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前基督徒安吉（1/4）

内容:  大学学生用两年半时间认真了解伊斯兰（一）。
由 Anja
发布时间 16 Mar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16 Mar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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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5:3)

1976年我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我和弟弟、父母还有祖父母一起生活。父亲想成为林
务官却成了中学教师，对大自然的爱一直不变，可是多年后却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爱，这让始
终坚定信仰基督教的祖母很是失望。祖母是当地一个小教堂的成员，她积极参加各种教会活动，
以成为孩子的基督教典范为己任。另一方面，祖父是一所小学校长，作为名义上信徒的事实，
祖母是婚后才知道的，因为定期到教堂也并不能证明什么。祖父母至今仍积极参与教会仪式之
后的信仰讨论，尤其是最后的布道内容。这些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至今仍是
教会成员。

与此同时，母亲来自信奉“信仰就是奉献”的一个传统家庭，她认为信仰不能讨论而只能
相信，也没有什么教义是可以讨论的。母亲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从不被重视，毕竟，一个女
儿在家有什么用呢？她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学习一项技能，就这样百无一用的女孩儿嫁给
了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是教师的儿子，数学很好，而且有共同的信仰能确保婚姻的幸福。

刚结婚最初几年，婚姻因为宗教紧张而变得不稳定。祖母被选为教会老年委员会首席妇女
时，父母却离开了教会，他们共同的根基没了，婚姻持续20年后一致同意好聚好散。那时候，
我和哥哥也没有信仰，让祖母更加沮丧。我们参加基督教青年团学习圣经课程，但最终也没有
成为教会成员。其实，我们都没有接受洗礼，我们所在的教会不给孩子洗礼，随着年龄增加孩
子会自觉选择耶稣的位置。我们适龄后都决定再次洗礼。

我也不是对宗教没有兴趣，宗教始终都让我着迷。基督教信仰独一的主，派遣先知做我们
的指导。主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来自哪里，如何与周围的人和环境互动。但我很快意识
到，基督教的价值观很容易被颠覆。基督教神学教导什么呢？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原罪与
生俱来。上帝派遣儿子到世界上受难并死于十字架，拯救我们免受罪责。我有许多疑问没有答
案，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是人同时又是受人膜拜祈祷免受磨难的主。他的生平是历史的转折点，
生前死后完全不同。信仰耶稣是获救唯一之路。他不是也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耶稣去世，来世变得可怕。基督教宣传主是仁爱的，为何会有火狱呢？震慑并让信徒保持
一致的恶魔也“退休”了。当代基督教的价值观仅限于爱邻居，只要不害人，大家都好。耶稣
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马太福音》5:17)
现代基督教不再提诫命，教会也日益变化，尽管对部分信众来说，变化的速度还不够快。

《圣经》几乎没有分量了。也许可以发现真相，但谁来辨别真假呢，谁来判定有效无效呢
？教会还是神学家或者大众？难道要每个人根据智力和道德制造信仰？那样就不再是基督教，
而是智力教或者某人教。这样说信仰基督教的人当然会抗议，他们会说有公共根基在，但在哪
儿呢？拿撒勒耶稣获得真主启示的内容在哪？《圣经》中甚至都没有专门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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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教会的信仰总纲源自历史记录和信函，由神学会议上选定称为正式教义。多少次我都
听过，“你不要去理解，相信就好了。”我相信真主给我们大脑就是让我们使用的。我相信真
主的信息被疑问时，也会有很多解答的。高中期间周末参加的宗教学习班中，指导员的回答让
我惊讶：“主与你同在。你会明白的。”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尽管和我想的不同。

当我遇到伊斯兰时，我对主和宗教的兴趣再次高涨起来。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大学学习经
济学，只是为了好就业而已。但我对这个专业并不太感兴趣，考试通过就行，那时，学习氛围
压抑，视听空间狭窄苦闷，教授上课无聊，靠小动作打发时间。

另一方面，大学生活让我开阔视野。之前我都是在小镇上读书，尽管每年也有美国的交换
生，每周日都被迫去教堂，现在大学对我来说就像是被开启的一个新世界。我认识了很多人，
很喜欢与他们讨论主和世界。学校也有很多外国的穆斯林学生，伊斯兰的话题也慢慢开始讨论。

我经常会被那些遵守中世纪法律的人的思维逗乐，但事实上很多事情与我想的不同。这里
的穆斯林留学生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相差甚远。开始我会开玩笑问穆斯林邻居，为何西红
柿不按仪式切，为何要在饭前念主饭后赞主，而在酒馆时是另一番情景？越了解伊斯兰开的玩
笑就越少。事实上，伊斯兰对我并不陌生，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我重新发现一些在基督教中也
喜欢的内容，当然，其中就有信仰独一的主。伊斯兰是严格的一神论信仰，只有独一的真主，
真主的阿语名字是安拉，说真主说安拉都是一样的，语言差异并不影响对主的表达，《圣经》
也有阿语版本。

德国前基督徒安吉（2/4）

内容:  大学学生用两年半时间认真了解伊斯兰（二）。
由 Anja
发布时间 23 Mar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23 Mar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女士

穆斯林和基督徒都相信，真主派遣了许多先知引导人类走
向正道，这些先知有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宰凯里雅和耶稣
等。我知道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是最后的
先知，被真主赐予了《古兰经》，这部经典是伊斯兰所有教义
的基础。我知道这部经典如何描述自己：“
这部经，其中毫无可疑，是敬畏者的向导。”（《古兰经》
2:2）

有趣的是，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同意《古兰经》经文的奇迹性，即便单从文字和
语言学角度看，《古兰经》也是奇迹，它为古典阿拉伯文设立了语言标准和规范。《古兰经》
的内容和形式更是奇迹，它绝不是一些东方学家所描述的是一部阿拉伯历史著作，恰恰相反，
它包含了惊人的自然和社会事实，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古兰经》中被启示的
第一节经文里就提到了：“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
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古兰经》96:3-5)

《古兰经》中提到了埃及的历史，在优素福的故事中提到了国王，在穆萨故事中提到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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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在罗赛达石帮助下成功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发现中王国末期希克
索斯王朝起源于亚洲，后来占领了埃及的北部。此国王时期就是先知优素福所处的时代，后来
他成了国王的顾问，让以色列人回到了埃及，非常受欢迎。

之后，在公元前16世纪雅赫摩斯法老时期，埃及人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他们憎恨以色
列人与国王合作统治北方。这就解释了为何先知穆萨时期以色列人会被折磨和奴役。因为有这
样的差异，所以《古兰经》把国王和法老区别看待。

了解先知穆萨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真主说：“但今日我拯救你的遗体，以便你做后来者的
鉴戒。多数的人，对于我的鉴戒，确是忽视的。”(《古兰经》10:92)
这节经文正是提到了法老的木乃伊化。

《古兰经》也提到了有关宇宙创造的科学事实。真主说：“不信道者难道不知道吗？天地
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
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难道他们不信吗？”(《古兰经》21:30)这一事实与最新科学发现相符合。

根据《古兰经》，我们生活的不是地上，而是地球里面，因为经文提到了大气层，那也是
地球的一部分。没有大气层，我们根本无法生存。想象一下地球的高速运转，空气的流动，没
有大气层，我们根本克服不了。

《古兰经》也精确地描述了自然和科学现象，比如风的形成、胚胎学、消化过程、宇宙扩
展等等，这些不但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没有任何冲突，而且在科学的帮助下还能更好地理解《古
兰经》。通过《古兰经》，我们不断会发现，它一直在鼓励读者用真主赐予的各种能力去认识
和发现真理。正因为有了《古兰经》的帮助，阿拉伯贝都因人和商人逐渐建立社区，科学和艺
术不断地发展壮大。而当时的欧洲依旧陷入在中世纪的黑暗里。

对于宗教信仰，《古兰经》也提到：“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已分明，谁不信仰
恶魔而信仰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把柄。真主是全聪的全知的。”
(《古兰经》2:256)而伊斯兰的宗教体系清晰简明，“没有应受崇拜的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他
的封印先知。”

伊斯兰没有原罪论，真主说：“各人犯罪，自己负责。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
（《古兰经》6:164)）人祖犯错之后，真主也教导他们忏悔了。

关于真主的儿子？真主说：“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
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古兰经》112)而拿撒勒的耶稣也只
是真主的一个先知而已，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

历史中的转折点呢？没有转折点。历史有一贯的连续性，最初的宗教只有一个，那就是信
仰独一真主的伊斯兰，那是包括易卜拉欣，穆萨和尔萨等所有先知宣传的伊斯兰，也是封印先
知穆罕默德宣传的伊斯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在封印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时，圣门弟
子艾布·伯克尔说：“你们中谁崇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已经归真,谁崇拜真主,真主确是永生不
灭的。”接着就提到下面的经文：

“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逝去了；如果他病故
或阵亡，难道你们就要叛道吗？叛道的人，绝不能伤损真主一丝毫。真主将报
酬感谢的人。”(《古兰经》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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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由 Anja
发布时间 23 Mar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23 Mar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女士

3884

大学学生用两年半时间认真了解伊斯兰（三）

教会？也没有。没有阶级、组织和洗礼。任何人都

可以宣教或者结婚，也可以为已故者祈祷。

经文解释？基本教义是统一的，真主是主宰，先知是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也有

其他经典降示给其他先知。天使是存在的，复生是真实的。与基督教学者不同的是，伊斯兰学

者更关心宗教原理的实际应用，他们本着经训发表自己的主张和判例，没有学者可以用任何形

式替代真主的权威。学者的判例是学者根据经文做出的个人见解，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全世界有17亿人信仰伊斯兰，一千多年来，伊斯兰一直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伊

斯兰的阿拉伯语词根是“赛俩目”，有着“安宁”、“和平”之意。伊斯兰意味着与真主，与

世界，与自己保持安宁与和平。

我慢慢学习和领悟，但还是不能接受真理，我想可能是我太赖了，信仰伊斯兰对我来说太

难了。可是世界各个角落都有穆斯林，而基督教似乎有点不了解现实，虔诚只在礼拜日，过了

周日，虔诚与礼服一起被放进橱窗躺一周。

尽管我还没有信仰伊斯兰，但我还是和穆斯林邻居一起斋月封斋，从黎明到日落不吃不喝，

晚上一起开斋，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做饭。埃及的穆罕默德厨艺精湛，鼓励我了解伊斯兰，让

我多提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回答。斋月的夜晚，我也有很好的机会观察礼拜者，

回到家偷偷的模仿鞠躬叩头礼拜。我不知道怎么念辞，就念天上的父，然后慢慢地戒酒和猪肉，

也尝试在城市里戴盖头散步。最后我才了解到为何巴勒斯坦籍学生会在卫生间放瓶水了，因为

那样是在方便之后可以洗小净。德国没有穆斯林国家那样安装手位喷头的习惯，所以他们自己

就放上一瓶水，方便净下。

周围的穆斯林很奇怪为何我会对伊斯兰感兴趣，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义不太关心

和重视。我曾不止一次听他们当中有人这样说过：我生在伊斯兰国家当然就是穆斯林了，会按

照古兰经的要求去生活，但现在欧洲读书学习，还很年轻，以后有时间慢慢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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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很多人无论在哪里，都坚持自己的信仰，比如厨艺精湛的好邻居穆

罕默德，他在埃及学习生物物理学，到德国来攻读博士学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刚到德国六

个月，还在大学学习德语。伊斯兰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他具备必要的伊斯兰知识，在阿拉

伯学生团体中，他就是一个谢赫。尽管这个绰号不太适合这个24岁阳光活泼的黑色卷发年轻人，

他本人也不喜欢，说名字的责任重大。但每当有人需要帮忙，都会来找谢赫，学生需要房间，

需要去医院，需要买卖二手书，也都会找他。时间久了，我们彼此熟悉，知道他想为大家树立

一个虔诚穆斯林的形象，远离一切诱惑。而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女性就包括在内。但他的宗

教责任要求他不得不和女性接触和交流，否则感兴趣的人如何了解伊斯兰呢？他是我见过的很

健谈，思想包容开放的人，我们经常谈论伊斯兰和世界，有时候会针锋相对，更多的是互相学

习，而且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和伙伴。

与此同时，我慢慢对经济学失去兴趣，加上不够努力，考试也不理想，我选择了东方学作

为专业。我把东方学想象的非常好，感觉比经济学更适合我，我的研究也逐渐入门。同时，我

的经济学学分也可以从社会学转过去，新课程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非常感兴趣。我们也有

了新课题和穆罕默德讨论。这段时间，我开始支持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讽刺越来越反感，但

我还是不能想象变成穆斯林会怎样。对阿拉伯人好的，对德国人不一定好，尽管我也知道有德

国女性信仰伊斯兰的，只是还没有见过。

后来有一次过寒假时，阿拉伯语课上见到了一位德国女穆斯林。当时是冬天，户外很冷，

每位女生离开教室都会盖上羊毛头巾。有一天，我问她，不冷的话，也会戴上吗，她的回答肯

定干脆。她叫海德，是一名教师，嫁给了黎巴嫩穆斯林，取名叫赫迪哲。她来上课是为了增加

研究生学分。她告诉我本地有一个德国女穆斯林组织，邀请我一起参加。我觉得这是改变的第

一步。

我们约在城市里会合，她戴一个真正的盖头，优雅美丽，大方典雅。我也戴着盖头，但非

常紧张。我作为非穆斯林，竟然这么受欢迎啊，我要见的是谁呢？海德让我放心我说，只要是

客人都会很受欢迎，其实，我不戴盖头也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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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大学学生用两年半时间认真了解伊斯兰（四）。
由 Anja
发布时间 30 Mar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25 Mar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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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也是一个新穆斯林，她比较了解周围的伊斯兰
社区，对每件事都充满信心和力量。大家都把她当作伊
斯兰学校的老师，路上她对我说很多我很期待的事情。

“这个团体大约有30名德籍土耳其裔女性，每周都有聚会，负责人是麦尔彦，
50多岁德国女性，和丈夫在土耳其生活多年，两人积极参加伊斯兰活动。麦尔彦丧偶之后也很
积极，经常参加演讲并建立了这个组织。会面期间，麦尔彦为大家讲课，会后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还会带一些蛋糕和茶水来。”

本周轮到海德带糕点。因为需要亲自制作，时间就耽误了，眼看要迟到了，我们开车提速。
“麦尔彦也不会不开心的。”我们没有找到停车位，她就开到了院子里，幸运的是一辆车刚走，
一个友好的土耳其人指给我们免费停车场。到了会场人山人海，“大家都在这里见面吗？”海
德高兴地叫起来。当然不是了，海德说每周这里都会有聚会，其他的土耳其组织也会举办活动
的。

德语穆斯林有一个专门的场地见面，刚进入会场，大家就欢呼起来“海迪哲你好吗？好期
待你的美味蛋糕啊，其他人都在厨房。麦尔彦要开始上课了。”会场的女性都戴着盖头穿着长
袍。我一次又一次的听到“赛俩目”的祝福。我被大家的热情包围着，互相亲吻脸颊，客人们
非常受欢迎。她们也许会想，还真有人敢来看看穆斯林是什么样的。来的人不只是穆斯林女性，
还有对伊斯兰感兴趣的人，我心想应该是来对地方了。

我们真的迟到了，麦尔彦已经开始上课了。海德把糕点放到厨房后我们进入课堂。宽敞的
房间铺满灰色地毯，没有家具，墙边有少量书架。大家保持着在清真寺和家里的习惯，坐在地
上围成圆圈，鞋子脱在室外。

负责人麦尔彦旁边准备了一些书，只见她身材微胖，碧波眼睛一眨一眨，白色的盖头衬托
得更美。她给大家讲了《古兰经》中的历史，不同先知带来的是相同的使命和信息。课程内容
对我来说不陌生，伊斯兰承认《圣经》中的多数先知，尽管故事内容有差异，但基本思想是一
致的，真主派遣先知就是为了向人们提醒他的信息。相比来说，我对听众更感兴趣。我静静地
观察她们，或多或少地听着课程。“真主给人们的指导被反复遗忘，难道不奇怪吗？”这个问
题，对于一些穆斯林来说，应该很新颖。“《古兰经》中有一章经文，提到了所有的先知，谁
知道？”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了。房间里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有几个土耳其后裔女学生窃
窃私语出入房间，让麦尔彦很分心。“不想听的话，就在房间外边呆一会吧。”所有人都包括
了。女孩们的盖头颜色各异，或简单包裹，或精心装扮或蕾丝修饰，有的把头巾拉到额头，有
的会有少许头发露出。“人们遇到困难会想到真主，一旦顺利就不需要真主了。”一些女性带
着孩子来听课，一个小朋友把房间里的开关当玩具，影响了大家上课。“谁把那个孩子带走，
别让他动开关了。”最终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餐厅，给他一块蛋糕，让他消停一会。一会儿手
机响了，一会儿有人想知道蛋糕有多少茶水多少杯，还有多久下课。麦尔彦撑不住了，“我们
下周继续，现在开始喝茶。”我终于有机会和大家聊天了。她们带我进来，“来了就是姐妹，
你喜欢咖啡还是茶，来块蛋糕，你如何喜欢上伊斯兰的？”很快，我们就融入了大集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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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谁，谁带我来的。麦尔彦也谈了自己的信仰历程，“我从不后悔自
己的伊斯兰决定，”海德刚成为穆斯林，了解还不多，但“我到今天都还充满惊喜，”让她感
兴趣的是“伊斯兰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各种毒品。身体和心灵的斋戒，卫生的要求，所有
这些让她这个生物学和体育老师感觉很有道理。

麦尔彦坚信，是坚持礼拜让她的背逐渐改善。她谈了自己的土耳其时光，土耳其的历史。
我对土耳其了解不多，不过能认识这么多女性，让我不再绝望和迷失。大家都告诉我她们加入
伊斯兰的故事。

哈米达在离婚后认识了一对土耳其夫妇，慢慢了解和认识伊斯兰，信仰伊斯兰。15岁的女
儿尽管是信仰基督教，但只是表面而已，每次都会随母亲来参加聚会。

法蒂玛二十多岁读师范，假期工作经验丰富，与一位德国穆斯林在工厂上班，天主教父母
都是宗教导师，对女儿信仰伊斯兰很震惊。时间推移，生活在一起也很愉快。她的朋友萨宾是
护士，通过丈夫信仰了伊斯兰，但父亲会对她戴盖头加以指责。

她们是家庭主妇，学生，牙医助手，工人，秘书，或单身，或已婚，或离异。丈夫来自土
耳其，黎巴嫩，也门和摩洛哥。有的起了伊斯兰的名字，有的还没有。不过，她们的共同点是
信仰伊斯兰，都很满足伊斯兰的生活，生活在伊斯兰的大圈子里。

我有两点收获。首先，我发现伊斯兰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宽阔，没有太多的条框和标准化
的穆斯林。信仰了伊斯兰信仰真主，就是穆斯林。改变的只是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这个人，
她们还是自己。其次，我第一次意识到，学无止境。她们都非常虔诚，尽管还不知道有很多要
去学。知识无止境，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仰。

 “我确已创造人，我知道他心中的妄想，我比他的命脉还近于他。”(《古兰
经》50:16)

几周后，我决定信仰真主信仰伊斯兰。这是我了解伊斯兰2年半后的决定。之所以这样决定，
是因为我害怕就这样死去，后世在真主面前该如何解释为何没有成为穆斯林？我找不到合理的
解释，只有靠自己去见证：“除了真主绝无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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