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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真主的真实宗教？ 
 

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不由自己选择的环境中。从来到世

界上的那一天起，他就被迫接受着来自家庭的宗教信仰，或

者是来自国家社会的思想体系。在到达青春期的时候，人们

通常已经被灌输了一种信念：他所处社会的信仰是人们所必

须的正确信仰。 

然而，当某些人成年之后并了解了其它的信仰体系时，

他们开始怀疑自己信仰的正确性。寻找真理的人们，往往会

处于一种彷徨疑惑的尴尬境地，因为每一个宗教和教派、每

一种思想和哲学都宣布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信仰。事实上，它

们也都在鼓励人们行善。那么，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由于

它们都宣称除自己之外的信仰都是错误的，因而它们不可能

都是正确的。寻找真理的人们该如何选择正确之路呢？ 

真主给了我们理智和思维，以便我们能做出这一极其重

要的决定。这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由于它决定着我

们的未来，每一个人因此都必须冷静地审查存在的证据，然

后选择明显正确的信仰——直到出现更强有力的证据。 

和其它的宗教或哲学一样，伊斯兰也宣布自己是到达造

物主的唯一正确之路。这一点和其它体系所宣称的并无不

同。这本小册子将向大家提供一些证据，以证明这一宣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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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然而，应该记住的一点是：一个人只有将经常误导

我们的情绪和偏见抛在一边，才能确定正确的路途。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运用与生俱来的智慧做出理智、正确的抉择。 

有许多的论据支持伊斯兰的宣言——真主的真实宗教，

下面将为大家提供的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三点。第一个论据

建立在宗教名称的起源之上，全面论述它的含义。第二个论

据论述关于真主、人和创造之间关系的简明独特的信仰。第

三个论据证实伊斯兰是适合所有人及所有时代的普世宗教。

要承认一个宗教是来自真主的真实宗教，这三个部分是必须

的，是我们的理智和思维命令我们应当了解清楚的。以下就

是对这些概念所展开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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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名称 
 

对于伊斯兰，人们需要清楚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伊斯

兰”这一词的含义。阿拉伯语里“伊斯兰”一词意为个人的

意志顺服或服从于真正的主宰——安拉（阿拉伯语对造物主

的称呼）。意志服从真主的人在阿拉伯语里称为“穆斯林”。 

伊斯兰教的名称并非取自于某人，也并非后人所命名

的，例如基督教得名于耶稣基督，佛教来自佛祖释迦牟尼，

孔教源于孔子，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命名，犹太教取名于犹

太部落，印度教以印度发祥等等。伊斯兰（顺服真主的意志）

是人类的始祖及第一位先知阿丹（亚当）的宗教，以及真主

派遣给人类的所有先知的宗教。这一名称是真主自己选定

的，在他降示给人类最后的经典——《古兰经》中明确提及： 

“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

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古兰经》5：

3） 

“舍伊斯教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

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的。”（《古兰经》3：85） 

因此，伊斯兰并不宣称这是由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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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时带给阿拉伯半岛的一个新宗教，它是全能的造物主安拉

启示给阿丹及所有先知的真实宗教的最后形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简要评述一下其它两个宣称为正

道的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圣经》中，你能找到任何

证据说明真主（上帝）启示先知穆萨（摩西）的民众及追随

者们，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宗教名为“犹太教”吗？或者是告

诉基督的追随着们，他们的宗教名为“基督教”？这就是说，

“犹太教”和“基督教”这两个名字根本没有任何天启之源

或允许。在耶稣离去很久之后，他的宗教才被命名为“基督

教”。 

既然有别于它的名称，那么，耶稣的宗教事实上是什么

呢？（耶稣和基督这两个词汇都源自希伯莱语单词。希伯莱

语称耶稣为“耶舒尔”（Yeshua），“基督”则是“弥赛亚”

（Messiah）意为“救世者”。）他的宗教反映在他的教导中，

反映在他要求追随者们必须接受的与上帝（真主）的关系原

则之中。在伊斯兰教中，耶稣是安拉派遣的一名先知，他的

阿拉伯语名字是尔萨。如同以前的所有先知一样，他号召人

们顺服上帝（真主）的意志（这也正是伊斯兰所主张的）。

例如，在《新约》中，耶稣教导他的追随者们向上帝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

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路加福音》11：

2/《马太福音》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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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书》中，耶稣多次强调了这一概念。例如，他

教导说只有顺服的人才能继承天堂；他同时也指出，他自己

顺服于上帝的意志：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21） 

“我凭著自己不能做甚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

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

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30） 

《福音书》中有许多叙述表明：耶稣曾清楚地向他的追

随者说明了他并不是真正的主宰。例如，当谈及末日时，他

说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

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32） 

因此，耶稣就如同以前的所有先知及他之后的最后一位

先知一样，奉行伊斯兰的信仰：顺服独一真主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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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和创造 
 

由于完全顺服真主的意志代表了崇拜的本质，真主的神

圣宗教——伊斯兰，它的基础使命就是只崇拜独一的真主。

它要求废除对除真主之外任何人或事物的崇拜。因为所有的

一切都是真主——全能的造物主的创造物。可以说，伊斯兰

的本质就是号召人们远离对被造物的崇拜，而只崇拜创造了

他的造物主。真主是唯一值得人们去崇拜的，因为他是唯一

的应答祈祷者。 

因此，如果一个人向一棵树祈祷，而他的祈祷应验了的

话，并非是这棵树应答了他的祈祷，而是真主允许了他所祈

祷的这种情况的发生。虽然这道理是很明显的，对树的崇拜

者来说，他却未必能明白。同样的，向耶稣祈祷、向佛祖祈

祷、或是向克利须那神（印度教神）、向圣·克利斯朵夫、

圣·犹太，甚至是向穆罕默德祈祷，他们都不能应答祈祷。

应答祈祷的只是真主。耶稣从未让他的追随者们去崇拜他，

而只让他们崇拜真主，《古兰经》中说得很明白： 

“当时，真主将说：‘马丽娅之子尔撒（耶稣）啊!你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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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众人说过这句话吗﹖‘你们当舍真主而以我和我母亲为主

宰’。’他说：‘我赞颂你超绝万物，我不会说出我不该说的

话。’”（《古兰经》5：116） 

当耶稣礼拜时，他也从未崇拜自己，而是崇拜真主。《福

音书》中这样记载道： 

“经上记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路加福

音》4：8） 

这一基础原则在《古兰经·开端章》第四节里明确叙述： 

“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 

在《古兰经》这一真主启示的最后经典中，真主又说道： 

“你们的主说：‘你们要祈祷我，我就应答你们’”。（《古

兰经》40：60）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伊斯兰的基本使命（即只崇拜独一

的真主）同时宣称：真主与他的创造物是完全不同的实体。

真主不等同于他的创造物或创造物中的某些部分，他的创造

物也绝不等同于真主或真主的某一部分。 

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但人们崇拜除真主之外的被造物，

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概念的无知或无视。有的信仰

认为真主的本体存在于他的被造物之中，或者是认为真主的

神圣属性存在于被造物中的某些部分。这就是那些崇拜真主

的创造物，却宣称是在崇拜真主之人的借口。 

然而，伊斯兰的使命，正如真主的先知们所带来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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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崇拜真主而禁止崇拜真主的被造物——无论是直接还

是间接。《古兰经》中明确叙述道： 

“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说：‘你们当

崇拜真主，当远离恶魔。’”（《古兰经》16：36） 

当有人问偶像崇拜者们，他们为什么要崇拜人塑造出来

的偶像时，回答总是说，他们并非崇拜这些泥塑木雕本身，

而是崇拜存在于其中的主宰。他们宣称偶像仅仅是真主的一

个部分而不是真主本体。认为真主会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他的

被造物之中的人，他也将被迫接受偶像崇拜的观点。但是，

一个清楚伊斯兰基本使命及其含义的人，绝不会同意偶像崇

拜——无论其理论多么动听。 

历史上，那些宣称自己具有神性的人，其理论基础就是

真主存在于被造物之中这种错误的信仰。他们宣称真主的神

性存在于他们身上，因此其他人应该顺服他们、崇拜他们，

就如同顺服崇拜真主一样。类似地，有人宣称某些人死后具

备了神性，其理论也是植根于真主存在于被造物中这一错误

信仰。 

现在应该很明显了：一个理解了伊斯兰基础使命及其含

义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能同意崇拜他人。真主

的宗教，在本质上说，是号召人们崇拜造物主并放弃对被造

物任何形式的崇拜。这就是伊斯兰宣言的含义： 

“俩以俩海，印烂拉胡”（除真主外别无应受崇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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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地诵念这一宣言并承认先知的人，就成为伊斯兰大

家庭中的一员。真诚的信仰是进入乐园的保证，伊斯兰的最

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说过：“谁念诵：除真

主外别无应受崇拜的，然后带着这一信仰死去，他将进入天

堂。” 

这一信仰的宣言要求人们根据真主派遣的先知的教导，

顺服真主的意志；同时要求信士们放弃对虚妄神灵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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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妄宗教的信息 
 
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宗派、教派、宗教、哲学思想

和团体，每一个都宣称自己是到达真主的唯一正确途径。人

们应该怎样确定哪个才是正确的呢？或者全都是正确的？ 

寻找这问题答案的一个方法就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宣言，

对比它们的不同，去除表面差异，终极其理，区分它们崇拜

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直接崇拜还是间接崇拜。虚妄的宗

教，对真主的认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概念：它们或者宣

称人类具有神性，或者认为某些人是神灵，或者说大自然就

是真主，或者认为真主只是人类的想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虚妄宗教的特征就是以崇拜被造物

的形式来崇拜真主。虚妄的宗教号召人们崇拜被造物，宣称

这一被造物就是真主，或者是真主的一部分。例如，先知耶

稣号召他的追随者们崇拜真主，但是今天称自己为耶稣追随

者的人们却号召人们崇拜耶稣，说耶稣就是真主。 

释迦牟尼曾是印度教的一位改革者，他为印度教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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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性化的准则。他从未宣称自己是神，也从未要求他的

追随者们将他作为崇拜的对象。然而，今天绝大多数的佛教

徒们将他当作神灵，根据自己的想象为他塑造偶像，顶礼膜

拜。 

运用区分崇拜对象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虚

妄宗教及其勉强的说辞。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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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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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12：40）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所有的宗教都教导人们行善，我们

追随其中的一个有什么关系呢？回答是：所有虚妄的宗教都

教导人们崇拜被造物，这就是最大的邪恶。由于崇拜被造物

违背了人被造的根本目的，因而它是最大的罪恶。 

人类被创造，是为了崇拜真主。这一点，真主在《古兰

经》中说得很明白：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古兰经》

51：56） 

因此，崇拜被造物——这一偶像崇拜的本质，是唯一不

被饶恕的罪恶。谁在偶像崇拜中死去，他就注定了后世悲惨

的命运。这不是一种观点意见，这是真主在他启示给人类最

后的经典中叙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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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

而赦宥比这差一等的罪过。”（《古兰经》4：48 及 116） 

 

 

 

    真主宗教的普遍性 
 
由于追随虚妄宗教的结局是如此地凄惨，真主的真实宗

教必然在过去得到普遍的理解和传播，也必将一直在整个世

界上继续得到理解和传播。换句话说，真主的真实宗教不会

局限于某人、某地或某一时期。在人和真主的关系上，它不

要求其它条件，例如：洗礼、相信某人是救世者或者是人与

真主之间的媒介等等。伊斯兰的普遍性植根于伊斯兰的核心

原则：顺服真主的意志。当一个人意识到真主是独一的，是

不同于他的创造物的，然后顺服真主，他就成为一个穆斯林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他将有资格获得天堂的恩泽。 

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里，只要他放

弃崇拜被造物而只崇拜独一的真主，他就能成为一名穆斯

林，一名真主的宗教——伊斯兰的追随者。 

然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为了真正做到服从真主的意

志，人们必须不断地在正确和错误中做出选择。事实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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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赋予了人们分辨是非能力的同时，也给予人们选择的自

由。 

这些真主给予的能力，负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即：人们

因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对真主负责。人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行善戒恶。 

这些观念，在真主给人类的最后的启示中明确表达： 

“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

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

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古兰经》2：62） 

如果伊斯兰的使命已经清楚向他们传达，而他们未能接

受伊斯兰的话，他们将陷入可悲的境地。最后的先知穆罕默

德说道： 

“任何一个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如果听说了我的使命

而拒不遵从，并死于这种状态的话，他将成为火狱的居民。”

（《穆斯林圣训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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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真主 
 
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你怎能要求他们都相信同一个真主

呢？人们要崇拜同一个真主，就必须拥有认识真主的途径。

在最后启示的经典中，真主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被创造时，

都已认识了真主，并作为他们的天性之一，灵魂被打上烙印。 

《古兰经》第七章（《高处》章 172—173 节）中，真主

阐明： 

“当时，你的主从阿丹的子孙的背脊中取出他们的后

裔，并使他们招认。主说：‘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主吗？’他

们说：‘怎么不是呢？我们已作证了。’” 

然后，真主解释了他让所有的人作证他是他们的创造者

和他们所崇拜的唯一真主的原因。他说道： 

“是因为不愿你们在复活日说：‘我们生前确实忽视了

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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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7：172）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复活日说我们没有真主的概念，

不能说我们不知道要崇拜独一的真主。真主进一步解释让人

类作证招认的原因： 

“不愿你们说：‘只有我们的祖先从前曾以物配主，我

们不过是他们的后裔；难道你要因荒诞者的行为而毁灭我们

吗？’”（《古兰经》7：173） 

因此，每一个婴儿，在他出生时都具备对真主的信仰，

具有崇拜独一真主的倾向。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先知穆罕默德告诉人们，真主曾说：“我创造了我的仆

人们于正道，但恶魔使他们迷误了。”先知同时说道：“每一

个婴儿出生时都信仰独一的真主。然后，他的父母使他成为

了犹太教徒，或者基督教徒，或是祆教徒。” 

如果婴儿出生后能完全独立成长，他将以自己的方式崇

拜真主。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受到环境的影响。假设一个孩子

服从于真主制定的自然法则，他的灵魂也会同样服从于真主

——因为真主作为他的创造者和养育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实。但是，如果孩子的父母试图让他追随另一条道路的话，

在他生命的早期，他是难以拒绝或反对他父母的意愿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所追随的虚妄宗教只是一个习

俗或父母的教养，在他达到理智成熟的某一特定时期之前，

真主不会为此而对他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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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的迹象 
 
从出生到死亡，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独一真主的

迹象，这些迹象充斥于大地的每一角落及他们自身中，直到

人们清楚独一真主的存在。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我将在四方和在他们自身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

们，直到他们明白《古兰经》确是真理。难道你的主能见证

万物还不够吗？”（《古兰经》41：53） 

下面是真主启发一个偶像崇拜者其信仰错误的例子。 

在南美洲巴西的亚马逊丛林东南部，一个原始部落为他

们的神像斯卡迟新建了一所庙宇。第二天，一个年轻人进入

神庙膜拜神像。当他在这个所谓的造物主面前仆倒在地时，

一条浑身满是跳蚤的癞皮狗突然闯进神庙。在年轻人向上仰

望的同时，这条狗抬起后腿，在神像上撒了一泡尿。 

这个年轻人非常愤怒，追赶这条狗跑出神庙。然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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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怒气消沉时，他意识到这一神像不可能是宇宙的化育

主。真主应当在别的地方，他作出结论。虽然可能很奇特，

但这条向神像撒尿的狗便是真主给那个年轻人的一个迹象。

这一迹象包含了一个天启的信息，就是他所崇拜的是错误

的。他使这个 年轻人从崇拜虚妄神灵的传统桎梏中得到解

脱。作为结果，这个年轻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去寻找真正

的主宰，或者是继续这种错误的信仰。 

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了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

寻求真主的故事，以作为那些跟随真主迹象之人的一个示

例，他们会得到正确的指引。 

“我这样使易卜拉欣看见天地的国权，以便他成为坚信

的人。 

当黑夜笼罩著他的时候，他看见一颗星宿，就说：‘这

是我的主。’当那颗星宿没落的时候，他说：‘我不爱没落的。’ 

当他看见月亮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当月

亮没落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主没有引导我，那末，我

必定会成为迷误者。’ 

当地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这是

更大的。’当太阳没落的时候，他说：‘我的宗族啊！我对于

你们所用来配主的事物，是无关系的。 

我确已崇正地专向天地的创造者，我不是以物配主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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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6：75—79） 

真主向每一个民族和部落都派遣过先知，以支持人们信

仰真主的天性、强调人们对真主的信仰。虽然大多数先知的

教诲都已被歪曲篡改，某些真主启示的信息还是得以保留下

来，指引人们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做出选择。 

真主启示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对人们产生影

响的事件可以《十诫》为例。《十诫》是犹太教《律法书》

中部分，后来为基督教信仰所采纳。无论古今，世界上大多

数的人类社会中，都采纳了《十诫》中所禁止的谋杀、偷盗、

通奸等条例。 

通过真主给人类布置的种种迹象，以及众先知向人类传

达的各种真主的启示，所有人类都被给予了认识独一真主的

机会。 

因此，每一个人都必然地要对自己的信仰负责，要对真

主的真实宗教——伊斯兰负责，它意味着对真主意志的完全

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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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前面的介绍已经论证：伊斯兰教的名称表达了伊斯兰最

核心的原则——顺服真主，以及“伊斯兰”这个名字是真主

在尊贵的《古兰经》中亲自选定，并非是人为命名。我们也

已经向大家说明，伊斯兰的使命就是宣扬真主的独一，命令

人们只崇拜真主，而无须任何媒介。最后，大家了解到人都

具有崇拜真主的天性，而且真主为人类设置了许多的迹象，

因此，伊斯兰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企及的。 

简而言之，伊斯兰这一名称的意义（顺服真主）、伊斯

兰对真主独一的基本理念以及伊斯兰的普世性（任何人在任

何时间都能接受）这三点证实了伊斯兰的宣言，从时间存在

的那一刻起，无论用何种语言表述，伊斯兰已经是，也将一

直是真主的唯一真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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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我们祈求清高的安拉使我们坚守他指引我们的

正道，祈求安拉赐我们恩泽与慈悯，他确是最仁慈的主。一

切赞颂，全归安拉——众世界的养主，并祈求真主恩赐先知

穆罕默德、所有的先知以及他们的正确追随者平安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