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作者简介
哈荣.雅荷雅为作者的笔名，于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安卡拉，并在安卡拉完成中小学学

业。以后又在伊斯坦布尔建筑师斯南大学美术系和伊斯坦布尔大学哲学系就读。1980年以

来在信仰、科学和政治方面创造出许多著作。与此同时，作者还著有揭开进化论者们的伪

面具，以及达尔文主义与血腥思想的黑暗关系的重要作品。

哈荣和雅荷雅是与反抗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位先知的名字，作者的笔名就是以怀念和尊

崇这两位先知为目的而起用的。作者在该书封面选择使用真主圣章的象征意义与本书的内

容有关。该圣章启示，古兰经是真主的皇言和最后的经典，真主启示穆罕默德是历届使

者°�作者在出版的所有作品中都以古兰经和圣行为导向的。为了一一驳倒否认性思想系统

的所有基本理论和封闭反伊斯兰的抗拒言论，说出“遗训”是作者的主要本意。

使古兰经的教训传遍世界各地，这样以来促使人们坚信真主的存在、真主的独一和

后世等信仰问题，揭示抗拒言论的本质和脱离正轨的行为是作者进行的一切工作的最终

目的。

哈荣.雅荷雅的著作，在印度、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波兰、波黑、西班牙、巴西

等许多国家深受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巴基斯坦文，阿拉伯文，阿尔巴尼亚文，俄罗斯文，波斯那文，维吾尔文和印度尼西

亚文等多种文字，其在国外有众多读者。

在世界各地获得高度评价的这些作品，为许多人树立宗教信仰和加强信仰，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阅读和研究这些著作的每一位读者，都可体会到其具有的简单明了及自然的笔

调和合理与科学的观点。另外，这些作品还具有不断影响，见效快，不可抗拒，不可驳倒

等特点。阅读并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思考的读者们，是不可能去辩护唯物主义哲学，无神论

和其它脱离正轨的观点的。即便去辩护，也只能以感情性顽固去辩护，因为其观点支柱已

被驳倒。如今，一切抗拒性潮流，在哈荣.�雅荷雅作品前，实际上均已失败。

无疑，这些特点来自古兰经的智慧与解释力。作者的目的不是以自己的著作骄傲，只

是祈愿信仰真主。另外，在出版和印刷这些作品的目的上，也不存在任何物质利益。

由此可见，向人们宣传这些书籍，使人们看到所看不到的和加强自己的信仰，也是一

项重要工作。

正相反，散发可模糊人们思维和减弱信仰的书籍，将导致思想混乱，引起疑心和犹豫,�

这只能浪费劳动心血和宝贵时间。这类书籍在作者颂扬真主永恒力量的作品前，是不会发

挥作用的。在这方面存在疑心的人们，从广大读者的信念，可认识到哈荣.雅荷雅著作的唯

一目的就是驳倒无神论者，并宣传古兰经的美�德�以及看到该书的影响力和成果。

人们应认识到，世界上存在压迫和混乱与穆斯林遭受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不信道观点

的存在。脱离这一切的办法，就是从理论上消除不信道，提出信仰的真理，全面的宣传古

兰经的美德。若考虑到世界上日益增多的压迫和混乱，我们更应该加速这项工作，否则,�

将追悔莫及。

在这项重要工作中，发挥先驱作用的哈荣� .雅荷雅著作，为使人类在21世纪� 获得古兰

经所阐述的安宁与和平，公正与公平，美好与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古兰经奇迹



序言

•� 进化论是反教哲理的基础，所以本书和其他作品都着重对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反

驳。否认真主存在的达尔文主义，近140年以来，导致众多人放弃信仰或者怀疑真主

的存在。因此，揭开该理论的假面具是一项重要的宗教任务，对所有人进行这项工

作是必要的。一部分读者也许只读过我们的一部著作，所以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有

关于谈论进化论的一个摘要部分。

•� 应强调的另一个问题与该书的内容有关。作者的所有著作中都包含信仰内容和古

兰经章节的解释，并要求人们学习真主的经文。关于真主的经文的一切内容，在读

者脑海中，不会产生任何疑问的。在讲解过程中，作者以简单，明了和自然的笔

调，使老老少少都可明白书籍的内容。就连以坚定的意志拒绝宗教问题的人们，也

受这些书籍说明的事实的影响而无法否认所讲述的真理。

•� 读者可独自或以几人组成一组一起阅读该书和作者的其它作品。一组读者在一起

阅读这些书籍，互相交流观点，十分有益。

•� 作者的书籍都以敬畏真主的目的而写作的，因此宣传这些著作也是一项重要工

作。作者的全部著作都有很强的说服力，并有充足的证据。所以说，对于致力于

传教的人们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鼓励其他人阅读这些书籍。

•� 在本书的尾页附加了作者其它著作的简介，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作者的其它一

些著作，并将目睹包含信仰和政治内容的丰富文献。

•� 这些作品中，不存在以作者的观点与有疑问的文献做依据的解释，也不存在令人

失望和产生疑心的说明。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引用的《古兰经》章节引自《中文译解古兰经》的圣城麦地纳版。

哈荣.雅荷雅��著
阿斯塔纳勒���译

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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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奇迹

这《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 
（�众诗人章，第19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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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在距今一千四百年前降示了给人类指引道路的一部

经典《古兰经》，并向人类启示服从该经典而获得解脱。从降

示到复活日期间，经典古兰经将是人类的唯一导向。

古兰经独一无二的笔法和包含的超越智慧，是其为真主的

皇言的一个确凿证据。与此同时，古兰经拥有的许多奇迹般的

特点，也在证明其是真主降示的经典。这些特点之一，就是以

20世纪的技术获知的一些科学事实，一千四百年前在古兰经中

已被阐明。

当然，古兰经不是一本知识书籍。但是，在不同的章节内,�

以简单与明了的笔调阐述的一些科学事实，利用20世纪的技术，才

被人类发明。在降示古兰经的时期，很多现象是科学无法解释

的，这向世界再次证明，古兰经是真主的皇言。

若想了解古兰经的科学奇迹，首先应回顾经典降示时期的

科学水平。

古兰经降示时的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信奉多种迷信，不具

备研究宇宙和大自然的技术和能力，因此，信仰祖代相传的神

仙。例如，人们曾经认为山支撑着天空。据该信仰称世界是平

的，两端有高山，每一座山就如一根支柱，支撑着整个天空。

但随着古兰经的降示，消除了阿拉伯人信仰的所有迷信
°    

例如，“真主建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的支柱�”（雷

霆章，第2节）。古兰经的该诗节，废除了天空由山支撑的迷

信。在类似的许多内容上，古兰经已阐明当时无人知晓的许多

重要知识。古兰经降示时期，人类在天文，物理和生物学方面

获得的知识很少。但古兰经揭示了宇宙的由来、人类的起源、

天空的结构和地面的平衡等诸多问题的奥秘。

前言



深咖啡色代

表后方辐射�

浅粉红色代

表炎热地区

深粉红色代表
最热的地区

浅咖啡色代
表寒冷地区

关于宇宙的由来古兰经启示：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
（牲畜章，第101节）

古兰经赐予的这个知识与现代知识的结论一致。今日，天

文物理学所达到的确切结论指出，整个宇宙与物质和时间一

道，在一个起点，以一声巨爆产生。“巨爆”论以原名“Big�

Bang”论证明，宇宙在大约150亿年前，以在唯一一个地方发

生的爆炸产生。今天，就宇宙的由来和起点问题，巨爆论是

被知识界共同接受的唯一科学性的理论。

巨爆前，是不存在物质的。在无物质，无能源，甚至无时

间，完全可称为形而上学的一个“虚无”的环境中缔造了物

质，能源和时间。现代物理提出的这个巨大事实，古兰经在

一千四百年前，就已阐述。

10 古兰经奇迹

1992年美国航天航空局发射的�Cobe�卫星的精密搜索器，找到了自“巨爆”后估计散布

到整个宇宙的辐射遗址。该发现又成为宇宙由来的科学性解释即巨爆论的一个证明。

宇宙的由来





在一千四百年前天文学还很落后的

一个时期，降示的古兰经中，是这样阐述

宇宙的扩展的：

“天，我曾以权力建造它,

无疑我还将扩展它°
”

（播种者章，第47节）

该节中的“天”一词，在古兰经的许

多处，还以太空和宇宙的含义使用
° 
即,�古

兰经表明宇宙将可扩大。今日,� 通过知识

获得的结论与古兰经讲述的完全一致。

直至本世纪初，科学界权威的观点认

为“宇宙具有固定的一种结构，并延续至

今。但通过当今高科技手段进行的观察、

研究和计算，提出宇宙有一个起点，并且

仍在不断扩展的观点。

俄罗斯物理学家费里德曼和比利时宇

宙学家勒梅特尔，在本世纪初，在理论方

面证明了宇宙的连续运动和扩展。

1929年，通过天文观测也证明了这个

事实。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利用巨大望远

镜观察天空之际，发现星体和银河系不断

地在互相疏远。宇宙中的一切都在互相疏

12 古兰经奇迹����������

�哈勃在巨大望远镜前

勒梅特尔

宇宙的扩展



宇宙自第一次爆炸起，在不但地迅速扩展。科学家把正在扩大的宇宙，比喻成一个被吹大的气球。

远，这意味着其在不断“扩展”。通过后来几年内进行的观

察，宇宙在扩展的理论得到肯定。
� 但是，该事实在不为人知的数世纪以前在古兰经内已早
有阐述。因为，古兰经是创世者真主的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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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空如何被缔造，古兰经中的一节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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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先知章，第30节）

该节中译为“闭塞”的阿拉伯词“ratk”，有合并，溶为一

体，混合等含义。即表达溶为一体的两个物质，该词是最合适

的一个词汇。该节中译为“而我开天辟地”的这个句子里，表

示“隔离”的阿拉伯文动词“fatk”有裂开、粉碎“ratk”状态

的物质的含义。如种子发芽从土壤中出来。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古兰经第30节。该节阐述，天空

与大地互相闭塞，即处在“ratk”状态中，然后这两个物质以
“ fatk”  动词分离。即一个裂开另一个喷出。的确，当我们回顾
“巨爆”  的初期时，可以看到唯一的一个点包括宇宙的一切物

质，换句话说，一切物质甚至未被创造的“天空与大地”都在

该点内，并处在“ratk”状态中。随后该点发生巨爆，通过这

个过程各个物质相互分离。

由此可见，该节中的阐述与科学结论完全一致。古兰经在

一千四百年前赐予我们的这个结论，通过科学研究直到20世纪

才被证实。

右图为宇宙巨爆情形
°

再次提出真主是天地的创造者的

Big�Bang�即巨爆论，是通过科学依据获

得证明的一个真理。对于�Big�Bang

一些科学家试图推翻这一定理，但得到

的一切证据，仍以科学界承认的巨爆论而告终。

“天空与大地”的相互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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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阐述太阳和月亮时，是这样强调各自拥有的轨道的:

“他是创造昼夜和日月的,�

天体运行各循一条轨道”

（众先知章，第33节）

太阳不是固定的星体，其沿着某一个轨道推进，这在另一
个章节中是这样阐明的：

“太阳疾行，至一定所,

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
”

（雅辛章，第38节）

古兰经表明的这些事实，在近代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

才最终弄明白。据天文学家测算，太阳沿着称为太阳奔赴

点（Solar� Apex）的轨道，朝着天琴座a星方向，以每小时72万

公里的速度运行。这样以来太阳每天大约运行1700万公里。与

太阳一道，在其引力系统内的所有星体及卫星都完成同样的行

程
° 
另外，宇宙的所有星球也进行同样有规律的运行。

整个宇宙都以这种轨道装备。这在古兰经中是如此阐明的:

“以有轨道的诸天盟誓,”

（播种者章，第7节）

宇宙大约有2000亿个星系，每个星系又大约有2000亿个星
球。大部分星球有行星，这些行星还有卫星。所有天体都具有

天体的轨道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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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宇宙中的许多流星一样，上图

中的哈雷彗星也进行着有规律的运

行,� 拥有归属自己的一个轨道，并

同其它天体在该轨道上进行着和谐

和有秩序的运行。

宇宙中的所有天体；行星及其卫星,�

以至星系都有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

轨道。建立与继续这个完善秩序的

是天地的创造者——真主。

精确的轨道。而且数百万年来每一个星体在自己的轨道上，与

其它星体完美无缺地配合，并以一定的秩序运行着。另外，许

多流星也在自己的轨道上浮游着。

� 宇宙的轨道不仅仅属于天体
°
�����

星系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其轨道上

有规律的运行着。运行期间天体之

间不会相互碰撞。

当然，古兰经降示时，不曾有

当今这样可从数百万公里远处观测

太空的望远镜、先进的观察设备,� 以

及现代物理和天文知识。总之,�在那

个时期利用科学知识确定古兰经播

种者章第7节阐明的“以有轨道的诸

天盟誓,”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  
可是，

那个时期降示的古兰经,�向我们明确

的指出了这一事实;� 因为,� 古兰经是

真主的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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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圆形

“他本是真理，创造天地；

他截夜补昼，截昼不夜�”

（队伍章，第5节）

古兰经中介绍宇宙的章节使用的词句十分

引人注目。�以上诗节中译为�“截夜补昼”的

阿拉伯文词汇是�“tekvir”。其含义是以一个

物体环绕圆形的物质。（例如，在阿拉伯词

汇中，对包括“缠头”等圆形物质的动词使

用该词）。

诗节中关于“截夜补昼，截昼补夜”提供

的知识，同时，也包含地球形状的知识
° 
地球

为圆形时，该诗节中的动词才能实现。

即七世纪降示的古兰经指出，地球是圆形

的。不应忘记，当时的天文意识，对地球有

不同的认识。那时期人们认为，地球是平面

的。因此所有科学地计算和说明，都以该结

论进行。而我们在本世纪才学到的知识,�在七

世纪降示的古兰经诗节中就早已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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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中，真主注意到天空的这样一个特点：

“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隆,�

而他们忽视其中的奇迹°
”

（众先知章，第32节）

通过20世纪进行的科学研究，该诗节阐述的天空的这个

特点获得证明。

环绕地球的大气层，对生物的

生存具有重要作用。其熔化接近地

球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天体,�阻止它们

坠落到地面伤害生物。

另外，大气层还过滤从太空辐

射出的，对生物有害的光线
° 最奇怪

的是，大气层只准许无害光线，红

外线和无线电波通过
° 
这些都是生命

必须的光线。如大气层准许通过的

紫外线，对于植物合成及所有生物

的生存具有重要作用。太阳辐射出

的大部分紫外线,�在大气层的臭氧层

被过滤，因此，只有生物需求的少

部分紫外线抵达地面。

安全的穹隆

大气层，只允许生物需求的光线

辐射到地面上。如为这类光线之

一的紫外线，以一定的比率被生

物接受，这比率对于植物合成及

所有生物的生存，是最合适的比

率。



该代表性画，表示将

撞击地球的陨石。在

太空浮游的这些陨石

对地球是一个严重的

威胁。但真主以完美

的创造，使大气层成

为安全的穹隆。在这

个安全措施下，天顶

上的大部分陨石都被

大气层粉碎。

哈荣��雅荷雅

大部分人观望天空时，都不会想象到大气层的保护性结构。通常人们不会去思考，如果没有该结

构地球将会怎样。从上图可以看到，来自太空的一块大陨石坠落在在美国亚里桑那州，造成一个

巨大的陨石坑。若无大气层保护，将会有数百万块陨石坠落在地面，正是在大气层的保护作用下,�

地球上的生物才安然无恙。这当然是真主在保护人类，并是古兰经里阐明的一个奇迹。

21



人类无法想象到，太阳照亮时发射出的能量的

强度，太阳每发射出的一次光能，相当于向日

本广岛发射的1000亿颗原子弹的能量。地球通

过大气层和地磁层，避免这个极具破坏性的能

量危害地球。

地球非常适合生物生存。但走出大气层时，将面临

的是酷寒。地球仍通过大气层，避免了太空平均为

零下270度的寒冷。

在地球形成磁场的地磁层，对于陨石，有害宇宙光线等，就如一个盾甲保护着地球。上图是地磁层的代

表画。远离地球数万公里的这些地磁层，为防止太空有破坏性的能量危害地球发挥着保护的作用。

所有科学发现都证明地球在受特别地保护。最重要的是，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古兰经以“我把天造成安

全的穹隆......，”这个诗节予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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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层的保护特点不只是这些，对于太空平均为零下270�

度的冷冻气温，大气层还起到了保护地球的作用。

避免地球遭受有害因素影响的，不仅有大气层，还有地磁

层，对于地球有害的光线其发挥着盾甲作用。从太阳和其它星

体不断射出的这些光线，对人体可造成杀伤性的损害。尤其,�

对于常常发生在太阳上的，被称为“发光”的能源爆发，若无

地磁层将会消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关于地磁层对我们生活的作用，博士罗斯是如此阐述的：

� 地球在太阳系里的行星中，拥有最高的密度。这个广阔的

镍-铁核负责整个磁场。该磁场形成地磁层。地磁层可阻止

辐射线袭击地球。如果无这个保护性的穹隆，地球也不会

有生命的。有磁场的并由岩石区形成的另一个星球是水星,�

但其具有的磁场，比地球的少一百倍。地磁层防止辐射的

层面，对地球起着特别的保护作用
°
1

前几年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证实，太阳一次发出的太阳能

相当于向日本广岛发射出1000亿枚原子弹时的能量。在发亮经

过58小时后，观测到指南针的磁针开始迅速的摇晃，在大气层

250公里高处，温度高达2500摄氏度。

总之，地球拥有可避免外界威胁的一个十分完善的保护系

统。是的，天空拥有的这个盾甲特点，数世纪前真主就通过古

兰经已向我们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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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启明星章第11节是这样阐述天空的转变特点的：

“含雨的云°
”

（启明星章，11节）

古兰经中的该诗节指出了，大气层具有的转变特点。

众所周知，环绕地球的大气层具有许多层面，每一层面都

有对生物有利的重要作用。对此进行研究时，可看到每层面具

有的转变特点，即把从地面或太空抵达自己的物质或光线退回

到地球或太空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将通过几个例子来分析大气

层的转变特点。

例如，在13至15公里高处的对流层，可使从地面上升的水

蒸气集中起来变成雨，再返回地面。

25公里高处的臭氧层，可阻止辐射线和有害的紫外线抵达

地面，并反射到太空上。

电离层，就如同一个卫星，可使扩散在地面上的辐射电波,�

反射到地面上的不同地区，可实现无线电通讯，在很远的地方

也可收听到广播或收看到电视节目。

地磁层，可使从太阳和其它星体散发出的辐射物，不抵达

地面而退回到太空。

天空大气层的这个特点，在近期内，才被人类发现。而数

世纪前，该特点在古兰经就已有论述，这里再次强调，古兰经

是真主的皇言。

大气层的转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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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层

OZONOSFER臭氧层

电离层

������
�������

大气层的每一层面，都具有

对人体有利的特点。如为大

气层最高一层的电离层，可

使从某一中心发射出的辐射

电波反射到地面上，这样一

来，处在很远的地方，也可

接收到从中心发射的电波。

��������
臭氧层是阻止对生命有害

的光线辐射到地球的大气

层面。臭氧层可将紫外线

等有害的宇宙光线反射到

太空，阻止这些光线抵达

地球表面，而给生物造成

损害。

水对于在地球上生存的

生物十分重要。为大气

层之一的对流层是水形

成的因素之一。对流层

使从海洋上升的水蒸气

集中，然后变成雨，降

落到地面。

对流层

臭氧层

��对流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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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共有七层，这是古兰经诗节有关宇宙予以的知识之一:

“他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

复经营诸天，完成了七层天。

他对万物是全知的°
”

（黄牛章，第29节）

“然后，他志于造天，那时，天还是蒸气。

他对天地说：你们俩顺服地，或勉强地来吧！

它俩说：我们俩顺服地来了°
”

“他在两日内创造了七层天，他以他的命令启示各天的居

民，他以众星点缀最低的天，并加以保护。

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的预定°
”

（奉绥来特章，第11节和第12节）

古兰经中许多诗节使用的“天

空”一词，在表示整个宇宙时被

使用，另外，在表示地球上空时

也被使用。以该词的这些含义,���
大气层��

���
地球

大气层层面

地球，为生存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其

中之一是，对生物发挥着特殊盾甲作用的

大气层。地球大气层由不同的层面形成。

就如以上的诗节表示的那样，大气层，由

七个基本层面形成。这当然是古兰经奇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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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如下的结论：地球上空,�

换句话说大气层，由七层形成。

今日，众所周知，大气层以

不同的层次形成。甚至，就如诗

节指出的那样，共有七层�...

在一部科学文献中，该内容

是这样被表明的：

科学家发现，大气层由许多层

面组成。这些层面根据压力和

形成它们的气体混合物的物理

性质相互不同。大气层最接近

地球的层次是对流层��其占

大气层总体积的百分之90。对

流层上面的层次是平流层��在

平流层上紫外线被吸收的层次

是臭氧层。平流层上面的层次

是中层��热层位于在中层之上

��离子化的气体在热层内，形

成电离层。宇宙大气层最上边

层面在450-960公里高处。该层

面称为外层。2
50km

15km

臭氧层

中层

热层

外层

电离层

平流层

对流层

50�公里

15�公里
一千四百年前，在被认为天空是一个整

体的时期，古兰经奇迹般地指出，天空

由层面形成,�这个层数为“七”。而现代

科学，只在近期才提出，环绕地球的大

气层由“七个”主层面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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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文献表明的层面，可知大气层就如古兰经诗节启示的那

样共有七个层面：

第一：对流层

第二：平流层

第三：臭氧层

第四：中层

第五：热层

第六：电离层

第七：外层

关于该内容的另一个重要奇迹，在古兰经奉绥来特章12节

中,� 以“他以他的命令启示各天的居民”表明，即该诗节指出,�

真主向天的每一层都下达了一项任务。的确，正如我们在前几

个内容里看到的一样，上述七个层面的每一层，就对人类和地

球上的所有生物而言，承担着重要职责。在雨的形成、阻止有

害光线、辐射电波的反射、阻止陨石等方面，大气层的每一层

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份科学文献是这样表示大气层的作用的：

宇宙的大气层由七层形成。位于最底部的是对流层。雨、雪

和风只在对流层形成。3

利用20世纪的科学技术，才被确定的这些知识，早在一千四

百年前降示的古兰经中已明确指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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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横切面。在木桩形山的

土�壤内有山根。

(Anatomy�of�the�Earth,

Caileux,�p.22）

大洋 沉淀物

大陆棚（地壳）

大洋 - 0

-10

-20

-30

-40

-50

山群

山根

山体滑坡
海拔沉淀物

表示山的深根形

状像木桩的一图。

(EARTH�SCIENCE;���

Tarbuck�and�Lutgens,�

p.158)

核心壳与地壳
之间的距离

�����核心壳（地核） 未测定横度

山在土壤深处有山根。

(EARTH,�Press�and�

Siever,�p.413)

布列塔尼岛�����������北德���������阿尔卑斯����欧洲������俄罗斯������高加索

山的作用

核心壳

古兰经注意到大山的地质功能：

“我在大地上创造了群山,

以免大地动荡而他们不安�”

（众先知章，第31节）

若留心可发现，该诗节在阐明群山可避免地面动荡的这一
特点。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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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降示的时期，无人知晓的该事实，通过现代地质研
究，才被发现。据该结论，山是由形成地面壳的巨大层面的运
动和相撞结果产生的。

当两块层面相撞时，相对坚硬的进入另一个层面的下边,�
上边的层面弯曲并升高，形成一座山，而底部的层面继续往下
延伸。即如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山群一样，在地下也有它的延
伸部分。在一份科学文献中，是这样描述山的结构的：

在大陆地层更厚的山区，地壳将延
深到地膜。�4

在古兰经中的一个诗节里，山的这
个作用被比喻为“木桩”:

“难道我没有使大地如摇篮，
使山峦如木桩吗？”

（消息章，第6节和�第7节）

群山，就如在地面上一样，以在

地下的深处部分，使地壳的不同

层面如一个木桩互相牢固。地壳

由不断运动的层面� 形成。山具

有的牢固特点，使具有不断变动

的结构的地壳固定起来，基本上

可以阻止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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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山根据这些特点，地面在地层的联合点向地上和地下
延伸，可使这些地层相互紧固。以这种形式固定地壳，阻止其
在岩浆层上或在各自间滑坡。简而言之，可将山比喻成合并木
板的钉子。

在科学上，山的这个牢固特点被称为“地壳均衡”。地壳
均衡有这样的含义：

地壳均衡：......在地质学中，群山在地球表面形成的引力
下，保持地壳的平衡。5

由此可见，经现代地质与地震研究发现的山的这个重要作
用，在数世纪前降示的古兰经中，作为表示真主超越智慧的一
例，予以人类。在古兰经另一个诗节中，是这样阐明的：

“他创造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
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峦，

以免大地动摇......”

（鲁格曼章，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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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象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固定，它总是处在运动状态之中°��

这在古兰经的一个诗节中如此表明：

“你见群山而以为都是固定的，

其实群山都象行云样逝去......”

（蚂蚁章，第88节）

群山的这个运动，是由其内部的地壳运动所致。地壳在比

自己更坚硬的地层上，就象行云一样经过，首先，名叫魏格纳

的一名德国科学家提出，地面上的陆地，在世界的初期时都处

在一起，后来被拖动到不同的方向，而相互疏远的。

但是，地质学家们在魏格纳去世50年之后，即1980年后才

认肯他提出的论点。就如1915年魏格纳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

示的那样，地面上的陆地，在大约5亿年前，相互连接着。被

称为泛古陆的这个古陆，位于南极。

大约在1亿8000万年前泛古陆分为两个部分。作为被拖动到

不同方向的这两大古陆之一的冈瓦纳古陆，包括非洲、澳大利

亚、南极洲和印度，另一个古陆劳亚大陆由欧洲、北美洲和除

印度外的亚洲形成。在此之后的1亿5000万年内，冈瓦纳古陆

和劳亚大陆，又分为更小的部分。

是的，以泛古陆分散而形成的这些陆地，在陆地和海洋之

间的分布，不断变化，每年以几厘米的速度，在地球表面移动

着。

20世纪初进行的地质研究获得的结论，是这样阐明地壳的

这一运动的：

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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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壳与地面上层形成的厚度为100公里的地球表面，由被称

为“地层”的部分组成。6个大层和无数的小层，形成地球

表面。据“地壳构造”论，这些地层，同时拖动陆地和海洋,�

在地球上运动着......根据计算，由于陆地运动，地层每年移

动1-5厘米。随着地层的运动世界地理也在发生变化。例如,�

大西洋每年在扩展着。6

在这里应着重强调的一点是：真主在古兰经诗节里，把山的运

动以启示为“象行云样”。今日，科学家为该运动使用的英文词是

“Continental�Drift”即，“大陆漂移”。7

利用科学才刚刚发现的这一科学事实，在古兰经中阐明，无

疑,�是古兰经奇迹之一。

2亿年前

1亿�3500万
年前

6500万年前

今日

5000万年后的
北半球

5000万年后的东半球

陆地的运动

左边的图形是陆
地过去的状态。
若假设陆地的运
动如此继续，那
么数百万年后的
陆地状态，将如

右边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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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古兰经中着重强调的元素之一。古兰经名为“哈迪德”  

即“铁”的诗节这样指出：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并降示

天经和公平。我曾创造钢铁，其中有严厉的刑罚，对于

众人，有许多裨益；以便真主知道在秘密中相助他和他

的众使者的人......”

（铁章，第25节）

在诗节中，为铁专用的“降示”一词，可以理解为铁为人

类服务，但若注意到该词意为“从太空降临”的实际含义，可

以看到诗节中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奇迹。

因为据现代天文研究论证，铁来自太空的巨大

星球。

宇宙中的重金属产生于巨大星

球的核心，而太阳系并不具备在自

己的范围内产生铁元素的结构。

铁只能在比太阳更大的巨大星球

上，在高达数亿度的高温下才可形

成。称为新星和超级新星的这些星球

的含铁量超过一定的比率后，星球再也承受不了重

量而会爆发。爆发结果，含铁的陨石分散在太空中，自由漂游

着，直至碰上一个天体的引力为止。

由此可知，金属铁不是在地球上产生的，而是由脱离超级

新星的陨石带至地球，就如在诗节中表示的那样“降示在地球

�铁锭

铁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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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确，在古兰经降示的七世纪，是无法论证这一科学知

识的。但这一事实，在古兰经诗节中早有阐述。

与此同时，阐述铁的哈迪德章第25节中，有十分有趣的两

个数学密码：

“El-Had i d”即哈迪德是古兰经的第57章，“El-

Hadid”一词在阿拉伯文的数目值也是“57”。

“Hadid”即“哈迪德”一词的数目值是26，26这个数子，

是铁的原子序数。

“El-Hadid”即哈迪德是古兰经第57章节。“El-Hadid”一词在阿拉伯文的数目值也

是“57”。“Hadid”即“哈迪德”一词的数目值是26。从以上的元素周期表，也可以

看到，26是铁的原子序数。万能的真主，以古兰经铁章降示的诗节，一方面注意到铁

的形成，另一方面以诗节包含的数学密码，在向我们指出一个科学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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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创造一切配偶，地面所生产的，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

（雅辛章，第36节）

男性女性，是“配偶”概念的一个回应，该诗节阐述的

“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这句话，具有广泛的含义。如今我们

面临着该诗节指出的含义之一。英国科学家狄拉克提出世界上

的物质成双成对的，他也因此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被

称为“奇偶性”的这个学说提出，物质有称为“非物质”的一

个配偶，非物质具有物质的相反特点，如与物质相反，非物质

的电子带正电、质子带负电。该事实在一份科学文献中，是这

样表示的：

......每一个物质，都存在相反的一个非物质，不稳定关

系告诉我们，这些配偶的存在和消失在任何地方和任何
时间都同时形成。8

时间是完全与感觉者有关的

一个概念，同一个时间对于

某个人也许感觉很短，而

对另一个人也许会感觉

很长,� 若想了解谁的判断

正确,� 需要钟表、日历等

等，没有它们，对时间是无

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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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时间的相对性已是获得证明的一个科学事实。但该

事实在20世纪初期，才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出现。在此之前,�

人们不曾知道时间是相对性的一个概念，也不知其随着条件可

变化。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利用相对论证明了这一事实,�

并提出时间是与事物和速度有关的一个概念。但在此前人类史

上从未有人阐明过这个概念。

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古兰经内有关说明时间的诗节：

“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刑罚。真主绝不爽约。

在你的主那里的一日，

恰如你们所数的一千年。”

（朝观章，第47节）

“他治理自天至地的事物，

然后那事物在一日内上升到他那里，

那一日的长度，是你们所计算的一千年。”

（叩头章，第5节）

“众天神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他那里。

那一日的长度是五万年。”

（天梯章，第4节）

在公元610年开始降示的古兰经中，已经明确的阐述了时间

的相对性，证明古兰经实为一部经典。

时间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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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定量的降落，是古兰经关于雨予以的另一个知识：

“他从云中降下有定量的雨水，

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地方复活。

你们将来要这样从坟墓中被取出。”

（金饰章，第11节）

雨的这个定量，通过现代科学研究也已得到论证。据测

量，地球上每秒有1600万吨水被蒸发，该数量在一年内累计

505万亿吨。这同时也是地球一年内的降雨量，即水不断在一

个平衡中“据一个定量”在循环。地球上的生命，也随着水的

循环在继续生存。人类无论使用何种技术都无法去创造和模拟

这个循环。

如果在该定量上发

生一点变化，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会使生态失去

平衡，从而消灭生命 ° 
但该定量是不会改变的,�

就象古兰经阐明的那样,�

雨每年都将以同样的定

量继续降临。

雨量



每年蒸发到天空中又以降雨的形式返回到地面的水量是“固定”的，即
1600万吨/秒，该定量在古兰经中以“有定量的雨水”发出信息，在维持生态
平衡和持续生命方面，该固定的量发挥着至观重要的作用。

1600万吨/秒

1600万吨/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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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而言，雨的形成长期以来一直是个奥秘，但继雷达

发明之后，确定了雨形成的各个阶段。

雨是经过三个阶段而形成的。首先雨的“原料”即水蒸气

通过风升空后形成云，云又形成降雨降落到地面。

古兰经关于雨的形成所阐明的内容，与这些阶段是一致的:

“真主派风去兴起云来，然后，

任意地使云散布在天空，并且把云分成碎片，你就看见

雨从云中落下。当他使雨落在他所意欲的仆人上的时候,�

他们立刻欢乐°
”

（罗马人章，第48节）

现在让我们从科学角度来分析该诗节指出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真主派风......”

大洋上以浪花形成的无数气泡不断出现，而且水分子也不

断地喷向天空。富含盐的这些分子，通过风从大气层向上推进,��

使从海洋上升的水蒸气以水滴、冰晶的状态聚集形成云。

第二阶段：“......兴起云来，然后，任意地使云散布在天空，

并且把云分成碎片......”

� 云是由在冰晶或空气中的烟尘周围聚集的水蒸气形成。

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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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中的水滴很小（直径为0.01-0.02毫米）因此悬浮和散布

在空中上。这样以来，天空被云覆盖。

第三阶段：“......你就看见雨从云中落下。”

在冰晶和烟雾周围聚集的微小水滴形成雨滴。这样以来，

超过空气重量的水滴离开云，以降雨的形式落下。

由此可见，形成雨的每一过程，在古兰经诗节里都有详细

说明。甚至对这些阶段按照顺序进行了说明，就如世界上的许

多自然现象一样，在这里真主仍作出了最正确的说明。甚至在

比这个科学发现还早的数世纪以前，通过古兰经向人类启示了

雨形成的知识。

上图表示海洋上以浪花形成的水泡喷向天空。这是雨形成的第一阶段。在此之
后形成的云的水滴，将悬浮在天空上，然后它们聚集形成雨。古兰经诗节详细
阐明了雨形成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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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雨的形成，古兰经另一个诗节发出了这样的信息：

“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使云缓缓地移动，

而加以配合，然后把它堆积起来。

你就看见雨从云间降下。

他从天空中，从山峦般的云内，降下冰雹，

用来折磨他所意欲者，而免除他所意欲者。

电光闪闪，几乎夺取目光。”

（光明章，第43节）

� 研究云型的科学家们,关于雨的形成获得了惊人的结论。

雨云在一定的系统和阶段内形成为雨云之

一的积雨云的形成阶段,科学研究如下:

� 第一阶段� ,移动:云在所处的位置受风

的推动,即移动。

第二阶段�,联合:�被风推动的这些小云

片,在某一领域联合,形成更大的新的云团。9

� 第三阶段� ,积聚:小云片联合后,大云

团内向上的引力增加。云中心的向上引力

比周边的引力更强。这些向上的引力,导致

云体以纵向扩大。这样以来,云彩向上扩大,�

并且一一汇聚。同时造成云体向温度相对

较低的地方延伸。于是云体上的水滴和冰

雹粒开始增大。

� 经过上述阶段后,水滴和冰雹粒增重,�

使向上的引力也无法支撑它们。最终从云

被风推动的这些小云片,在某
一领域联合.即古兰经诗节所
阐明的那样“......真主使云缓
缓地移动，而加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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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雨及冰雹的形式降落到地面。10

� 值得提醒的是，气象学家们利用先进设备（卫星、飞

机、电脑等），在近代才了解到有关云的形成、结构和作用

等细节。由此可见，真主以该诗节，向我们予以阐述这个在

一千四百年前人们无法了解的知识。

图（A）表示小云

片，即积云。图

（B）许多积云汇

聚在一起，形成

的大云团的向上

引力增大。于是

云体向上聚集。

向上延伸聚集的云，由于以纵

向扩大，抵达大气层温度相对

较低的地方。在这里水滴和冰

雹开始增大，加重的水滴，从

云中以雨、冰雹的形式降落在

地面上。是的，这个科事实在

古兰经光明章，第43节中以�
“ ......然后把它堆积起来，你就

看见雨从云中降下......”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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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中的一个诗节注意到，由于风的滋润特点，因此降下

雨水：

“我派遣滋润的风，我就从云中降下雨水，

以供给你们饮料，你们绝不是雨水的储藏者°
”

（石谷章，第22节）

该诗节注意到，风是形成雨的第一阶段。但直到20世纪初,�

人们才知道，风与降雨之间的唯一关系是风推动云。现代气象

结论指出，风在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滋润的作用。风的滋

润作用是如此形成的：

在大洋和海洋水面上，由于浪花每时每刻产生无数个气泡,�

这些气泡爆发时，可使形成数千个直径为0.01毫米的粒子喷向天

空，被称为积云的这些粒子，通过风与从陆地升起的烟尘混

合，然后上升到大气层上部，由风推动到高处的积云，在这里

与水蒸气结合，水蒸气也在这些积云周围聚集而加重，并变为

水滴。首先，这些水滴积聚在一起形成云，随后再以降雨的形

式降落在地面。

由此可见，风通过由海面上升而形成的积云来滋润漂浮在空

气中的水蒸气，而形成雨云。

如果风不具备这个特点，大气层中无论如何都无法形成水

滴，也就是说雨这个东西也决不会存在的。

最重要的是，古兰经诗节在数世纪前就指出了，风在雨的形

成过程中承担着重任，而且是在人类对自然现象几乎什么都不

了解的一个时期��

滋润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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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示一个波浪的形成过程。波浪是由从海面上吹起的风而形成，风与水泡开始进行旋转运动，

随后此运动促成连续的波浪，浪花形成的气泡散布在空气中，这就是雨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该形成

在古兰经诗节中表示为“我派遣滋润的风，我就从云中降下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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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专家们在近期内才论证的这一特性，在古兰经中是这

样阐述的：
“他曾任两海相交而会合，

两海之间，有一个堤坊，两海互不侵犯°
”

（安赖哈曼章，第19节和第20节）

有关海洋古兰经诗节所阐述的，邻海海水绝不会合的这一

特性，海洋学家在近代内才发现。该发现提出，因为存在着被

称为“表面张力”的一种力量，所以邻海海水无法会合，因为

海水不同的浓度产生的表面张力，就如一座城墙阻止了海水的

相互会合。11

当然最令人惊讶是，在人们还不懂得物理学的张力和海洋

学等知识的一个时代，这些知识在古兰经中就已阐述。

大西洋 地中海

大西洋海水的
盐度在36.0%以下 地中海海水

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海水的盐度
在36.0%以上

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有巨大波浪、激流和潮汐。地中海海水在直布罗陀与

大西洋接触。但该接触没有改变各海的温度、盐性和浓度等特性，因为

在两海之间存在着肉眼看不到的界限。

两海互不侵犯

深度
(�米�)



从卫星上拍摄的
直布罗陀海峡的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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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

上有黑云，黑暗重重叠叠，

观者伸出手来时，几乎不见五指。

真主没有给谁光明，谁就绝无光明°
”

（光明章，第40节）

名为《海洋》的一书，关于汪洋大海的概况是这样说明的:

我们知道，汪洋大海和海洋的黑暗大约是从200米以下的深

处开始的，在此深处几乎无光明，而在1000米以下的深处

完全没有光明的°
12

如今，通过海洋的地理结构，可了解生存在海底的动物的

特点，以及海水的盐度、面积和深度等知识。利用现代技术制

造的潜水工具及各种特殊器具，是专为获悉这些知识而使用的°

一个人在无任何器具的情况下，潜入海洋40米以下的深处

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潜水设备帮助的情况下,�

在海底约200米深处生存是绝不可能的。因此，科学家只是在

拥有潜水设备的近代才发现了有关海洋的详细知识。但是古兰

经光明章中的诗节以“......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的说

明，在一千四百年前向人类发出了信息。在不存在任何海洋技

术，无任何潜水设备的一个时代，予以人类这些知识，当然是

古兰经的又一奇迹。

与此同时，在古兰经光明章第40节所阐明的“......如重重

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上有黑云，黑暗重重叠

叠，”�����同时在指出古兰经的另一个科学奇迹：

海底的黑暗与内浪



据以现代技术进行的测量，太阳光线的
百分之3至30辐射在海面。在自海平面至
200米的这一深度，光谱中的七中颜色如
左图所示先后被吸收；而在1000米以下的
深处无法看到任何光线（见上图）。一千
四百年前这一科学事实已在古兰经的光明
章第40节中有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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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科学家发现，在不同浓度的水层面之间产生内波，内

波覆盖海洋和大洋深处，因为海底的水浓度高于其上层的

水浓度，内波也会象海面波浪一样运动，一样弯曲。肉眼

是看不到内波的，但观察和分析特定的一个区域海水的温

度和盐度变化时，可发现内波现象。13

古兰经诗节中的阐述与以上的说明完全一致。若不进行研

究人们只知道海面上有波浪，但要想了解海内产生的内波是不

可能的。但在古兰经光明章中，真主特别阐明了海洋深处的第

二个波浪形式。科学界在近期才发现的该现象，再次向人类展

示着古兰经是真主的皇言。

高浓度水

低浓度水

内波

海面波浪

左图所示海水不同浓

度的两个层面之间的

内波。这些层面下边

的水浓度较高，上边

的水浓度较低。一千

四百年前，在古兰经

光明章中所阐述的这

个科学事实，近代才

被科学家发现。



哈荣��雅荷雅 51

“绝不然，如果他不停止，我一定要抓住他

的额发——说谎者，犯罪者的额发。”

（血块章，第15节和第16节）

在以上诗节中的“说谎者，犯罪者的额发”这个阐述十分引

人注目。因为近期进行的医学研究提出，在人类头颅前额有指挥

大脑部分活动的部位。关于一千四百年前在古兰经中引起注意的

该部位与其作用，现代科学家在近60年才作出解释。生理学界对

于头颅内前额部位的功能进行了许多研究，在名为《解剖生理学

纲要》一书里是这样阐述的：

运动的动机、设定及开始在额头的前部（大脑）实现，这里

是联想皮质的一个部位......14

关于这个部位该书还指出：

前额部位与人体运动有关，同时也是进攻性功能的指挥部。15

根据以上说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脑的前额具备指挥有关

计划、动机、做好事或坏事、说谎或说实话

的活动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古兰经血块章中阐述的

“说谎者，犯罪者的额发”与以上的说明完

全一致。科学家在近60年内才发现的这个科

学事实，真主通过在七世纪降示的古兰经，

向人类予以阐明。

前额部位

人体指挥运动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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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教导人们信仰真主时，谈论到一些不同的问题。真主

常以天空、地面、动物或者植物为证据，并且在许多诗节内忠

告人们回顾自己的由来，即人类都经过了哪些阶段和由哪些基

本物质而形成等问题。例如，在古兰经大事章中是这样阐述的：

“我曾创造你们，你们怎不信复活呢？

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射的精液，

究竟是你们把它造成人呢？

还是我把它造成人呢？”

（大事章，第57至第59节）

古兰经的许多诗节都强调人是由真主缔造的。诗节中阐明的
一些知识包含的细节，在公元七世纪生活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到
的。如：

（1）人不是以精液的全部，而是以很小的一个精子被创造。

（2）婴儿的性别由男性确定。

（3）人的胚胎就如水蛭紧贴在母体子宫内。

（4）人在母体子宫内的三个黑暗区域形成。

在古兰经降示的那个世纪里，当然人们也知道诞生的基本物
质，是性交时男性射出的精液。通过观察可知婴儿大约在九个
月的时间内出生，因此不必研究。但上述的几条知识远远超过
那个时代的人们具有的知识水平。这些知识在20世纪才被科学
界发现。

现在让我们按顺序来研究这些知识吧。

人类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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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滴精液�

性交时男性每次可平均射出2亿5千万个精子。精子直到与

卵子结合为至在母体内将通过艰难的路程。在该过程中2亿5千

万个精子中的大约一千个可抵达卵子。在五分钟后将结束的竞

赛中，有半个盐粒大的卵子从大约一千个精子中只接受一个°�

即人的本质不是精液的全部，只是精液中的一小块。古兰经中

这样阐明这一事实：

“难道人猜想自己是被放任的吗？
难道它不曾是被射出的一滴精液吗？”

（复活章，第36节和第37节）

以上古兰经诗节在向我们阐述，人不是以精液的全部，而

是以精液中的一小块被创造的。古兰经阐明的这个知识，是现

代科学发现的一个事实，这同时再次证明，古兰经是来自真主

的一部经典。

左图所示射进子宫的精
液。从男性射出的2亿
5千万个精子中的一小
部分可抵达卵子。抵
达卵子的大约1000个
精子中的一个，将与
卵子结合。人不是以全
部精液，而是以精液中
的一小块形成，这在古
兰经中是这样阐述的：
“......被射出的一滴精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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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中的混合物

精液，是包含精子的液体，但不只由精子形成，它是由不

同的液体混合而形成，为精子所需的热能提供糖、以其具有的

一些特性使母体子宫颈的酸中合、为精子提供可进行运动的滑

溜环境等是精液的主要作用。

令人惊奇的是，古兰经在阐述精液时也指出了现代科学提

出的这个事实，并使精液解释为一种“混合的”液体：

“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

并加以试验，将他创造为聪明的°
”

（人章，第2节）

古兰经另一个诗节也指出精液是混合的液体，并强调人是

以这种混合液体被创造的：

“他精制他所创造的万物，

他最初用泥土创造人。

然后用贱水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
”

（叩头章，第7节和第8节）

在这里译成“精华”的阿拉伯文词汇的含义是一个物质的

最佳部分。无论如何其含义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这向我们表

明，古兰经是对人的诞生过程全知的一个意志的皇言，这意志

是人类的创造者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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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的性别

直至近期，人们认为母体细胞确定婴儿性别，或者至少认

为父母的细胞确定婴儿的性别。但古兰经就该问题予以了不同

的一个知识，并阐明婴儿的性别由“射入子宫内的精液”确定:

“他曾创造配偶——

男性的与女性的——是以射出的精液；”

（星宿章，第45节和第46节）

古兰经予以的该知识的正确性，通过基因和微生物学取得

的发展获得了证明。性别完全由男性的精子细胞来确定，母体

在这方面不发挥任何作用。

确定性别的因素是染色体，确定人体结构的46个染色体

中的两个被称为是性别染色体，这两个染色体中XY为男性,�

XX为女性。这样描述的原因是，我们所说的染色体与这些字
母很相似。Y染色体携带男性，X染色体携带女性基因。

古兰经阐述，射入子宫的
精液确定生男或生女。而
直至近期，被认为母体细
胞确定婴儿性别。古兰经
予以的这些知识，科学界
在20世纪才发现。关于人
的诞生，古兰经阐明了类
似的许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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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性别的形成，由成对定位的这些染色体每一个的结合

而开始。妇女排卵时分裂的性别细胞的两块都携带X染色体,�

而男人分裂的性别细胞可产生包括X和Y染色体的两个不同的

精子，女人的X染色体若与男人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结合，出

生的婴儿将是女孩；若与携带Y染色体的精子结合，那么出生

的婴儿将是男孩。

换句话说婴儿的性别，与男人的哪一个染色体和女人的卵

子结合有关。

无疑直至基因学出现，即20世纪这些知识都是不为人知

的。然而，在许多文化中曾经都流传着母体确定婴儿性别的

信仰，因此生女孩的许多妇女们都遭到了无端的指责。

在人类发现基因的一千三百年前，古兰经就阐明性别的根

源不是女人，是来自男人的精液。由此可见，古兰经向人类

予以了否定那些迷信的真理。

X染色体携带女性特点，而Y染色体携带男性特点。在母体卵子内只有确定女性的X染色
体。而来自父亲的精液中有携带X染色体和Y染色体的精子。总之婴儿的性别由与母体
的卵子结合的精子携带X染色体或Y染色体有关。即就象古兰经诗节阐明的那样，确定婴
儿性别的因素是来自父亲的精液。在古兰经降示的那个世纪，绝对无人了知的这个知识,�
是证明古兰经为真主的皇言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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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在子宫的受精卵

当我们继续研究古兰经有关人的诞生予以的知识时，可

以发现一些重要的科学奇迹。

来自男性的精液与女性的卵子结合时，将出生的婴儿就

等于形成了基本物质。在生物学中称为受精卵的这个唯一细

胞，将迅速增加逐渐形成一个小“肉块”。

但受精卵的这个发育过程不在空间实现，而悬挂在子宫

内壁上，其以拥有的延伸部分就象插入土壤内的植物根一样

贴在子宫内，在发育过程中通过该连接带从母体吸取营养。

是的，在这里可看到古兰经的一个

重要奇迹。在古兰经中，真主在阐明

悬挂在子宫内壁开始发育的受精卵时,�

使用了“alak”即“血块”一词：

“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

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

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

（血块章，第1节至第3节）

“Alak”一词在阿拉伯文中表示悬

挂在一个地方的东西。通常以该词表

示贴在皮上吸食血的水蛭。

无疑对在母体内发育的胚胎使用该

词，再次证明了古兰经是真主降示的

经典。

母体内的胎儿在发育的头一个阶段，为了

从母体吸取营养贴在子宫内壁上。上图所

示一个肉块形状的胚胎。现代胚胎学确定

的这个形成，以含义为悬挂的，对于贴在

皮上吸食血的水蛭也使用的“alak”即血

块一词，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就在古兰经中

奇迹般的予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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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与肌肉

古兰经诗节予以的另一个重要知识就是人体在子宫内的形

成过程。古兰经诗节阐明，在母体内首先形成胎儿的骨骼,� 然

后肌肉形成并附着在骨骼上：

“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

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

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

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

然后，我把他造成别的生物。

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
”

（信士章，第14节）

胚胎学是研究胎儿发育的一门学科。在胚胎学领域直至近

期还曾认为骨骼与肌肉是同时形成的。因此有些人认为古兰经

诗节与科学是违背的。但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通过更先进的显微镜

进行的观测研究,�证实了古兰经阐明

的知识完全正确。

显微镜观察结果表明，在母体内

就象古兰经诗节阐明的那样,�首先胚

胎的软骨组织变为骨骼,�然后肌细胞

在骨骼周围聚集构成肌肉,�并附着在

骨骼上。

该知识在名为《发展的人》一个

刊物上是这样阐述的：

在孕期第六周作为软骨组织的形
母体子宫内完成发育的胎儿�骨骼，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将由肌肉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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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初步骨骼化过程在泡沫骨上形成。第7周末期长骨也开

始骨骼化。骨骼形成之际肌细胞在围绕骨骼的组织上集合

构成肌束。肌肉组织就这样在骨骼周围形成前部和后部肌

束。17

总之，古兰经诗节阐述的人体构成阶段与现代胚胎学的发

现完全一致。

古兰经诗节阐明了人在母体子

宫内发育的过程。就如信士章

第14节阐明的那样，母体内的

胚胎第一阶段使软骨组织变为

骨骼，然后这些骨骼开始被肌

细胞围绕。真主是这样阐述该
形成的：“......然后，我把
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
肌肉附着在骨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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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在子宫的三个时期

古兰经阐明，人在母体内以三个阶段被创造：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然后以他的同类为他的配偶。
他为你们而降赐八只牲畜。他将你们造化在你们的母腹中，

在三重黑暗中，一再造化你们那是真主�—�你们的主，
国权只是他的；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们怎么悖谬呢？”

（队伍章，第6节）

以上诗节指出，人在母腹内将经过不同的三个时期。
的确，现代胚胎学提出，婴儿在母体内的发育经过三个不同

的时期完成。如今该内容是医学系胚胎学教科书本的基础知识°�
如在名为《基础胚胎学》的文献中，是这样表明该事实的：

子宫内的生命在三个时期内形成；前胚胎期（头两个半周）,�
胚胎期（直至第八周）和胎儿期（第八周直至出生）。18

在医学上每一个时期也被称为“三个月时间”的这些时期包
括婴儿的不同发育过程。这三个时期具有的主要特点如下：

前胚胎时期：
在通常称为“第一个3个月”的第一个时期内，受精卵增大

变为一个细胞群后使自己埋在子宫内壁里，细胞继续增多之际形
成三个层面。

胚胎时期：�
也称为“第二个3个月”的第二个时期共持续五个半周，并

在这个时期内母腹内的生命叫做“胚胎”。该阶段内在细胞层形
成身体的基本器官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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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时期：

当进入被称为孕期的“第三个3个月”的第三个时期时，母

体里的生命叫做“胎儿”，该时期从孕期第八周开始及持续到

婴儿出生。与前一期比较在该时期内胎儿的脸、手和脚形已很

明显，成为拥有人体外形的一个生命。在这个时期初虽然胎儿

只有3厘米长，但已形成所有器官，该时期持续30周，胎儿的

发育将持续到孕期的最后一周。

关于婴儿在母体子宫内的形成的这些知识，如今医学家以

现代技术设备进行的观测才获得。众所周知，这些知识就如其

它所有科学事实一样，奇迹般的在古兰经中予以阐明。七世纪

是人类在医学方面未获得任何详细知识的一个时期，在古兰经

降示的这个时代，古兰经予以如此详细的知识，当然在证明古

兰经是真主的皇言。

古兰经队伍章第6节阐明，人体在母腹内
不同的三个时期中形成。
的确，今日现代胚胎学也在提出，母体
内的胚胎发育经过三个不同的时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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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

预防感染，真主创造了完美无

缺的母乳。利用现代技术生产

的婴儿食品仍然无法取代母乳

的营养价值。

科学研究不断提出母乳对婴

儿的诸多益处。最新科学发明

指出，用母乳喂养婴儿两年十

分有益。19� 科学新发现的这个

重要知识，真主在古兰经诗节

中以“......他的断乳，是在两

年之中......”在一千四百年前

予以阐明：

“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

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

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

——�[我说]：

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惟

我是最后的归宿。”

（鲁格曼章，第14节）

母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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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阐明，对真主而言让死人复活是十分容易的事，并特
别强调了人的手指：

“不然，[我将集合他的骸骨]，
而且能使他的每个手指复原。”

（复活章，第4节）

以上诗节强调手指，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每人的指纹都是独

特的，每一个人的指纹都各有所异。

因此可以认为指纹对每个人都是十分重要和独特的一个“身

份证明”，并且在全世界指纹都以此目的被使用。

但重要的是，指纹的特点在19世纪末才被发现。在此之前人

们认为指纹只是无任何特点和意义的线条。真主降示的古兰经

强调了当时无人知晓的指纹特点和作用。

包括双胞胎，每人的

指纹都是独特的。换

句话说，人的手指头

上有表示其身份的密

码。该密码系统，类

似于现今使用的指纹

编码系统。

指纹上的身份编码



古兰经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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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中的奇迹之一，就是对未来将发生的一些事件提前发

出信息。例如，在古兰经胜利章第27节中，向信徒们事先告知

了可征服被异教徒占领的麦加的这一喜讯：

“真主确已昭示他的使者包含真理的梦兆，

如果真主意欲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禁寺，

有的人剃头，有的人剪短发，

你们将永不恐惧。真主知道你们所未知的，

故在那件事之前，先有一次临近的胜利，”

（胜利章，第27节）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该诗节在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征

服麦加之前将会实现另一个征服。的确，正如该诗节所预言的

那样，穆斯林首先征服了犹太人控制的HAYBER城堡，随后进

入了麦加。

对未来将发生的事件的准确预言是古兰经非凡智慧之一。这

再次向我们证明古兰经是永恒科学的主人——真主的皇言。关

于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古兰经另一准确的预言是拜占庭的失败。

下面将详细讲述该历史事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处在世界

最低处的罗马人所遭受的失败。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古兰经诗

节中特别阐明了“......最近的地方......”以当时拥有的技术进行

这样的测量，并确定世界最低的地方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万

能的真主予以人类的信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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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有关未来发出的信息之一，在罗马人章的头几个

诗节中予以阐述。这些诗节阐明，拜占庭帝国将遭到一次失

败，但在短期后，将重新取得胜利：

“艾列弗，俩目，米目。

罗马人已败北于最近的地方。

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即三至九年之间。

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

在那日，信道的人将要欢喜
°
”

（罗马人章，第1节至第4节）

耶鲁萨冷

卢特湖泊
死海

拜占庭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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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特湖流域是拜占庭人与波斯人作战并且战败的地方。上图是从卫星上拍摄的该地区的图片。

为世界地势最低的卢特湖区位于海平面以下395米低处。

这些诗节是在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人惨败给信仰佛教的波

斯人的战争经过七年之后，即大约公元620年时降示的。以上

诗节还发出近期拜占庭人将取得胜利的信息。实际上，当时

拜占庭由于遭到了惨败，别说再次获得胜利，人们甚至认为

拜占廷将会灭亡。不仅仅是波斯人，还有阿瓦尔人、斯拉夫

人和伦巴第人也对拜占庭帝国构成威胁。阿瓦尔人推进到君

士坦丁堡（即现在的伊斯坦布尔）附近。拜占庭皇帝赫拉克

利吾斯为筹集军费下令收集各教堂的金银装饰品，将其熔化

后兑换成金钱。当这也无法满足军费时，便开始熔化许多铜

雕象，这引发了许多地方官吏对皇帝赫拉克利斯的不满，帝

特拉维夫

地中海



国走向分裂边缘。以前为拜占庭领土

的美素布达米亚、克勒格亚、叙利

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亚美尼亚被

波斯人占领。20

总之，人们都认为拜占庭必将灭

亡。但正是在这个时期真主启示了古

兰经罗马人章的诗节，并阐明拜占庭

在战败后三至九年之内将重新获得胜

利。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甚

至成为当时阿拉伯异教徒们的嘲笑话

题，他们认为古兰经发出的胜利信息

绝不会实现。

但是就象古兰经予以的所有信息

那样，这个预言也同样获得了实现。

在古兰经罗马人章的头几节降示大约

经过七年后，即公元627年12月，在

尼诺瓦遗址附近拜占庭与波斯帝国间

又发生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拜占庭军

队打败了波斯人。几个月后波斯人无

奈中只好签署给拜占庭退还所占领土

的协议。21

这样一来真主在古兰经阐明的

“罗马人胜利”，奇迹般地实现了。

这些诗节中存在的另一个奇迹是,�

那个时期任何人都不可能测定出的一

68 古兰经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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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理事实。� 古兰经罗马人章第3节阐明，罗

马人在“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失败。阿拉伯文

为“Edna� el� ard”的这个句子在一些文献中被

译成“最近的地方”。但这种翻译不表示原文

的真正含义，是一种通俗解释。“edna”一词

在阿拉伯文中是从含义为“低”的“deni”一

词衍生的，并有“最低”的含义。“Ard”表

示地面。总之“Edna� el� ard”的含义是“地面

上最低的地方”。

最不可思议的是，� 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间

的战争，的确发生在世界上最低的地方。该战

争进行的地点是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的

约旦领土交界地区卢特湖流域。众所周知，位

于海平面以下395米深处的卢特湖区域是地势

“最低的地方”。

就是说，罗马人就象古兰经诗节所阐明的

那样，在世界最低的地方败给了波斯人。

在这里应注意的是，卢特湖的海拔高度,�如

今以现代测量仪器才被测定。卢特湖是世界上

最低的地方，以前是不被人知的。但该地区在

古兰经诗节中，被阐明为世界上最低的地方
° 

这再次证明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
上图所示从卫星上拍摄的卢特
湖图片。卢特湖的海拔高度利
用现代测量仪器才能测出。通
过测量确定了卢特湖是“地面
上地势最低的地方”。�

� � � �

� �



� 古兰经的数学奇迹



哈荣��雅荷雅 71

古兰经除了我们所研究的这些奇迹外还有“数学奇迹”。

古兰经中的一些词汇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就是表明该奇迹的

例子之一。令人惊讶的是相互有关的一些词以同一个数目重

复。以下表格所示这类词和其在古兰经中的重复数目：

♦“七层天”这个术语经过七次。“天空的被创造”的表述

重复七次。

♦�“日”以单数的形式重复了365次，“日”的复数形式重

复了30次。“月”一词的重复次数是12。

♦�“背叛”一词重复使用了16次、“邪恶”一词重复使用了

16次。

♦�“植物”和“树木”词汇的重复次数同样是26。

背叛

邪恶

16次

16次

植物

树木

26次

26次

古兰经中的重复词

七层天
天空的被创造��������������

七次
七次��������������

日

日（复数）

月

365
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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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一词重复使用了117次，为古兰经基本原则的“宽

容”一词的重复次数是该数的两倍。

♦�“说”一词重复使用了332次，“他们说”一词同样重复使

用了332次。

♦�“世界”一词与�“后世”�一次的重复次数同样是115次。

♦�“魔鬼”一词重复使用了88次，“天使”一词的的重复次

数也是88次。

♦�“信教”一词和“不信教”一词在古兰经中都重复使用

了25次。

惩罚

宽容

117次

2�× 117=234次

说

他们说

332次

332次

世界

后世

115次

115次

信教

不信教

25次

25次

魔鬼

天使

88次

8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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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课

丰富

32次

32次

♦“天课”一词重复使用了32次，“丰富”一词也重复了

32次。

♦�“怜悯”一词和“教道”一词都重复使用了79次。

♦“好的”一词重复6次，而“坏的”一词的重复次数是其的

一�半，即为3次。

♦“夏天-炎热”与“冬天-寒冷”表述都重复使用了5次。

♦�� “创造了你（人）”的表述和“仆人”一词的重复都
是16次。

怜悯

教道

79次

79次

好的

坏的

6次

3次

夏天-�炎热

冬天-寒�冷 

5次

5次

创造了你

仆人

16次

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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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和“醉”词汇都同样重复使用了6次。

♦�“富裕”一词重复26次，而“贫穷”一词的重复为其的一

半，即13次。

♦�“人”一词重复65次，人被创造的各个阶段的总和数目仍

是65。

富裕

贫穷

26次

13次

酒

醉

6次

6次

人

土壤

种子

胚胎

血块

骨骼

肉

总和

65

17

12

6

3

15

1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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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字母数值。即每一个字母等于一个数目

字。由此可进行各种运算。该运算称为数目字计算。22

穆斯林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了数目字计算法，预言学就是

其中的之一。

一些预言家根据象征性图形和字母的数目字进行解说。数

目字与预言学之间的重要区别是：数目字是已实现的，而预言

是有可能实现的科学。23

数目字计算法，历史悠久，是在古兰经降示前就已被广泛

使用的一种书写法。在阿拉伯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是以

该字母数值而写出的。这样以来同时也记载了每一个事件的发

生日期。把使用的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特别数值加在一起，可

得出相关年代和日期。

是的，当使用该数目字计算法研究古兰经诗节时，同时可

获知有关这些诗节内容的年代和日期。以数目字计算法可获知

古兰经诗节阐述的事件发生的日期时，还可发现古兰经诗节中

存在对有关事件的暗示（真主是确知的）。

♦	1969年人类登月事件在古兰经中早有阐明：

“复活时临近了，月亮破裂了。”

（月亮章，第1节）

古兰经的数目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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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破裂”的阿拉伯文一词除有“裂开、分裂”含义

外，还可使用在“划分、突出、耕地、挖土”等方面。

“我将雨水大量地倾注下来。

然后，我使地面奇异地裂开，

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

与葡萄和苜蓿，与橄榄和海枣。

与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

（邹眉章，第25节至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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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该诗节内译成“裂开”的阿拉伯词没有“破

裂、分裂”的含义，在这里表示耕地种植的意思。当如此分

析“裂开”一词时，除月亮章第1节中的“月亮的破裂”含义

外，还可获悉1969年登月时人类在月球上进行的活动（真主

是确知的）。通过该诗节还可获得重要的一个信息。即月亮

章第1节中的一些词的数目字在表示1969这个数字。

......时间和月亮破裂......

回历纪元：1390��公元：1969

�

1969年美国天文学家登上月球进行观测时，使用各种仪

器挖掘了月球上的土壤，并取回了土壤样本。

                                 

1     +   30     +    60     +    1     +    70     +   400

                    

6      +    1     +    50    +   300     +   100

                     

1     +    30    +   100    +    40     +   200

总合：1390（公元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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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的数学奇迹拥有的另一个特点是，19这个数字

在诗节内密码式的分布。在孟荡西尔章第30节引起注意的这

个数字，以密码形式分布在古兰经的一些部分里。如：

♦�伊斯兰教祷告词，即“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共有19个

字母。

♦�古兰经由114（即19�×�6）个诗节组成。

♦� 真主在古兰经最先启示的章节（第96章）是古兰经倒数第

19章。

第1个字母

第2个字母

第3个字母

第4个字母

第5个字母

第6个字母

第7个字母

第8个字母

第9个字母

第10个字母

第11个字母

第12个字母

第13个字母

第14个字母

第15个字母

第16个字母

第17个字母

第18个字母

第19个字母

古兰经中19数字的奇迹



♦真主在古兰经中最先启示的诗节是第96章的头5个诗节。这

些诗节的总词数等于19。
�

由此可见，头5个诗节由19个词组成。其中的“��”是字母，

不是一个词�。同样“���”也不包括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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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个词第7个词第8个词第9个词

第11个词第12个词 第10个词

第13个词第14个词第15个词

第17个词第18个词第19个词 第16个词

第1个词第5个词 ��第4个词 第3个词 �第2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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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块章是真主启示的第一个章节，共有19个诗节。

♦�真主最后启示的章节是世人章，共有19个词组成。

第11个词第12个词

第6个词第7个词第8个词第9个词第10个词

第17个词第18个词第19个词

第13个词第14个词第15个词第16个词

第1个词第5个词 第4个词 第3个词 第2个词



第1个字母

第2个字母

第3个字母

第4个字母

第5个字母

第6个字母

第7个字母

第8个字母

第9个字母

第10个字母

第11个字母

第12个字母

第13个字母

第14个字母

第15个字母

第16个字母

第17个字母

第18个字母

第19个字母

另外该章阐述真主的佑助的头一个诗节也由19个字母组成。

♦�在古兰经中祷词重复使用了114次，这也是19的6倍。

♦�古兰经中的113个诗节以祷词开始，开头无祷词的唯一一

个章节就是忏悔章即第9章。古兰经中只在蚂蚁章内祷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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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两次。该祷词第一次出现在章节开头，另一次出现在

第30节。从忏悔章开始计算第19章是蚂蚁章。

章节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章节名称
开端
黄牛

仪姆兰的家属
妇女
筵席
牲畜
高处
战利品
忏悔
优努斯
呼德
优素福
雷霆

易卜拉欣
石谷
蜜蜂
夜行
山洞
麦尔彦
塔哈
众先知
朝观
信士
光明
准则
众诗人
蚂蚁
故事
蜘蛛
罗马人
鲁格曼
叩头
同盟军
赛伯邑
创造者
雅辛
列班者
萨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开头无祷词

的惟一章节

从忏悔章起第

19章是蚂蚁章

除一开始有祷词

外在第30节祷词

再次出现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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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章之后的第27章，即蚂蚁章的一开头和第30节都有祷词
这样以来，在第27章祷词出现两次。在第27章第30节出现的
祷词是古兰经中出现的114次祷词的最后一个。
如果把章节和诗节号即27和30加起来等于57，该数是19的
3倍。
从忏悔章（9）到蚂蚁章（27）之间的所有章节号的总合等
于；
（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

342。该数是19的18倍。

♦�在古兰经中出现的“真主”一词的总数为2698，这是19的
142倍。

♦在古兰经中“子宫”一词出现114次，这是19的6倍。

♦古兰经中提到30个不同的数码。

若把在古兰经中出现的这些数码（无论重复几次）加起来获
得的数目等于162146，这是19的8534倍：
1+2+3+4+5+6+7+8+9+10+11+12+19+20+30+40+50+60+70+80+99+100+200+

300+1000+2000+3000+5000+50000+100000=�162146（即19×853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

20

30

40

50

60

70

80

99

100

200

300

1000

2000

3000

5000

5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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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兰经一开始计算，拥有19个诗节的章节是引斐塔尔

章。该节的另一个特点是最后一个词为真主。这同时又是

古兰经倒数第19个“真主”一词。

♦�在以“戛沸”一词开始的第50章即戛沸章中，该词重复

57次，这数等于19的3倍。在以“戛沸”一词开始的第

43章“戛沸”一词也出现57次，这数等于19的3倍。第

50章有45个诗节，这两个数字相加等于95，该数是19的

5倍。第42章有53个诗节，这两个数字加起来等于95，该

数仍是19的5倍。

♦�戛沸章的第一个诗节为古兰经使用的“Mecid”一词的数

目字等于57，这是19的3倍。就如上述该章内“戛沸”一

词重复使用了57次。

♦�若使戛沸章内有“戛沸”一词的诗节号加在一起，得到的

数值是798，这是19的42倍。“42”这个数字又是以“� 戛

沸”一词开始的另一个章节的号码。

♦�“努奈”一词只在第68章的开头出现。该诗节中努奈一词

出现133次，这是19的7倍。

第50章
第42章

戛沸一词出现了57（等于19×3）次
戛沸一词出现了57（等于19×3）次

第50章
第42章

45个诗节
53个诗节

50+45=95（等于19×5）
42+53=95（等于19×5）



♦�若使章节号为19的倍数的诗节（包括祷词）数加起来：

章节号 诗节号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第19章

第38章

第57章

第76章

第95章

第114章

99

89

30

32

9

7

总合 266（等于19�×�14）

在整个古兰经内：

♦�使者一词重复使用了513（等于19�×�27）次，

♦�顺服一次重复使用了19次，

♦真主（未使用补语的形式）一词重复使用了152

��（等于19�×�8）次，

♦�奴、主和祷告词汇总共出现152（等于19×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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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研究的全部知识都在指明一个事实：古兰经就是这样

的一部经典，其内予以的所有的预言都得到了证实。

在讲述的科学内容、有关未来发出的信息和具有的数学密码

中，古兰经诗节阐明了当时不为人知的的事实，利用当时的科

学和技术获得这些知识是不可能的。当然这在证明古兰经不是

一个凡人的语言，其确是万能的创世者——真主的皇言。

真主在古兰经一个诗节中启示：“难道他们没有研究《古兰

经》吗？假如它不是真主所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

差别。（妇女章，第82节）”，在古兰经中的任何一个内容里都

不存在矛盾，其中讲述的每一个知识都在显示真主所创造的奇

迹。

因此人们应该做的是，紧握真主降示的这部经典，以古兰经

为自己的导向。真主在一个诗节中向我们呼吁：

“这是我所降示的、吉祥的经典，故你们当遵守它，

并当敬畏主，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

（牲畜章，第155节）

真主在另一个诗节中阐明：

“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道就让他

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山洞章，第29节）

“绝不然！这确是一种教训，

谁欲记诵它，就叫谁记诵它吧。”

（邹眉章，第11节和第12节）

古兰经是真主的皇言



进化论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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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是真主作为一个警示和导向降示予人类的一部经

典。在本书中我们向读者介绍了，有关古兰经的一些奇迹
°   真

主通过这些奇迹来证明古兰经是一部真理的经典，并要求人

们思索这些问题。真主在古兰经中强调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

让人们看到真主创造天地的证据，并且赞赏真主的威力。但

今日仍存在的某些谬论，试图让人们疏远宗教信仰，而去信

仰一些无根据的论点。

这些谬论之一就是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所谓的主要科学依据是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

主张生物是由物质偶然形成的进化论，以真主是创世者的这

个事实，其实已被彻底推翻。

真主创造了宇宙，并且安排设计了生命的整个细节。那么

不信仰真主的存在及认为生物是偶然的产物的进化论，不可

能是正确的。

所以当我们研究进化论时，的确可看到其被科学发现否定

的这个事实。生物的结构比起物质结构更加复杂和更有影响

力。如人类经过研究可获知构成物体的原子具有多么精密的

结构，甚至可观测到生物体的原子具有的复杂结构和利用这

些原子产生的朊、胆固醇、细胞等具有的超级机能。�

这样以来生物体具有的特别结构，在20世纪末驳倒了达尔

文主义。

在我们的其它作品中也详细谈论了进化论问题。由于该内

容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这里有必要简单的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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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的衰败
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的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其是在19世纪正式被提出的。使该学说进入科学界议程的重

要因素是，1859年达尔文出版的名为《物种的起源》的书籍° 

在该书中，达尔文反对世上的每一种生物都由真主一一创造的

观点。达尔文认为，世上的所有物种都源自一个祖先，并随着

时光的推移以很小的变化相互形成区别。

达尔文主义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就如他自己也承认的那样

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甚至就象达尔文在他的书里题为“学

说的疑难部分”的章节内承认的那样，该学说未能答复许多重

要提问。

达尔文表示，该学说面临的障碍随着科学的发展可以逐渐

排除，并期待利用新科学发现加强自己的论点。

他在书中一再重复这些观点。但发展中的科学未能使达尔

文的愿望获得实现。正相反进化论的基

本内容一一被废除。

达尔文主义衰败于科学的原因，可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进化论，未能解释出生命的起源。

（2）对于该学说提出的“进化作用”，

没有可证明这一点的任何科学依据。

（3）化石记录证实了与进化论相反的论

点。

在本节里，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

究进化论。
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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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越过的头一关：生命的起源
进化论指出，所有生物种类起源于38亿年前的原始时代中

出现的唯一的一个细胞。该细胞如何形成了数百万种复杂的生

物，如果的确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进化为何在化石记录上找不到

它的痕迹等问题，是该学说未能解答的问题。但在这之前首先

应研究进化过程的第一步，即所提出的那个“头一个细胞”是

如何产生的？

进化论由于否定被缔造、也不承认形而上学，因此进化论

指出，那个“头一个细胞”是在无计划的、无秩序的大自然规

律中偶然出现的。该学说表明，物质偶然的产生了一个生物细

胞，但这结论不符合最基本的生物规律。

“生命源自生命”
达尔文在他的书中从未谈起生命起源问题。因为在他生活

的那个时期，原始科学意识假设生物具有一个很简单的结构° 

据自中古时代起被人们信仰的“自生”的论点，物质偶然地聚

集在一起可形成一个生物。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虫子是以

剩余的食物、鼠是以小麦而形成的。为证明这一点人们还进行

了奇特的实验。即在一块破布上撒了一把小麦，并相信等一段

时间后从小麦中可变出鼠来。

人们还认为，肉里生虫也是生命可从物质中产生的一个证

据。但人们后来才明白，肉上的虫子不可能自生，其是由苍蝇

带来的以肉眼看不道的幼虫产生的。

在达尔文写作《物种的起源》一书的时代，科学界认为细

菌可从物质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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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达尔文的书出版五年后，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

彻底驳倒了为进化论打下基础的这个“自生”的论点。巴斯德

通过长期进行的研究和实验，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物质可形

成生命的观点已经被彻底推翻”。24

辩护进化论的人们对巴斯德的论点长期进行了抵抗。但随

着科学不断提出生物细胞的复杂结构，生命可自生的这个观点

也被彻底推翻。

20世纪无果而终的努力
在20世纪研究生命起源问题的头一个进化论者是著名的俄

罗斯生物学家欧怕兰。欧怕兰以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论点,�

致力于证明生物细胞可偶然产生的这个结论。但他以进行的研

究未能获得期待的结论，因此欧怕兰只好承认：“很遗憾，细

胞起源问题是整个进化论中的最黑暗之处。”25

继欧怕兰后，许多进化论者为寻找出生命起源的答案进行

了许多实验，其中最闻名的是1953年美国化学家米勒进行的实

验。米勒使所谓处在原古时代大气层的气体集中在一项实验计

划中，并在该混合物上附加能量，合成了在朊结构上使用的几

种有机分子（氨基酸）。

在那个年代对进化论而言被认为是一个重要进展的该实验

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在几年后发现，实验中使用的大气层不

同于当时的实际空气环境。26�

经过较长的一个时期后，米勒承认其使用的大气层环境不

是真实的。27

在20世纪内为解释生命的起源问题，进化论者们进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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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努力都无果而终。圣迭戈斯克里普研究院的著名地质化学家

巴达在《地球》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承认了该事实：

今日，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仍面临着进入20世纪时存

在的最大问题：生命在地球上是如何开始的？28

生命的复杂结构
生命的复杂结构，是进化论在生命起源问题上陷入僵局的主

要原因。生物细胞比起人类制造的所有技术产品更加复杂。所

以今天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内，也不可能把物质放在一起

产生一个生物细胞。

一个细胞的形成需要许多条件，这的确不能解释为是偶然形

成的。为细胞基本结构的重要部分的朊偶然合成的概率，对于

平均为500氨基酸的一个蛋白质是10950分之一。但在数学中对于

小于1050分之一的概率，一般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位于在细胞核内，而且储存基因信息的DNA分子，是一个十

分富裕的知识库。人体DNA包含的知识若打印在纸上，我们将

可获得每本由500页组成的900本书籍。

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奇特的矛盾：DNA只能在一些特殊化的

蛋白质（醇素）辅助下成为配偶。而合成这些醇素也只能根据

DNA信息实现。由于它们相关，为形成配偶两者应同时存在。

这可使生命自然形成的过程陷入僵局。圣迭戈加里福尼亚大学

著名的进化论者欧吉尔教授在美国科学杂志1994年10月期刊上

这样承认了该事实：

具有十分复杂结构的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RNA和�

DNA）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偶然形成是非常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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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少一个也无法获得另一个。所以只能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生命不可能通过化学途径而形成。29

无疑若生命不可能以自然因素形成，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

生命是以一种超自然的形式“被缔造”的事实。这一事实无疑

推翻了进化论的论点。

进化论的空幻作用
进化论以“进化作用”提出的这一概念的确不存在什么进

化作用，其也是达尔文主义被废除的第二个因素。

达尔文完全根据“自然选择”作用提出了进化论，其对该

作用的高度重视也表现在他的书名上：物种的起源，就是自然

选择途径��

自然选择就是说自然地选择。换句话说就是在生存过程中

适应自然环境，生命力强的生物将可继续生存。例如在遭遇凶

猛动物威胁的一个鹿群中，跑的快的鹿可以保住生命。这样以

来鹿群由迅速和有力量的个体形成。但该机能不会使鹿进化，

它们不会变为另一种动物，如鹿不可能变成马。

生物的复杂结构是推翻进化论的事实之一。位于细胞核内的�DNA�分子，是对于该复

杂结构可举出的最后例子。DNA�是由四个分子以不同的排列形成的一个知识库。其之内

有反映生物的所有物理性质的密码。若打印出人的DNA数据，可得到大约900本书集。

当然这样的一个超级知识库，完全可以推翻偶然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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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然选择作用无任何进化力。达尔文也深知这一事实,�

所以他在名为《物种的起源》一书中只好坦白“只要不形成有

益的变化，自然选择将无法发挥作用。”30

拉马克的影响力
那么这一“有益的变化”如何形成呢？达尔文根据那个时

代的原始科学意识，依靠拉马克的论点答复了这个问题。在达

尔文之前的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可将在生存期间经

受的物理变化传递给下一代，一代又一代汇集的这些特点，形

成新的物种。例如拉马克认为长颈鹿来自瞪羚羊，瞪羚羊为了

吃树高处上的叶子而深长脖子，结果一代又一代促使个头升高
°    

达尔文也举出了类似的例子，如他在“物种的起源”一书

中指出，为寻找食物而进入水中的一些熊，随着时光的推移变

成了鲸鱼。31

但据曼德尔研究发现的和在20世纪获得发展的基因学而确

定的遗传规律，完全推翻了从前一代获得的特点可传递给下一

代的神话。这样以来自然选择被“孤立”和彻底地推翻。

新达尔文主义与变种
对此达尔文主义者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了“现代合成

论”即新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给自然变种添加“有益的

变化的原因”的变种，即生物基因由于辐射等外来因素或者复

制错误结果形成的错乱。

对进化论而言，新达尔文主义是今日仍有效的模式。该学

说指出，世上数百万种生物的耳朵、眼睛、肺、翅膀等无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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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器官在一个变种即基因错乱的过程中形成。但这里存在可

推该理论的一个科学事实：变种不可能使生物进化，反而会损

害生物。

� 其原因很简单：DNA具有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在该分

子里形成的任何一个偶然的影响只会带来损害。美国基因学家

阮冈结赞这样阐述：

变种是微小、偶然和有害的、其很少出现。这三个特性表

示变种不会促成进化性的一个发展。本身在高度独特化的

一个组织内可形成的一种偶然变化将是无影响力的或者是

有害的。如一个手表内出现的偶然变化，不会使手表获得

进展。最大的可能性是对手表会有损害或者对手表无影响

力。一场地震不会给一座城市带来发展，只会对其带来损

害。32

事实上至今尚未出现能够证明变种有利的一个依据，所有

变种都是有害的。由此可见进化论以“进化作用”所表示的变

种，的确只是摧毁生物的一种基因现象（人体常见的变种影响

是癌症）。当然一个摧毁性的机能，不可能成为“进化的机

能”自然选择就如达尔文所承认的那样“其单独不会有任何

作用”。该事实指出，自然中不存在“进化作用”。既然没

有进化作用，那么进化的幻想进程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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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记录上不存在过渡痕迹
化石记录是证明进化论主张的变化过程是不存在的最有力

的依据。

进化论认为，所有生物相互衍生。即早先存在的一种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另一种生物，生物种类都如此产生。进化

论称该变换在数亿年间逐步形成。

这样以来在所谓的长期变换过程中，就应该是形成了无数

的“过渡物种”。

例如，具有鱼的特性但同时还具有爬行动物特性的为两栖

动物，或者一方面具有爬行动物的特性另一方面还具有鸟类特

性的会飞会爬的动物，在远古时代都应该生存过。由于它们处

在过渡时期内，所以应是残疾、缺陷和不足的生物。进化论者

们把认为过去生存过的这些理论性生物称为“过渡形态”。

如果这类生物在远古时代的确生存过，那么它们的数量和

种类应超过数亿，而且在化石记录上应有这些奇怪动物的痕

迹。达尔文在《物种的起源》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

若我提出的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绝对生存过互相有联系

的无数种过渡生物��证明它们生存过的依据也只能在化石

记录上存在。33

达尔文破灭的愿望
但是自19世纪中叶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化石研究，都未

能发现这些过渡生物的痕迹。经挖掘和研究获得的所有结论,�

都与进化论者期待的恰恰相反，证明生物在地球上都是以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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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美无缺的形式出现的。尽管著名英国化石学家安戈尔是一

名进化论者，但他最终承认了该事实：

存在的问题是：当仔细研究化石记录时无论在种类还是在

程度方面我们总是面临着同样的事实;所看到的不是逐步进

化的，而是在地球上突然出现的群体。34

即在化石记录上，所有生物种类是在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过

渡形态的情况下以完整无缺的形式偶然出现的。这与达尔文的

论点完全相反。更重要的是，这是证明物种被创造的一个强有

力的依据。因为一个物种如果没有进化过程、而是突然间完整

无缺地出现的话，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个物种是被创造的。面

对这个事实著名进化论者生物学家福托玛承认说：

关于物种起源问题只有两种可能性那就是被创造论或者进

化论。生物在地球上要么是以完整无缺的形式出现，要么

是在一个变化过程中，以在自己之前存在的某些物种进化

而形成。但是若以完整无缺的形式出现，那么它应是由为

永恒力量的主人的一个智者创造的。35

化石记录显示，物种在世上是完整无缺的出现的。就是说

与《物种的起源》，即与达尔文观点恰恰相反，物种不是进化

而形成的，而是被创造的。

人类进化的神话
辩护进化论者们作为议程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人类的起源问

题。在这方面达尔文认为，如今生存的现代人起源于猿猴,�

在推断为四至五百万年前开始的该进程中，现代人与其祖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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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些“过渡形态”。这个空幻的论点有以下四个基本范

畴：
1-Australopithecus

2-Homa�habilis

3-Homa�erectus�

4-Homa�sapiens

进化论者把人类所谓的猿人祖先称做含义为“南猿”的

“Australopithecus”。对� Australopithecus� 进行了深入研究

的著名英国解剖学家楚克曼和美国解剖学家欧克斯纳教授

指出，这些动物只是已绝种的一个猴种，与人类无任何相

似之处和关联。36� 进化论者将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称为“� Homa”即人类，并认为属于该阶段的人类更先进于�

Australopithecus。进化论者们把属于不同物种的化石排列在一

起形成了一个幻想的进化略图。这的确是一个空幻的略图，因

为从未证明出这些分类之间存在着进化的关系。20世纪的著名

进化论者迈尔承认说，“从� Australopithecus� 至Homa� sapiens�

的连锁关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37

进化论者们在排列Australopithecus� >� Homa� habilis� >�

Homa� erectus� >� Homa� � sapiens这个顺序时都认为，这些物

种的前一个是后一个的祖先。但是化石学家的最新发现指出�

Australopithecus，� Homa� habilis，� Homa� erectus� 和� Homa��

sapiens在同一个时期内生存在世界不同的地区。38� 更准确的说

属于Homa� erectus� 种类的一部分人类一直生活到现代时期，�

Homa��sapiens�neandertalensis�与Homa��sapiens��sapiens（现�代

人）共处在同一个时期内。39

这就表明认为这些物种相互为祖先的论点是无法成立的。

哈荣��雅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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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福大学化石学家古尔德虽然是一位进化论者，但他是如此解释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如何陷入僵局的：

如果在同一时期内生存着三种不同的人类，那么我们的族谱

将会如何呢？很明显它们中的一个不可能来自另一个
°    甚至

相互对比时看不到它们之间存在进化的趋势。40

总之新闻媒体报道的或教课书本上的“半猿半人”的画像,�只

世上至今未发现一块能够证明进化论的化石。正相反化石记录显示人类与猿猴之间存在着

无法逾越的一个界限。面对这一事实进化论者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些不符和实际的图形和略

图上。针对化石记录勾画出一些略图，即幻想般的半猿半人的面象。



101

是想依靠宣传试图说服人们相信人类进化论的传说,��而它实际上是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一部神话。在这方面有对� Australopithecus进

行长达15年的研究工作的著名英国科学家楚克曼，虽然他是一位进

化论者但最终作出了如此的结论：人类不存在从猿猴子进化到人类

的一个族谱。楚克曼还绘制了一部“科学标度图”，将科学领域

内外的全部学科布置在该图内。楚克曼的图认为最“科学性”的

——即以实际数据为依据的——科学领域是化学和物理。继这两个

领域后是生物，然后是社会科学。绘制在该图另一端的即被认为最

“远离科学”的部分是心电感应，第六感觉和“人类进化论”！楚

克曼是如此说明该图的这一端的：

当我们走出客观存在的领域，踏入被假设为生物科学的该领域

（即知觉之外的感觉和人类化石史的注解）时，可以看到对相

信进化论的人们一切都是可能的。同样坚信进化论的这些人也

可能同时接受矛盾性的一些观点。41

所以人类的进化神话，就是盲目信任进化论的人们，对于所找

到的化石偏见地、随心所欲地进行的注解。

一种唯物主义信仰
到此为止我们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进化论是与科学结论矛盾的

一种论点。进化论关于生命起源的论点是违背科学的，其提出的进

化作用无任何进化影响力及化石论所需要的过渡形态根本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进化论作为违背科学的一种观点应该被推翻。事实上

历来人们对科学的许多认识都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逐渐改变

的，如人们曾经认为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模型等观点。

但进化论总是被坚持地列入科学议程内，甚至有些人把对该论

点的反驳也认为是“对科学的攻击”，原因何在呢？��

哈荣��雅荷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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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在于进化论对某些势力而言是决不能放弃的一种教

条性信仰。这些人们盲目信仰唯物主义观点，进化论是它们可进

行的唯一唯物主义解释，因此他们赞赏这一论点。

有时他们也公开承认这一点。哈福大学著名的基因学家进化

论者利弯庭，是如此承认自己“首先是位唯物主义者，然后是位

科学家”的：

我们对唯物主义有一种信仰，这是一种“a� priori”（事先接

受的，假设为正确的）的信仰，逼迫我们向世界发表唯物主

义声明的因素不是科学的方法和规则。正相反由于我们对唯

物主义的“a� priori”信仰，因此我们将剪辑可作出唯物主义

声明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既然唯物主义是绝对正确的，那么

我们决不允许有关神的解说出台。42

由此可见，达尔文主义是与唯物主义哲学相关的一种教条
°
�������该

教条假设除物质外无任何存在物。所以进化论者坚信无活力、无

意识的物质是生命的起源。唯物主义者认为数百万种生物例如,�

鸟类、鱼类、长颈鹿、海龟、昆虫、树类、花草、鲸鱼和人都以

物质内的相互影响，即以降落的雨，以闪电，从物质内形成。实

际上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科学。但达尔文主义者为“不允许

有关神的解说出台”，在继续辩护该论点。

不是以唯物主义思想来看待物种起源的人们都可以认识到这

一事实：所有生物都是拥有非凡的力量、知识和智慧的一个创造

者的作品。这个创造者是以最完善的形式创造整个宇宙和所有生

物的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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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赞你超绝，
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

我们毫无知识，
你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

（黄牛章，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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