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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伊斯兰前的疑惑

当我与我的葡萄牙藉的妻子安娜贝拉结婚的时候，我有自己的哲学原理，我不承认我有义
务崇拜主宰，尽管我相信主宰是掌控着整个宇宙的造物主和力量。

我出生在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中，我接受耶稣为我的上帝，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等种种教
义，并在这样的熏陶下长大成人，但我对这些不以为然。而我认为耶稣和玛利亚是旧约全书中
提到的接近上帝的媒介。

随着我的成长，我对理解旧约全书中大量的内容彻底失去了信心。题材稠密，所谓的预言
文章常以现在时出现，而且描述几千年前的人的事迹，就好像发生在他们生活中一样。我的困
惑与日俱增，因为有时个人的描述和行为似乎不是特指人，而更像是在描述城市或民族。例如，
上帝把耶路撒冷视为他的妻子，这个城市的民众的行为代表着她自己行为。上帝把她称作淫妇，
并屡次呼吁她痛改前非、回心转意，后来她便成了上帝的皇后。对于人的描述也同出一辙，如
假设成一个民族的雅各，因此，论述以色列的文章有时指的就是雅各。雅各时常象征着他的后
代，他的后代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法莲，另一个是犹大。而且，雅各的后裔的名字就能
反映出在锡安和撒玛利亚两座城的以色列人的分裂。

有些文章似乎涉及到超常规的事件和遭遇。以利亚的升天和上帝的外貌特征等事件，然而，
这些事件可以解释成高科技的人与原始人之间竞赛的场面。假如其它的宗教谈论与他们的主宰
类似的遭遇，我便开始怀疑圣经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只是一些拼凑而成传说，他们为了建造一
个统治集团― 教堂，而让所有的故事变得面面俱到。

再加上一些可疑的所见所闻，我开始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也学到了一些发生在中世纪的历
史性的宗教迫害，尤其是十字军和宗教法庭的事件。其实，宗教法庭的核心就是由西班牙人和
葡萄牙人将‘征服者’引入到新的世界，罗马教皇不择手段的将恐怖统治暗度陈仓，在欧洲建
立了权贵和政权。博尔吉亚家族[1]是这方面典型的范例。

最终，我得知教堂把扼杀和拒绝科学进步当作宗教革新的雄心，这种改变只能通过后来的
文艺复兴来铸造自己。

这些因素让我坚信，圣经中上帝和教堂对天堂和火狱的描述都是伪造的，而且他们谋划就
是在少数人的统治下征服和安抚绝大多数人。

曲折的困惑

人的原始本性就是崇拜造化了他的主宰，如果需要时，就回归于他，只有他能让人分辨出
危机和困惑。我时常听到有人会歇斯底里地呼喊，如，“为了上帝的爱”、“噢，上帝”、“
为了上帝”等恳求援助的声音。然而，当援助来临时，他们感觉到自身得以安全，他们便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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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帮助过他们的活人，或感激未知世界中他们所偏爱的神明。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无意的
浪费和缺乏方向感，我会逃避于力量和能力的信念，我把这种力量解释成人们与个人水平相互
作用的单纯的非物质的主宰，这种力量既不是来自未见的代理者的协调，也不是人的帮助。

得出这个结论的路漫长而又曲折，建立在彼此之间的观念是来自我所读的科幻小说和阴谋
论理的书籍中，例如，艾利希·冯·丹尼肯的《众神的战车》[2]
， 查尔斯·伯利茨和威廉·摩尔的《费城实验》[3]
，第一，我相信宗教是编造的，第二，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和他们世界的政府可
以掩盖一切。然而，不是任何一个民族或政府都有巨大的阴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寻求
确定和否决的自然场所便是其它的宗教。对我而言，其它的宗教就是印度教和它的分支教派，
尤其是佛教，因此，我竭尽全力试图从他们内部对佛教有更多的了解。

在伦敦最为显眼的印度教分派是身着橙色服饰的克利须那神庙[4]
的僧侣们，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已加入他们的行列了。在那里，尽管每天例行的沉思可以带
给人感觉舒服，心灵平静的享受，但它也只不过是一种安抚心灵的方法而已。当我听到它的创
造观的故事时，着实令人费解，谁会承认世界的本源是来自一个巨大的无生命的牛，或谁会承
认我们人类是从她的排泄物中进化而来呢？此后不久，我便匆匆离开他们的圈子，开始专心研
究佛教。从研究结果中我得知佛教是印度教的宗派之一，所以，我没有更进一步地做佛教的宗
教礼仪。而我想找出它对生命和死后的重要理论概念，我很快就发现，印度教把后世定义为一
连串的轮回，我们的生命源于命运之轮。然而，佛教在寻求得到生死循环中的解脱和教化，而
不是渴求主宰的无垠的精神和完美的天堂。这种教化否定了自我，因为它必须服从判决，从而
才能日复一日中得到教化、启迪，直到有一种无限的、未知的力量来接管。严格的说，佛教是
一系列的宗教哲学，它把人的自我视为能支配人生的主宰，这种人生就是向无神论方向进发的
路。

此外，为了消除自我定向，佛教可以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人民的鸦片”[5]
。佛教的信徒可以由社会的精英得以驯化和控制，但能逆袭这一系统的方法是什么？史前或早
已灭绝的宗教又是怎么样的？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宗教模式是图腾崇拜[6]
。图腾崇拜主张世界上有一种相当于迹象的心灵的存在，这种迹象多半指动物。一个部落可以
拥有集体的心灵上的图腾，例如洞熊。个人可以拥有个人所偏向的图腾，例如大灰狼。如果一
个人需要帮助时，如打猎，那么，打猎的图腾可以告诉你猎物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图腾崇拜的仪式与神奇的预言有着紧密的联系，并指出在世界有种未见的力量的存在。获
得这些力量的途径很多，如使用占星术和自然地崇拜。有一种崇拜的方式，是把盖娅[7]
想象成大地的女神，自然界的万物之母，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间互相影响的模式。而我喜欢这样
的一种概念，大地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可行的人体，她既能引导、保护我们，也能惩治反对她的
人们得不到她的引导。前不久，一位名叫詹姆斯·洛夫洛克作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盖
娅的复仇》[8]书中表达了我的感受。

然而，如果讨论宇宙的创造者，地球显得太渺小了，所以，第二种途径对我来说太具有吸
引力了，这种途径就是宽阔无比的苍穹。占星术[9]就是婴儿出生时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
相对运动
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的系统。他们还会依靠地球上指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天体预言命运中将要
发生的事，因此，他们在天体影响的范围内对人们的决定给予建议。我一度时期竟然成了业余
的占星家，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与宇宙有了密切的联系。

此后，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让我回到了我与生俱来的宗教中，其目的就是找到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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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答案。很遗憾，我未能记起他的名字，但他出生在爱尔兰，他像我一样，信奉罗马天主教。
他的见解不像我所遇到的那些罗马天主教徒那样死板、固执。我们邂逅时，我正在读一本《斯
图尔特·法勒的欧米茄》[10]
的书，这本书给予了我对巫术和崇拜巫术宗教的深刻的理解力。我们坐在葡萄牙阿尔加韦的海
滩上讨论了将近一天。他曾试着阐述主宰的定义，最终他很乐意地认同耶稣不是主宰。主宰是
一种无形的力量，且能支配万事。根据我从斯图尔特·法勒的著作中读到的，我把我的感受描
述为神性的本质和我或世界与它的关系。我觉得主宰就是神圣的创始者，其途径是自然世界的
规律。我说过我相信每个世界是不同的，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但肯定有能使整个宇宙井然有
序地运行的主宰，涉足急流表示“善”，跨过急流表示“恶”。举个例子，涉足急流是使用自
然的药物治疗病症，跨过急流是指造出能模仿自然药物作用的药剂师；涉足急流能保护生态环
境，而跨过急流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等。

这就是我跟葡萄牙藉的妻子结婚时的状况。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并非是实践家。不久，
我的妻子怀孕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将降临这个世界。

脚注:

[1] ( http://www.reformation.org/in-the-pillory.html)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iots_of_the_Gods%3F)

[3]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ASIN/0449214710/stevejacksongame)

[4] (http://www.iskcon-london.org/temple.html)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Opium_of_the_people)

[6]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totemism)

[7]  (http://www.pantheon.org/articles/g/gaia.html)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Revenge_of_Gaia)

[9] (http://www.scribd.com/doc/2578598/Encyclopedia-of-Astrology-Nicholas-deVore)

[10] (http://www.fantasticfiction.co.uk/f/stewart-farrar/omeg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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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主宰

在我结婚的早期，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
酷爱登山，裸体隐居在山里。他既有自然主
义[1]的思想，也有裸体主义[2]
的观点，他把我和我的妻子引入那个方向。
当安德烈·迈克尔出生时，我自然而然地建
议让他接受大自然的洗礼，由罗马天主教牧
师用冰石池中的圣水浇在他的头上。但是，
我更想走进深山，把他沉浸在小溪里，就像
施洗者约翰[3]
在约旦河给悔过自新的犹太人洗礼一样。当
然，我没有意识到接受施洗的人是成年人，
而不是小孩，年幼的孩子怎么忏悔呢？他们无罪可悔！我自己真正的洗礼是在成为穆斯林时净
化仪式上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洗而净。

夏季，我的岳母频繁地来探望我们，第一次是来看她的孙子安德烈·迈克尔，她跟她的女
儿一样是罗马天主教徒。然而，与之不同的是她是上帝的女儿玛利亚的媒介狂热信徒，并对坟
墓中的圣人和孩子耶稣深信不疑。因此，她在脖子上戴着十字架，每年拜访所有玛利亚的圣殿
至少一次（包括法蒂玛圣所[4]和露德圣母教堂[5]
），每次她来我们居住的地方布拉加的时候，都要到圣地圣本笃[6]
朝拜。她有一个怀孕的玛利亚的小雕像，她经常把它摆设在卧室角落的专门的桌子上（像圣坛
），她还在钱包中保存着一张心在滴血的捧着一个杯子的玛利亚的旧照片。前一个是用来每天
晚上睡觉前跪拜的，而后者则是用来出门旅行时带在身边，或做祷告是拿出来亲吻的。

这些行为对我而言令人闻而生厌，完全有悖于我所认为的宇宙的力量的概念和渗透在整个
宇宙的创造者的思想，而且，与在圣经中的上帝格格不入。于是，我决心奉劝我的岳母停止对
被视为主宰的中介的死人的极端崇拜，但怎样去劝化呢？

回到圣经

我首先使用逻辑思维。死人怎么能听到活人的话？我们怎么得知他们是虔诚的？使他们成
为圣人的是不是人？是谁的权力让他们成为圣人？他们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这一切都不
起作用。因此，我最终决定用她的圣经作为武器，因为我知道圣经中的第一条戒律[7]。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么形像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
些像；也不可事奉它。”[8]（《圣经·出埃及记》20：2-5）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主宰只有一个，是无形的，只有他才能听到我们的
祷告。

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持定期的劝说她，我很庆幸其实圣经的经文与教堂所教导的耶稣的神
性背道而驰，而且，清楚地肯定了主宰只有一个。它完全否定了我们可以崇拜偶像[9]
的歪理邪说[10]
，或把他们当作礼拜中的核心。因此，我对易卜拉欣的信仰与日俱增，但唯一让我不安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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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错的。即使我强烈的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在复生日耶稣坐在审判的宝座上，我会怎么样
？然后，我会进退维谷，处境窘迫。圣经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模糊不清，圣约翰启示录[11]
的经文指出了这一点。

债务

我的状况越来越让我烦恼不堪，我甚至想找一份工作来摆脱家庭的繁重债务。在此期间，
我决定辞掉葡萄牙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冒险在布拉加开办自己的一所外语学校，期盼着陪
伴孩子长大。同时，我想买一套房子，把它出租出去。然而，我的学校办的很不顺利，最终，
我不仅欠了银行里用来买房子的钱，而且背负了借来的作为启动资金的钱。当我关闭了开办两
年的学校时，我竟然愚蠢地没有宣告破产，反而，用自己的商务名片做了自由的英语教师。尽
管这些能帮助我坚信我能得以拯救，但我欠的资金并不会有明显的减少。我需要摆脱那些陈旧
的计划，我的妻子建议我去应聘待遇较高的工作来解决问题，她有许多熟人，她们的丈夫长期
在国外工作，并积累很多积蓄，回国买了房子。

在我决定国外找工作的那一天是昏暗的，我自己也闷闷不乐，因为有些事情已迫在眉睫。
突然间，我没有了偿还家用电器、抵押、汽车和办了三年学校的债务贷款的兴趣，我眼前一片
漆黑，想从债务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却无计可施。我甚至有轻生的想法，用死亡来摆脱债务的
缠绕。那时，我还不知道债务是阻碍人进入天堂的原因之一，死亡也意味着能逃脱你的义务。

有天晚上，我跪在床上，面朝东方，把所有的烦恼都倾诉给主宰。我告诉他我已万念俱灰，
希望渺茫，我看到我自己无能赡养我的妻儿，更不用说我自己了。我恳求他给我指明美好生活
的出路。不知何故，我觉得他在聆听，我的心随着我的祷告而舒展。最后，内心中充盈着舒畅
之情，辗转中进入甜蜜的梦想。

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证明了主宰已答应了我的祈求。第二天，我在看英语公报时，发现了英
国文化委员会国外工作的招聘广告。当我把这些广告读给我的妻子的时候，她建议我在中东或
在待遇比较高的远东找份工作。当时，我向阿曼、沙特、文莱、台湾、日本和韩国递交了求职
申请。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了我面试的机会，但我没有选择任何国家的权力。台湾的一所学校给
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但当我同意前赴的时候，台湾方面却了无音讯。瞬间，我觉得所有的机会
之门为我而紧闭，我最后的选择就是沙特的一所大学任英语教师，然后我也同意了。感赞真主，
我认为他最终应答了我的祈求，他给我的最大的礼物是来自出乎意外的引导。

脚注:

[1] (http://religiousnaturalism.info/)

[2]  (http://simple.wikipedia.org/wiki/Naturism)

[3] (http://www.abu.nb.ca/courses/ntintro/lifej/johnbaptist.htm)

[4] (http://www.santuario-fatima.pt/)

[5] (http://www.our-lady-of-lourdes.com/sanctuary)

[6] (http://www.sbento.p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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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Deuteronomy%205:6-9&version=NIV)

[8]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xodus%2020:2-5&version=NIV)

[9]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Jeremiah%2010:1-16&version=NIV)

[10]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salm%20115:3-8&version=NIV)

[11]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Revelation%2022:3&version=NIV)

前英国基督教徒杰里米·本·罗伊斯顿·博尔特（3/7）

内容:  伊斯兰在心中演变（3）。
由 杰里米
发布时间 09 Nov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15 Nov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男士

新的起点

当我的朋友们得知我将要去海湾时，种种
的建议和劝告扑面而来。有人告诉我在沙特无
事可做，将会一无事成，将会被孤立。也有人
提醒我，在那里我会像奴隶一般受到欺压，说
那里的文化不利于自身，甚至我会烦躁而泣的，
等等。然而，我深知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
就像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时我做的一样，文化
差异很大，但我试着卸下文化的成见，打算按
照事物的本身的优缺点融入到这个社会的队列
中。

我抵达沙特时，很快被眼前的出现的一幕幕亲切之情感动。我所设想的傲慢无礼、欺压不
公、自以为是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眼前，而我的确受到了热情、亲切和开放的待遇。那里的接待
人员热情的接待了我――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游子。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虚伪的公平分享。
许多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其他远东地区的外国人被阿拉伯人严厉的使唤着，他们也遭遇到
不公的对待。但当我走进他们的社会时，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傲慢、自大的心理表现。然而，他
们的文化和社会并没有吸引我了解伊斯兰。事实上，如果让我通过文化来判定伊斯兰的话，我
会踏上相反方向的路途，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会事。

激励

让我从信仰懵懂的宗教到完全地顺从真主的动力始自于一次受益匪浅的事件。清晨，在哈
伊勒机场第二次踏上沙特的土地，哈伊勒机场虽然规模较小，但它是许多游客的终点站，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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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迎面看到一个绿色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哈伊勒伊斯兰传播和指导办公室”，下面用英
文写着联系电话。我记得我只对用英文写的指示牌感兴趣，而并没有在意其它的东西。

我坐上大学的接待车到了大学，对我的护照进行了核对并让我填写了一张抵达表格后，我
被安排去见英语系系主任。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我面前的是一位穿着沙特服饰的人，但他看
起来并不像阿拉伯人。我一直凝视着他，试着猜出他的身份，想必我的这种举措肯定会让他有
些不舒服，但他很微妙的应对这一切。后来，我得知他是威尔士人，来沙特前已经在文莱皈依
伊斯兰了。他告诉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休息稳定下来，这就意味着在正式上任教师前还有五
天的闲暇时间。我被送到负责接待和安排住宿的人那里，他开着皮卡车带我去选择寓所。很快，
我安顿下来了，觉得无事可做，心想接下来的四天也一样。然后，那些奇怪的目光仍然在脑海
中荡漾，我回想起那块英文的招牌，开始思考这个国度的宗教信仰。

现在，我才明白了新约[1]和旧约[2]只是一部分。我读过名叫《薄伽梵歌》[3]
的印度教一本书，不仅读过其中的内容，而且还读过其它宗教和非宗教理论的书籍。但是，我
从来没读过《塔木德》[4]经，也没有读过穆斯林的书籍，穆斯林的经典应该叫做《古兰经》[5]
。不过，这两部经典给我的印象是非犹太人和非穆斯林阅读范围之外的。我曾认为这两部经典
是我所看不懂的闪族语系的语言。然而，那个英文的指示牌让我催生了一个想法，我能在学院
找到英文版的《古兰经》。这也许是我可以了解和判断这个宗教的一个机会。

我立刻动身在镇中心寻找这样的地方。哈伊勒中心有个六层高的办公大楼，大楼名为“布
尔吉”，其意思为“塔”，是镇上唯一一座高层大厦。它位于一条笔直的街道，街道的左手边，
路末有一个露天超市。这条路的右边，大厦的对面是一个蔬菜市场，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市场
兼作法场。大厦的这条路和交叉的主街道中，我看了跟机场里一样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个路
标，用倾斜的箭头指示需要穿过马路，但我观察了很多店面，都写着阿拉伯语字母的名称，我
不懂阿拉伯语，因而我也无法确定目的地。所有的店铺都是关着的，我甚至无处咨询。我不知
道店铺什么时候会开，所以，我决定回到新家，买了一些日用品，回屋休息，第二天早晨再去
寻找。

第二天是星期二，我一吃完早餐就去了镇上。在路上，我路过了很多书店，心想着要找到
“伊斯兰传播办公室”是多么的困难的事啊！我停留在每一个书店门口，但没有一个店有英文
书籍，更不用说英文的《古兰经》了，很快我就辨认出“布尔吉”大厦的模样。这次我直接站
在指示牌下面，直到等来了骑摩托车的警察。他在我的对面行驶而过，我向他招手，他驶进十
字路口左转，把摩托车停在蔬菜市场附近。我示意让他过来，用手势指了一下指示牌，想尽办
法让他明白我想去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要穿过马路才能到那，当时，我还是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小心翼翼的凝视着每一个店面和我对面的地方。最终，我终于找到了前面的路，我朝
着路的下方走去，眼前出现了一个书店，里面挤满了来自东南亚和大洋洲的人们。我心里确定
这就是镇中心的书店。

邂逅

就像我说的一样，书店里人满为患，各种语言的书籍琳琅满目，但我十分担心，不敢问店
里的人一些问题，唯恐会被误解；我也更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我没有看到涉及到耶稣和其他的
宗教的英文的书卷和书名。我注意到柜台后面有直达二楼的楼梯。那位警察给我指的指导中心
办公室就在楼上，所以，抱着模糊的希望穿过阅读室，我从书店的背后上了楼梯，向柜台后面
的人面露微笑，以此代替说话，因为说话时不自觉的结巴起来。

第二层是会议大厅一样大的空房，旁边有一间房间，摆着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四周环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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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但书架上只有极少的磨损不堪的书籍，也许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阅读室。很遗憾，里面
的书籍都是外文的，我对这些却一窍不通。我开始迷茫、失望，我自问道：“我到底想要什么
？想从这片土地中得到什么？”。幸运的是一位书店职员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或在问我在这
干什么？或类似的问题（他用我毫无感觉的阿拉伯语问我）。我用英语回答，想告诉他我在找
《古兰经》。他示意让我等一会儿，然后，他走过去叫来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一直在等待，
心里琢磨着这次事情搞定了。

一个高个、英俊、留着胡须的人走进我在等待的房间，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阿卜杜·拉赫曼
兄弟，也是我的老师、导师，但他是与众不同的沙特人，我想他能帮我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他
用英文问我想要什么，我告诉他我想读读《古兰经》。

他问道：“你为什么要读《古兰经》？”

我回答道：“我想对比一下《古兰经》和《圣经》。”

“为什么？”

“想知道是否彼此有相似之处。”

“你想了解伊斯兰吗？”

“是的，我想是。”

他说：“你为何不读读这本册子？”给我看了写着“真主是谁？”的小册子，说真的，我
不想了解穆斯林宗教观。这并不是我所想的，我只想看看里面的经文，与圣经相对比。

我说：“不，我真的不想读有关伊斯兰教的资料，我想读他们的经典。”

他细声细语地说：“真的吗？最好在了解伊斯兰之前读一读。”

我无冒犯之意地说：“我对宗教不感兴趣，我就想读一读他们的经典。”

他说：“这本经不像做游戏。”

我说：“我不是在玩游戏，我很好奇《古兰经》里面的内容。”

“好的，我尽力而为的满足你。”说完，转身离去。我向他表示感谢，他便离开了房间。

脚注:

[1] http://quod.lib.umich.edu/r/rsv/about.html

[2] http://bible.ort.org/intro1.asp?lang=1

[3] http://www.bhagavad-gita.us/

[4] http://www.sacred-texts.com/jud/talmu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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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quran.com/

前英国基督教徒杰里米·本·罗伊斯顿·博尔特（4/7）

内容:  伊斯兰在心中演变（4）。
由 杰里米
发布时间 16 Nov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16 Nov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男士

《古兰经》

当那个人回来时，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有
护封的一本厚书。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放
在手中，他告诉我这并不是《古兰经》[1]
的翻译，而是它的意义的注解。他的这一番话
让我摸不着头脑，而我坚持告诉他我需要一本
《古兰经》的英文翻译版本。他又告诉我那是
《古兰经》的翻译，但没有任何一部翻译版本
与《古兰经》本身相提并论，这就是为什么要
叫做“意义的注解”。

我确实没有跟上他的思路，但我依然接受了，这比一无所知好多了。他似乎猜到了我在寻
思什么，所以，他作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把《古兰经》递给我，当我伸手去拿的时候，
他又收回去了。

他说：“在触碰《古兰经》前有三个，不，有四个条件，希望你能接受。”

我有些惊慌失措的问：“什么条件？”

他说：“首先，不要把它放在地下，或椅子上。有时候不小心踩或坐在上面，这样会对尊贵的《

古兰经》有亵渎之意。”我能理解这个条件。

“第二，我知道很多人有在厕所里阅读的习惯。”他说的对，我也时常这样做。

我问：“为什么？”

他说：“千万不要拿着《古兰经》这样做。大小便的地方不适合读《古兰经》，甚至，你
进入厕所时，不能随身携带。”好吧，尽管这个条件有些故弄玄虚，我还是能理解他，也能接
受所有能触碰它的条件。

“第三，当你阅读完毕后，必须把它放在书架上，不得扔在一边不理不睬，也就是说你要
加倍的呵护它。”我认为没问题，这也恰好说明穆斯林很尊重和重视《古兰经》。

“第四，为了继续诵读，不要把《古兰经》打开后内页朝下的放在书架上。”我心想这也
太挑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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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已经重复好多次了。

“因为‘安拉’这词不能朝下放，必须朝上。如果你想让《古兰经》保持你所读的那一页，
你应在那一页放一个书签。”好吧，当然可以。

我大声地说：“我接受这些条件。”

他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对《古兰经》阅读的进展情况，我轻轻地接过《古兰经》，付款后匆
匆离去。我迫不及待地到了家，当天就埋头阅读，尤其想到明天将是周末（那时在沙特周末为
星期四、星期五）。

催化剂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继续读《古兰经》，从第一章开始读，每天有规律的阅读，直到读完
了第二章。不知何故，我期盼着这部经典会讲述穆斯林的先知的生活经历，就像圣经中提到福
音和摩西的事迹一样，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从现在开始，这部经典让我神魂颠倒，它似乎直接跟我对话。里面没有‘真主说
“如此这般的”’或‘先知说“如此这般的”’的话语，好像其他人在叙述先知谈论真主的语
句，或先知引述真主的言词。其实，我内心深处能感觉到我好像直接从真主那里接受启示一样。
他直接与我交谈，他的绝妙的言词扣人心扉，不断地敲打着我的心房。

不一会儿，我便热泪盈眶，因为当我回想起经典中对人的描述和他们的迷途的信仰以及顽
固的立场时，我认清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的处境。甚至，一些无神论者、伪善者和多神教徒的
信仰和观念在重复着我和我在西方认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我的心为我的亲人的命运而绞痛，
为我目前的毫无怀疑的命运而颤抖，如果我仍然坚持我所走的这条路，我的心病会继续恶化。

读完几篇长的章节后，如“黄牛章、[2]依姆兰的家属章、[3]妇女章、[4]宴席章[5]和牲畜章
[6]
”，我直接跳到短的章节继续阅读，但尽管六十节经文的短章节，始终重复着前面较长的章节
的内容。然而，当我读到最后一卷（第三十卷）时，每一章超不过两页或三页，有些甚至是半
页，而题目愈加受到局限。

接着，读到了恰好一页的章节，或半页，直到读到了一页上有三章的经文。那一刻，一章
极短的章节突然涌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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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这是古兰经的心脏，我把它理解为真正的旨意[7]
，这对我来说千真万确的，也是我在脑海中出现的主宰，并不像教堂所教导的那样，相信耶稣
的神性和三位一体的教义。

最后一根稻草

穆斯林们真的相信只有一个主宰吗？独一无二的主，宇宙的运作者和创造者？主宰真的否
定生产的可能性，无论自己生产还是被生产吗？这个宗教真的能肯定我的所思所想都是正确的
吗？如果答案是“是”，是否意味着我有责任去了解这一切呢？

这些想法和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必须向大学里有过一面之交的两位同事进行核实。

前英国基督教徒杰里米·本·罗伊斯顿·博尔特（7/7） 10 of 19 www.IslamReligion.com



在通往主楼的正门楼梯口边上我看到了他俩，并让他俩留步，他俩已经意识到我在读古兰
经，他俩停下脚步，也很乐意回答我要提出的问题。我对占用他俩的时间表示歉意，并对我的
这种不可思议的探索有点紧张。

我说：“我正在读你们的经典，我确已读过概括全文的一段章节。”

一位名叫伊斯玛仪的白肤色的皈依者问：“你读的是哪节经文？”

“你看这儿，最后一页，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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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本古兰经的核心”

伊斯玛仪说：“是的，完全正确。”

哲玛理说：“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让人惊叹不已啊！”哲玛理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
藉英国穆斯林。

穆斯林之间有传自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训的一位圣门弟子的故事[8]。

我倍受鼓舞地问：“什么故事？”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曾派一个人领导一支小分队，此人在率众礼拜时，最后总要
念《忠诚章》。众人回去后向先知反映了这一情况，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问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众人问后那人回答：‘因为它是至仁主的属性。我爱诵读它。’真主的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告诉他，真主也喜欢他。’”

我有些茫然地问：“真的吗？”

哲玛理说：“是的，还有一个故事会让你知道这一章的分量有多重。[9]”

我有些焦虑不安。

“有人听到一个男子总反复诵读《忠诚章》，于是大清早去找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
反映这事，他认为那男子读的太少了。（他认为此男子读这章，而不读其他章，而本章只是《
古兰经》中的一少部分。）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却说：‘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发誓，这
一章等于《古兰经》的三分之一。’”

他继续说：“所以，你是对的。它是整部《古兰经》的总和，也是轴心。”

我确已被说服了。穆斯林们真的相信这一原则，既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更没有
三位一体或中介。这才是与我息息相关的主宰。

我问：“另外三分之一呢？”

他回答：“另外三分之一是由众先知的故事和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的教训。”

“什么意思？”

“就是众先知们的言行举止，他们怎样给他们的教民宣传真主的启示，他们怎样与各个家
庭和集体沟通、交往的。”

“我明白了，那还有三分之一呢？”

他说：“那一部分是有关真主对我们作为个体或团体怎样去生活的规定，也有法律的条列，
例如，结婚、离婚、对父母的赡养、对子女的抚养、净化自身、礼拜、斋戒、朝觐；饮食和社
会交往中的合法和非法的事宜以及赏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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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必须离开，到僻静之地思考其中的含意。

脚注:

[1] (http://www.quraan.com/index.aspx?tabindex=1&tabid=27)

[2] (http://www.quraan.com/index.aspx?tabindex=1&tabid=27&bid=2)

[3] (http://www.quraan.com/index.aspx?tabindex=1&tabid=27&bid=3)

[4] (http://www.quraan.com/index.aspx?tabindex=1&tabid=27&bid=4)

[5] (http://www.quraan.com/index.aspx?tabindex=1&tabid=27&bid=5)

[6] (http://www.quraan.com/index.aspx?tabindex=1&tabid=27&bid=6)

[7] (http://www.tafsir.com/default.asp?sid=112&tid=59484)

[8] (http://www.tafsir.com/default.asp?sid=112&tid=59492)

[9] (http://www.tafsir.com/default.asp?sid=112&tid=59502)

前英国基督教徒杰里米·本·罗伊斯顿·博尔特（5/7）

内容:  伊斯兰在心中演变（5）。
由 杰里米
发布时间 23 Nov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23 Nov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男士

三个条件

我为家人的处境心如刀绞，因此，在我皈依伊斯兰之前，必须完成三件事：

1、我的妻子接受我所盼望的这个宗教；

2、她同意放弃工作，和我居住在沙特；

3、我和她之间的个人问题得以解决。

换句话说，我发誓等待所有的条件兑现，在正式的成为穆斯林之前，所有的难题会得到解
决。

我开始给妻子讲述我的发现，尽管我曾试着不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但我对所发现的事情
的惊奇和认可是势不可挡的。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长时间地在msn上聊天，长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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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在网上阅览有关伊斯兰的资料，尤其是穆斯林围绕圣经讨论。我对探索的热爱无与伦比，
伊斯兰是我们宗教的延伸，你也许会说，有些错误会打击到她，从而她会心灰意冷，但她最终
说了一句话：“听起来你已经皈依了。”

这使我停止我的一举一动，因为我已意识到在内心中我已经向前迈了一步，如果不是我的
嘴，我的行动已证实了这一点。

“其实，我真的是这样的。”

从那一刻起，我的妻子一直批评我在做这么重要的决定之前没有跟她商量，而我的唯一的
辩护是我还没有正式的皈依，尽管我内心里已埋下了信仰的种子。这种争执使说服她皈依的想
法功亏一篑，从而导致情绪紧张，在假期中痛苦的同居生活，甚至在假期中我过了圣诞节。

清真寺与孤儿

在此期间，我第一次与穆斯林共同做了礼拜。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从市中心购物回来，我
买了一些本土的衣服，想回家试着穿一下。其实，当时我还穿着一件阿拉伯人的长袍，把其他
的衣服和西服装在一个手提袋里。当我启程回家时，太阳已经开始偏西，走了一半的路程的时
候，太阳快要落山了。从附近的小寺里发出优美的宣礼声，数以百计的清真寺附近的人们响应
而来。百叶窗发出下拉的嘎嘎声，货物被盖上了塑料或帆布。人们开始从店铺和房子里涌向清
真寺。这一幕为之震撼！来自尖塔的宣礼瞬间得以回应，我决定前往看看究竟穆斯林是怎么礼
拜的。

当礼拜开始，他们排好队列并站齐，我作为旁观者观察着他们的动作。礼拜者进入拜时，
把双手抬高，抱臂放在胸膛上。看起来这些仪式都很简单，我便跟在了最后一列。几个孩子站
在我后面的一排，围成一种参差不齐的齿顶。当我旁边的人弯腰鞠躬，之后俯卧叩头时，我也
用眼角的余光尽力而为的去模仿他们的动作。很显然，他们每一个人都垂下头凝视着眼前的某
个点。他们与主宰的交谈是可以感知到的，我也试着分享他们掘出的通道，但无法说出与他们
一样言词。

“主啊！求你帮我完成我的誓言，求你说服我的妻子。求你引导我和我的家人，我坚信只
有你才是唯一的主宰，而不是人类。”

我一次又一次的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这句话，我想我无法达到其他礼拜者的虔诚的程度，
但当礼拜结束的时候，我的心变得踏实、安静了。正当我穿鞋的时候，刚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小
孩向我走了过来。

“你是穆斯林吗？你为什么要做礼拜？礼拜时你应该把右手放在左手上。”

这些孩子发觉到了我是初学者，怀疑我不是穆斯林。他们给我演示了我应该把手放在哪里，
怎样鞠躬、叩头，怎样放我的脚等等。当然，我并不懂阿拉伯语，但我意识到他们认为如果我
想成为这个集会的真正的成员，我需要更多的指导。他们指示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的家，这样
他们才能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大哥。

当他们要求我在外面等待，我有些迟疑，然而，我没有跟他们一起进入，其中一个小孩就
跑回来，他向我打了“快点”这样一个手势，他们示意我应该靠右走，掀起门帘进入房间，房
内设有阿拉伯人特有的落地靠垫。有一个大约十五六的少年躺在靠垫上，见我进来就忙着向我
打招呼。

他们的大哥非常热情好客，但无法帮助我弄懂孩子们的意思。他们端来阿拉伯咖啡和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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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椰枣招待我。我非常好奇这些孩子为什么要款待我，而年龄最大也只不过是一个少年。他们
的父母在哪里？

我问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但他们要么没有明白我的话，要么无法用手势表达。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等一下，所
以，我想他们应该快回家了。然而，来的不是成年人，而是宵礼前刚到家的一个小伙子。他看
到我和他的兄弟们坐在屋里感到非常的诧异，我们用只言片语来交流。

“美国人？”

我摇着头说：“不，英国人。”

“欢迎！欢迎！咖啡？”

我又摇着头说：“我刚喝了一杯。”

他起身并示意我跟上，他说“乌杜”，意思就是“做小净”。他搓了搓双手说“洗，去清
真寺”。

他想让我做好准备去清真寺礼宵礼拜。

他说：“把手放在”，抬起我的右手说：“这个上面。”把它放在了我的左手上，然后把
搭在一起的双手放在了我的胸膛上。我们先走在大街上，然后要穿过马路，我们驻足在马路中
央交流动作，好像马路上没有车辆行驶一样。他说：“像我这样做。”他示意礼拜时先把双手
抬高到耳朵旁。

进入清真寺，我站在了他的身边，这一次我把所有的动作做的淋漓尽致。

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晚饭已摆在地板的桌布上。我问他：“你妈妈呢？”

“妈妈”这个词似乎特指母亲的国际通用语言。他摇头给我打了一个睡觉的手势，然后做了双手

朝地面的动作。妹妹说：“爸爸妈妈已经去世，愿真主怜悯他俩。”

那么，他们是一些孤儿，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妹妹承担着照料这个家庭的责任。他的英语不太好，

所以，整个交谈是断断续续的。他问：“你喜欢伊斯兰吗？”

我说：“是的。”

他问：“你为什么不成为穆斯林？”

我说：“我需要时间。”

他开车送我回家，在我下车的那一刻，他说：“如果需要帮助，任何时间来找我。”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

我从他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任何服务。”

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孤儿的家庭给我留下的影响。我真的为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照所震撼，
也对他们的诚心实意的指导感激不尽。但给我最大启发的人快要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是持有美
国绿卡的伊朗人，他正要走进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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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国基督教徒杰里米·本·罗伊斯顿·博尔特（6/7）

内容:
由
发布时间 30 Nov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30 Nov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男士

伊斯兰在心中演变（6）

阿里·杰米里

阿里·杰米里是刚从美国来的第四个西方
穆斯林同事。他从吉达开车回来，因为他到沙
特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和巡游真主的天房（副
朝，阿语叫做“乌姆勒”）。这就是阿里的性
格特征，我需要更好地了解他，他热衷于尽力
而为的拜谒真主的天房。他时常戴着一副墨镜，
看起来很酷的样子。第二件我从他身上看到的
是他对美国社会和法律法规的赞赏，这是在他
来沙特对当地的法规亲身经历后的卓见。除了
一身西方打扮外，他有一颗对真主喜爱之极的
心。不久我们见面了，他问我是否了解伊斯兰，
我告诉他我在读伊斯兰的经典《古兰经》。当然，他接着问我是否打算皈依伊斯兰，我给他说
明了我自己的三个条件。

他说：“你疯了吗？你不能与真主谈条件”在他的言谈中，他习惯使用我在《古兰经》中
看到的词“安拉”，意为“真主”。“马上向真主叩头，祈求他饶恕，如果你已知道这是真的，
你应该立即宣布你的信仰。”

我问：“我为什么不能有条件？我想让我的家人也成为穆斯林，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他说：“引导人是真主的意愿和权力。你拒绝真主的引导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吗？甚至使者
（愿主福安之）都没能引导他的所有的家人，使者的叔叔奄奄一息时，他多次要求他的叔叔作
证‘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但他最终还是以非穆斯林的身份
去世了。”

我辩论道：“但我想先跟家人沟通一下。”在采取艰难的一步，真正严肃地皈依其它的宗
教之前，他们应该对我的想法有所了解。

他问我：“如果在你皈依之前你去世了怎么办？”他口才伶俐地争辩道：“如果你明知这
个宗教而你却拒绝信仰地去世了，你的归宿肯定是火狱！你是否知道你多么的幸运？不是每个
人都像你一样幸运。你绝不能拒绝真主赐予你的机会。”

当时，我被他的态度吓了一跳。然而，经再三考虑后，我明白了他是对的。如果我坐失良
机，我将成为愚蠢之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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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伊斯兰的声明[1]

我要做的下一步就是去伊斯兰传播办公室，咨询怎样正式地皈依伊斯兰。当我第二次走进
办公室时，我被眼前一幕惊呆了。我没想到那么多欧洲人在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人过来询问我
来这里的原因。

一位名叫筛赫法如格的人首先说话。

“你需要什么？”

他的英语说的很棒。然而，我很惊奇他们不明白我为何要来到他们的办公室。当我告知原
因，他告诉我必须接受充分的介绍什么是伊斯兰以及我声明的条件。

这听起来有些不详之感，我原以为我会受到热情的欢迎，立即宣誓加入伊斯兰，但他们执
意认为我需要一些教导。

在我之前还有两位有意皈依伊斯兰的人，两位都来自菲律宾。大卫生来就是基督教徒，他
在参加中心举办的阿拉伯语课堂上了解了伊斯兰。无独有偶，他是我居住的那套公寓的电工。
而约翰被劝说成为穆斯林是因为他的妻子的是一位穆斯林。他是被他的朋友大卫领到办公室的。

我们三个被安排在一起在两个作证人当面做声明仪式。然后，我们将会成为正式的穆斯林。
他们将在周末星期四晌礼后为我们安排宣教员解说事宜。

自从大卫和我住在同一个公寓后，约翰也随我们而来，我们便一起去了中心。他们指示我
们在主休息区等待，里面设有依墙的落地的靠垫，用来临时休息的场所。我认识筛赫伊哈布或
阿卜杜·拉赫曼，是第一次来这儿给我《古兰经》的人，还有筛赫法如格，是我来到办公室时
认识的人，他俩都在那儿等我们。然后，宣教中心负责人筛赫易卜拉欣带来我不认识的两个人。
能看出来他俩都是志愿者，筛赫苏欧德在一家沙特电力公司工作，而筛赫阿卜杜·阿齐兹在沙
特通讯公司上班。筛赫苏欧德负责做全面介绍。

他做了仔细的介绍，伊斯兰是一神论的宗教，走上皈依伊斯兰的舞台是人生重大的事件。
一旦我宣布皈依了，绝没有后退之路，如果我反悔了，那么我将以叛教罪判处死刑。

我告诉他们我知道这一举措的严重性。

然后他告知我六点教义。“第一，你必须在你的内心深处和你的拜功中坚信真主是你的主
宰，只有他才是唯一的主宰。”

我想“这是我在这儿的首要原因。”

他抬高他的双手。“这意味着你不应该盯着任何物体或图像作为敬拜真主的焦点，因为那
些都属于偶像。你的敬拜应该直接到达真主，而不是通过人或灵魂；比如先知、牧师、天使或
大自然。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此我们异口同声的同意。

然后，他继续讲解。“你必须相信真主的天使，他们是真主的钦差和使命的执行者。他们
把真主的圣谕传达给众先知，他们在天地间奉命工作。”

我和大卫以及约翰一起点头同意。天使们奉真主的旨意摧毁了所罗玛和蛾摩拉罪恶之城，
他们与玛利亚交谈有关耶稣的事情。

“你还要必须相信真主的启示，这些启示已经在《古兰经》中提到以及在《摩西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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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诗篇》、《福音》中下降给众先知的启示。我们相信这些都是真主启示给众先知的经典。
”

我说：“这相当公平。”

“你都相信这些都是真主通过天使启示给众先知的经典吗？”

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穆斯林必须理所当然的相信所有的先知，他们自从先知阿丹的时代把真主的启示传达给
我们。穆罕默德是封印众先知的使者，因为《古兰经》是人类的最后的启示，并告诉我们穆罕
默德是最后一位真主派遣的先知。你也必须相信耶稣（尔萨）（愿主福安之）不是主，也不是
主的儿子。他就像我们一样奉真主的旨意在玛利亚（麦尔彦）的子宫中被创造的人，也像我们
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一样是真主的先知。你们认为呢？”

大卫说：“耶稣（尔萨）是像穆罕默德一样的先知，”我也点头道：“当然。”

“你也要相信我们在末日将被复活并进行审判，在后世有两种归宿等待着我们；天堂或火
狱。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结果，指明我们在红尘世界带着我们的功修走向何方。”

这也是基督教教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对它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同意，我
们也明白这些条列。

脚注:

[1] 
(http://www.sahihalbukhari.com/sps/sbk/sahihalbukhari.cfm?scn=dsphadeeth&HadeethID=3202&txt=a%20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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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伊斯兰在心中演变（7）。
由 杰里米
发布时间 07 Dec 2015 - 最后修改时间 06 Dec 2015

种类: 文章 >新穆斯林归信故事 > 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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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你必须要相信前定，也就是说‘
命运’，所有在今世中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
真主的意欲。如果你喜欢，你就说‘感赞真主
’。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是来自真主的考验或
惩罚。你也应感赞真主，表述忏悔并改正你的
错误。尤其是你应该忍耐，期盼着好事将会来
临。”

最后一条确实有点难以理解。甚至圣门弟子们问过真主的使者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无法
避免我们的命运，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努力工作？我们为何不去依赖前定而放弃功干呢？”

使者的回答说我们不该放弃工作。我们中被注定成为幸福的人，他将易于去做幸福之人的工作。

我们中被注定成为薄命的人，他将易于去做薄命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做有意义的工

作，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命运如何，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

的意愿寄托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我们想成为幸运的人，那么在不可预料的死亡来临之前，争取在现

世做一些善功。

尽管我对最后一条不太清楚，但我对前五条教义能完全理解，大卫和约翰都没有反对。我
们几个异口同声的说“我们准备好了。”

他逐个地让我们念作证词，当轮到我的时候，他说：“跟我读。”

“我作证，除真主外，绝无应受拜的，我又见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Ash-shaddu an laa ilaha illa Allah, wa ash-shaddu ana Muhammadan nabiyyan wa rasulu Llah.”）

净身和新的生活

他解释说，每一个念了作证词的人不仅成了穆斯林，而且真主许诺他们入天堂，尽管他们
的工作是少的。然后他说：“你应该洗礼然后做你的第一次正式的礼拜，首先是晌礼拜，稍后
做晡礼拜，到时候优素福会教你怎么做。”

在我们学习怎样洗礼之前，许多兄弟们纷纭而至拥抱我们以示祝贺，他们把微笑和祝贺送
给我们几个。然后，我听到了一个经常催促我皈依伊斯兰的问题。“现在你是穆斯林，你想取
怎样的名字？”

“为什么我们非得取另外一个名字呢？”

“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你只有一分钟大的岁数。”

好吧！我还没决定好，因为我们没有想过要取另外一个名字。然而，当轮到给我取名的时
候，我没有选择名字，之后又有些后悔。而大卫和约翰依然保留着他俩的原名，只不过把他俩
的原名改成阿拉伯语的名字，达伍德和叶赫亚。但我久久未能决定。

下午三点半，在中心工作的一位中国籍宣教员在公共净水房给我演示了做小净的每个步骤，
他的演示比那几个孤儿所教的更清楚、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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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定我能准确的洗小净之后，告诉我去洗手间。“当你做礼拜的时候，你应该排除一些
干扰礼拜的事项，如饥渴、急需去卫生间等。你也应该谨慎放屁，因为它会坏了你的小净，迫
使你重做小净。”

让自己缓解了一会儿之后，我该去沐浴。这种沐浴相当于净化自身的洗礼，也是进入伊斯
兰的一个标志，更是为下午的礼拜做准备。我想这很大程度上与施洗约翰一样，他坚持让他的
追随者和坚守他的倡导的人坚持这样做。这里面没有像基督教一样用圣水冲洗头的仪式，而是
完全地沉浸在流淌的水中。我也要清洗我的整个身体，但不是浸泡在溪流和河流中，因为在沙
特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只要求做到四点，首先我应该彻底清洗我的私处，然后做小净，然后用
一盆水从右开始洗全身，最后从头到脚清洗一遍，而且必须让水流到每个缝隙中。我按照他们
的教导做了，然后我出来开始体验作为穆斯林的第一次经历。

优素福把我们叫过去，他告诉我们他将给我做示范。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礼拜，优素福
将领着大家做礼拜。

礼拜时面向麦加的天方“卡尔白”，立站，双手交叉合拢放于胸膛，鞠躬（一拜一次），
叩头（每拜两次），坐在一只脚上（两拜之间、两叩头之间和最后一拜的末坐），我所学到的
礼拜纲要和礼拜中需要的背诵、念词、祷文都写在名为“净化和礼拜”的另一篇文章中。

我接受伊斯兰为我的宗教的故事随着第一次礼拜的结束而告终。然而，许多艰难困苦随之
而来，但这是另一个话题。如果你也觉得必须皈依伊斯兰的话，请记住，伊斯兰是心灵的避难
所，是真主的援助的担保书。伊斯兰也是许多考验的开端，因为真主会不断地考验他的信士们。
你在今世的诸多问题不会自然而然地佛袖而去，但在真主的援助下会迎刃而解。所以，屈从，
坚忍，真主将让你成为荣获双倍的回赐的人之一。我最喜欢的古兰经经文是第28章（故事章）
的51-55段经文。

“我确已续示真言，以便他们记念。在启示这真言之前，曾蒙我赏赐天经的人，是确信这真言的。当
有人对他们宣读这真言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确信这真言，它确是从我们的主降示的，在降示它之
前，我们确是归顺的。’
这等人，因能坚忍，且能以德报怨，并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故得加倍的报酬。当他们听到恶言的时
候，立即退避，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行为，你们有你们的行为。祝你们平安！我们不求愚人的友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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