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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你好，怎么样，兄弟？

德里克：  你好，怎么样？

阿卜杜拉：很好，你呢？

德里克：  我也很好，谢谢。

阿卜杜拉：你从哪来？

德里克：  洛杉矶。

阿卜杜拉：好莱坞之家！

德里克：  是的，你去过洛杉矶吗？

阿卜杜拉：没有。为何你的网名叫黑魔法?

德里克：  只是个昵称而已！

阿卜杜拉：我明白了。

德里克：  你来自哪里？你是阿拉伯人？

阿卜杜拉：是的，我来自沙特阿拉伯，现在在卡塔尔。你叫什么名字？

德里克：  我的名字是 德里克，你叫什么名字？

阿卜杜拉：我的名字叫阿卜杜拉。

德里克：  阿卜杜拉是什么意思？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
的意思是安拉的仆人。每个人都要崇拜安拉，这也是安拉想要我们去做的。顺便说一下，安拉是真主
的专有名字。

德里克：  我们如何知道真主/安拉要我们干什么？

阿卜杜拉
：所有的指导都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它们是伊斯兰的两大主要指导源泉。可以多了解一下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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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多大？

德里克：  我19岁，黑人，我也想了解伊斯兰。怎样才能成为穆斯林呢？

阿卜杜拉
：兄弟，那非常简单，你只要念作证言“没有应受崇拜的，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就可
以了。

德里克：  你是说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但作为基督徒或非穆斯林，我对这句话不是很明白。

阿卜杜拉
：是这样的，真主派遣穆罕默德作为他的封印先知和使者，降示《古兰经》作为人类最终的指导。真
主说他已经完美了他的宗教，并称之为伊斯兰。（《古兰经》5:3）伊斯兰意味着平安地顺从真主的意
志。

德里克：  明白了。

阿卜杜拉：
可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或者否认他们经典中提到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到来。（《申命记》18:18,
《约翰福音》14:12-17,15:26,16:13-16）穆斯林学者说，耶稣提到的他之后要来的那个人就是穆罕默德。

德里克：  那为何在耶稣之后需要其他的先知，《圣经》之后需要其他经典呢？

阿卜杜拉：
所有的先知都教导民众信仰真主独一。耶稣只是派给以色列这个迷途羔羊的使者（《马太福音》15:24
）,很多使者传达的信息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篡改了摩西和耶稣的教义（《古兰经》2:79）,这
也是真主降示最后的经典――《古兰经》，派遣先知穆罕默德，重新带领所有人回归信仰和崇拜独一
真主的原因。

德里克：  《古兰经》和《圣经》相似吗？内容是什么？

阿卜杜拉
：《古兰经》作为最后的经典，强调了与耶稣曾宣传的相同的纯粹一神论教义，见证和保护之前所有
的一神论教义，澄清耶稣和他母亲的身份，告诉大家他们只是伟大的人，并不具有神的属性。

德里克：  那我们如何确定《古兰经》完全保留了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内容呢？

阿卜杜拉
：真主承诺他会保护《古兰经》免遭篡改（《古兰经》15:9）。真主的真正经典是以先知穆罕默德民族
的语言――阿拉伯语降示的，从降示时起就没有改过一个字。这与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同。比如，读《
圣经》时你会发现它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圣经》的名字也暗示着这些改变，因为《圣经》是不同作
者收集编著的书。

德里克：  为何真主不把它称为《圣经》？

阿卜杜拉：
在《古兰经》中，真主把降示给耶稣的经典称为《引支勒》，《圣经》中最接近它的名字是“福音”
一词。《圣经》是耶稣离开很多年后编纂成的，用的是耶稣从没有讲过的语言――拉丁语。这难道不
奇怪吗？有趣的是，《新约》大多都署名保罗，根据詹姆士版本，在《圣经》中保罗是耶稣的兄弟，
他的心智受污，改变和违背了耶稣的大多数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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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  我觉得你比教皇还了解基督教。

阿卜杜拉： 这样说不对，我只抱着好奇心研究《圣经》，这也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

德里克：  《古兰经》有英语版吗？

阿卜杜拉
：《古兰经》本身是阿拉伯语降示的，《古兰经》意解有很多译本，译本是把大意翻译成非阿拉伯语。

德里克：  《古兰经》如何向人类介绍真主或者穆斯林如何感知真主？

阿卜杜拉
：真主是独一的主，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不生产也不被生产。他不像被造物，他是全知的，全能的，
怜悯的，为所欲为的，是全世界的主。

德里克：  我有点不懂，如何理解真主不像他的被造物。

阿卜杜拉
：这很正常，毕竟人的能力有限。真主降示经典，为我们派遣先知和使者，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谁。
如果你想知道他是谁，就读《古兰经》吧！

德里克： 
基督徒相信耶稣殉难是为了救赎人类。如果这不是真的，那基督教的根基就崩塌了，对吗？你怎么样
看？

阿卜杜拉
：对的，今天基督教跟随的是保罗的教义，趋向于跟随神父/牧师告诉他们的，而不是跟随耶稣说的。

德里克：  请解释一下通过耶稣殉难拯救人类的概念。

阿卜杜拉
：在基督教中，“原罪论”说的是耶稣通过殉难来拯救人类。但这个教义是保罗发明的，《旧约》是
极力否定这一说法的(《以西结书》18:20,《耶利米书》31:30,《申命记》24:16)。这个教义企图篡改正义
的责任，认为犯罪可以由别人承担，减轻我们的罪责(《以弗所书》1:7,《罗马书》4:25，10:9,《哥林多
前书》15:21)。《古兰经》说，每个人的灵魂都要对自己的善恶负责(《古兰经》74:38,41:46,3:25)。

德里克：  殉难本身呢？

阿卜杜拉
：《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疾呼恳求主帮助：我的主，我的主，为何你抛弃我？（《马太福音》27:4
6）这像是耶稣的话吗？

德里克：  当然不是，耶稣在殉难之后再次现身给门徒了吗？

阿卜杜拉
：耶稣并没有死于十字架，也没有复活。如果他复活了，应该是以灵体来到他的门徒中。但《路加福
音》24:36-43提到，在他所谓的殉难之后，他与他们以肉体相见。在《古兰经》中，耶稣并没钉死在十
字架，是样貌相似的人替他死去的。（《古兰经》4:156-158）

德里克：  那耶稣殉难的故事如何进入《圣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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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同样，也是保罗的责任 (《提摩太后书》2:8,《罗马书》5:10)。

德里克： 
我心里是深信主不像他的被造物，也与他们的行为不同。我信仰的主是完美独一的，非常不同于我们
所看所感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位作者都没有写过像他降示的这部经典。

阿卜杜拉
：对，万物不像他（《古兰经》112:4）。众先知带来了清晰的信息，崇拜独一的主，他没有任何匹配
和伴侣。但保罗从罗马带来异教信仰和实践，揉入了耶稣的教义。因此，对于把耶稣提升到神的儿子
和神的地位这件事，保罗负有主要责任。（《使徒行传》9:20）

德里克： 
是的，我想起来了。“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阿卜杜拉：
嗯，这是《马可福音》12:29,《古兰经》也确认了真主是独一的：“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
（《古兰经》112:1）

德里克：  你说的非常对。难以置信！两千年来基督教徒跟随的信仰竟然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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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  是的，特别是他们对耶稣的误解。

德里克：   

主啊，我被骗了，被戏弄了，因为我盲目跟随了遗传的宗教，也没有用心

去完全研究它。但在我内心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牵绊着我，阻止我接

受伊斯兰，即便我也知道伊斯兰很明显是真正的宗教。

阿卜杜拉： 

你的最后评论表明，你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如果你真正的热爱真主和使

者耶稣，你就会跟随伊斯兰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打破这个限

制，回到你祖先的正道。你现在自由了，因为你在寻找真理，我们的伟大

先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寻找真理，真理就会让我们自由。因此，只

要你接受它，你会是自由的人。不要犹豫，自信接受伊斯兰是真理吧，你

会品尝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那是你从未体验过的。

德里克：   

坦白地说，我关注过媒体上伊斯兰和穆斯林，负面的内容太多了。在西方，

穆斯林被打上了某种烙印，我不确定我是否会被打上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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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  这就是为何我选择告诉人们伊斯兰的真实面貌的原因。

德里克：    什么是伊斯兰的真实面貌？

阿卜杜拉： 

伊斯兰的真实面貌是先知穆罕默德所表现的《古兰经》。现实是不公平的，它

往往只通过他的信仰者来判断一个宗教，要知道每个宗教的信仰者中有好

人和坏人。通过真主降示的启示和先知带来的经典才是判断一个宗教的正

确方式。

德里克：    你说的很对，但我仍担心亲朋好友知道我是穆斯林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阿卜杜拉：  兄弟，在复生日没有人会帮你，哪怕他们是你的父母和朋友（《古兰经》

31:33

）。所以，如果你相信伊斯兰是真实的宗教，你就应该去信仰它，去寻求

创造你的主的喜悦。不必有任何耽搁，去接受伊斯兰吧。如果没有成为穆

斯林就去世了，那就太晚了(《古兰经》2:132, 3:102, 3:85

)。信仰伊斯兰，将来你也可以来朝觐。银沙安拉。

德里克：   

你非常聪明。有时候我看卫星电视，特别是到了朝觐的季节，不同肤色和

种族的人并肩敬拜真主，就很向往，总想找个人了解这个伟大的宗教，它

有那么大的魅力，竟能让所有种族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在同一个地方。

非常感谢你，你就是我要找到的这个人，请帮我成为穆斯林吧。

阿卜杜拉： 

好的，我们一步步来。进入伊斯兰，首先要念作证言：我作证没有应受崇拜

的的，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也作证耶稣是真主的先知和

使者。

德里克：   

我作证没有应受崇拜的的，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也作证

耶稣是真主的先知和使者。

阿卜杜拉： 

顺便说一下，耶稣原名不是Jesus，这是拉丁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尔萨。再用

阿拉伯语说一遍作证言：Ash’hadu an laa ilaahaa illAllah, wa ash’hadu anna

muhammadun rasoolullaah, wa ash’hadu anna ‘Eesaa ‘abdullaahi wa rasooluhu.

（我作证没有应受崇拜的的，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也作

证耶稣是真主的先知和使者。）

德里克：    Ash’hadu an laa ilaahaa illAllah, wa ash’hadu anna muhammadun

rasoolullaah, wa ash’hadu anna ‘Eesaa ‘abdullaahi wa rasooluhu.  

阿卜杜拉： 

兄弟，赞美真主，你现在是穆斯林了，你在伊斯兰的堡垒里了，不再是基督

徒了。如果我与你在一起，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现在感觉如何，

重担卸下，感觉非常轻松了，对不对？

德里克：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你会看到我泪满衣襟。你是一个伟大的兄弟。我感觉

自己重新活了过来，现在有了真正的感觉。我不用再去教堂听神父布道了，

他们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误导人。我希望成为真主的优秀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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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 

要知道，你现在有信仰，也纯洁了，一旦真诚地信仰伊斯兰，真主就会饶恕

他以往所有的过错。所以，去一个伊斯兰中心，宣布伊斯兰信仰，去了解

更多伊斯兰知识吧。此外，找一些礼拜知识的书进行实践，这是最基本的。

要洗个大净，洗去以前错误的信仰，净化自己。远离坏的朋友和伙伴，做

一个正直的穆斯林。要当心那些所谓的穆斯林，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

义思想，是伊斯兰所拒绝的。我爱你我的穆斯林兄弟，我希望有一天我能

看到你听到你的声音。

德里克：   

我会照你说的做，明天就去伊斯兰中心。谢谢你告诉我真理，我会尽己所

能让人们了解伊斯兰。愿真主襄助你让更多人了解真主的真理。我作证没

有应受崇拜的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真舍不得离开你。

阿卜杜拉：  不会太久的。我的祈祷会伴随你，银沙安拉。为我祈祷，兄弟。

德里克：   

谢谢你，我爱你我的兄弟，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今天永生难忘，非

常亲爱的兄弟从生活的泥沼把我拉起。请教我其他的伊斯兰用语吧，那样

我可以在伊斯兰中心使用。

阿卜杜拉：  As-Salaamu Alaykum Warahmatullaahi Wabarakaatuhand Astaghfirullaah.

德里克：    什么意思？

阿卜杜拉： 

这是赛俩目，意思是愿真主的和平、慈悯与祝福与你同在。这是所有穆斯林

的问候语。最后一句是求真主宽恕我。兄弟，我必须下线了，相信我们很

快会见面的。

德里克：   

求真主饶恕，我误入歧途这么多年，愿真主保佑你赐福你。你在我心中有

很重要的位置，我永远难忘。你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德里克，现在叫尔萨。

阿卜杜拉： 

好的，尔萨。每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后世永居天堂，这个天堂大得难以估

量。真正的信仰，是顺从真主和使者穆罕默德的证明，这就是天堂之路。

保持联系。瑟兰。

德里克：    好的，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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