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兰规定的生活原则﹐有利于保持生

理﹑智力和精神各种活动的平衡。 一切规则均

以人的本性和欲望为基础﹐满足个人要求﹐例

如追求正当物质和福利﹑没有禁欲主义﹑不迷

信宿命﹑勤劳持家﹑尊老爱幼﹑夫妻恩爱﹑睦

邻友好。

八、穆斯林的生活规范遵循圣训和圣行

真主最后使者穆罕默德是一个同我们一样

的普通人﹐他的一切优良品行和习惯﹐都是平

常人能做到的行为﹐因此称之为 “圣行”﹐没

有任何高不可攀或超常人的神力。 圣训是公

开的经典﹐人人可读﹐人人可行﹐适合于全人

类。

九、人生来纯洁﹐无原罪负担

伊斯兰经典阐述真主造化人类之初的过

程﹐纯洁无遐的灵魂确凿无疑﹐不必为先祖的

罪孽担负任何罪则。 当事者的善恶﹐只根据自

己的行为得赏罚﹐功修有希望﹐前途光明。

十、伊斯兰鼓励求学﹐实践出真知

真信士会重视求知﹐有学问的人最敬畏安

拉。 《古兰经》鼓励所有的人观察天地万物﹐

寻找真主的迹象﹐研究科学﹐认识真理。 穆斯

林的学者应当是聪明才智与正道精神的结合﹐

科学技术只能在主道上造福人类。

十一、《古兰经》对人类最难理解的问题都有

明确答案

有史以来﹐人类有许多问题﹐百思不解﹐

例如人从哪里来﹖ 活着为什么﹖ 死后到哪里

去﹖ 这些问题在真主启示的经典中﹐都有令

人信服的解答﹐如释重负﹐轻装度过愉快的一

生。

十二、人类都是同祖先﹐本是一家人

人类就是人类﹐是真主造化第一人之后才

有的物种﹐从第一对男女繁衍的子子孙孙﹐都

是一家人兄弟姐妹。 真主的意欲把人类分成

许多种族和文化﹐以便我们容易区别和互相认

识﹐和平共处求生存是人类共同事业。 伊斯兰

反对任何形式和理由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

大同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十三、真主许诺人类充份自由和满足

人类生活在大地上﹐享有真主恩赐的各种

物质福利和美好环境﹐人在大地上自由和解

放﹐创造幸福生活。 天地运行有则﹐人事互动

有道﹐人为万物之灵﹐有理性﹐有智慧﹐遵守

真主的法度﹐享受不尽的天伦之乐。

十四、伊斯兰的历史经验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伊斯兰是人类历史近期的宏伟事业﹐从开端

到如今﹐伊斯兰的公正精神以一贯之。 认主

独一﹐服从至圣﹐劝人行好﹐止人作恶﹐遵循

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有先例可寻﹐今

有原则可依﹐永恒的伊斯兰真理﹐将取胜全世

界。

十五、人人在真主面前一律平等。

　　真主没有儿子也没有代理人﹐全人类都是

他的仆民﹐人人可以与真主直接沟通。 伊斯兰

没有专业僧侣﹐也没有特别神权阶级﹐人不分

贫富和地位高低﹐唯以信仰和敬畏为尊贵的准

则。 尊贵不尊贵﹐由你自己的行为说了算。

　　以上十五个理由﹐说明伊斯兰是我们的最

佳选择。 这些只是个人学习的体会﹐每个有

识之士都可以根据自己通灵的感受增加新的内

容。 以下引证两段《古兰经》﹐愿与读者共勉

之。

　　《古兰经》﹕“你的主没有弃绝你﹐也没

有怨恨你﹔你的后来﹐一定比先前更好﹔你的

主将来必定赏赐你﹐以至你喜悦。 难道他没

有发现你零丁孤苦﹐而使你有所归宿﹖ 他曾发

现你徘徊歧途﹐而把你引入正路﹔发现家境寒

苦﹐而使你丰衣足食。”(93﹕3-8)

　　《古兰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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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谁心胸狭隘。”(6﹕1250)

6 87

37



你有十五个理由选择伊斯兰

以下是美国《伊斯兰读者》网站特邀专家

对网友问题的答复﹕我们为什么选择伊斯兰。 

美国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沉迷在物欲横流社会

中的大多数人感到苦恼﹐他们精神空虚﹐思想

颓废﹐人生意义惨白﹐许多理智的人寻求信仰

真精神。 因此﹐伊斯兰是许多年青人的最新选

择﹐他们志愿成为穆斯林。 从四十年前几乎伊

斯兰是一张白纸的西方老大国家美国﹐伊斯兰

成为新兴的宗教﹐吸引数百万人归信伊斯兰﹐

使伊斯兰成为美国发展最迅速的宗教。 《伊斯

兰读者》面临数量甚多的读者来信和要求回答

问题﹐对这些性质类似的问题﹐本文给予总体

答复。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尊名

万赞只归真主﹔祈主赐福予他的使者。            

亲爱的读者们。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也为

你们对伊斯兰的兴趣而感动。 祈求真主引导你

多行善功﹐佑助我们为真主从事我们的事业。 

阿敏﹗

 先说一句开场白﹕伊斯兰表达了人的本

性。 伊斯兰是真主为人类选择的宗教和人生道

路﹐以便信士们得到今世幸福﹐后世安宁。 我

们经常收到各种问题﹐诸如做穆斯林有什么意

义﹖ 伊斯兰有什么特点使我们非选择它不可﹖ 

伊斯兰同其他宗教有什么区别﹖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读一首

诗﹐可能你们在许多地方看到过﹐这是一位美

国穆斯林青年两年前的作品﹐流传很广。 (以下

中英文对照 ---- 译者)

A True Muslim Will Cry Proudly

我是穆斯林﹐很自豪

I`m a Muslim for all to see, 

我是穆斯林﹐大家有目共睹﹔

So very glad and proud to be.

 我很高兴﹐为此感到自豪。

Your temptations try turn my head, 

你们的引诱眼花缭乱﹐想要我低头﹔

But I have chosen Islam instead. 

但是我选择了伊斯兰。

Sure I am not like all the rest, 

我确实与众不同﹐是我的自愿﹔

I don`t eat pork, wear a mini dress. 

我不吃猪肉﹐我不穿超短衣。

I am special, I`m not the same. 

我愿保持特殊﹐不随大流﹔

 appearance is different, even my name. 

我穿的不同﹐名字也不同。

My God gives me strength, He makes strong,

 我的力量来自真主﹐坚忍不拔﹔

He guides me right when I go wrong. 

我有时走错路﹐真主引我回头。

I am a Muslim for all to see, 

我是穆斯林﹐大家有目共睹﹔

Islam guides me whenever I be. 

我走在哪里﹐都有伊斯兰指引。

以下我们向你推荐谢赫艾哈迈德﹒库蒂的

文章﹐回答“做穆斯林有什么意义﹖"”等问

题。 谢赫库蒂现在是加拿大多伦多伊斯兰学院

高级讲师﹐是北美洲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他有

多年穆斯林青年的工作经验。 他说﹕“任何人

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信仰﹐伊斯兰是他(她)最合

理的选择。 伊斯兰是人类社会公正的宗教﹐对

每个人具有三方面的帮助﹕身体健康﹑智力健

全﹑精神充实。” 他说﹐我们可以列出许多理

由﹐说明伊斯兰是明智的生活道路﹐例如﹕

一、最原本的宗教  

伊斯兰来自造物主原原本本的启示﹐直接授之

于真主﹐其中没有任何人为的编造和篡改。 从

真主派遣的最后使者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

﹐迄今一千四百多年﹐伊斯兰的经典﹑教义和

所有礼仪﹐原封不动﹐保持原本的纯洁性。

二、实事求是的经典

伊斯兰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在现代人

看来言简意赅﹐充满智慧和理性﹐没有丝毫看

来不可思议的神秘咒语或荒诞不经的断言。 过

去﹑现代或将来﹐《古兰经》永远都是人类正

道行为的指南。

三、《古兰经》是科学真理

《古兰经》保持最纯真的阿拉伯文经文﹐

现代科学证明没有任何一句经文与人类迄今发

现的科学证据相孛﹐证明它是天地万物造化者

的言辞。 不论是哪个宗教或哪家学派的学者﹐

凡是认真探索真理的人﹐都可以作证﹐《古兰

经》经文句句确凿﹐没有妄语或假话。 《古

兰经》中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天地造化的奥

秘﹑大自然的规律﹐哪样都是经得起考察和检

验的真实记录。

四、人类思维的理性达到极限

      人们常说的“是真”或“是假”﹐这是人类

大脑的思辩和逻辑﹐就是哲学家们通常说的“

相对真理性”。 《古兰经》确立的真理标准﹐

是人类思维的极限﹐除此之外的任何理论﹑信

仰﹑教条或主义﹐都偏离这条真理的轨道﹐违

背人性心理和思维的常规。

五、伊斯兰礼仪简单明了﹐对个人与社会都有

裨益

伊斯兰的信仰礼仪全部是先知穆圣根据真

主启示确定的行为规则﹐没有繁文缛节和复杂

铺张的动作或摆设﹐一切都很简单明了。 全体

穆斯林﹐不论身在何处﹐信仰礼仪基本一致﹐

在原则性问题上﹐没有商量或修正的余地﹐证

明穆斯林是天下一家人。 每个礼仪和行为都有

利于个人身心健康﹐家庭温馨﹐社会和谐﹐表

现高尚品格和追求精神完善。

六、伊斯兰的所有清规戒律都有益于个人和社

会

凡是归信伊斯兰的人﹐都必须遵循伊斯兰

的清规戒律﹐从穿衣吃喝﹑人际关系和社会责

任﹐都有明确规定﹐否则便遭贻笑大方﹐不像

一个穆斯林。 所有这些生活规则和习惯都对个

人和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如禁食猪肉﹑不许

饮酒和赌博﹑禁止通奸和同性恋﹑与人为善﹑

按时斋拜功修﹑完纳天课﹑扶助贫穷和孤寡等

等。

七、与人性相宜的平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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