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读过这本书吗？ 

你发现了她真正的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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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本书通过例举一些例证来讲述和展现伊斯兰

教真正的美与其伟大的一面。 
 她鼓励我们与人相处时要具有美好的举意，善
意的猜测。与人交往时要具有亲和力。 

 她让我们学会宽容地与他人相处，喜爱他人就
像喜爱自己一样。 

 她教会我们坦诚愉悦地与他人相处。 
 她指导我们与人文雅地相处。 
 她命令我们用良好的品性与他人交往。 
 她教导我们要用仁慈，疼爱的态度来对待人类，
飞禽走兽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她教我们尊老爱幼，疼慈 和关爱我们身边的亲
人，丈夫、妻子以及儿女并和他们友好地相处。 

 她让我们学会如何洁净自身，纯洁心灵，和保
护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清除道路上的障
碍。 

 她教导我们如何善待弱势群体，并帮助他们排
忧解难。 

 她引导并启发我们深思熟虑，善用我们自身的
智慧，通过正确的依据做出我们自身的准确判
断。 

你发现了吗？她是什么？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在我给你揭开这个秘密并发现她的真实的一

面之前，我还要说： 

 
 她告诉我们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人

都是一律平等的。 

 她告诉我们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权利 ，不能相互

鄙视和诋毁他人。 

 她明确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

界上？是谁创造了我们？我们何去何从？我们最

后的归宿在哪里？ 

 她告诉我们如何平安地生活，如何树立自己与他

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如何建立自己与安拉之间的

紧密联系。 

 她明确地阐明和肯定了关系到我们自身的一些至

关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她是在给我们指引一条正确的大道：

这条大道是通往成功、安宁、获取幸福、得到真正

的解脱、获得永久生活和伟大成功的大道。 
 

你相信吗？这个美妙的发现，她就是—— 
 

当我们的理智受到某种局限性

的禁锢时，通过自己的想象或者处

在我们先前的判断里，我们就不能

全面地认识到伊斯兰的真、善、美。 
 

——伊斯兰 

或许你对伊斯兰教有负面消极的看

法，或许你对她的初步了解只是通过一些

传播媒介以及传媒新闻中所谈到的恐怖分

子。然而他们所提到的恐怖分子毕竟是些

少数人，他们无视宗教、种族和其所属的

国籍，他们走的是条极端的道路。你所耳

濡目染的伊斯兰教，其传播的内容是不确

信的，不真实的，是偏激的，它借此来丑

化伊斯兰和穆斯林。因此，我希望你们能

以正确的心态和理智来看待这本书，并借

此书来认识和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带给我

们的真、善、美。 

通过以下的例证，体现真正的伊斯兰

的真、善、美：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通过安拉创造的宇宙而体现之。 

通过安拉创造我们的人类而体现之。 

通过围绕安拉创造我们积极向上的精神而体现之。 

通过我们对造物主的理解而体现之。 

通过我们对善功的理解而体现之。 

通过怎样获得真正的快乐和获取最终的幸福而体现之。 

通过我们最终的归宿是什么而体现之。（天堂和火狱） 

 

就在我们开始这次讲述并揭示伊斯兰

的美和伟大之前，请允许我先谈论一下伊斯

兰教的精髓之处。 

伊斯兰： 
就是顺从，服从的意思，从一而终地崇

拜他的主宰。 

穆哈默德（愿安拉赐福他）： 
穆哈默德——是独一的、受崇拜的安拉
所派遣给全人类的最后一位使者。 
 

安拉（伟大清高的安拉） 
他在阿拉伯语里是独一的意思，它是
万物的创造者，伊斯兰告诉我们：安
拉是全人类值得崇拜的主宰。阿拉伯
国家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使用安
拉这个名字，指的就是主宰 GOD。 

 
《古兰经》： 
它就是独一的、值得受崇拜的安拉启示
给穆哈默德圣人的言辞，是安拉降世给
全人类的最后一部经典。 

 

穆斯林： 
就是顺从安拉的人，笃信安拉的人。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现在你唾手可得的有这两样：利用智慧和

心灵去发现并揭示真理。请认真仔细地去

读这本书，自己判断结果。 

第二章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 

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伊斯兰对于常见疑惑和尖锐问题的解答。例如 

 什么是真理？ 

 是谁创造了我们？ 

 谁是我们真正的主宰？ 

 谁是安拉派遣的封印万圣的先知？ 

 我们崇拜的是谁？ 

 我们是谁？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世上？ 

 我们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 

 什么是后世？ 

 什么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天堂还是火狱？ 

 我们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宁，？我们怎样才

能实现自身的幸福和最后伟大的成功？ 

 我们怎样才能获取后世永久的生活？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什么是真理？ 
伊斯兰所阐明的是——独一的、值得受

崇拜的主，他创造了一切，就是这个伟大的

主宰他创造了所有的人类，以及辽阔的大地，

飞禽走兽，群山峻岭， 山川湖泊，他还创造

了太阳，月亮，繁星，白昼黑夜和整个的宇

宙界以及所有我们人类已知的和未知的被造

物，所有这些都是伟大安拉所创造的无以计

数的众多被造物中的部分明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伟大安拉创造的明证 伟大安拉创造的明证 



 

安拉创造了生命和死亡，和死之后的生活

（后世），清高伟大的安拉创造了一切。 

有些人说，他们自身的创造和存在只是属

于自然现象和规律。那么就让我们用科学的角度

来验证一下我们所谈论的这些：自然，什么是自

然？其定义是什么? 

毫无置疑你们一致所认同的自然现象是：

宇宙苍穹、动物植物、高山海洋、江河湖泊、等

等一切自然界的万物。 

那么这些万物是它们自己创造了自身呢？

还是它们创造了人类呢？ 

对于这个问题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
里已经对我们进行了详尽的阐明： 

 “众人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以前的人，

你们当崇拜他，以便你们敬畏” 。 黄牛章 21 

 “他本着真理，创造天地；他截夜补昼，截昼补夜；

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真的，他确

是万能的，确是至赦的”。队伍  5 

 “他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

道”。众先知 33 

从另一方面讲，这些相信自然规律的人辩
解说他们从不相信安拉的存在。因为他们的理
智是简单的，思想是肤浅的，他们既看不到安
拉，也感受不到安拉的存在，也无法用实践来
证明清高伟大安拉的存在。 

几年前，我的一个居住在美国俄勒冈州的
邻居来我家里探望我，我们围绕着几件事情来
谈论理解造物主的存在。 

我那否认安拉存在的老邻居异常激动地 
用他的手拍着茶几说：“我相信这个桌子的

存在，因为我能摸得着看得到它。” 
 于是我试图用理智的方式

来反驳他，我用手指了一下房
间的灯问他：“你相信能量或电
流吗”？ 

他回答说，肯定相信。 
我问他：你能看到这个能力或

产生光的能量吗？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不能”他回答说。 

 你仅仅用你的双眼可以看到我们呼吸的空气吗？ 

 你有感觉吗？你的感觉和感受是什么颜色？它是什
么形状？有多大体积？ 

 什么是睡眠？它是什么颜色？睡眠有多重？ 

 有多少东西你相信它的存在，但你却看不到它？ 

 

又有一次，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宾馆里我遇到
了一个叫克莱赛的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并和他们进行一
次友好的谈话：我问克莱赛：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克
莱赛很吃惊的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问我这样的

话题，接着他说：我觉得活着没有什么目的。最后他还
说：我不相信任何主宰的存在。我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说“因为我没有看见他” 

顺着他的回答我又问道： 

 你爱你的妻子吗？ 

 你能感受看到这个爱吗？ 

 这个爱的颜色是什么？ 

 这个爱有多重？ 

克莱赛和他的妻子的回答是什么？大家自己斟酌。 

 

那么，我们没有能力看见或者是触摸到一些事物的
存在。比如爱或者感受，你触摸不到它们的实体。但这
不能让我们否认这个爱和感受的真实存在性。 

诸如此类，因为局限于安拉赋予我们的有限的

感官和能力我们在今世是看不到安拉的，也不能够

看到安拉的伟大。但这并不能否认安拉的存在。 

   清高伟大的安拉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

们可以很容易的跟随安拉所创造的各种迹象和明

证来发现他，在他所创造的无以计数的明证和迹象

里有数不清的创造物比如：原子，细胞，肌肉组织，

还有他所创造的一切。 

除此之外还有安拉所创造的成千上万的使者

和无以计数的追随者。他们横贯于人类的历史，他

们归信了安拉，肯定了安拉的存在。难道人们可以

轻而易举地相信那些可以推翻的谬论而却忽略了

这些横贯古今的归信者们的见证吗？（比如现已被

很多科研实践所推翻的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谁是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古兰经》中已经很明确的回答了这个

很关键的问题。请看下面这段古兰明文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你说：他是安拉，是独一的主  

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  

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  

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  

 忠诚章 1—4  
 

这是《古兰经》中一段完整的章节，这段

精妙的节文它围绕独一的安拉和他真正的属性

简明扼要地告诉了我们一个绝对的真理，通过

这段经文很清晰明了地回答了一直困扰亿万人

们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是伊斯兰教里显而易见的真理，它肯定了安
拉的存在，安拉的独一，万物非主，只有安拉，只
有清高伟大的安拉，他才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一切。 

我们应该坚信无一物可以与安拉相媲，无一物
与他相似，无一物在他之上。值得我们崇拜的安拉
创造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他，去崇拜他。那
些用正确的途径崇拜安拉和用完美的方式遵守安
拉命令的人，他们将进入天堂（永久的生活），那
么，那些违抗安拉，追随他们贪婪私欲的人们，他
们将被带入到„„大家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要想获取真正的幸

福和安宁只要你做到归信安拉，顺从

安拉，服从安拉的命令这样就可以了。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通过这段伟大的章节和其它的古兰明文 我们
能够清晰地了解到安拉的部分属性，通过安拉的这
些属性，我们可以鲜明地鉴别出谁是真正的应受崇
拜的主宰和那些人们妄言宣称的虚构的主宰。 
专属清高伟大的安拉的特性有： 
 真正的应受崇拜的主宰是创造者，而不是被造

物。 
 真正的主宰是独一的，他不是很多个的，他是无

匹无偶的 ，他不生产也不被生产。 
 安拉是未见的，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他是超绝于

被造物想象的。 
 安拉是永久的，永生的，是一成不变的，是从不

依附在任何一个被造物上的。 
 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自立的、自足的。他是无

求于他的被造物的，他没有双亲，没有妻子和孩
子。他不需求于水和食物，也无求于任何人，但
是他所创造的被造物却都有求于他。 

 安拉是独具伟大完美的属性的主宰，没有任何一
物可以与他相媲，没有任何一物与他相似。 
我们可以运用这些属于安拉的部分属性（还有

其他专属于安拉的属性）依据这个标尺以此来反驳
和推翻那些他们妄言相称的虚伪的主宰。 
 

你发现这些秘密了吗？ 

 
其实，伊斯兰是遵守安拉赋予

我们人类的本性的，清高伟大的安

拉知道隐晦的事情，知道我们自身

的所思所想，于是，安拉给予了开

启我们理智的思想并打开宁静心

灵的这把钥匙和秘密。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怎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1. 认识你真正独一的主宰。 

2. 归信安拉是独一的，无匹无偶的。 

3. 顺从安拉的命令。 

4. 归信安拉的众先知（穆哈默德先知）。 

5. 纪念安拉。 

6. 祈求安拉的饶恕。 

7. 崇拜独一的安拉。 

8. 爱人如爱己。 

9. 做仁爱之人，让他人获得幸福。 

10. 应做真诚敬畏之人。 

简而言之，用以上这

十把钥匙就能够开启我们

的心灵 ，使我们自身得以

安宁，社会得以平安，世

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出处

于伟大的《古兰经》和圣

训的宝藏之中。 
 

综上所述，伊斯兰是凭借两个最主要的渠道和根

源来引导我们的，那就是尊贵的《古兰经》和《圣训》，

通过《古兰经》和《圣训》的引领，我们才得以平安、

幸福、通过认识独一的，应受崇拜的安拉。和完美、

诚实的信仰我们才可以得到拯救，同时我们还要归信

穆哈默德先知，以及安拉所派遣的所有先知，并跟随

他们对人们的引领和教诲。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得到

平安，得到拯救，获得幸福。 

那么，通往永久幸福生活的大门它就是以下这个

作证词，归信它并开始诵读它 

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

作证，的确穆哈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从另一方面来说，伊斯兰告诉我们，只凭归信安

拉和他的众先知而获得安宁和幸福的生活并以此得以

解脱，这样做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我们应当多行善

功，崇拜独一的安拉，遵守他的命令，远离他所禁止

的一切事物。 

 顺从安拉的命令，是使命的核心所在，这句话

（顺从安拉和服从安拉的命令）在阿拉伯语里其本意

就是伊斯兰。 

进一步说，顺从和服从安拉的命令的真正意义所

在就是安拉许诺给归信安拉，并力行善功人们的赏赐，

伟大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信道而且行善者，得以乐园为招待所”  

山洞章   107 

 

与此相似的说法，在圣经中也有提到： 

 

《没有灵魂的身体就如死亡一般，没有行动

的信仰也如同死亡一般》 新约——斋目斯 

 

除这个外，（斋目斯 4/7）中所讨论的伊斯

兰就是:“那么你们服从安拉”。 

 

穆斯林他们是忠实的的追随尔萨使者和众

先知的人，穆斯林就是顺从和服从清高伟大的安

拉命令的人。 

的确穆斯林就是那些归信独一的，应受崇拜

的安拉的人，他们力行善功，他们顺从众先知和

使者们所带来的命令和嘱托，如：归信安拉，礼

拜，叩头，鞠躬，斋戒，天课，施舍。并说：“因

沙安拉”，传播平安：安塞俩目而来一库。 

这些就是众先知们（穆萨，尔萨，穆哈默德愿
主赐他们平安，吉庆）他们曾经这样做过的。这仅
仅是一些部分的例证，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由安拉
的众先知和使者们所传播和引领的伟大而美好的
宗教，它就是伊斯兰教，它是认主独一的宗教，是
真实的宗教，是具有世界性的宗教。 

现在我们开始付诸于行动吧！每一个穆斯林或
想成为穆斯林的人都应该归信以下这六大信仰： 

六大信仰 
1．归信安拉 

归信独一的、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是宇宙的

创造者，恩养者，并归信安拉的尊名和他的属性，

除安拉外再没有应受崇拜的主。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2．归信安拉的天使。  

安拉创造了天使让它们更好地纪念安拉，赞美安
拉，顺从安拉，执行安拉的一切命令。 

3．归信安拉的经典 

其中包括安拉启示给穆萨先知和尔萨先知的真
言，（指那些从未被篡改过的经典或故事）。至于尊贵
的《古兰经》，它是清高的安拉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
最后的一部经典，它是受安拉保护的经典，在文字上
它从未经过人为的增加或减少。 

4．归信安拉的使者。 

其中包括归信安拉所派遣的努哈先知，易卜拉欣
先知，穆萨先知，尔萨先知以及穆哈默德先知（愿主
赐他们平安，吉庆），那么如果谁只相信安拉所派遣的
其他先知而不相信穆萨和尔萨先知，那么他就没有真
正的信仰。 

5．归信后世 

后世即复生日，清算日。安拉在复生日根据人们
的信仰，以及善功的多少在人们之间进行的一场审判。
在审判结束之后，人们便知道了各自的归宿，要么进
入永久的天堂生活，要么就被抛入“者汗乃买”火狱。 

6．归信前定 

前定是安拉以绝对的权威预先记录在册的，归信
前定能使信士们坚信和满足于安拉所给予他们现世的
一切安排，无论好坏的前定，他们都欣然接受，满足
于现状，在遇到患难困苦时，他们不灰心不气馁，他
们依然向安拉忏悔，以寻求安拉的襄助。 

归信安拉和前定的信士，当他们在遭遇到

危难时，他们不绝望，不沮丧，不灰心 归信

安拉，归信前定，这个美好的信仰让穆斯林们

在遇到自身的侵犯和迫害，种族歧视和对事实

的歪曲时，他们都能坦然相对。 

以上就是对伊斯兰教六大归信支柱的简略

说明，每一个忠实的信士应当诚信的。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伊斯兰的五大支柱： 
除了上述所说的六大信仰之外，与其相辅相成

的还有伊斯兰的五大支柱，伊斯兰教导我们信仰并

不是只凭口头的言传，它还需要我们将它付诸于行

动，每个穆斯林应当用完美的方式来遵行好这五大

支柱。 
 
现在我们简明扼要地向大家介绍这五大支柱. 

 

1．两个作证词 
 
（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又作证，穆哈默

德是安拉的使者） 
 

这个作证词就是当有人皈依伊斯兰教时必须要

诵读的作证词，同时这也体现了伊斯兰教是简而易

行和美好的宗教。 

2．拜功 
 

拜功就指穆斯林在一天之内要履行五次主命

拜。（它包括站、念、（就是指读尊贵《古兰经》的

部分章节），鞠躬，叩头，赞美安拉，纪念安拉，并

且祈求安拉的怜悯，恕饶，祈求进入永久的天堂。 

拜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心情舒畅，内心宁静。

安拉的众使者以及众先知们他们也先前都礼拜：如

阿丹、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萨、穆哈默德。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他们都为清高伟大的安拉而叩头，的确穆斯

林都行走这样的一条道路上；他们走的是众先知

和众使者的道路。（愿安拉赐福他们） 

此外，拜功还可以体现出一些更美好的东

西，使我们受益无穷：爱安拉并服从安拉的命令，

认主独一，虔诚敬畏安拉，向安拉多做祈祷，凡

事谦虚忍耐，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 

实际上，虔诚地谦虚地纪念安拉，向安拉

多做忏悔和祈祷，祈求安拉的饶恕，拜功只属

独一的安拉，这一切就是打开人们内心平静，

安宁幸福的钥匙。 

 

“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

静，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 

雷霆章 28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3．出散天课 

天课就是安拉命令富人给贫穷的人或赤贫

的人进行的施舍（主命天课）。的确给有所需求

的人出散天课和施舍可以使我们从贪婪和吝啬

的欲望上得以洗涤和纯洁。 

天课可以洁净我们的财产，天课教导我们参

与并建造富人和穷人的互助互爱的这所坚固的

桥梁。实际上天课在社会上传播了一种相互有

爱，互帮互助，惜惜相怜的兄弟之情。 

 

4．斋戒 

斋戒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从黎明升起到太

阳落山的这段时间）禁止从事的一些事情即：吃、

喝、性事。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你们要祈祷我，我就应答你们。” 

赦宥者章  60 



 

以下就是斋戒的部分益处 

 

 斋戒的精神意义： 

斋戒可以激励人们的敬畏虔诚之心，的确莱

买丹月确实是一个能获得安拉的怜悯、饶恕、大

赦、脱离火狱，获得永久天堂生活的一个重要的

月份。 

 斋戒对于品德修养和道德情操的益处。 

在斋月的这所学校里，我们尝试了在世界各

个角落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所同时忍受的那种饥

渴，同时斋戒鼓励我们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心，

谦虚友好，慷慨施予。 

 斋戒的教育意义 

斋戒给我们上了许多有教育意义的课程，它使我们

戒除了许多不良习惯，例如我们在吃喝上的浪费，饮

食上的无节制。同时斋戒锻炼了我们的自持性和自制

性，以及修正我们不良的品性。同时斋戒还让我们知

道安拉以前的众先知们：穆哈默德，穆萨，尔萨，（愿

安拉祝福他们）他们曾经也斋戒过。 

 斋戒的健康意义 

斋戒可以排除体内多余的脂肪和有害物质，医生和

营养学家也曾指出，斋戒可以释放出体内的垃圾，预

防和治疗体内的恶疾，通过斋戒可以根除某些疾病。 

 

5．朝觐 

朝觐是每一个穆斯林一生中必定要去麦加履行一

次的主命功课，当一个穆斯林他所有的条件都能达到

一定的要求时，方才可以去，如：身体状况的健康程

度，旅行资费的筹备情况，还要具备健全的理智，就

像伊斯兰教的其它支柱一样。朝觐也会让人们受益无

穷。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具有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成

千上亿的穆斯林们他们都在响应着易卜拉欣的号召。 

对伊斯兰教根源的认识和对其通透的感悟在朝觐

期间就可以充分的体现,像：体现出了安拉的独一性、

体现出了穆斯林对安拉的服从和对安拉一切命令的顺

从、体现出了伊斯兰教兄弟之间的友情关系、体现出

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关系。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对于人们常见的疑惑问题和尖锐问题的解答 
 



 

还有为安拉而宰牲、为安拉而坚
忍、为安拉而斋戒、为安拉而施舍、
为安拉而礼拜、等等以此类同的有益
于人们的事情，朝觐的月份它是人类
历史上举世无双的宗教集会的伟大见
证。 

在这个伟大的集会中，来自于世
界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他们不
仅都在崇拜一个造物主——安拉，而
且他们都在追随着同一个使命。马力
库姆哈智和其他的哈智们，他们在朝
觐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伊斯兰教真
正的信仰之美，穆斯林兄弟之间的友
谊之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的关
系。 

马力库姆 Х 哈智是美利坚合众
国的黑人领袖。他说：“我的朝觐开
阔了我的眼界和思维，在这圣洁的土
地上，短短的两周之内，她赋予了我
一个全新的理念。她使我看到了我在
美国三十九年里从未见闻过的事情。
在朝觐期间，我看到了不同种族，不

同肤色的人 ，有蓝眼睛的，也有黑

色肌肤的，他们之间都存在着友好的
兄弟之情，团结的都像一个人似地在
崇拜着安拉。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第三章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尊贵的《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给人类的宪法，
它的作用是为了有条不紊地安排和管理人们的
生活，它展现了真理，号召人们走正确的道路，
它囊括了围绕人们的生活所产生的一些信息和
知识，以及人类最后的归属问题。 

尊贵的《古兰经》教育人们通透地理解并将

它付诸于行动，它会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品德
修养，智慧领域以及社会等级。 

尊贵的《古兰经》是安
拉降示给封印万圣的使者
——穆哈默德；不朽的奇
迹，它见证了穆哈默德的使
命。《古兰经》是举世无双
的著作，绝无一物可以和它
相媲，尽管它是最早十四世

纪前降世给穆哈默德的，但
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乃
至用最初的阿拉伯语也没
有更改过《古兰经》的书写
和内容。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在这里，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各种举例来验证
伊斯兰教的美，对伊斯兰教和对伊斯兰五大支柱的理
解，我尚且不谈古兰经的历史和其正确性，（没有任何
的改变或者篡改）它确实是降世给先知穆罕默德的最
后经典。 

在这里我还想将安拉更多的优美的语言和智慧
都展现给大家，但在选择的时候让我深感困惑：迫于
版面的局限性让我无法完全展现《古兰经》的博大精
深和哲理。 

如果你还想围绕安拉优美纯洁的语言而获取更大

的发现，你就自己亲自读一读它吧。 
 

 

 

《古兰经》优美的章节 

 的确《古兰经》中所有的节文都是安拉的

语言，我们阅读和享受《古兰经》的部分章节，

这些章节阐明了伊斯兰对一些重要问题和对这

些问题的内涵的认识。 

 

获得拯救和得到饶恕。 

 
 

你说：“我的过分自害的众仆呀！你们对

真主的恩惠不要绝望，真主必定赦宥一切罪

过，他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队伍章   53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是的，安拉饶恕所有的罪恶，当我们真诚地

向安拉做忏悔的时候，安拉会接受他仆人的忏悔并

饶恕他，在伊斯兰教里，的确安拉是来自于平安、

仁慈，饶恕的源头，他绝不是厌恶、血腥、恐怖的

根源。 
 
“安拉的确喜爱悔罪的人，的确喜爱洁净的

人。”                          黄牛章  222 
 
在伊斯兰教里，为了得到拯救而获得永久的

生活，你就要回归并归信独一的安拉，并多做善功，

无需无辜地杀害清廉的人而将其钉在十字架上替

他人赎罪。 

从另一方面讲，伊斯兰教命令穆斯林要有宽

容之心，这就是伊斯兰教对人们获得拯救和得到饶

恕的理解，简而言之伊斯兰教它是一个仁慈的、饶

恕的宗教。 

公正：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尽忠报主，当秉公

作证，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

们当公道，公道是最近於敬畏的。你们当敬畏真

主。真主确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     筵席章 8 

 

伊斯兰告诫我们人与人们之间处事要公道公

正，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身处平安时或是战争时，

不管是朋友或是敌人，都应一视同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伊斯兰告诉穆斯林：不能凭借任何外界的影

响而左右自己，包括政治、环境、文化方面以及个

人的喜好等。一定要坚持不移地走公正无私的道

路。 

“真主的确命令你们把一切受信托的事物交

给应受的人，真主又命令你们替众人判决的时候

要秉公判决。真主用来劝戒你们的事物真优美！

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妇女章  58 

伊斯兰教用行为阐明了她的美，她永久的价

值，她的仁慈，她的公正。伊斯兰命令我们看守众

穆斯林学者所尊称的五件必要的事情， 

伊斯兰命令穆斯林看守住属于他们自身的和

他人的五件必要的事情： 

1. 宗教 

2. 生命 

3. 智慧 

4. 荣誉 

5. 财富 

《古兰经》明确地肯定了谁若枉杀一个无辜

的人，其结果是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

如救活众人。                    筵席章  32 
 

在关于自由和保护信仰的方面，尊贵的古

兰经指出” 对於宗教，绝无强迫” 

黄牛章  256 

就这样，伊斯兰教是尊重人们的意愿的，她

不通过任何武力来强迫人们去信仰并接受她。 

这就是伊斯兰的真谛所在，在通过与非穆斯

林交往的时候，也体现出了她的美，她的公正和

她的宽容。 
 因此在我们与他人

处理事务时应该做到忠诚

可信、持客观性、秉公执

法、让我们牢记清高伟大

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里的

话语， 

“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

们当公道，公道是最近於敬畏的”   筵席章  8。 
 
对于那些对伊斯兰教持不公平态度的著书者

们，历史学家们以及传播者们，这些人他们把伊斯
兰教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接轨并相提并论，他们称
伊斯兰教是通过依靠武力来传播开来的，这些人他
们的理智是不健全的，他们的心态是不端正的， 他
们的思想是过于偏激的，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和最
丑陋的漫画来描述独一的，应受崇拜的安拉和他的
先知穆罕默德，我不禁惊奇地自问：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和自由言论吗？

难道你们没有使用双重标准对待伊斯兰和穆

斯林吗？ 

 

 难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轻视，诅

咒，贬低他人和他人的信仰，或者是把战争

和恐怖主义都归罪于他人吗？ 

 

 难道文明，民主，自由就是这样在小学和大

学期间传播给下一代的吗？ 
 

 在当今世界里，有无以计

数的人们都信奉着伊斯

兰教。包括哲人志士、睿

智聪慧之人、虔诚敬畏之

人、难到他们这些人都是

靠战争和武力来降伏的

吗？ 

 

（还有就是有很多报刊

杂志和网络，媒体都报道他们

是如何信仰伊斯兰教的）。 
 

据美国和西方的报道，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

传播和发展最快的宗教。 

那么伊斯兰教为什么发展如此迅猛？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伊斯兰教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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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用使者在辞朝演说时的话来验证

这一说。 

 

“人们啊！的确你们的养主只有一个，你

们的父亲也是同一个人，阿拉伯人不优越于非

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越于阿拉伯人；

白人不优越于黑人，黑人也不优越于白人，确

实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那些最敬畏

安拉的人。（艾哈迈德传述） 
 

伊斯兰教告诫我们，不

能轻视他人，无论人种的不

同，肤色的不一，以及国籍

的差异。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伊斯兰教告诫我们，不

能轻视他人，无论人种的不

同，肤色的不一，以及国籍

的差异。 

伊斯兰教它可以医治

全世界众所见证的种族分

裂，民族之争。在伊斯兰教

里，有肤色差异的各色人种

白种人和黑种人，他们都是

来自于同一个种族，拥有同

一个父亲——阿丹。安拉是

用土创造的我们，所以我们

来自于大地，归回于大地，

然后再一次成为土。那么为

什么总是有一部分人觉得

自己是高贵的呢？ 

伊斯兰教强调平等、谦

虚的美德。这都是出处于

《古兰经》和圣训，这也是

马力库姆去麦加履行朝觐

期间所学到的一课。 
 

独一的世界性使命——伊斯兰： 
 

 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 与易卜拉

欣 、易司马仪、 易司哈格、 叶尔孤白和各支派

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撒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

主所赐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

视，我们只顺安拉”.               黄牛章  136 

 

穆斯林喜爱所有伟大安拉所派遣的先知和使者，

并归信他们，其中包括：阿丹、努哈、易卜拉欣 、

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穆萨、而萨、穆哈

默德、安拉的使者穆哈默德说“（无论今世和后世我都

是离尔撒依本玛丽亚最近的人，众先知们都是同父异

母的兄弟，他们的宗教都是一个宗教，我们之间再没

有先知）【众人一致同意的圣训】 

 

那么这个世界性的，属于众使者的独一的宗教是

什么宗教？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其它值得我们深思的《古兰经》章节: 

 
《古兰经》的优美，甘甜，纯洁是没有界限

的，所以让我展示部分没有任何注解评论的章

节， 我希望大家多多思考一下这些章节，以便

发现更多的尊贵《古兰经》的宝藏。 

 

安拉和他的使者： 
 

“他因正道和真教而派遣他的使者。” 

胜利章  28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

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真主是全知

万物的。”                   同盟军章   40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那么属于众先

知的、世界性的、唯

一的宗教是什么？ 
 



心灵的安宁和美丽的天堂: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士们的心中，以便他

们信念上加信念——天地的军队，只是真主的，

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以便他使信士和信

女们入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并赦宥他

们的罪恶。据真主看来，这是伟大的成功。” 

胜利章 4—5 
 

 “安定的灵魂啊！你应当喜悦地，被喜悦

地归於你的主，你应当入在我的众仆里，你应当

入在我的乐园里。”     

 黎明章 27—30 
 

男人和女人 

 
“顺服的男女、信道的男女、服从的男女、

诚实的男女、坚忍的男女、恭敬的男女、好施的

男女、斋戒的男女、保守贞操的男女、常念真主

的男女，真主已为他们预备了赦宥和重大的报

酬。”                          同盟军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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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安拉伟大的教诲 

 
“你们当争先趋赴从你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那

与天地同宽的、已为敬畏者预备好的乐园。.敬

畏的人，在康乐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且能

抑怒、又能恕人。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敬畏

者，当做了丑事或自欺的时候，记念真主，且为

自己的罪恶而求饶——除真主外，谁能赦宥罪恶

呢？——他们没有明知故犯地怙恶不悛。这等人

的报酬，是从他们的主发出的赦宥，和下临诸河

的乐园，他们得永居其中。遵行者的报酬真优

美！” 仪姆兰的家属章 133——136 

安拉所命令和禁止的事情。 

 
“你们应当只崇拜安拉，并当孝敬父母，和睦亲戚， 

怜恤孤儿，赈济贫民，对人说善言”。 

黄牛章  83 

 
纪念安拉和内心的宁静。 

 
“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

因记忆真主而安静，真的，一

切心境因记忆真主而安静。”         

雷霆章  28 

此部分即将结束，但请相信，《古兰经》的真谛、

优美和其卓越却是永无止境的，当我们读完《古兰

经》的时候我们会增长领悟到新的知识。当我们读

的次数越多，我们对它的领悟程度就越高 ，就如同

我们初次读它一样。 

从另一角度来讲，如从语言学、修辞学和以及

《古兰经》的奇迹来说，都有其妙趣横生的一面，

这里我尚且不再提说。 

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一本翻译

准确无误的《古兰经》去看，或者在诚信度高的伊

斯兰网站里寻找一部翻译精确的电子版《古兰经》

去阅读。网站地址 WWW.SULTAN.ORG 

《古兰经》的优美与纯洁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http://www.sultan.org/


第四章 

 

安拉优美的尊名 

 
这些部分优美的尊名是 

 普慈的主 

 特慈的主 

 掌权的主 
 

安拉优美的尊名和伟大的属性 
 



 
 圣洁的主 

 赐安宁的主 

 智睿的主 

 彻知的主 

 明察的主 

 全聪的主 

 公正的主 

 伟大的主 

 至赦的主 

 崇高的主 

 

安拉的使者说，安拉是优美的，安拉喜

爱一切优美的事物。 

安拉优美的尊名和伟大的属性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第五章 

 
 

结束语 

 
伊斯兰教是人祖阿丹，夏娃和他们后裔直到

复生之日的宗教。伊斯兰教是简而易行的宗教，是

充满智慧的宗教。伊斯兰教的美是广无边际的，因

为它是来自于永久独一的创造主的宗教。 

伟大 、清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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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筵席章 3 

 

安拉从中告诉我们，他把穆哈默德先知派遣

给了全人类包括:(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印

度教徒、佛教徒、无神论者等）。 

 

安拉引领并给了全人类的光明， 并向人们揭

示了如何使人内心平静，自身平安，社会祥和，世

界和平的秘密。 

结束语 
 



 

伊斯兰教导我们要成为秉公执法之人、

成为诚信可靠之人、探求真理之人。 

探求真理应当建立在诚实可信的基础

之上，与人交往应当站立在相互尊重理解，

无私公正的积极立场上。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有益的网站 
 

著作 
 

你发现她真正的美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