主的，真主确

是无求的，确

是可颂的。” 
（创造者15）

而 另 一 个

人，疑虑和忧愁

把他丢进了不幸

和痛苦的重重黑

暗中，他像盲人

一样漫无目的地

左右试探，内心

充满了茫然和怀

疑，每当他试图寻找幸福的时候，得到的只

是一重又一重的蜃景，即使他获得了今世的

所有欲望和享受，登上了所有权利的最高地

位也罢，那么失去了真主的人得到了什么？

得到真主的人又失去了什么呢？！！

医生们其实是一些
传教士

“那些心理医生
只是一种新型传
教士，他们并不
督促我们为避免
后世火狱的刑罚
而信教；但他们
只以宗教而嘱咐
我们，以避免现
实生活中注定的
地狱，就是胃溃
疡、神经衰弱、

神经分裂等等的地狱。”

亨利•福特

美国福特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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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与生具有的本
能之一，我只想说：宗教的
匮乏，会使人进入一种灵魂
的绝望状态，从而迫使他在
无能无力的物质中寻求一种
心灵的慰籍。”

宗教才是真正生活

阿诺德•汤因比

英国历史学家

如果说个人是迫切需要宗教信

仰的话，那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就显得更加迫切；宗教信仰其实是

社会的保护圈，那是因为人类生活

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向善的相励相

勉之上的：“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

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

助。”（筵席章2）

这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只能通过

一套有效地制度而完善，组织人与

人的关系，限定他们相互间的义务

和责任，

所以这秩序必须是由真主制定

的，他是玄妙的，彻知的，全知人

类所有需求的：“创造者即是玄妙

而且彻知的，难道他不知道你们隐

匿的言语吗？”（国权章14）

人类离宗教，教法和宗教秩序的

距离越远，他们就越迷误，在怀疑

和迷茫的黑暗中陷得越深，继而越

茫然，越不幸，越痛苦。

要说尊重法律，

加强社会的团结和

稳定，恢复社会中

舒适和安宁的局面

方面，没有任何力

量能和宗教信仰相

提并论。其原因就

人类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显而易见的证据

“我们喜欢的任何物品都可以消
失，使用理智、科技和技术的自由
也有可能不复存在；但是唯有宗教
信仰不可能消失，相反它会一直
作为唯物主义思想荒谬的明证而
存在，因为唯物主义要把人类局限
在，下贱的狭隘的物欲追求中”

欧内斯特•勒南

法国历史学家

“伊斯兰教义不区分生活和宗教，不说宗教部
分，和社会部分；它只是规定人和真主之间的关
系，制定和规划人对真主应尽的义务，同时规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真主在《古兰经》中
给人的所有命令和禁令—在所有宗教功修和生
活事务中—，《古兰经》中有六千二百多节经
文，其中只有差不多一千节是关于教法的。”

真正的法律

菲利普•希提

黎巴嫩历史学家

“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安分的时代，当然了科
研成果和技术增加了人们生活的舒适和宽
裕，可是人们的幸福和安宁却没有增加，甚
至，于此相反，绝望、不安、心理疾病越来
越多，使生活失去了更多美好的意义。”

心神不宁的时代

勒内•多洛

作家-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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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不同于其他

的生物，人的举动，

人的自由意识是由一

种听不到，看不见的

东西所支配的，那就

是对主宰的信仰，它

可以熏陶灵魂，洁净

感官，使人能在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言语的

同时，也看守住自己的内心和想法：“如

果你高声说话，那末真主的确知道秘密的

和更隐微的事情。”（塔哈章7）

人类一直是由自己的信仰支配的；信

仰正直的话，他所有的事物，一言一行都

是正确的。信仰要是歪斜的话，所有的事

物都是扭曲的。

所以宗教是对人们以公平和公正的原

则和平共处的最好的保障，而且那是社会

生活的必须，无疑这宗教信仰和社会成员

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

如果笼统地说宗教信仰是这样的，而

现实中大家所看到的众多宗教，繁琐的教

派，就像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宗教为豪、

沾沾自喜的话，那末，什么才是真正的，

能使内心得到理想的宗教呢？判断一个宗

教是不是真理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宗教是不容私欲的参
与的

“我认为，穆罕默德在麦地
那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是，
当时麦地那人中的开明人士
认识到，加入伊斯兰就是解
决社会混乱的灵丹妙药；因
为他们看到伊斯兰拥有严密
的生活秩序，能使人们无节
制的欲望皈依到由真主制定
的，能提高人品级的法律之
下”。

托马斯•阿诺德

英国东方学家

“你们怎么能怀疑真主的
存在呢？若不是他，我妻
子早就背叛我了，仆人早
就把我洗劫一空了？”

你们的理智哪去了

伏尔泰

法国哲学家

每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都坚信，自己的信仰才是最正确的，才

是真理，别人的都是错误的；每个人为自己的信仰的辩解也是各不相

同的，那些编篡的，扭曲的人创宗教人士，常常以坚持祖先的传统为

由为自己的信仰辩解，真主说：“（23）在你之前，每逢我这样派遣

警告者到一个城市去，那里的豪华者总是说：‘我们确已发现我们的

祖先是信奉一种宗教的，我们确是遵循他们的遗迹的。’（24）他

说：‘即使我显示你们一种比你们祖先的宗教更为崇正的宗教，你们

还要遵从你们的祖先吗？’他们说：‘我们确是不信你们所奉的使命

的。’”（金饰章23,24）

真主说：“（170）有人劝他们说：‘你们应当遵守真主所降示的

经典。’他们就说：‘不然，我们要遵守我们祖先的遗教。’即使

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仍要遵守他们的遗教】吗？

（171）你号召不信道者，就象叫唤只会听呼喊的牲畜一样。【他

们】是聋的，是哑的，是瞎的，故他们不了解。”（黄牛章170,171）

真理宗教的原则

https://www.path-2-happiness.com/zh
ht

tp
s:

//w
w

w
.p

at
h-

2-
ha

pp
in

es
s.

co
m

/z
h



70 71

在思想上，他们要么依赖僵硬死板的时过境迁

的传统，而不加以思考和分析；要么依赖编造的，

混乱的，相互矛盾的那些传说，没有任何可靠的依

据，也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其可靠性，而在宗教信

仰和思想流派的求证和引证过程中，上述的那些东

西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不会增多；

要说所有的宗教思想都正确那是站不住脚的，更不

用说这所有的思想在同一时间都是正确的；要这样

说的话，那么真理就是相互矛盾的了，而这是正常

的理智所不能接受的：“难道他们没有研究《古兰

经》吗？假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

其中有许多差别。”（妇女章82）

那么真理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呢？原则又是什么

呢，我们可以用来判断这些思想中哪个是真理，其

他不具备这些原则的宗教思想它就是虚妄的；那

末，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这些原则有：第一：必须是有天启依据的；也

就是说来自于真主的，真主以一位天使为媒介降示

他的启示于他的使者，让他传达世人；因为真理的

宗教必须是创造宇宙的主宰的宗教，超绝的真主要

在复活日，清算所有的被造物，是不是遵循了他降

示给他们的宗教；真主说：“（163）我确已启示

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知一样，也

犹如我启示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

孤白各支派，以及尔撒、安友卜、优努斯、哈伦、

苏莱曼一样。我以《宰逋尔》赏赐达伍德。（164

）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在以前已告

诉你的，有我未告诉你的。真主曾与穆萨对话。

（165）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

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真主是万

能的，至睿的。”（妇女章163,164,165）

“伊斯兰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信主独
一；真主是独一无偶的，穆罕默德
是他的使者；而把任何以物配主都
抛弃了，既没有神父，也没有圣
子，不区分宗教事务和生活事务，
也不分东西文化，那只是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宗教。”

信主独一

米哈依里•黑目兹

英国作家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

宗教，只要其创始人说

是自己创立的，没有来

自真主的依据的话，那

这宗教肯定是编造的；

也就是说，由人建立

的，由人添加和改善的

任何宗教肯定都是伪宗

教；要说改善和发展，

没有任何物，能比全知

的创造者真主更了解，

适合于人类的事物：

“创造者即是玄妙而且彻知的，难道他不知道你们隐匿的言语

吗？”（国权章14）

真正的改善者，立法者他只是全知被造物利益的主宰，清高的

真主说：“难道他们要舍真主的宗教而寻求别的宗教吗？同时天

地万物，不论自愿与否，都归顺他，他们将来只被召归于他。” 
（仪姆兰的家属章83）

真主说：“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

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们完全顺

服”（妇女章65）

第二：这个宗教号召人们崇拜独一的清高的真主，制止人们偶像崇

拜；而且这是历代先知和使者们的宣传基础；而以物配主，偶像崇拜

者则是完全跟天性和正直的理智矛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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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先知都对自己的民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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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高处章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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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确拥有信仰造物
主的先天性接受能力；因为
他们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的事
物都是为某种原因而被创造
的，假设我们把孩子们单独
放到某个岛上，让他们自己
照顾自己的话，他们都将会
信仰真主。”

真主的创造

因此，宣扬偶像崇拜，或者给真主配

以其他事物，比如某先知、天使、贵人、

或者石头、山岳等等的话，那这种宗教就

是迷信的，崇拜只是属于独一无偶的主

宰，偶像崇拜和以物配主是明显的迷误；

任何宗教，即便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但

只要有以物配主的思想掺杂了，那么这种

宗教也是迷误的；真主为此设置了比喻，

他说：“（73）众人啊！有一个譬喻，你

们倾听吧！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像虽群

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如果苍蝇

从他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不能

把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者和被祈祷者，

都是懦弱的！（74）他们没有真实地尊敬

真主。真主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 
（朝觐章73,74）

第三：必须和纯洁的天性相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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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章30）

天性就是创造人类的主宰赋予人的，

继而成为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因

为作为真正的宗教，是不可能违逆人的秉

性，否则造物主就不是立法者了，而这是

以物配主，虚伪的。

加斯东•巴雷特

牛津大学人文研究员

第四：必须和

正确的理智相结

合，因为真正正

确的宗教就是真

主的法律，正确

的理智是真主的造

化，真主的法律

和他的造化是不

会相矛盾的；真

主说：“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吗，因而有心可以了解，

或者有耳可以听闻吗？因为肉眼不盲，胸中的心眼却盲了。” 
（朝觐章46）

真主说：“（3）天上地上，在信道者看来确有许多迹象。（4）

真主创造你们，并散布各种动物，在坚信者看来，其中有许多迹象。

（5）昼夜的轮流，真主从云中降下给养，就借它而使已死的大地复

活，以及改变方向；在能了解的人看来，其中有许多迹象。（6）这

些是真主的迹象，我本真理而对你叙述它。在真主的训辞和迹象之

后，你们还要信什么训辞呢？”（屈膝章3--6）

真理的宗教不可能是充满神话，邪术魔法，或者矛盾的，就像我们

看到某些宗教思想自相矛盾，而这跟正直的理智是抵触的，所以真理

的宗教既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禁止部分人某件事，同时又允许另一

部分人；不能区别对待相似的事物，也不能对所有的矛盾一视同仁。

真主说：

“知识就是神话迷信之毒的抗
生素。”

亚当•史密斯

苏格兰哲学家

迷信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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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他们没有研究《古兰经》吗？假如它

不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差

别。”（妇女章82）

而且它必须是建立在明显的证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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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号召人们于美德和善事，伟大的真主

说：“（151）你说：‘你们来吧，来听我宣读

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

项：你们不要以物配主，你

们应当孝敬父母；你们不要

因为贫穷而杀害自己的儿

女，我供给你们和他们；你

们不要临近明显的和隐微的

丑事；你们不要违背真主

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

正义。他将这些事嘱咐你

们，以便你们了解。（152

）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

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

式，直到他成年；你们当用

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我

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

成。当你们说话的时候，

你们应当公平，即使你们所代证的是你们的

亲戚；你们当履行真主的盟约。他将这些事

嘱咐你们，以便你们觉悟。（153）这确是我

的正路，故你们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

路，以免那些邪路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

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敬畏。” 
（牲畜章151,152,153）

“智者就是在证据基础上信仰的人”

拿出你们的证据来

大卫•休谟

阿尔贝•加缪

苏格兰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

“ 失 去 了 道 德 ， 人 就 成 了 野 兽 ， 这 个
世 界 完 全 可 以 称 作 是 野 兽 世 界 。 ”

人就是道德

真主说：“真主的确

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

戚，并禁人淫乱、作恶

事、霸道；他劝戒你们，

以便你们记取教诲。” 

（蜜蜂章90）

真理的宗教不可能号召

人们去弄虚作假，或者杀

人放火，或者亏待别人，

盗窃掠夺别人的财物，叛

逆父母等等的罪孽。

第六：它规范人与造物

主的关系，人与其他被造

物的关系；真主说：“你

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只是

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所定的

一些【偶像的】名字，真

主并未加以证实，一切判

决只归真主。他命令你们

只崇拜他。这才是正教。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尤素福章40）

真理的宗教必须规范，

人对真主的义务，同时规

范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

被造物之间的关系，真主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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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

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

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

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

真主的确不喜欢傲慢的，矜夸的人。”
（妇女章36）

第七：它尊重人格，重视人权，不

能以种族、肤色、性别而区别对待追随

者；人与人之间高贵与否的衡量标准只

是人的作为，人对自己知识的实践和敬

畏真主的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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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章70）

他还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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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彻知的。” 
（寝室章13）（23）  

第八：他引导人们走向没有曲折的

康庄大道，能带给人们疾病的痊愈，能

带给人光明，指导人们；《古兰经》记

载了部分精灵在听到《古兰经》时彼此

间的对话，真主说：“他们说：‘我们

的宗族啊！我们确已听见一本在穆萨之

后降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

能指引真理和正路。”（沙丘章30）

真主说：“我降示可以为信士们治

疗和给他们以恩惠的《古兰经》，它只

会使不信道者更加亏折。”（夜行章82）

“对生活的现实看法，真正
的协商，号召人们行善和怜
悯，细致入微的人性化思
想，等等对我来说，这些都
是伊斯兰为真理的最大的证
据。”

现实一点

尤里

丹麦东方学家

“我所了解的就是，有道德
的行为就是为之能让人心安
理得的事，而不道德的行为
就是，为之会让人心神不宁
的事 。”

道德是心安理得

埃尔斯特•哈姆各瓦

美国作家

它是光明，是引导者，能引导人们

从重重黑暗、愚昧和迷误走向光明，走

向顺从真主，走向两世的幸福。真主

说：“信奉天经的人啊！我的使者确

已来临你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

隐讳的许多经文，并放弃许多经文，

不加以揭发。有一道光明，和一部明

确的经典，确已从真主降临你们。” 
（筵席章15）

真主说：“（256）对于宗教，绝

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谁不

信恶魔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

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确是全聪

的，是全知的。（257）真主是信道的

人的保佑者，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

明；不信道的人的保佑者是恶魔，使

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这等人，

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黄牛章256,257）

最好的遗产

约瑟夫•沙赫特

德国东方学家

“伊斯兰留给现代世界的最重要
的遗产就是，它被称作为【赦里
尔】的教义教法，伊斯兰教义是
唯一的，是指所有的天启的命
令，全方位规范穆斯林的生活。
它包括所有关于崇拜功修和宗教
的律法，同时也包括政治和法律
的所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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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平等

“最恶劣的不平等就是，
在根本不平等的事物之间
强调同等。”

亚里士多德

希腊哲学家

“假如人们向真主寻求援助，而不
是无依无靠的孤身深入生活的战场
的话，也许有可能拯救成千上万
的，神经病医院中大呼小叫的那些
受罪的人们。”

向真主求援助

戴尔•卡耐基

美国作家

具备上述这些标准的真正的宗教是
从其来源和依据，可以把各宗教分为

两类：人类自创和改进的，非天启的各宗

教，这些宗教没有来自于真主启示；如佛

教，道教，印度教，波斯拜火教，多神教等

等，这类宗教距离真理的宗教可真遥远，因

为这些宗教都是些人依照自己的欲望编造

的；“你告诉我吧！以私欲为主宰的人，真

主使他明知故为地迷误，并封闭他的耳和

心，在他的眼上加翳膜；真主使他迷误之

后，谁还能引导他呢？难道你们不觉悟吗？ 
（屈膝章23）

它不是天启的宗教，是人类私欲的宗教，

所以你会发现这类宗教充满了迷信，谎言，

矛盾和种族阶级制度；真主说：“假如它不

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

差别。”（妇女章82）

天启的来自于真主的宗教；如犹太教，基

督教和伊斯兰，这些宗教信徒认为，是创造

者为他们制定了宗教信仰，为他们而选择了

宗教，真主说：

但真主是独
一的

“那些试图统计人为
宗教中偶像数量的研
究人员疲倦了，因为
古埃及人崇拜的偶像
就超过800个，印度教
徒的偶像超过10,000
个 ， 类 似 的 偶 像 崇
拜 存 在 于 古 希 腊 ，
存在于佛教，道教等
等，人创宗教人士之
间。”

我们需要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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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

是他所命令努哈的、他所启示你

的、他命令易卜拉欣、穆萨和尔

撒的宗教。你们当谨守正教，不

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以物配主

的人们，以为你所教导他们的事

是难堪的。真主将他所意欲者招

致于正教，将归于他者引导于真

理。”（协商章13）

无疑这些人创的宗教事实上，

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批思想和经历

集和而成的，表现出了那些创立

者的欲望和思想，但是经历时间的考验

和冲刷后，他们发现那已经不适合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尝试改进它，继续生活

在迷茫和紊乱中；这些人创宗教有以下

几个特点：以物配主：因为他们每天都

会制造一个新的神，所有的神灵都是他

们自己做出来的，他们根本不明白，也

未考虑过真主之外有神灵是不可能的，

是自相矛盾的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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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占他所创造者，他们也必优胜劣败。赞颂真主，超乎他们的描述。

（92）赞颂全知幽明的主，超乎他们的描述，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

【一切东西】”（信士章91,92）

种族阶级制度：那些非天启的宗教建

立在种族剥削，和种族歧视上，因为那些

创立者想要给他们自己，自己的族群，

自己喜欢的人们赋予一种别人没有的优

越性；从而落实他们计划，达到剥削和奴

役别人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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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彻知的。” 
（寝室章13）

清 高 的

真主禁止人们歧视别人，嘲笑和讥笑

他人：“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

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 
（寝室章11）

所以，在真主看来，白人不优越于

黑人，一个种族不优越于另一个种族，

一个民族不优越于另一个民族；而许多

人创的宗教则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制

度上。

违逆天性：因为人创的宗教违逆人

的本性，将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强加

于人，违反人类的习性，违背人健全

的理智；所以这些宗教人士远离了正

道，迷失了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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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阶级制度大致分为以下
几等：白色阶级，他们是那些宗
教人士和宗教学者的部族；红色
阶级，它包括官僚和骑士们；黄
色阶级，他们是农民和商人们；
黑色阶级，他们是手艺人和工匠
们；而第五阶层的人们，或者是
被称作肮脏的阶层的人们，则是
干脏活，累活的人们。他们中高
阶层的人奴役低阶层的人，低阶
层的人要伺奉高阶层的人。”

残酷的阶级制度

真理的教义教法

“我的确明白了，我确是理解
了…，人类所需求的就是天启
的教义教法，证实真理，驳斥
虚妄。”

托尔斯泰

俄罗斯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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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那是基于纯粹的幻想，没有任

何理性，或者逻辑，或者科学依据的信仰

和思想；人创的这些宗教全是些迷信，没

有什么证据和依据，只是些迷信之上的神

话，真主的言辞真准确：“你说：‘你

们拿你们的证据来吧，如果你们是诚实

的。”（蚂蚁章64）

自相矛盾：那些宗教充满了矛盾，每

一种派别的思想跟另一派相矛盾；真主的

言辞真完美：“假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

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差别。” 
（妇女章82）

而天启的这些宗教，则是真主赐予全

人类的恩惠，他派遣众多使者，命他们传

达真主的言辞和使命，从而引导人类，为

人类照亮了道路，给人指明了证据，使人

类远离迷信、以物配主、违背理智和天性

的荒漠：“我曾派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

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

任何托辞。真主是万能的，至睿的。” 
（妇女章165）

佛教的自相矛盾
“佛教徒否认主宰，他们—或者他
们中部分人—妄称菩萨是神的子，
他们否认灵魂，却信仰投胎转世的

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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