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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人

，并且他不接受与自己理智相 背的《圣 》！
我曾 与我 清真寺的伊 目聊及一些
：“我 基督徒、犹太徒永居火
。”他 ：他比我更明白《古
》。 个伊 目的妻子是基督徒，他最好的
朋友是犹太徒，他
：“《圣 》必 符合理性，以便我 遵循，如果与理

一切

全

真主！

首先：我 奇怪的是一个在拜功中念 开端章的人怎么会不明白 个
，
怎么会不知道“受 怒者”指的就是犹太徒，“迷 者”指的就是基督徒呢？
我 不知道他如何比你更理解《古
》，他 了清高真主所言的：【妄言
真主就是麦尔彦之子麦西哈的人，确已不信道了。】《宴席章》（第17 ）
清高的真主又 ：【妄言真主就是麦尔彦之子麦西哈的人，确已不信道了。
个伊 目
？ 个伊 目
，甚至把 疑他

些《古 》 文 ？ 些《古
》文很深奥不明白其意
道不知道穆斯林公 不但把基督徒和犹太徒断 不信道者
的否 性的人也断 否 真主的人 ？

假如 个伊 目不知道 些， 是
那些与他交往、友好的不
他 是
卡菲尔的基督徒和犹太徒，他 没有 伴真主？他 不
麦西哈是真主的
儿子或是具有其它的 伴真主的意 ；知道他 是如何看待我 的̶̶先知
清高真主所言：【有些人不信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欲分离真主和众使者，
有些人 ：“我 确信一部分使者，而不信另一部分。”他 欲在信否之 采取
一条道路。 等人，确是不信道的。我已 不信道的人
了凌辱的刑 。
《穆斯林圣 集》（153）中，据艾布胡莱 （愿真主喜悦他）的 述：真主
的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以掌握穆罕默德生命的主宰 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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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使命的基督徒和犹太徒只是

伊 目 威（愿真主慈 他） ：“ 段《圣 》
他，并使他平安）的使命取 了其它的宗教。”

明我

先知（愿真主祝福

使者（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的“在 个民众中没有听从我的人”，即由
我 个 代及我之后的 代直到复活日，每个人都
信他̶̶使者。至于
提到基督徒、犹太徒是 提醒，除他 之外的人。 是因 基督徒、犹太徒
些是无法
真主的， 信与否 他而言都是一 的；如果他不
基督
徒、犹太徒是否 真主的人，那他是怎么看待穆斯林的呢？因 在基督徒和
犹太徒看来穆斯林是永居火 的人！他也 么
？他也 可他 所信奉
我 可以毫不犹豫地 ：他因
些 而判教了，穆斯林大众一致公 他
已否 真主。如果他是个有理智的成人，明白自己所 的，同 又知道伊斯
的法律制度，他确已叛离了伊斯 ，他因 种宗教意 而否 了伊斯 。
1.伊本·哈仔密（愿真主慈 他） ：“教法学家一致公 称基督徒和犹太徒
卡菲尔（否 真主的人）。《公 的 次》（第119 ）
2.法官阿雅杜（愿真主慈 他） ：“ 此我 把信仰非伊斯 的人，或与他
伍的人，或是 疑他 的否 性的人，或
他 的信仰是正确的人一
断 否 真主者。如果表面上是信仰伊斯 ，但信仰的同 也
其它
《沙法菲哎何瓦里穆

泰法》（2

610）

3.伊斯 学者伊本·太伊米（愿真主慈 他） ：“《古
》《圣 》和公
一致把知道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所 达的使命而没有 信的
人断 卡菲尔。不接受他 的任何措辞，因 使命（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
《教法案例解答全集》（12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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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愿真主慈 他）
：“基督徒和犹太徒确是卡菲尔，因
的破坏足以 明他 的否 性。”
《教法案例解答全集》（35

他

伊斯

201）

5.黑
（愿真主慈 他） ：“ 没有否决信仰非伊斯 的人如基督徒的人
，或是 疑他 的否 性的人，或是
他 的信仰是正确的人，他自身就
是卡菲尔（否 真主的人）。”
《

沙

阿》（6

170）

6.在布胡提所解 的黑
的《
阿》（6 170）中伊斯 学者伊本·太伊米
（愿真主慈 他） ：“
教堂也是真主的朝房；真主在 里也是受敬拜的
；
基督徒、犹太徒也是崇拜真主、 从真主和其使者；或他 也是喜
7.有人 学者阿布杜·阿 兹·本·巴兹（愿真主慈
太徒是卡菲尔的人的断法是使什么？”

他）：“不

基督徒、犹

答：他如他 一 。 不否 卡菲尔他就如他 一 ，因
信真主就是否
不信仰他的人，因此在正确的 据中先知（愿真主祝福他，并使他平安）
：“
主独一，否 除真主之外的崇拜，他的
、生命受到保 ，他的
因此必
信真主、 主独一、虔
他、信仰穆民所信仰的人必 否 那
些不信仰者，他 是伊斯 的信息 达到他 ，但他 拒
信的那些人，
如基督徒、犹太徒、共 党等等。从古至今所有知道真主的宗教，而不皈依
学者伊本·巴兹《教法案例解答全集》（28

46-47）

8.有人关于在欧洲的某一清真寺 有不允 称基督徒、犹太徒 卡菲尔的通
告 学者穆罕默德·本·刷里哈·欧塞敏（愿真主慈 他）。在引 一些古
文之后，他答道：“ 没有否 那些没有 信穆罕默德，并且 蔑他的那些基
清高的真主啊！

人怎么会不情愿

人

称

些人

卡菲尔呢？他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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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三位中的ʻ第三位ʼ，他确已否 了尊 强大 造他的养主？ 何不愿否决
些人呢？”他
：“麦西哈是真主的儿子。”他
：“真主的手是被拘束的
我奉
个人向尊 强大的真主 悔，去
清高真主的言辞：【他 希望
你柔 ，他 也柔 。】《笔章》（第9 ），不要 从那些人 真主的否
，重新向所有的人表明他 就是卡菲尔，是火 的居民。先知（愿真主祝福
所以 个人由于他 种危 的
卡菲尔，他 是火 的居民，他
福他，并使他平安），他确在他

当向他的主 悔，并向大众表明他 是
追随文盲的先知穆罕默德（愿真主祝
的 典《 拉提》和《引智礼》中
着

我 如果 妄言在 个大地上除伊斯 外真主 接受其它宗教的 ，那他就
是一个否 真主的人，他的否 性毋庸置疑，因 强大尊 的真主在他的
典中 ：【舍伊斯教 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 求的宗教， 不被接受，他
因此我第三次重复， 个人 当向强大尊 的真主 悔，并向大众表明基督
徒和犹太徒是卡菲尔，因 他 面前已有 据，使命以 达 他 了，但他
是 持否 了… 是不可置疑的！真主确是援助者。
摘自学者伊本·欧塞敏的《教法案例解答全集》（3
）里面有更
的解 。

386）可参照（
6688

其次：至于他所 的：“当《圣 》 背
的 候就
被 斥。” 是
，根本不 得重 。我
《圣 》提供什么 的一种
？他 是那
些 系他 （推崇
者）的，向他 示好的，不否 他 的人。他 的
是受到了深受非伊斯
是其它的什么
？

国家影响的人的

？或异端迷

群体的

？

如果 个人喜 理 家的 ，那么在 里我 就告 他一段非常重要的 ̶
̶它不属于任何一位圣 学者的 ，而是理 派的著名哲人艾卜·哈桑·阿米利
（卒于伊 381年）的一段 。他 ：“毋庸置疑，圣 学家 熟知 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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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他 的
，最好的感 和 美。”

《伊尔
参

目具有

姆·曼拉
（115125）

卜·伊斯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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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

所确

》̶̶艾卜·哈桑·阿米利（113）

，其中有更

的解

但是，如果 个人 犹太基督徒的昧主持有
之后你又能从他那而等到什么？！

。
疑

度，

他

。那么在

但是，如果因
个人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我
担心他内心 那些人的
昧主之事持有一定的迷惑；或已有异端迷 群体 他灌
他 的一些异端
。尤其是我
最近几年都在 述 一迷 ，你就把我 所 的告 他，
我
你的忠告是：无 怎 ，你都不要跟随类似此人的人礼拜̶̶ 麻拜
、集体拜、主命拜、副功拜。 自己另找一个地方礼拜，找一个没有 些迷
的伊 目。
真主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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