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١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再 次 宣 教 ！ 
              
在科威特召开了就（尊重伊斯兰尊严）会议， 
            并借此致函于西方思想家以及言论家。 

                            前    言  

    
奉独一的真主之名，除独一无偶的真主外绝无应
受崇拜的，养育众先知的主,伊卜拉欣、穆萨、尔
萨及封印万圣的至圣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们）
。这封信函来自部分学者和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
，目的在于研究如何理智的发展与西方的关系，
以及侵犯伊斯兰尊严和穆斯林圣地的种种现象的
发生，这其中包括人、公司、政府、宗教和西方
媒体机构。就这些现象把此信函寄往西方的一些
思想家、学者及政府人员。 
    



 ٢

当一系列侵犯其他民族尊严和人格的事件接连发
生时，我们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并且要反对关于
侵犯方面的种种问题。那么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最
好的选择便是制止不义与反抗，在地球上至今都
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伊斯兰民族那样敢于抵抗来自
西方势力的侵略、强占与欺压，当今世界上也没
有任何一伙民众能像这个民族一样敢于向轻视并
嘲讽它的尊严与宗教的事件提出反抗。这样一个
具有古老历史，深远文化与天启使命且人口已达
到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的民族却频频遭到侵
犯真是另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对此种现象我
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直至做到匡谬正误。 

我们当前的关系 
    
我们知道欧洲人对伊斯兰挑衅初期的态度因为种
种原因它并不是理智的态度。这其中最重要的是
：一些西方人并未与伊斯兰握手联合，而那些心
存畏惧者却仍然与他们形影不离。个别西方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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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督教徒的大众工业竟然反其道而行之，于是
伊斯兰从那时起便开始抵御一切外敌。我们深信
大多数人是陷入了宗教的泥潭中，我们也了解欧
洲人和美国人也曾企图摆脱在与违背者的交往中
致使西方文化中掺杂了的缺点。但是在最后的几
年中这种企图化为泡影，因此我们更能确定在这
里我们所指的是西方社会中的部分人，而不仅仅
只有反对伊斯兰的势力，我们的信同样也写给所
有正义之士，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人并不是同出一
辙。 

侵犯的手段 

    
我们力图让西方的言论家和思想家对这一现象引
起高度的重视，但不可思议的是，在最近三年当
中我们仍能看到侵犯我们尊严的运动，在侵犯我
们伟大主的经典（古兰经）方面，他们着力于编
辑、宣传和出版，这些出版物讽刺了伊斯兰教的
信仰、教法、道德以及历史。在这之后他们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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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大力宣传反对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的偏私运动。用最滑稽的手法来形容他，用
漫画来描绘他，就这样通过在达尼马力克的报纸
开始了宣传，为了便于在欧洲许多城市以合作或
帮助的方式能更大程度的发行开来。意大利法提
卡尼市的大教主在报纸上用人云可行的方式极力
的抨击伊斯兰、古兰经以及先知，以至于势态发
展到了一个不敢让人相信的程度。 
    
伊斯兰民族并没有对借着在伊拉克的（艾卜鄂力
布）集中营和库巴的（郡台那目）集中营的美军
之手来多次煽动诋毁古兰的事件置若罔闻，所以
轻视古兰也就是轻视人类。另人惊奇不已的是，
就在我们铭记着伊拉克和阿富汗境内发生的多次
侵犯各大清真寺事件的同时，广大穆斯林也在防
御当地穆斯林以及居住在西方各大城市穆斯林的
人身自由遭到侵犯。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占领，有
时也会找一些诸如寻找士兵或敌人的借口来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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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攻击。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有通过领导人物和政治家发
表的言论，或是通过部分思想家的著作又或是部
分新闻媒体发行的一些用于轻视、谴责、恐吓、
侮辱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电影、报刊和书籍。 
    
的确，你们国家的大部分思想家和言论家，对于
谴责这一系列反复发生的现象却保持沉默，他认
为我们对于选择我们设定的战壕而困惑，难道它
是人身自由和尊重他人权利的战壕，或者是限制
他们的自由并剥夺他们爱好的战壕吗？我们相互
至疑，你们是要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来轻视众先知
呢？还是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反抗的呼声呢？ 

攻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 

   
尽管部分文化不断的跟穆斯林挑衅也罢，但是绝
大多数的文化在对待伊斯兰先知的态度上是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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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歧视他的，正如欧洲部分小国家和教堂那样。
的确除西欧以外，基督教对伊斯兰和他的先知的
仇恨并没有演变成历史性的仇恨，他们还在一些
宗教性场合、教堂以及一小部分部门进行着庆祝
和验证历史的活动，就如在西欧发生的那样。此
类事件必须中止，并且要对此事承担历史性的责
任。 
    
在此，我们请问：为什么部分西方人忙于诋毁现
代和当代的楷模呢？对于没有楷模而生活的人来
说，对他的确没有未来可言。而一个没有历史的
民族就如同没有地基的建筑物。难道人们一定要
把侮辱我们的先知立于此基础上吗？我们确信在
西方物欲横流的今天，人类普遍的想用一种固定
的模式来摆脱人类的楷模，并攻击这个民族的先
知及跟随者，这只是徒劳的。在这方面，伊斯兰
人民不约而同的站出来保护这个民族的先知和其
他的先知，无论是面对美其名曰为思想、言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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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借口也罢，显而易见，我们不允许超出它的
一点，伊斯兰世界也不可能接受西方所提倡的思
想自由，就如西方不愿意采取一些东方人的自由
思想一样。为了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号召人们采
纳西方思想家的真知灼见，同时我们从这些思想
家的揣度中得知，这种借口只是在企图西方文化
的利益。 
    
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就像是部分人所妄言的
那样这并不是在侮辱和歧视其它民族、尤其是众
先知。 

侵犯远寺（及众先知的清真寺） 

    
侵犯伊斯兰民族尊严和圣地中还包括了侵占远寺
。在西方部分势力的支持和默许下，并在部分势
力的帮助下对远寺进行了多次侵犯。我们注意到
联合国中美国的否决权不被大部分领导所采纳，
除非是为了抗击多次侵略巴勒斯坦民族国土的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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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复国主义，也为了保护伊斯兰民族弃而不舍的
远寺。那么，我们再次请问西方的思想家和言论
家们，面对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圣地以及对剥夺
巴勒斯坦人民仅有的权利而发生的欺少凌弱的事
件，你们又持何种态度呢？ 
    
因为采纳了西方民主主义为楷模，而使穆斯林之
间产生各种矛盾，我们要谨防这种让西方人幸灾
乐祸的矛盾发生。当西方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发
动战争时，巴勒斯坦人民自己选择他们政府的选
举权也被剥夺了。的确，西方的思想家和有识之
士对超越和侵犯巴勒斯坦的人权与圣地的事件保
持沉默这就如同遭受了赤身之辱一般，也成了全
世界主张自由与民主主义的胆小鬼。因此我们号
召你们能联合世界有识之士及保护各人民的正义
之士来共同抹去这种耻辱，目的是为了收复圣地
和被占领的国土，以及恢复各种选举权，例如：
选举代表、统筹政治和社会事物的领导，并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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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恢复人格尊严和自卫战方面的权利。                                

嘲笑伊斯兰妇女的服饰 
   
可以确定在西方民主主义中人身自由是占据主导
地位的，就像西方人为其思想和社会文化摇旗呐
喊那样，因此民主主义认为的所谓妇女的权利就
是她的人身自由并不违背道德基础，或者在服饰
方面不予禁止。于是在西方多次发生了攻击和嘲
笑伊斯兰妇女服饰事件，并在伊斯兰世界中对他
们的民主原则进行吹拍，因为世界妇女运动大会
尚未召开关于保护伊斯兰妇女权益的大会。难道
要我们忍辱负重吗？难道连羞耻心也要遭到反对
和嘲笑吗？ 
    
的确，西方所谓的人权只是无的放矢，这难道不
是在自欺欺人吗？穆斯林在选择自己服饰方面的
权利又在何处呢？对于思想、宗教和社会的遗物
，西方又将它们置于何地呢？那些具有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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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妇女仍然穿着接近伊斯兰化的服饰，就如
修女和乡村妇女，难道西方放弃了世界各国都因
正视的历史吗？现如今我们也不愿与美德抗衡。
我们也不认为妇女的服饰能成为文明和发展的产
物。难道穆斯林妇女的服饰在当今西方世界中也
要变成被非议的问题吗？就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那样，在遏制伊斯兰妇女服饰方面，许多西方国
家借着遏抑思想自由和西方穆斯林妇女的服饰制
定了一系列限制穆斯林妇女权利的法律。难道在
一部分人看来，这一切仇恨是因接连不断的侵犯
伊斯兰而产生的吗？还是因拥护自由潮流的美德
而产生的呢？或者是因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天性与
他们所喜爱的道德和社会而产生的呢？我们认为
西方的思想家和言论家对于这些问题要认识到它
的重要性，并且必须正视伊斯兰世界的各种问题
，同时也要正视这一现象所反应的在西方思想和
生活中所产生的缺点的双重性。 

思 想 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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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中，伊斯兰通过西方思想家、宗教家
以及政治家中的杰出代表了解到，他们用许多谬
论来诋毁伊斯兰。这些谬论被广为流传，他们妄
言伊斯兰教只是用武力来强迫发展的，并说明伊
斯兰的观念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恐怖、落后
和虚伪为一体的宗教。这封信的目的不只是为了
彻底反驳这些谬论，但是我们还要指出它是不同
于科学研究和理智辩论的发言稿的，同时还要反
驳在美国从事改变伊斯兰为目的的部分部门所发
展的思想运动组织提出的谬论。 
    
我们并不否认伊斯兰是通过奋战和宣扬和平主义
而发展的，所有文化都需要有利的保护为原则，
这也证实了这篇为了正义之战的发言稿，某些欧
洲教堂也承认了它。为了保护西方文化的利益，
西方俗人们也是这么做的。但为什么偏偏要指责
伊斯兰呢？你们都了解历史，也了解亚非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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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
。总而言之，在军队没有侵占到的国家，为什么
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伊斯兰呢？不然，现在都
请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伊斯兰能在许多国家，甚
至是在西方不用特定的方式也没有使用任何武力
，而仅仅是靠自己的影响力和天性的答复不断发
展呢？ 
    
至于针对伊斯兰文化以及其它另一些文化所出现
的流言蜚语，我们准备说：历史学家门一致同意
西方历史重视的只是同化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
，使一个缺点周而复始。同时伊斯兰会合理的使
用理性，为人类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并用正确的
方式使它著名。我们彼此询问为什么西方宗教学
派的部分匿名人士企图攻击伊斯兰呢?难道是为了
隐藏他们的缺点，还是为了讽刺针对伊斯兰的俗
人学派呢？ 
    



 ١٣

我们特别号召那些修士们理智的检查他们的信仰
，主要是从拜主独一出发。他们也即将知道被疏
漏的各种矛盾。修士和他们的敌人往往为了改革
和防御他们的城市所需的物质而控制知识和理性
成为主导因素。 
    
西方以恐怖主义的名义诬告伊斯兰民族及伊斯兰
宗教，而这种污蔑恰恰是与历史和以慈善而闻名
遐迩的民族的事实相矛盾的，我们要求西方思想
家及言论家赶快纠正以“十字军之征”为名的老朽
而不公正的战争思想，和被认为是‘恐怖’战争的
思想，至于今天的人们用‘恐怖’冤枉我们，其实
都因一些恐怖事件、流血事件以及战争所导致的
，特别是在当今所发生的千万人被残杀的事件，
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的确，伊斯兰世界的思想家们也注意到了西方的
部分敌人，他们从攻击穆斯林即而转舵去攻击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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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从忙于改变穆斯林又调转矛头去改变伊斯
兰。至此，我们想要对他们说：伊斯兰是不需要
现代修正主义的，因为伊斯兰本身就是一个全新
的宗教，它无需寄予任何需要而发展，因为它是
不断进步的……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求去改变它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的部分思想家和
学者们因受到蒙骗而号召人们对他们根本不了解
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进行改变。虽然这个宗教的确
有异于掺杂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督教徒所一
致认同的观点，但他们的追随者认为每一个持相
反意见的人也该改变一下他们的个别态度，为了
让新宗教适应与另一种宗教同步发展。           
   
我们坚信我们的宗教将端正无斜的存在下去，它
可以解决和完善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因此，一
部分西方人便以所谓纯洁的方式来急于摆脱伊斯
兰。我们仍然坚信永垂不朽的伊斯兰是纯洁的，
它会推翻历史最终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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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关于它的思想言论。我们强烈拒绝遏制
我们民族权利的事件发生。与此同时我们也重视
了解其它文化并从中获益，这其中也能肯定西方
思想在信仰、法律和道德领域中不是世界性的，
更不是纯洁性的。的确，伊斯兰社会的大部分人
也开始意识到部分欧洲人以着思想运动为名来攻
击伊斯兰。毫无怀疑，这确实反应了这些人他们
所担忧的，他们害怕伊斯兰文化使命会给他们带
来巨大冲击，并担心他们西方领袖的政权受到动
摇。 
   
我们一定不会承认你们以思想运动为名所标榜的
一切。但我们也坚决拥护阻止伤害我们圣地的运
动，因此思想领域的战场变成了我们民族的战场
，我们是这战场上的骑兵，这与我们世界中的思
想家和学者之见是互为一致的。我们确信正因为
我们站稳了原则的立场，所以我们能毫不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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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宣扬它，并解开西方文化在信仰、思想和
原则方面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对于鄙弃我们尊严的事件，我们将如何
见解？ 
   
对于西方一些领袖的正义之言，也通过当今西方
生活中他们所口头讨论及思想学派的书面讨论中
我们获知一些人在鄙弃我们的尊严。他们所攻击
的伊斯兰世界并不仅仅代表个人世界，或是反应
一种独特的立场，它正如在当今世界上为了加深
对伊斯兰的仇恨而准备就绪的计划一样开始了，
这就是证实了美国总统布什所标榜的那样，他打
着解除恐怖主义的旗号，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
其它国家发动了所谓的解放战争，并发动“十字军
”之征。意大利的前任国防部长斯里弗·尤比尔他
竟宣称可以藐视伊斯兰，并发表言论声称伊斯兰
是个落后的宗教，同时谴责给予伊斯兰任何崇高
的荣誉称号。这些言论声明决不允许伊斯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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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欧洲文化。 
    
在此，我们即而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形形
色色的攻击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回答
是：这是评论各种宗教的言论自由，那么请问：
西方当代文学评论宗教的言论自由中不包括其它
宗教，如：印度教、犹太教、佛教等吗？而我们
认为只是一味的攻击一个宗教---
伊斯兰教实属一种谬论。我们再请问：难道因这
项运动而最终没有致使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发生吗
？我们决不赞同类似这些的谬论。因为它根本就
是最后的几个事件以冤枉少数的穆斯林来达到攻
击伊斯兰的目的。 
    
许多思想家和穆斯林领袖们认为，当前鄙弃伊斯
兰尊严的行为只会让部分思想家和领导人士知道
伊斯兰世界是不屈不挠的，就像是一头从沉睡中
逐渐苏醒的雄狮。因为它具有改善人类世界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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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它也确实变成了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佼佼者
。 
    
的确，一则来自加拿大伊斯兰组织的报道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 
，截至٢٠٠٣年底，世界穆斯林人口数目达到了约
十二亿二千万之多，也就是说它占据了世界人口
的大概١٩%。从而更能肯定伊斯兰是个正确的宗
教，许多非穆斯林也相信了它，正如那个组织所
预算的伊斯兰将在公元٢٠٠٣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宗
教，难道这种统计可以引发部分西方思想家和领
导人士对伊斯兰的畏惧之心吗？这是来自我们的
提问。 
    
当我们看到西方的思想家和领导人士坚决支持并
拥护提倡人身自由和民主主义而扮演各种政治角
色时，我们肯定这些缺点是具有双重性的。与此
同时，我们也目睹了那些居住在你们城市的穆斯



 ١٩

林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当今穆斯林在他们的生
活中因遵循伊斯兰法制而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
又再次看到因煽动各种事件而使穆斯林在他们的
国家受到伤害；以及一贯用帝国主义本性侵略伊
斯兰世界的行径。 
    
最近几年，从西方领导人对我们的敌对态度中，
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以新闻媒体为文化
思想辩护的非正义的政治行为，已从他们内部扩
展到了一部分群众，我们不难看出的确西方新闻
媒体与政府互为纽带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同政
府人员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的确，由于新闻媒体的煽动而引发了更加危险的
事件，它便是去阻止人们接受主道，也看到西方
的宗教学派为顺应形势而与之相互合作，要么故
意隐藏伊斯兰的真理，要么企图扭曲伊斯兰的真
面目使人们对其望而生畏，或是隐瞒在新约和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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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中预言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明确的喜讯。 
    
还有一种现象，在西方有时也会公开一些倡导公
平对待穆斯林的书籍，但是它最终遭到西方新闻
媒体和政治的残酷攻击。从中也能肯定西方有这
么一股势力，为了它的利益它也试图让西方人民
认清欺压伊斯兰民族和其宗教的黑暗现象。  

                              结    论 
    
我们可以肯定在与各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包
括其规章制度和原则立场，我们也肯定在为了伸
张正义和公平的前提下与当今一些文化界相互联
系也是未尝不可的。 
    
的确，今天所形成的西方文化原是世界文化积累
的成果以及它所开发的城市及建筑成果，虽然西
方也确实为了他自己和支持他的人而企图垄断知
识精华。因为物质纯洁的进步的各种原因他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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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伊斯兰世界，并依然津津乐道于挑起和煽动
各种事件。 
    
如果经过我们培养而形成的文化，因种种原因遭
受到挫折时，一定是它的主题与具备悠久历史的
伊斯兰文化的主题相脱节了。但是这一挫折并不
能说明我们就是文化和价值相互矛盾的民族，不
然，我们确是手持正义、古训和引导方针的，我
们不可能怠慢或逃避在人们中宣教时得到的信任
。 
    
所以我们呼吁你们检查那些排斥的态度，我们并
在次要求你们的思想和言论领袖们能够保持中立
并坚定尊重伊斯兰的立场，保持它崇高的价值观
和它给予人类的历史鉴定。 
    
也许我们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优秀的，
但伊斯兰的信仰、法律、文化以及道德肯定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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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它适合任何一个时代和空间。我们认为西
方世界已经证实了他们的物质文明，正如现在一
样。但它的文化基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利于
人类。我们肯定那些事件的缺陷根据我们的文化
和宗教的重要性并不会击溃我们的见解。因此我
们写信给言论领袖和政府人员，并写信给你们中
部分任保持沉默的民众，也写信给参与了侵犯我
们尊严和圣地的那些进退两难的人，我们要求大
家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停止欺压我们；停止干涉我们的事务；停
止侵犯我们的尊严和圣地。这些侵犯行为只会带
来相互的对立，我们的国家并不想贪图你们那些
在正义和公平的虚影下被证实的经济利益。 
    
第二：我们呼吁你们能同我们合作，为了使新闻
媒体终止一切侵犯我们的圣地、古兰经及穆圣（
愿主福安之）的言论。因此，将这些一再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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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民族从抵制西方文化、
政治、军事以及形形色色的统治中争取到它自己
的合法权益。 
    
第三：替代有目的计划在文化、经济、政治以及
在军事领域中控制我们的运动的将是我们的包容
，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把部分思想技能和科学技能
特殊化，为的是探索有关我们和你们之间的文化
中所存在的严重危机，以及我们的穆圣（愿主福
安之）使命中的精髓。我们呼吁你们在攻击他之
前能放开胸怀，开启理智来领会我们的伊斯兰世
界和我们宗教的真理。 
    
第四：我们已提到西方思想家和领袖们在干涉它
国的事务和文化领域之前首先先以改变自己的事
务为重的重要性。西方是真正需要合理的去完善
他们的基础的，而它却假设它所改进过的企业才
适合我们的伊斯兰世界。如果他们的领袖仍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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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的把阴谋和不义传播到全世界，那么我们坚信
西方社会和它的国家将要因瓦解、崩溃以及文化
的倒退而陷入无底的深渊。在这封信中我们呼吁
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和言论家能够采纳改进西方社
会的计划，为的是恢复众使者带来的信仰价值并
尊重众使者（愿主祝福他们）和一些支持者的支
持，同时中止世界上的一切欺压和迫害，而此行
动不仅仅在西方展开。我们呼吁西方思想家和领
袖们：请你们在妄称要改进伊斯兰世界或是改进
东方一些发展中国家之前，我们希望西方思想家
和领袖们在关于家庭、婚姻和美德方面采取改进
社会的良策。要求保护个人免遭公司和资本主义
家的恐吓，要求恢复尊重以商品和市场价格相比
较下的社会价值，号召抵制庸人的评述并参加到
学士们的努力中，并且为了提倡美德而参加学校
教育，它的确是一个从令人担忧的统治中为设法
拯救西方而设定的的时间计划，而不只是一个忙
于纠正缺点和道德观的宗教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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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西方必须为多次侵犯伊斯兰的行为而道歉
，也要为在帝国时代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而道歉，
必需为了多种思想和文化的形成而试图了解世界
势力机构的一些计划。 
    
我们在信中已经向仍然仇恨我们民族的人说明了
伊斯兰，无论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它都不会因
各种攻击而停止发展，直到地球万物都回归真主
。正如历史所见证的那样，穆斯林在失足之后有
足够的能力恢复文化复兴。 
    
我们的民族所做出的这一切不懈的努力绝不仅仅
针对保护它的尊严和宗教，它还将针对揭露敌人
的阴谋。西方即将会知道，他们仇恨伊斯兰所发
动的一切运动，将会祸及到西方世界，他们所受
到的伤害甚至比穆斯林更加严重，同时西方也会
失去٢.٥亿之多的人所带来的利益，他们占据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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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消费市场，他们也拥有着伊斯兰国家为推
动社会进步和开发自然性财富而设立的储蓄中的
庞大余额，他们还承担着维护正义与公正中大部
分的责任。 
    
的确，西方人靠着占有人类财富而得到进步，但
这种进步不需要我们以强迫合并西方文化的代价
来交换，因此，我们抵制来自西方或其他一些盲
目者的友谊。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拒绝从它的
轻工业所创造的利益中获利 
，也不会拒绝我们之间互惠互利。 
    
我们恳切的呼吁思想及言论领袖们真正地去了解
伊斯兰和伊斯兰民族，就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坐下
来互相讨论。下面这段证据是在真主的古兰经中
来到的，我们认为以这段启示来结束我们写给你
们的这封信是再合适不过了。清高的真主说：（
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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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
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
主宰。”如果他们背弃这种信条，那么，你们说；
“请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                                    
                                            
                                                 [仪姆兰的家属章-
٦٤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