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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伊斯兰？

“İslam”一词源自阿拉伯语，意

思是“和平”和“顺从”。虔诚的穆

斯林竭尽全力地顺从安拉，以此来获

得今后两世的幸福。有时“穆罕默德

主义”被错误地用来代替伊斯兰教，

这完全地破坏了伊斯兰教的本质。

伊斯兰教，是继犹太教、基督教

之后又一个天启的宗教。伊斯兰教信

仰是相信众先知通过启示从独一的安

拉那里得到教诲。伊斯兰教中的先知

包括：易卜拉欣、穆萨，苏莱曼，尔

萨等。由此可见，伊斯兰教不是一

个创新的宗教。安拉通过派遣众先

知向每个地区传达相同的信仰。《古

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3：84节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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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说：‘我们确信安拉，确信

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易司

马仪、易斯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派

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尔萨和众先知

所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

公元610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

的人在希拉山洞避静多日。当时他每

隔一段时间便会远离经商城市-麦加

的喧嚣，来到这个山洞思考生命的意

义。他待人接物方面总是热情诚恳，

因此他的家人和朋友称呼他为“el-
emin（值得信赖的）”。接近伊斯兰

历法“莱麦丹”月结束的某个夜晚

里，（如今被我们称为‘高贵之夜’

）安拉借助大天使吉卜力勒开始把《

古兰经》陆续地下降给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他持续接受这份启示长

达23年。后来，人们把那些启示背诵

并记录了下来，如今穆斯林所诵读的 

《古兰经》与当时人们所背记的毫无

二致。

除《古兰经》外，穆斯林还遵循

圣行，即先知（愿主福安之）的生活

方式和习惯。其中包含类似如何礼



拜，怎样清洁，朝觐的细节以及其他

许多与信仰独一安拉有关的功修。先

知（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也被当时跟

随他的人们所传述并记载，即“圣

训”。这些圣训在教授穆斯林如何实

现自己信仰的同时，还发挥着引领的

作用。

穆斯林信仰什么？穆斯林信仰什么？

1.信仰独一的安拉：1.信仰独一的安拉：穆斯林们信

仰无配偶、无相似、仁慈、宇宙唯一

的创造者，赋予恩典的独一造物主。

穆斯林喜欢用“安拉”（Allah）这个

阿拉伯语词来称呼安拉，因为这个单

词没有复数、性别、或包含任何以物

配主方面的派生词，例如，众神，女

神，或半人半神等含义。

2.信天仙2.信天仙：穆斯林相信安拉创造

了不会作恶且没有性别之分的天仙。

3.信先知：3.信先知：穆斯林相信安拉派遣

祂的使者和先知给全人类，所以能发





自内心地接受《古兰经》里所提到的

许多《圣经》里也曾提到的先知，

如：阿丹、易斯哈格、穆萨、达吾德

和尔萨（愿平安在他们之上）所有的

先知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然而他们

作为人类的榜样被派遣，所以不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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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大罪。穆斯林承认尔萨是先知，

相信他是由处女麦尔彦所生，对他极

为尊敬。《古兰经》中提及尔萨的名

字近100次。



4.信经典：4.信经典：穆斯林相信《古兰

经》和安拉在《古兰经》之前所降下

的经典。《古兰经》是安拉通过吉卜

力勒天仙向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启示的经典。《古兰经》

的下降使安拉通过众先知向人类传达

的所有经典得以确定和完整。《古兰

经》的奇迹之一就是：它的许多内涵

即使在如今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而

且《古兰经》里的经文也从未与现代

科学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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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前定：5.信前定：穆斯林相信安拉创造

了一切事物的前定。安拉赋予人类自

由意志，祂给予人选择的权利。安拉

会根据人的自由意志选择创造好与

坏。 如果他决定行善，安拉就会创造

善；如果他决定作恶，安拉就会创造

恶。 就像这就话所说：“善与恶都来

自安拉”，也就是说，善与恶只有安

拉的创造，才得以存在。



6.信后世：6.信后世：穆斯林相信清算日，

知道行善将得到回报，作恶会受到惩

罚，并相信死后会复生，安拉将会审

问人们在今世上所做的一切。

伊斯兰的五项基本功修是哪些？伊斯兰的五项基本功修是哪些？

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内

容,将五项基本功修概括为:念、礼、

斋、课、朝。

1.念作证词

五项基本功修的第一项就是对信

仰的宣称即念作证词。这是所有信仰

者都要宣读的：“万物非主，唯有安

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

，这些句子必须发自肺腑，不能强

迫。念作证词的重要性在于相信活着

的目的就是要服从安拉，效仿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优良榜样直到

世界末日来临。凡是念过作证词的人

都是穆斯林，即使他并没有履行过宗

教受责成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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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拜功

一天礼五番拜是对安拉的义务。

拜功，可以强化个人对安拉的信仰，

使信士的信仰更加富有活力，同时也

能鼓励人们获得崇高的道德。礼拜可

以净化心灵，防止人们做恶事。伊斯

兰鼓励男性穆斯林每天在清真寺集体

礼五番拜。至于女性穆斯林，可以在

适当的地方做礼拜。

3.斋戒

穆斯林在莱麦丹月的斋戒不光只

是从日出到日落期间禁止吃饮和性行

为，还包括清除杂念、克制欲望。

斋戒一方面教会信士们爱、真挚和

虔诚。封斋还可以培养健康的社会

意识、耐心，奉献和意志力。另一方

面，帮助富裕的人理解饥饿者的痛

苦。

4.天课

伊斯兰的宗教功修并不仅仅是精

神层面上的，有经济能力的人还肩负

着物质方面的责任。天课是在履行宗

教功修并且净化财富，一个人的财产

在达到满贯的条件下必须缴纳一年财

产及经商所获得的2.5%。人们所缴纳





的天课将直接用以济贫。穆斯林有义

务通过提供一定数量的钱财来帮助穷

人、孤儿和有需要的人，以便使他们

的生活更加轻松并减少社会贫富不均

的现象。伊斯兰总是鼓励向财产有限

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这种捐出的

最低金额所做的功修就是缴纳天课。

5.朝觐5.朝觐

假若一个人在钱财和身体上达到

许可时，必须在一生中朝觐一次。过

去的一千四百年中，当所有的穆斯林

每年不分种族的齐聚在天房所在地-麦

加时，这正是伊斯兰兄弟情谊的最佳

象征。每年一到朝觐时期，这座自易

卜拉欣先知时期所建的立方体建筑被

大约300万个穆斯林环绕着。天房也是

穆斯林履行一天五番拜功的朝向。

这些都是伊斯兰教的功修义务，

对于诚挚的穆斯林来说，每一项功修

都有其内在的精神影响力。因此，信

仰和诚恳是这些功修的必要条件。除

此之外，穆斯林也会履行称为“dua” 
（祈祷）的个人功修。



伊斯兰相信天性纯洁伊斯兰相信天性纯洁

伊斯兰认为每个人在出生时都

是纯洁的，即伊斯兰没有像基督教

那样的原罪论。《古兰经》牲畜章6

：164节中说：“……各人犯罪，自

己负责。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

罪……”每个人都会受到安拉存在的

启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自然而然

地在出生时就有趋向于伊斯兰的倾

向。 因此，我们有责任寻求安拉的指

引，保护我们内心纯洁免受恶魔的伤

害。 安拉是万物的裁判者，只有祂有

权拯救他人或下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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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清真寺

清真寺的基本功能是用于礼拜的

干净场所。世界各地的清真寺采用各

种反映当地文化的建筑风格。因此，

中国有楼阁式的清真寺、印度有精巧

庭院式的清真寺、在土耳其我们可以

看到大圆顶式的清真寺，以及美国玻

璃式和钢骨构造的清真寺。当您走进

清真寺时，您可能会对这些穆斯林几

个世纪来用于履行每日五番拜功或其

他宗教功修场所而影响深刻，特别是

在空间、光线、特殊的建筑风格和阿

拉伯语字体的书法装饰这些方面。



每个星期五，在清真寺都会举行

聚礼，而这个每周一次的聚礼对于

女性而言，是可选择性参与的集体

功修，但是对于男性则是必须参加

的。伊玛目会在聚礼时讲胡图白（演

讲），胡图白的内容除了教授穆斯林

正确的生活原则外，另外还关注一些

社会性话题。例如：伊玛目会在每次

胡图白之后诵念《古兰经》蜜蜂章16
：90节经文：“安拉的确命人公平、

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

事、霸道;祂劝诫你们，以便你们记取

教诲。”

伊斯兰中，造物主不只受限在一

栋建筑物里，因此在清真寺礼拜不是

前提条件。就像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说：“整个大地都是清真寺”。

传统的清真寺由圆顶建筑和宣礼塔组

成。没有祭坛，只有一个供人聚集的

简单空间和伊玛目带领众人礼拜时面

朝克尔白方向的凹壁（米哈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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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和宣礼礼拜和宣礼

穆斯林每天的五番拜功是伊斯兰

功修的重中之重。礼拜前必须先洗小

净，也就是清洗身体的某些部位，如

脸、手和脚等地方。做好准备后，开

始礼拜。 礼拜包括一些特定的动作

和以阿拉伯语诵念《古兰经》里的经

文。 礼拜当中每一个完整的动作流程

就是“一拜”，每天五番拜分别有不

同的拜数。



礼拜是人的身体、头脑、和心灵

在日常事务中对安拉所表现出来记念

与顺服的行为。它能够让人们暂且远

离尘世生活几分钟，之后把安宁注入

到其他活动中，并思考其内在含义。

聚礼对于穆斯林来说，每个人肩并

肩排成一条线站立，象征着人人皆平

等。礼拜的时间是按照太阳的运行状

态来计算的。例如：晌礼的时间是当

中午太阳略有过偏开始。因此，礼拜

时间会根据我们所在地区和气候的改

变而改变。这样，大地上每时每刻都

有人在礼拜。为了提醒人们礼拜的时

间，宣礼员会按时在宣礼塔诵念阿拉

伯语的宣礼词。胜任此项工作的宣礼

员，必须拥有优秀的品德、优美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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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和良好的职

业技能。史上第一

位宣礼员是拥有优

美动听声音的埃塞

俄比亚黑人穆斯林

比俩利。



宣礼词译文宣礼词译文

安拉至大，安拉至大。

安拉至大，安拉至大。

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我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快来礼拜！快来礼拜！

快来获得成功！快来获得成功！

安拉至大。安拉至大。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礼拜时间是根据大自然的规律而

定，因而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框架，

奠定了时间的基础。礼拜可以暂时让

我们远离这个时空，使我们更接近我

们的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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