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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载链接：http://islametoccident.fr/?page_id=1786  

许多⼈都不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其中甚⾄包括不少穆斯林，这是很普遍

的祸患。以下为伊斯兰教圣经的简要概述，其中有⼀些重要问题涉及到法国乃

⾄整个西⽅的未来。有些⼈会认为此类概述具有导向性，并没有反映穆斯林的

教义，这是由于媒体从未将这些确凿存在的⽂献公诸于众，你们且⾃⾏去核实

吧。⼀部分⼈后悔曾拒绝阅读并了解某些著作的真正含义。历史应该重演吗？ 

这⾥有⼀些⾮常简单的问题，试问每个穆斯林对圣经 的理解和看法，⽐1

如： 

1）穆罕默德说，任何叛离伊斯兰教的⼈均应被处死。您觉得呢？当今所

有穆斯林是否应该（或不可以）⾃由地进⾏叛教来改变其宗教信仰或成为⽆神

论者？根据伊斯兰教义，何为意识⾃由？  

古兰经第⼆章第⼆百⼀⼗七节：“……你们中谁背叛正教，⾄死还不信

道，谁的善功在今世和后世完全⽆效。这等⼈，是⽕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

中。” 

古兰经第五章第五⼗四节：“ 信道的⼈们啊！你们中凡叛教的⼈， ……” 

古兰经第⼋章第⼗三节：“…… 这是因为他们违抗安拉及其使者。谁违抗

安拉及其使者，安拉就严惩谁。” 

 《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9世纪）作为记录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官⽅方⽂文本以及《布哈⾥里里圣训实录》、《穆1

斯林林圣训实录》、《提尔密济圣训集》、《奈奈萨仪圣训实录》等等都是真实可靠的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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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第五⼗九章第四节：“ ……凡违抗安拉者，安拉必定惩罚他。”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6878, 《穆斯林圣训集》1676) : 据阿⼘

杜拉·伊本·麦斯欧德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说：“使⼀个承认唯安拉是真主，我是安

拉的使者的穆斯林流⾎是不合法的，以下三种情况之⼀除外：已婚者通奸；以

命抵命；脱离穆斯林集体的叛教者。”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6922）据伊克⾥迈讲述∶有⼀些 

Zanadiqa （⽆神论者） 被带到阿⾥⾯前，阿⾥就把他们烧死了。这件事传到伊

本 阿拔斯⽿中的时候，他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把他们烧死，因为安拉

的使者禁⽌⼈这样做，并说∶‘不要 以安拉的惩罚 （⽕狱） 处罚任何⼈。’ 我

会根据安拉的使者的话杀死他们： ‘⽆论谁改变他的伊斯兰信仰， 就杀死

他。’ ”  

《圣训实录》（《奈萨仪圣训集》4061）: 伊本·阿纳斯说：真主的使者

说：“凡是（穆斯林中的）改变宗教信仰的⼈，都要杀死他”。 

2）如果伊斯兰教是爱与和平的宗教，那么穆罕默德为什么要发动圣战，

这是⼀场针对所有⾮穆斯林的圣战吗？为什么《古兰经》说穆斯林必须与⾮穆

斯林作战，直到世界只为真主⽽战？ 

注意：圣战的提法是“以安拉的⽅式进⾏的武装⽃争”，以⾄于以下只是⼀

⼩部分。我让读者来据此判断，法国穆斯林敬拜委员会（CFCM）的声明是否

是对穆斯林教义忠诚的赞赏。 C.F.C.M.《法国穆斯林公民公约》（第9条） ：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圣战”⼀词特别是指为实现⾃⼰的成就⽽进⾏的奋⽃和努

⼒。⾸要的是，这种⾏动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在于尽最⼤努⼒实现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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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的原则：进攻性战⽃ 

古兰经第⼆章第⼀百九⼗节：“你们当为主道⽽抵抗进攻 你们的⼈，你们2

不要过分，因为安拉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古兰经第⼆章第⼀百九⼗三节：“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正

教只属于安拉；如果他们停战，那么，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

⼈。” 

古兰经第⼆章第⼆百⼀⼗七节：“他们问你禁⽉内可以作战吗？你说：“禁

⽉内作战是⼤罪；妨碍主道，不信安拉，妨碍（朝觐）禁寺，驱逐禁寺区的居

民出境，这些⾏为，在安拉看来，其罪更⼤。迫害是⽐杀戮还残酷的。”如果

他们能⼒充⾜，势必继续进攻你们，务使你们叛教 。” 3

古兰经第四章第⼋⼗四节：“……你当为主道⽽抗战，你只负你⾃⼰的⾏

为的责任，你当⿎励信⼠们努⼒抗战，也许安拉阻⽌不信道者的迫害。安拉的

权⼒是更强⼤的，他的惩罚是更严厉的。 

古兰经第⼋章第⼗七节：“你们没有杀戮他们，⽽是安拉杀戮了他们……” 

古兰经第⼋章第三⼗九节：“你们要与他们战⽃，直到迫害消除，⼀切宗

教全归安拉……” 

古兰经第⼋章第六⼗五节：“先知啊！你应当⿎励信⼠们奋勇抗战，如果

你们中有⼆⼗个坚忍的⼈，就能战胜⼆百个敌⼈；如果你们中有⼀百个⼈，就

能战胜⼀千个不信道的⼈；因为不信道者是不精明的民众。” 

在穆斯林林⽂文化中，不不承认穆斯林林的真主安拉和穆罕默德的使命，拒绝向伊斯兰教屈服，这就是在与穆斯林林抗2

争。坦率地（尤其是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尤其是在⻄西⽅方，这等同于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林的“迫害”，因此伊
斯兰代表经常重复使⽤用“受害”的⽬目的⽽而使⽤用的“污名化”⼀一词，即伊斯兰在与⻄西⽅方的关系中的著名态度（例例如
Tariq Ramadan）。

伊斯兰将企图令穆斯林林从宗教中“叛离”的任何尝试都冠以“战争”之名，例例如赞扬其他宗教，甚⾄至是对伊斯兰的3

简单批判性讨论。 穆斯林林⽆无需争论武装⽃斗争就可以成为受害者，并因此在⾃自卫的情况下，必要时证明使⽤用暴暴
⼒力力是合理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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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第九章第五节：“当禁⽉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发现以物配主

者，就在哪⾥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

们悔过⾃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他们……”  

古兰经第九章第⼗四节：“你们应当讨伐他们，安拉要借你们的⼿来惩治

他们，凌辱他们，并相助你们制服他们，以安慰信道的民众。” 

古兰经第九章第⼆⼗九节：“你们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不遵安拉及其

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即曾受天经的⼈，你们要与他们战⽃，直到他们

亲⼿，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36 第⼆章—信仰，第27节：圣战是信仰

的⾏为）“据艾布·胡莱赖传述：先知说：“[真主仿佛在说，]真主给为归信我和

相信我的众使者⽽出征的⼈⽴下担保，我要使他满载⽽归，要么赐予他报酬，

或使他获得报酬和战利品的双份奖赏，或使他殉教后进⼊乐园。[先知说：]若

⾮怕给我的教民造成困难，我定会跟着每个⼩分队出征，我确实很想为主道牺

牲，然后再活，然后再牺牲，然后再活，然后再牺牲。” 

圣战是强制性的 

古兰经第⼆章第⼆百⼀⼗六节：“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战争是你们

所厌恶的。也许你们厌恶某件事，⽽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

某件事，⽽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安拉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古兰经第四章第七⼗⼀节：“信道的⼈们啊！你们当有戒备，故当部分动

员，或全体动员。” 

古兰经第四章第七⼗六节：“信道者在为主⽽战；不信道者，为塔吾特⽽

战；故你们当抗击恶魔的党⽻；恶魔的计策，确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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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第九章第三⼗⼋节：“信道的⼈们啊！教你们为安拉⽽出征的时

候，你们怎么依恋故乡，懒得出发呢？难道你们愿以后世的幸福换取今世的⽣

活吗？今世的享受⽐起后世的幸福来是微不⾜道的。” 

古兰经第九章第三⼗九节：“如果你们不出征，安拉就要痛惩你们，并以

别的民众代替你们，你们⼀点也不能伤害他……” 

《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集》89）据阿布·赫拉拉的传述，先知说：

“要避免七种罪恶！”。 信者问：“真主的使者啊，他们是什么⼈？”。 他回答

说：“这些是多神论，魔术，谋杀，篡夺孤⼉的财产，⾼利贷，圣战那天从前

线逃跑以及对善良，贞洁和有信仰的妇⼥的虚假指控（通奸）。 

为战⽽死：颂扬殉道者 

古兰经第⼆章第⼀百五⼗四节：“为主道⽽被戕害的⼈，你们不要说他们

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的，但你们不知觉。” 

古兰经第三章第⼀百五⼗七节：“如果你们为主道⽽阵亡，或病故，那

么，从安拉发出的赦宥和慈恩，必定⽐他们所聚集(的财产)还要宝贵些。” 

古兰经第三章第⼀百六⼗九节及第⼀百七⼗节：“为主道⽽阵亡的⼈，你

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安拉那⾥享受给养。他

们喜欢安拉赏赐给⾃⼰的恩惠，他们又给那些还未赶上他们〔留在⼈间〕的教

胞报喜讯：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古兰经第四章第七⼗四节：“谁为主道⽽战⽃以致杀⾝成仁，或杀敌致

果，我将赏赐谁重⼤的报酬。” 

古兰经第九章第⼀百⼀⼗⼀节：“安拉确已⽤乐园换取信⼠们的⽣命和财

产。他们为安拉⽽战⽃；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成仁。那是真实的应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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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在《讨拉特》、《福⾳》和《古兰经》中。谁⽐安拉更能践约呢？你们要为

⾃⼰所缔结的契约⽽⾼兴。那正是伟⼤的成功。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7530）：据贾拜尔·伊本·海亚传述，穆

赫拉说：“根据他从我们真主那⾥得到的消息，我们的先知说，我们当中在通

往上帝之路途中被杀害的⼈将会到达天堂。”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2817）：“据艾奈斯·本·马⽴克传述：先

知说：“凡进⼊乐园的⼈都不再想返回尘世，即使把⼤地上的⼀切都给予他。

唯有烈⼠，由于他看到的荣耀，他希望能再重返尘世，殉教⼗次。” 

《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集》1899） : 贾⽐尔说：⼀个⼈对先知说：

“若我被杀（为安拉⽽战），我将会在哪⾥？”。 先知回答：“在天堂”。 该名男

⼦⽴即丢下⼿中的椰枣，然后去战⽃直⾄被杀。 

《圣训实录》（《提尔密济圣训集》1663） : 据安拉的使者伊本·马达利亚

⾥布传述：“真主为殉道者提供了六项赏赐：（...）5）他将与天堂中的72名

（处⼥）⼥⼈结婚； 6）他可以为70名亲戚求情。” 

敌⼈与俘虏的下场 

古兰经第五章第三⼗三节及第三⼗四节：“敌对安拉和使者，⽽且扰乱地

⽅的⼈，他们的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钉死在⼗字架上，或把⼿脚交互着割

去，或驱逐出境。这是他们在今世所受的凌辱；他们在后世，将受重⼤的刑

罚。惟在你们能惩罚他们之前已经悔罪的⼈，你们须知安拉对于他们是⾄赦

的，是⾄慈的。” 

古兰经第⼋章第六⼗七节：“先知在⼤地上重惩敌⼈之前，不该有俘虏。

你们欲得尘世的浮利，⽽安拉愿你们得享后世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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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的下场：强奸，奴役，买卖  

《先知穆罕默德的⽣平》：真主的使者在海巴尔战役期间俘虏了萨菲亚，

她曾是基纳纳·伊本·拉⽐。真主的使者⾃⼰选择了萨菲亚。 迪以亚之前曾要求

真主的使者将萨菲亚给他，但是真主的使者选择了她时，⽽把两个堂妹给了 迪

以亚。剩下的被俘妇⼥分配给了其他穆斯林。 （...）伊本·伊沙克说：阿⼘杜拉

·伊本·阿⽐·努贾伊向我讲述了马库尔的权⼒，即真主的使者在那天禁⽌他们四

件事：1）与怀孕的俘虏妇⼥交配； （…）真主的使者说：“⼀个信奉上帝的⼈

在末⽇⽤⾃⼰的精⼦浇灌他⼈的精⼦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要与怀孕的俘虏

妇⼥交配。⼀个相信真主的⼈，在还没确定被俘⼥⼈纯洁度的前提下，与末⽇

跟她交配（即强奸她）是不合法的。 ” 

《先知穆罕默德的⽣平》：伊本·伊沙克说：安拉的使者让穆斯林们分享了

巴努古来 的财产，妻⼦和⼦⼥。 在这⼀天，他分配了车⼿的份额和步⾏者的4

份额。 （...）这是第⼀个战利品，我们将其分成若⼲股份并扣除了第五个。 正

是根据这个规则以及安拉的使者所做的⼀切，战利品现在在战⽃中被分享了。 

然后，安拉的使者令阿诗海勒的兄弟阿纳塞尔带着海巴尔战役中俘虏的妇⼥前

往内志换购马匹和武器。 

3）古兰经断⾔穆斯林社群是优于其他所有⼈的最好⼈类社群，您怎么

看？ 

古兰经第三章第⼀百零四节：“你们中当有⼀部分⼈，导⼈于⾄善，并劝

善戒恶；这等⼈，确是成功的。” 

 ⻨麦地那的⼀一个犹太部落被囚禁，然后被穆罕默德冷⾎血杀害（数百⼈人被杀）。 请参阅下⼀一⻚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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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第三章第⼀百⼀⼗节：“你们是为世⼈被产⽣的优秀民族，你们劝

善戒恶，确信安拉……” 

古兰经第三章第⼀百三⼗九节：“你们不要灰⼼，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

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 

4）为什么伊斯兰教提倡仇恨基督徒尤其是犹太⼈？ 

古兰经第三章第⼀百⼀⼗节：“……假若信奉天经的⼈确信正道，那对于

他们是更好的。他们中有⼀部分是信⼠，⼤部分是罪⼈。” 

古兰经第五章第五⼗⼀节：“信道的⼈们啊！你们不要以犹太教徒和基督

教徒为盟友。他们各为其同教的盟友。你们中谁以他们为盟友，谁就是他们的

同教。安拉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古兰经第五章第六⼗五节：“假若信奉天经的⼈信道⽽且敬畏，我必勾销

他们的罪恶，我必使他们⼊恩泽的乐园。 

古兰经第五章第⼋⼗⼆节：“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

教徒和以物配主的⼈……” 

古兰经第九章第⼆⼗九节：“你们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不遵安拉及其

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即曾受天经的⼈，你们要与他们战⽃，直到他们

亲⼿，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古兰经第九章第三⼗节：“犹太⼈说：欧宰尔是安拉的⼉⼦。基督教徒

说：麦西哈是安拉的⼉⼦。这是他们信⼜开河，仿效从前不信道者的⼜吻。愿

安拉诅咒他们。他们怎么如此放荡呢！” 

古兰经第六⼗⼆章第五节：“奉命遵守《讨拉特》⽽不遵守者，譬如驮经

的驴⼦。否认安拉的迹象的民众的譬喻，真恶劣！安拉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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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3593）“据阿⼘杜拉·本·阿慕尔传述：我

听真主的使者(*）说：“你们将与犹太⼈厮杀，你们会战胜他们，甚⾄⽯头

说：’穆斯林啊!这个犹太⼈藏在我后边，快来杀死他。’” 

《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集》 2922） ：安拉的使者阿布·赫拉拉表

⽰：“⾄⾼⽆上的时刻在穆斯林与犹太⼈交战时到来。 穆斯林将杀死犹太⼈，

犹太⼈将躲在⽯头和树⽊后⾯，⽯头和树⽊会说：哦，穆斯林，真主的仆⼈

啊，有⼀个犹太⼈藏在我⾝后，来杀他，除了Gharqad树，这是他们的树⽊之

⼀。” 

《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集》 2869） ：阿布·阿尤布说：有⼀天，当

先知在⽇落之后出来时，他听到声⾳：“这是犹太⼈在坟墓⾥受惩罚。”  

《先知穆罕默德的⽣平》：穆罕默德消灭了犹太部落巴努（Quraydha的⼉

⼦）。 

先知下令杀死所有班古拉的男⼈，甚⾄是年轻⼈，从他们拥有青春期的⽑
发开始。 

先知命令班古拉的⼈从堡垒下来并将他们锁在宾特·哈⾥斯的房屋中。 然

后，他和今天（伊本·希罕姆的时代）⼀样，去麦地那的集市，在那⾥挖了沟
渠。 然后，他召集了班古拉的⼈们，在沟渠的边缘将他们割喉。 

其中包括真主的仇敌Huyayy ibn Akhtab和Qurayda的领袖Ka'b ibn Asad。 他

们是六百到七百⼈甚⾄⼋百九百⼈。 当他们成群结队地带到⼴场上时，⼀些犹

太⼈问他们宗族⾸领卡⼘： 

-我们要怎么办？ -这次你不明⽩吗？ 您没有看到发出呼叫的⼈不退缩，⽽

离开的⼈没有回来？ 显然是被砍了！ 先知要将他们彻底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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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是否同意在⼈的尊严和⾃由⽅⾯男⼥绝对平等？也就是说，她们可

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随⼼所欲地⼯作，参与公共⽣活，驾驶汽车， 等等。总之，

即使他们的丈夫，⽗亲，兄弟不同意他们的⽣活，他们也可以⾃由选择⾃⼰想

做什么。 

古兰经第⼆章第⼆百⼆⼗⼋节：“⾄于你们的妻⼦，她们应享合理的权

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男⼈的权利，⽐她们⾼⼀级。安拉是万能的，是⾄睿

的。” 

古兰经第四章第三⼗四节：“男⼈是维护妇⼥的，因为安拉使他们⽐她们

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3331）据艾布·胡莱赖传述：真主的使者

说：“你们当优待妇⼥，因为⼥⼈是从肋⾻上造的，⽽肋⾻最弯曲的则是顶

端，若你要矫正，肋⾻会断折，若你不去矫正，则⼀直弯曲。所以你们要优待

妇⼥。”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2658）据艾布·赛义德传述：先知说：

“难道⼀个⼥⼈的作证不等于是⼀个男⼈作证的⼀半吗?”她们说：“是这样。”先

知说：“那就是属于她理智的⽋缺。”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5096）据乌萨马·伊本·扎伊德传述，先

知说：“我死后不会给⼈类留下任何⽐⼥⼈更致命的⿇烦。“ 

6）在当今社会，您是否赞成古兰经所授权的⼀夫多妻制？（暂不考虑穆

斯林⼀夫多妻的真实实施情况）？ 

古兰经第四章第三节：“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各娶两妻、三

妻、四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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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古兰经中授权穆斯林可以殴打不服从，您是否同意？ 

古兰经第四章第三⼗四节：“……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你们可以劝戒

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如果她们服从你们，那么，你们不

要再想法欺负她们。安拉确是⾄⾼的主，确是⾄⼤的。”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5204）据阿⼘杜拉·伊本·扎马传述，先

知说：“你们谁都不要像鞭打奴⾪那样鞭打妻⼦，⽽在⼀天结束时，他可能会

与她交合。“ 

《先知穆罕默德的⽣平》：（穆罕默德最后的讲道是告别朝圣）：穆斯林

们，你们的妻⼦不应有严重的可耻⾏为。 如果这样做，上帝会准许你们隔离并

殴打她们，但不要过多。 如果她们放弃不良⾏为，将有权获得温饱。 

8）穆斯林妇⼥是否必须有权嫁给⾃⼰想嫁的⼈，包括⾮穆斯林？ 

注意：在任何穆斯林国家，妇⼥都没有此项权利，⽽穆斯林男⼈与犹太妇

⼥或基督教徒的婚姻是允许的，因为妻⼦将听命于丈夫。 

古兰经第⼆章第⼆百⼆⼗⼀节：“……你们不要把⾃⼰的⼥⼉嫁给以物配

主的男⼈，直到他们信道……” 

古兰经第六⼗章第⼗节：“信道的⼈们啊！当信⼥们迁移来的时候，你们

当试验她们。安拉是⾄知她们的信仰的--如果你们认为她们确是信⼥，那么，

就不要使她们再归不信道者丈夫。她们对于他们是不合法的，他们对于她们也

是不合法的……” 

9）您是否同意⼥性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 

  注意：如果丈夫强迫她，这在法国被视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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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第⼆章第⼆百⼆⼗⼆节：“……当她们洗净的时候，你们可以在安

拉所命你们的部位与她们交接……” 

古兰经第⼆章第⼆百⼆⼗三节：“你们的妻⼦好⽐你们的⽥地，你们可以

随意地耕种。你们当预先为⾃⼰⽽⾏善。你们当敬畏安拉，当知道你们将与他

相会。你当向信⼠们报喜。”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5193，5194）：如果丈夫请妻⼦到他的

床上，妻⼦拒绝了，令丈夫度过了不悦的⼀夜，天使会诅咒她直到早晨。 

《圣训实录》（《提尔⽶济圣训集》1160）：如果丈夫邀请妻⼦到床上，

就算她在做饭也要去。 

10）您是否同意婚外性⾏为不应受到法律制裁（即使您在道德上不赞成这

种⾏为）？  

古兰经第⼆⼗四章第⼆节：“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百鞭。你们不

要为怜悯他俩⽽减免安拉的刑罚，如果你们确信安拉和未⽇。叫⼀伙信⼠，监

视他俩的受刑。” 

11）您是否同意同性恋不应受到法律制裁（即使您在道德上不赞成这种⾏

为）？ 

古兰经第⼆⼗六章第⼀百五⼗五节及第⼀百六⼗六节：“你们怎么要与众

⼈中的男性交接，⽽舍弃你们的主为你们创造的妻⼦呢？其实，你们是犯罪的

民众。” 

沙斐仪派（逊尼派伊斯兰四⼤教法学中的⼀⼤派别）先知说：（1）“杀死

进⾏鸡奸和那个被鸡奸的⼈。 ” （2）“愿上帝咒诅那位罗得⼈所做的事。 ” 

（3）“⼥同性恋是⼥性的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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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认为53岁的穆罕默德娶⼀个6岁⼥孩（Aisha）为妻⼦并在9岁时开

始与她发⽣性关系是否正常？ 穆罕默德同时也有（除⼀些姘妇）多达9名妻⼦

（⽽他本⼈设定的上限为4名），您是否认为他应该被视为榜样？这对穆斯林

有好处吗？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3896）据希沙姆由其⽗传述，先知迁徙

麦地那三年前赫蒂彻去世了，他等了两年左右才与六岁的阿伊莎订了婚，她九

岁时他跟她结了婚。”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5133，5134） : 据阿伊莎传述：先知在

她六岁的时候就娶了她。 婚姻是在她九岁的时候完成的，⽽她与先知在⼀起的

时间是九年。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3894） : 据阿伊莎传述：在我六岁的时

候，先知与我订婚。后来我们来到麦地那，住在⽩尼·哈⾥斯·本·海兹拉季部族

中。我因中暑头发脱落，不久又⽣出了满头的新发。我母亲温姆·鲁曼找到我

时，我正与我的⼩⼥伙伴们⼀起在玩具堆⾥。我母亲喊我，我便应声⽽去，我

不知道她叫我⼲什么。她拉着我的⼿，直到把我带⾄家门前，我不停地⼤⼜喘

⽓，直到慢慢地平静下来。然后她⽤⽔抹擦了我的脸和头，将我推进屋内，我

看见屋⾥有许多辅⼠妇⼥，她们说道：“祝你幸福吉祥!祝你好运!”我母亲把我

交给了她们，她们把我打扮了⼀番，直到上午，真主的使者的出现才把我吓了

⼀跳，随后她们将我交给了先知，当时我才九岁。 

13）您是否同意有必要根据世俗原则 严格区分公民和教徒？ 您是否同意5

公共机构（游泳池，⾷堂，医院，司法机构等）和企业（公共和私⼈机构）不

 正统的穆斯林林国家不不按照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是宗教和国家”的说法来分离宗教和法律律，与世俗主义的国家不不5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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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服从任何宗教限制（宗教规则—伊斯兰教中的“伊斯兰教法”—在西⽅严格的

私有领域）？ 

注意：没有⼀个穆斯林国家这样做，居住在西⽅的穆斯林也没有发表任何

声明。 1981年《世界伊斯兰⼈权宣⾔》（简介）：“考虑到安拉通过他对神圣

的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和《圣训》的启⽰，赋予了⼈类持久的法律和道德

框架，建⽴和规范⼈类机构和关系；“ 

14）您能说出穆斯林国家对穆斯林⾮穆斯林在法律（民法，家庭法，刑法

等）上严格平等的国家吗？ 

15）您是否同意不应该出于宗教原因特别限制⾔论⾃由，即⾔论⾃由必须

仅尊重法律？公在共场合？您是否同意法律不应该存在亵渎罪，西⽅对宗教的

批评是⾃由的？ 

古兰经第⼆⼗四章第五⼗⼀节：“当信⼠被召归于安拉及其使者，以便他

替他们判决的时候，他们只应当说：“我们已听从了。”这等⼈确是成功的。” 

古兰经第三⼗三章第三⼗六节：“当安拉及其使者判决⼀件事的时候，信

道的男⼥对于他们的事，不宜有选择。谁违抗安拉及其使者，谁已陷⼊显著的

迷误了。”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7288）： 阿布·胡拉拉说，先知说：“只

要我不理你，就别理我。 那些在你们之前的⼈因对先知的疑问和与他们的争执

⽽丧命。当我禁⽌你做某事时，请放弃。当我安排事情给你们时，请尽⼒去

做。”   

Tareq Oubrou（愤怒的伊玛⽬，第79页）：“对于任何想与今天席卷穆斯林

世界的愚昧主义作⽃争的⼈，法国不⼀定是安息之地。 （...）对⼤多数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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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尤其是年轻的⽂字主义者⽽⾔，任何关于上帝的论述，对《古兰经》的解

释或使⾃⼰的习俗适应世俗化环境的需求都类似于亵渎。“ 

阿尔及利亚《刑法》第144条之⼆第2款：“不论是冒犯上帝的先知和使

节，还是亵渎教义或伊斯兰教义的⼈，⽆论是通过书写，绘图，宣告或任何其

他⽅式，可判处三⾄五年徒刑，并处五万公元⾄⼗万公元的罚款。 刑事诉讼由

检察官发起。” 

16）穆罕默德恢复了犹太⼈废弃的⽯刑，⼀些穆斯林国家⾄今仍在实⾏

（遵他之令）。您认为这是⼀件好事吗？ 

古兰经第四章第⼗五节：“你们的妇⼥，若做丑事，你们当在你们的男⼈

中寻求四个⼈作见证；如果他们已作见证，你们就应该把她们拘留在家⾥，直

到她们死亡，或安拉为她们开辟⼀条出路。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6818）：阿布·赫拉拉说，先知说：“孩

⼦属于床，犯了⽯刑。” 

《先知穆罕默德的⽣平》：穆罕默德说：“因此，我恢复了真主的审判

（⽯刑）。” 

17）您如何看待体罚？没有任何⾏为可以证明体罚是正当的，同时剥夺⾃

由是⼈道对待的唯⼀法律惩罚。埃及艾资哈尔⼤学拒绝暂停体罚，您如何看待

此事？ 伊斯兰应该废除体罚吗？ 

古兰经第⼆章第⼀百七⼗九节：“有理智的⼈们啊！你们在抵罪律中获得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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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第五章第四⼗五节：“我在《讨拉特》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以

眼偿眼，以⿐偿⿐，以⽿偿⽿，以⽛偿⽛；⼀切创伤，都要抵偿。⾃愿不究的

⼈，得以抵偿权⾃赎其罪愆。……” 

古兰经第五章第三⼗⼋节：“偷盗的男⼥，你们当割去他俩的⼿，以报他

俩的罪⾏，以⽰安拉的惩戒。安拉是万能的，是⾄睿的。” 

古兰经第⼆⼗四章第⼆节：“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百鞭。你们不

要为怜悯他俩⽽减免安拉的刑罚，如果你们确信安拉和未⽇。叫⼀伙信⼠，监

视他俩的受刑。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6800）：艾莎说，先知砍下了⼀个⼥⼈

的⼿。 她说：“此后，这个⼥⼈来找我，我把她的请愿书带给了先知。 她悔改

了，悔改是真诚的。” 

18）为什么⾮穆斯林⼈⽆权在穆斯林国家⾃由饮酒？穆斯林不喝酒是⼀回

事，但是为什么要将此规定强加于⾮穆斯林，从⽽不尊重他们的权利呢？禁⾷

猪⾁亦然。 

注意：为什么在地球上禁酒会在天堂获得奖励？为什么禁⾷猪⾁？这都没

有科学依据。 

19）为什么有些穆斯林，⽆论男⼥，都不采⽤法国通常使⽤的着装风格，

从不符合法国传统，甚⾄违背法国传统（尤其是⼥性）？ 您认为这种不加掩饰

的宗教⾏为是否尊重法国历史传统，是否真⼼愿意融⼊法国社会？ 

《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5892）：伊本·乌玛尔说，先知说：“⾏

事违背同伙：让胡须长出来并修剪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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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训实录》（《布哈⾥圣训集》3462）：“据艾布·胡莱赖(求真主喜悦

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犹太⼈和基督教徒不染发须，你们应与他们相

反。” 

优素福·卡拉达维（《伊斯兰教法》，第99页）：伊本·塔⽶雅断⾔，与⾮

信徒不同是⽴法者的义务：“外在模仿他⼈会导致爱他们并在内部接受他们的

保护。 就像内⼼的爱导致外在的模仿⼀样。 感官和经验皆可证明。” 

20）伊斯兰教声称在屠杀中以最温和的⽅式对待动物。 当今科学公认电击

⿇醉是可靠的⼿段，为何拒绝？该⼿段显然可以减轻动物痛苦，避免动物在死

亡前长时间痛苦挣扎。 

注意：既然允许穆斯林⾷⽤其他社群所屠杀动物的⾁⽽⽆需知晓这些动物

被屠杀的⽅式，那又为何坚持所谓的清真式屠杀？ 

优素福·卡拉达维（伊斯兰教中的合法和⾮法者，第58页）：奥马尔看到有

⼈拖着⽺的腿要将它杀死。他对这⼈说：“你祸到临头了！以温和的⽅式杀死

他！”（阿⼘杜勒·拉扎克记录）。因此，我们发现普遍想法是温和对待动物并

让其尽可能避免所有痛苦。在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削掉了活骆驼的驼峰，

也切断了⼤绵⽺的尾巴。这些动物遭受了酷刑。先知禁⽌这种野蛮⾏为并对他

们说道：“所有被割过⾁的活物都被视为已死的动物。”（艾哈迈德，阿布·达伍

德，阿尔·蒂尔⽶迪和阿尔·希班记录） 

优素福·卡拉达维（伊斯兰教中的合法和⾮法者，第61页）：“所有⽤电刑

及其他⼀切⼿段……” 

塔雷克·乌布鲁（愤怒的伊玛⽬，第88页）：“如果有⼀天可以证明电击⿇

醉实际上减轻了动物的痛苦，那么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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