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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他认为尔萨圣人（耶稣）比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

更好，并且诽谤我们的先知 

 

问：为什么你们说穆罕默德是真主最好的被造物？我 

不这么认为，因为真主最好的被造物不应该是有 

罪的，穆罕默德与此格格不入，因为他罪恶累累。 

真主最好的被造物是恶魔无能为力的，他就是 

“麦西哈”（基督），你们知道《古兰经》承认这 

一点。除此之外，恶魔不能在真主最好的被造物 

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在假借他的口舌说出经文，真 

主最好的被造物不违背真主的命令，真主最好的 

被造物不会中邪，真主最好的被造物的父母怎么 

可能是多神教徒呢？而且去世的时候仍然是多 

神教徒呢？真主最好的被造物不使用刀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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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宗教，不做生意。你们太夸大其词了，如果 

你们愿意，我想引证经文说明我的这些话是正确 

的。 

答：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第一：我们逐字逐句的读了你写的信，然后又重

读了一次，你也应该认真阅读我们为了捍卫我们的宗

教、维护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他的

弟兄尔萨圣人而做出的答复，你也应该深思我们的话，

就像我们深思你的话一样，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第二：令人非常欣慰的是你在信的结尾承认尔萨

圣人（耶稣）是真主最好的被造物，承认他是被造物，

否认了他的神性以及他是神与主宰，因为你承认了他

是被造物，造物主和被造物、主与人、或者神性和人

性绝不会在一个本体中并存，根据的你的这个信仰，

你认为把耶稣当作神的信仰是荒谬的，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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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上述问题中所说的耶稣，不是基督教徒们信仰的

那个耶稣（麦西哈），你想谈谈哪一个耶稣？我们围

绕哪一个耶稣展开话题呢？被造物、真主的仆人、麦

尔彦的儿子尔萨吗？或者是你们当作神的儿子的耶

稣？！ 

敬请参阅（82361）号问题的回答。 

第三：我们的目的不是比较尔萨圣人（耶稣）和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我们的教法禁止我们在历

代先知中比较孰优孰劣，尤其是比较优越性的做法往

往会贬低对方的地位，这就是你的做法，你不能证明

尔萨圣人（耶稣）是真主最优越的被造物，只好诽谤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这是我的教法

不接受的行为，哪怕对方地位更低一点也罢，诽谤任

何一位先知是背叛伊斯兰教的行为（库夫尔），我们

纯洁的宗教维护历代先知和使者的尊严，提升他们的

http://islamqa.info/zh/8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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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而且信仰历代先知是我们信仰的支柱之一，谁

如果没有相信先知，哪怕是其中的一位先知，他就不

是一个穆斯林；我们纯洁的教法只允许叙述历代先知

和使者的嘉言懿行，真主在《古兰经》中叙述和称赞

他们的宗教功修，他们的祈祷和敬畏真主，号召他们

的族人信仰真主，命人行善、止人作恶，在真主的经

典《古兰经》和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圣训中，没有

伤害他们的任何记载，全部都是必须要尊重他们和提

高他们地位的教导。 

第四：研究尔萨圣人（耶稣）和穆罕默德（愿主

福安之）之间孰优孰劣，不是我们宗教的目的，也不

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其原因就是我们奉命要跟随真主

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作证他是真主的使者，这与

他是不是最优越的被造物没有关系，不仅我们的宗教

如此，凡是真主派遣了使者的以前的民族都一样，他

们都奉命要相信他和跟随他，哪怕他不是真主最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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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造物也罢；难道先知的条件就是要成为真主最优

越的被造物吗？那么，许多先知和使者同时并存的那

个时代的那些民族的情况又该如何呢？我们没有因为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真主最优越的被造物而作

证他是真主的使者，也不是因为他说你们应该跟随我，

因为我是真主最优越的被造物；但我们知道这一点，

因为真主提升了他的地位，并使他功德圆满，我们将

会叙述相关的经文、事件和圣训，来说明这一点。 

至于经文，真主说：“当时，真主与众先知缔约说：

“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智慧，以后有一个使者来证实你

们所有的经典，你们必须确信他，必须辅助他。”他说：

“你们承认吗？你们愿意为此事而与我缔约吗？”他们

说：“我们承认了。”他说：“那么，你们作证吧；我也

和你们一同作证。”（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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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主与所有的先知缔结的盟约和约会，让他们一

定要相信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并援助他宣传伊

斯兰教。 

2 事件：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作为伊玛目（领

拜师），带着所有先知做了礼拜，这是发生在“夜行和

升霄”之旅的，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在耶路撒冷

带着他们做了礼拜。 

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说明他的优越性，那我们不知道还

有什么事情能够说明这一点。 

3 至于圣训：这是在正确的圣训中记载的复生日的情

况，所有的先知（愿主使他们平安）纷纷退缩，不敢

为众人说情，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表示歉意，每个

先知都说：“饶恕我，饶恕我”，我们的先知（愿主福

安之）上前说：“我为大家说情，我为大家说情。”然

后真主宽待他，并接受他为清算场的人说情，这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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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愿主福安之）获得的崇高地位，除他之外，没有

任何人获此殊荣。 

这些都是我们的宗教中说明先知（愿主福安之）

优越于其他先知（愿主使他们平安）的证据，他们也

不否认这一点，穆萨圣人（摩西）在我们正确的圣训

中也承认这一点，尔萨圣人（耶稣）不仅拒绝带领穆

斯林做礼拜，反而很高兴跟着穆斯林做礼拜，因为他

要实践他与真主缔结的盟约和约会，当他在世末下降

的时候，他要杀死猪，砸碎十字架，跟着穆斯林的伊

玛目（领拜师）做礼拜。 

在我们最正确的圣训经《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

斯林圣训实录》中综合阐明了这些事情，同时尊重尔

萨圣人（耶稣），并且阐明他与我们的先知（愿主福

安之）的关系，请深思下面的这一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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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

主福安之）说：“我与尔萨圣人最为接近，无论是今生

还是后世。历代的先知皆是同父的弟兄，我们的母亲

虽然不是一个，但我们的宗教是一个。”《布哈里圣训

实录》（3443 段）和《穆斯林圣训实录》（2366 段）

辑录。 

这段圣训的意思是历代先知的信仰是统一的，他们的

教法律例是不同的。 

根据你在上述问题中所说的话，你认为历代先知

和使者与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之间有

鸿沟，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兄弟，他

们的使命都是统一的，号召人们信仰和崇拜独一的真

主，放弃以物配主的行为。 

第五：至于你说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罪恶累累”，任何人对另一个人可以说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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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治学严谨，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认为真

主给以前的民族派遣的先知和使者（愿主使他们平安）

都是纯洁无暇的，不是“罪恶累累”的人，那么，他们

当中最好的、最优越的先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看看

我们与你之间的巨大差别，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诽

谤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而我们认为

任何一位先知和使者的道德绝对不会堕落到“罪恶累

累”的地步，我们的宗教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要

尊重所有的先知和使者，要尊敬他们，敬重他们。 

如果你们诽谤和伤害我们的先知，我们也觉得不

足为奇，因为辱骂先知是你们的习惯，诽谤先知是你

们的道路，犹太人已经篡改了你们的宗教，以假乱真，

你们盲目的跟着他们已经误入歧途了，凡是在《讨拉

特》（旧约）中诽谤先知和使者的言语，你们都信以

为真，你们又把诽谤人类精英的言语添加到被篡改的

经典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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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马太福音》中说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儿

子，他们的祖父法勒斯，是雅各布的儿子犹大因为通

奸而生的后代。（第一章：10 节）。 

2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4 节）中说耶稣当着一

群人的面侮辱他的母亲！ 。 

3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8 节）中说耶稣作证以

色列人所有先知都是小偷和强盗！ 

《塔木德》是一本巨著，被认为是犹太法典，是犹太

法律的主要依据，是目前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犹太

原教旨主义和强硬派的源泉，它具有比《讨拉特》（旧

约）更高的地位。 

在《塔木德》中说： 

1 “耶稣的教导是叛教，他的弟子雅各布是异教徒，《福

音书》（印支勒）是异教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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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拿撒勒人耶稣在沥青和烈火之间的地狱之海，他的

母亲玛丽亚是战士“班德拉”通过罪恶的方式带来的，

基督教的教堂是藏纳污垢的地方，里面的牧师像狂吠

的狗一样”。求主佑护。 

3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阿巴伯内尔说：“基督教徒

是异教徒，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是有血有肉的。” 

4 “除犹太人之外的所有人是偶像崇拜者，“拉比”（犹

太法学博士）的教导与之符合。” 

5 “基督（麦西哈）是邪术师和偶像崇拜者，由此得知

所有的基督教徒也是和他一样的偶像崇拜者。” 

6 “乐园是犹太人灵魂的居所，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入天

堂，地狱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异教徒的居所，他们在里

面只有嚎啕大哭，因为里面只有黑暗和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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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妄言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罪恶累累”，

但是它与你们在经典中对这些尊贵的先知的描述相比，

真是小巫见大巫！敬请参阅（42216）号问题的回答。 

第七：至于你说：“恶魔不能在真主最好的被造物

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假借他的口舌说出经文”，你指的就

是“阿拉尼格（冠鹤）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概要如下：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诵读这一节经文：“他们告

诉我吧！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麦

纳特，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53:19--20）。 恶魔

假借他的口说：“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阿拉尼格”（冠

鹤），它们的说情是可以期待的！”，先知（愿主福安

之）和圣门弟子以及多神教徒都在这之后叩头了！ 

许多学者和考证的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微弱的。 

白海格（愿主怜悯之）说：“这个故事从传述方面

是不确定的”。敬请参阅《法赫尔·拉齐经注》( 23 / 44 )。 

http://islamqa.info/zh/4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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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哈兹姆（愿主怜悯之）说：“至于“那些高高

在上的“阿拉尼格”（冠鹤），它们的说情是可以期待

的！”，纯粹是杜撰和伪造的，因为它的传述系统和意

思都是不正确的。”《论宗教派别》( 2 / 311 )。 

噶最•伊亚德（愿主怜悯之）说：“任何一位值得

信赖的圣训学家没有在正确的圣训实录中记载过这一

事件，任何一位可靠的圣训传述人没有通过完整而连

续的传述系统传述过这一段圣训，传述这个故事的经

注学家和再传弟子中没有一个人拥有完整的传述系统，

也没有一个人指明圣门弟子中传述这个故事的人到底

是谁，那些传述系统大多是微弱而不可信赖的。”《心

灵的良丹——先知传记》（2 / 79）。 

哈菲兹伊本·凯希尔（愿主怜悯之）说：“许多经

注学家叙述了“阿拉尼格（冠鹤）的故事，并且迁移到

阿比西尼亚的许多穆斯林返回了，他们以为古莱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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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教徒信仰了伊斯兰教，但他们的传述系统都是不

健全的，真主至知！”《伊本·凯希尔经注》( 3 / 239 ) 。 

谢赫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愿主怜悯之）说：“关

于恶魔把这些话扔进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诵读，据

我们所知，在这一方面没有正确的、值得信赖的圣训，

通过先知（愿主福安之）传述的这些圣训的传述系统

都是不健全的，哈菲兹伊本·凯希尔在解释《朝觐章《的

一节经文时提醒了这一点，但在《星宿章》的几节经

文提到了恶魔在先知（愿主福安之）的诵读中扔进几

句话的事情，真主说：“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和先

知，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当他愿望的时候，恶魔对

于他的愿望，有一种建议，但真主破除恶魔的建议，

然后，真主使自己的迹象成为坚确的。真主是全知的，

是至睿的。”（22:52）。真主说：“当他愿望的时候，”

就是他诵读的时候；“恶魔对于他的愿望（诵读），有

一种建议”；然后真主废除恶魔所扔出的建议，在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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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节经文中阐明了它的荒谬，使真主的迹象变成坚

确的，这是为了考验和测试，正如真主说：“（他这样

做）以便他以恶魔建议的事考验有心病的人和心硬的

人。不义者必陷于长远的分裂之中。”（22:53）。 

每一个穆斯林必须要谨防恶魔假借正义之士的口

舌说出令人疑惑不清的言语，必须要遵循证据确凿的

真理，使用明确的经文解释隐微的经文，使疑惑烟消

云散，正如真主说：“他降示你这部经典，其中有许多

明确的节文，是全经的基本；还有别的许多隐微的节

文。心存邪念的人，遵从隐微的节文，企图淆惑人心，

探求经义的究竟。只有真主和学问文精通的人才知道

经义的究竟。他们说：“我们已确信它，明确的和隐微

的，都是从我们的主那里降示的。惟有理智的人，才

会觉悟。”（3:7）。 



17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传述：接着真主的使者（愿

主福安之）说：“若你看到探究隐微经文的人，［你要

知道］：真主说得解释那些让你，你们要提防他们。”

布哈里和穆斯林共同辑录的圣训。真主是赐予顺利的

主宰。”《伊本·巴兹法特瓦全集》（8 / 301、302）。 

谢赫艾利巴尼（愿主怜悯之）在他非常有益的论

文《炮轰“阿拉尼格”（冠鹤）的故事》中阐明这个故

事纯属虚构，他论述了这个故事的传述系统和明文，

证明其传述系统是微弱的，明文的内容是荒谬的。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故事是正确的，他们没有根据表面

的意思说恶魔改变和替换了真主的话，那也不是先知

（愿主福安之）的错误，但他们阐明了好几个理由，

以便使之与穆斯林的信仰保持一致，既没有篡改《古

兰经》，又说明先知（愿主福安之）受到真主的保护，

在传达使命的时候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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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学者解释说：恶魔把那些话扔进多神教徒

的耳朵里，而不是假借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口舌说

出来了，这是伊斯兰的谢赫伊本·泰米业在他的著作

《伊本·泰米业法特瓦全集》（2 / 282）中坚持的主张。 

至于多神教徒在《古兰经》的这一章诵读结束之后叩

头的原因，请听一下学者们的说法。 

谢赫艾利巴尼（愿主怜悯之）在上述的最后一本

书中说：“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恶魔没有把“还有那些

高高在上的“阿拉尼格”（冠鹤），它们的说情是可以

期待的”这句话假借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口舌说出来，

那么，为什么多神教徒和先知（愿主福安之）一起叩

头？那不是他们的习惯做法。 

考证的经注学家阿鲁西在引述我刚才所说的那几

句话之后回答说：“谁也没有说多神教徒叩头证明在

《古兰经》的这一章中赞美了他们的神灵，否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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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叩头；我们说：他们之所以叩头，有可能是听到

这一章的经文之后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心惊胆战，因

为真主在其中说：“他毁灭了古时的阿德人和赛莫德人，

而未曾有所遗留；以前，他毁灭了努哈的宗族。他们

确是更不义的，确是更放荡的。他使那被颠覆的城市

覆亡，故覆盖的东西曾覆盖了那城市。”（53:50--54）。

所以他们感觉到将要遭受类似的惩罚，也许他们在此

之前没有听到先知（愿主福安之）念过这样的经文，

而且他带着许多穆斯林毕恭毕敬的站在真主的面前做

礼拜；所以他们认为多神教徒叩头，即便不是完全相

信抵御他们所幻想的惩罚，也不排除他们听到先知（愿

主福安之）诵读类似的经文之后深感恐惧，正如在伊

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传述的圣训中明确提到，在

此之后降示了《奉绥来特章》，伊玛目苏友特在《精

通》中说：“当欧特白·本·拉比尔听到“如果他们退避，

你就说：“我警告你们一种刑罚，它像阿德人和赛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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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受的刑罚一样。”（41:13）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他捂住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嘴，恳求他照顾

血亲，并且对族人认为他已经离经叛道的事情表示歉

意，他回来以后对多神教徒们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穆罕默德所言非虚，如果是他说的事情，肯定会发生，

我害怕你们遭到那种惩罚。”白海格在《证据》中辑录

了在这一段圣训，伊本·艾萨克尔辑录了扎比尔•本•阿

卜杜拉（愿主喜悦之）的一段很长的圣训。 

第八：至于你说：“真主最好的被造物不违背真主

的命令”，我们不知道先知（愿主福安之）没有完成真

主命令他的哪一件事情！真主说先知（愿主福安之）

是他的仆人，并称赞他，他是最了解真主的人，最敬

畏真主的人和最害怕真主的人，他会在哪一件事情中

违背真主的命令呢？这只是捏造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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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至于你说：“真主最好的被造物不会中邪”，

真是荒谬至极，发生在先知（愿主福安之）身上的邪

术，哪怕先知（愿主福安之）让你知道，你也不懂！

只有真主的命令到来之后，先知（愿主福安之）才得

知此事！它是人们所遭遇的突发症状之一，这说明先

知（愿主福安之）是凡人，归属于伊斯兰教的一些异

端者否认这一段圣训，他们认为这段圣训与先知（愿

主福安之）受到真主保护的事实格格不入，有损于圣

品的地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们已经驳斥了他们旧

有的主张和你们新近的主张。 

伊玛目脑威（愿主怜悯之）说：“伊玛目马兹勒说：

一部分异端者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否认这一段圣训，认

为它有损于圣品，降低它的地位和产生怀疑，允许这

种事情导致对伊斯兰的教法失去信任！那些异端者的

这种主张是荒谬的，因为断然的证据已经说明先知（愿

主福安之）在宣教中是正确的、诚实的、受到真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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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奇迹就是对这一切的证据，允许与证据截然相

反的事情是荒谬的；至于与尘世有关的事情，他不是

为此而派遣的，也不是因此而优越的，那些都是在常

人的身上可以发生的，有可能幻想一些虚幻的事情；

有人说：他幻想与妻子同房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同房；

有的人也许在梦中会幻想类似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做

白日梦；有人说：他幻想做了某件事情，实际上并没

有做那件事情，但是他不会认为幻想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后把它当做正确的信念。 

噶最·伊亚德说：“从这一段圣训的各种传述中可

以看清楚：邪术只控制了他的外在和身体，而没有影

响他的理智、他的心灵和他的信念，圣训“他产生幻觉

以为自己来到妻室跟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来”的意思

就是：就像惯常发生的那样，他觉得自己有接近妻室

的需要，但当他接近自己的妻室时，邪术就起作用阻

止了他，他没有能力与妻室同房，就像在那些中了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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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传述都说明他产生幻

觉，以为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那件

事情，有可能是他的视觉受到伤害而产生幻觉，并不

是他的理智受到损伤；这一事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混淆圣品，也没有让深陷迷误的人可以诽谤先知（愿

主福安之）的东西。”《穆斯林圣训实录之解释》（14 

/ 174、175）。 

伊玛目伊本·甘伊姆·召兹（愿主怜悯之）说：“有

的人否认这种事情，他们说：这在先知（愿主福安之）

的身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足和缺陷，

事实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中邪就像先知（愿主福

安之）遭到的各种疾病和痛苦一样，它也是一种疾病，

中邪犹如中毒一样，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在《布哈里

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中辑录：阿伊莎（愿

主喜悦之）传述：有人给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

实施了邪术，以至于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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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妻室同房了，实际上他并没有同房。这是一种非

常厉害的邪术。”《归途粮秣》( 4 / 113 )。 

如果你是认真地对话，我们问你：哪一种事情更

严重，更加降低地位：犹太人对先知（愿主福安之）

施展邪术，使之中邪，犹如患病一样；或者犹太人控

制我们的先知尔萨，你们的神或者神子耶稣，甚至把

他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敌人的辱骂和羞辱之后惨遭杀

害？路上的行人们摇头晃脑，辱骂他说：“如果你是神

的儿子，你就拯救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些

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们也嘲笑他说：“他救得了别人，

他还不能救自己吗？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让他从

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如果喜

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和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两个强盗，也这样的讥笑

他。正午的时候，大地一片漆黑，一直到下午三点；

大约在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唤：“我的神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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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 章：

38—47 节）；《马克福音》（15 章：29—35 节）。 

敬请参阅（12615）号问题的回答。 

我们说：真主一定会佑护他的所有先知：穆罕默

德、尔萨圣人和所有的先知，免遭这种诽谤和污蔑、

以及所有的低贱和耻辱。 

第十：至于你说：“真主最好的被造物的父母怎么

可能是多神教徒呢？而且去世的时候仍然是多神教徒

呢？”真是奇谈怪论，最优越的被造物与他的父母是多

神教徒有何相干？真主选择了他吗？或者真主选择了

他、选择了他的家人和亲戚？这是易卜拉欣圣人（亚

伯拉罕），他的父亲是在以物配主的情况下去世的，

这无损于他的地位和品级，他是众先知之父；这是努

海圣人（诺亚），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不信真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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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死了，还有鲁特圣人，他的妻子也是在不信真主的

情况下遭到毁灭的，这有什么呢？ 

然后你再看一看，你们跟前的圣经和犹太人跟前

的圣经对贞洁的麦尔彦（圣母玛利亚）是怎么说的？

对历代先知是怎么说的？你就会知道哪一伙人的话更

加诚实，道路更加端正？！ 

第十一：至于你说：“真主最好的被造物不使用刀

剑传播他的宗教，不做生意。”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站已经讨论了该问题，敬请参阅

（43087）和（100521）号问题的回答。 

如果你已经参阅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最好看一看

你们圣经中的这些明文，你可能会有另外的看法： 

1 耶稣（麦西哈）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为了给大

地带来和平，我来不是为了带来和平，而是为了动刀

兵，我来是为了儿子反对他的父亲，为了女儿反对她

http://islamqa.info/zh/43087
http://islamqa.info/zh/1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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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为了儿媳反对她的婆婆，人的敌人就是他的

家人，谁如果爱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胜过爱我，他不配

作我的门徒，谁如果爱他的儿子或者女儿胜过爱我，

他不配作我的门徒，谁没有拿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

他不配作我的门徒，谁获得了生命，他将会失去他的

生命，谁如果为了我而失去了他的生命，他将会获得

生命。”《马太福音》（第十章：第 35 节以后）。 

2 基督（麦西哈）说：“谁有宝剑，就让他手持宝剑；

谁如果没有宝剑，就让他卖掉衣服，购买一把宝剑。”

《路加福音》（22 章：36—37 节）。 

3 基督（麦西哈）说：“至于我的敌人，那些不想让我

统治他们的人，你们把他们带到这儿，在我的面前把

他们统统杀掉。”《路加福音》（11 章）。 

C 你听一听富有理智的非穆斯林作家、文学奖和历史

学家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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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马斯•卡莱尔在其著作《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

上的英雄业绩》中说：“污蔑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手持宝剑，让人们响应他的号召，这是极其荒谬

的、不可思议的说法，一个人单枪匹马的与世人作战，

要求他们响应他的号召，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能够

战胜敌人的人信仰了他，那么他们已经在相信和服从

的情况下信仰了他，并在能够作战之前遭到了其他人

的战争。” 

敬请参阅阿巴斯·阿卡德所著的《伊斯兰的事实和敌人

的谎言》（第 227 页）。 

2 法国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著作《阿拉伯人

的文明》中谈到伊斯兰教在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时

代和他之后的扩张时代传播的秘密时说：“历史已经证

明宗教不能靠武力征服，伊斯兰教不是靠宝剑传播的，

而是通过宣教传播的，仅仅通过宣教，打败了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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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土耳其人和蒙古人最终信仰了伊斯兰教，《古兰

经》也传播到阿拉伯人只能途经而过的印度，其中的

穆斯林的人数增至 5000 万，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也是这样的，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攻占其中的一部分领

土，你会看到伊斯兰教在其中传播的速度是何等迅速，

现在的中国穆斯林人数已经超过 2000 万。” 

你可以清楚对伊斯兰的这种污蔑是何其遥远？你现在

清楚了基督教的牧师、犹太教的僧侣、以及各大媒体

是如何误导你的吗？ 

D 我觉得你想澄清你的宗教不是依靠宝剑传播的！我

觉得你想说服大家你的宗教给人们带来了仁慈和怜悯！

这一切都不是正确的，请看一看下面这些活生生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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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挪威国王奥拉夫屠杀凡是拒绝皈依基督教的人，砍

断他们的手和脚、流放他们，使他们流离失所，最终

让基督教一统挪威。 

2 巴尔干半岛的黑山主教丹尼尔·彼得洛维奇在圣诞

节的联欢夜策划了屠杀非基督教徒的惨案。 

3 阿比西尼亚的国王赛夫·埃勒尔德（伊斯兰历 1342

年至 1370 年）对拒绝加入基督教的人处以死刑，或

者把他们从该国流放、驱逐出境。 

4 然后我们发现，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消灭

了美国的印第安人。 

5 然后我们发现基督教把巴勒斯坦人民从他们的土地

上连根拔起，交给耶稣和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共

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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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谁点燃了世界大战的战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

杀的人数多达一千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人

数是七千万！ 

7 投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的原子弹杀死了多

少人？ 

8 基督教徒在十字军战争中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城的居民认为他们将会溃败，所以向十字军的指挥官

“顿库尔德”要求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指挥官

向他们保证，要求他们打着白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远

寺）避难，阿克萨清真寺里充满了老人、儿童和妇女，

但是他们最后都被宰杀了，就像屠宰羊羔一样，清真

寺里到处流淌着鲜血，甚至淹到骑士的膝盖，街道上

遍地都是被砸碎的头骨、砍断的手臂和腿，残肢断体，

惨不忍睹，历史学家们认为仅在阿克萨清真寺里惨遭



32 

 

杀害的人有七万，欧洲的历史学家对这些丑闻供认不

讳。 

9 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最好的见证，他们已经轰炸了阿

富汗，然后转向伊拉克，要摧毁它，他们轰炸和杀戮，

并在大地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们的一个首脑竟

然说上帝命令他进入伊拉克！基督（麦西哈）曾经号

召的、他们所吹嘘的那些诫命在哪里呢？ 

10 英国、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美国的盟军代表

埃德蒙·亨利·海因曼·艾伦比在 1918 年最后的一次大

战中占领耶路撒冷时，难道他没有说 “今天，十字军

战争结束了” 吗？！ 

11盟军代表、法军司令亨利·古罗将军进入大马士革，

站在穆斯林英雄萨拉丁的墓前，难道他没有这样说“萨

拉丁，我们又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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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难道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摧毁房屋、杀人流血、

强奸妇女的罪恶不是打着十字架的名义进行的吗？！ 

13 对于在车臣发生的屠杀，现在依然发生着，在非洲、

在印度尼西亚和其它地方发生的屠杀，这些人难辞其

咎；难道他们能够否认发生在科索沃的不是十字军战

争吗？难道布什在最近的一次海湾战争中没有说“这

将是一次十字军战争”吗？ 

而这样的暴行并没有发生在穆斯林对他们的敌人的战

争中，他们没有杀害妇女、儿童和老百姓，而且值得

一提的艾布•伯克尔对乌萨迈•本•宰德和他的士兵的

嘱咐，他说：“你们不可背叛，也不可背信弃义，不可

贪污战利品，不可凌辱尸体，不可杀害小孩，不可杀

害老人和女人，不可砍伐椰枣树，不可焚烧椰枣树，

不可砍伐果树，不可宰杀羊、牛或者骆驼，除非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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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如果你们经过躲在教堂里的赤手空拳的人，就

不要管他们，让他们留在那里。” 

敬请参阅谢赫穆罕默德•艾布·舒海布所著的：《基督

徒误解伊斯兰教的百科全书》（先知传记）。 

关于你所说的钱的话题，这是应该不好意思提说的，

全世界都知道谁去贫穷的国家，右手拿着面包，左手

拿着一本福音书！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是谁一手拿着药

丸和一把美元，另一只手拿着一本福音书！ 

最后： 

也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你对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福安之）的误解，你可能已经知道你是弄虚作假的媒

体的受害者，致使你去伤害不应该伤害的人，对应该

值得声明和揭露的人保持沉默，你必须要知道，伊斯

兰教是证据和明证的宗教，不是胡说八道和弄虚作假

的宗教，你应该认识自己，并加入先知和清廉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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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追求历代先知和众使者的宗教，就是认主独一的

宗教，死而后已，一定要赶上最好的宗教和最后的宗

教的末班车。 

我们祈求真主引导你，为了伊斯兰教而开阔你的心胸，

我们祈求真主让你看清真理，并且遵循真理；让你分

清虚伪，并且远离虚伪。 

 真主至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