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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穆斯林的精神世界
作者：Phil Parshall 费 • 巴沙
世界观的定义

世界观和行为这两个观念，常常交织在人
们的脑海中，但这两者是不同的。行为可
以理解为外在的人，是在文化的形式层面。世界
观，则是在核心，是在文化的深度和意义层面。要
分辨世界观，对外界而言，就只能够透过观察和分
析外在的行为模式，之后再往后推回中心。我们在
那里找到了个人的核心，也就是他最里面的价值所
在，再根据他的行为来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但这
方法带来许多的困扰。
有关世界观的特殊定义，各有不同。尼达
（Eugene Nida）将世界观定义为“价值观体系”
另外一个对世界观简短的定义是“一个人对宇宙特
征的看法，它包括了一般的和整全的观念以及对生
命无声的假设”
勒菲（Robert Redfield）认为世界观是一个阶
段，以“我”为中心位置来观看其他的人类世界。
塞尔（James Sire）认为 “世界观是我们对世界基
本组成持有的（意识或潜意识里）一整套的前提
（或假设）”
卡拉特（Charles Kraft）对此有长一些更加经
过深思的定义：
对现实的看法是社会的样本，将可行
或应该是的现实具体化，并将它们分类成
实际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这具体化的
形式就是文化的世界观。世界观若是根据
这个模式，就是将现实的观念中央系统
化，在那里有社会跟随者（多数都是不知
不觉的）的成员们，以及他们价值体系的
来源。世界观是在文化的心脏中心，在每
一个文化层面里触动、交流及强烈影响着
文化中其它的每一个层面。
有了这样的定义为准则，下一个部分我们会专
注在穆斯林的世界观方面。这里只是提供一些基本
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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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观的分析

拜访了不同的穆斯林国家，有机会与在不同伊
斯兰国家中服侍的宣教士交谈，我讶异于穆斯林的
世界观在不同的民族、语言、地理和文化中是如此
惊人的一致。虽然在细节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我相
信这些不同的民族群体有足够的共识来允许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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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多扭曲的情况之下，述说单一的穆斯林世界
观。
我们必须尝试从广义的角度，而非只是从宗教
角度来明白穆斯林的世界观。要完全明白人的生活
方式就必须包括很多层面。而若要有效地传达耶稣
基督的信息，我们就必须根据穆斯林全部生活和思
想的切身需要着手。
希伯来人和基督徒世界观的比较

世界观比较图解（页 2），尝试比较穆斯林、
旧约犹太人以及西方基督徒的世界观。该图显明了
现代穆斯林和旧约希伯来人世界观的相似性。而它
们同时至少在所考虑的十一个范围内是与西方的价
值观直接的对立。若要有效地向穆斯林传福音，认
清这些相同点与区别是十分重要的。旧约基本上是
给希伯来人的，连同新约经文在一起，应该是我们
福音性活动的起点。
合一

黑利伯里安（Greg Haleblian），是一位叙利亚
基督徒，他写到在伊斯兰里的合一：
其中一个最值得重视的首要原则就是
穆斯林对合一和统一的热爱。这在清真寺
内部的纷争以及与教会内部纷争白热化时
是最明显不过的。当一个人进入清真寺
时，他发觉自己完全浸浴在全然合一的气
氛当中：在四面墙里的每一个元素的设计
都避免显眼和特殊的形式......没有任何个体
的部分或样式超出其它个体......穆斯林对合
一和单一的热爱不单只是局限在宗教里，
也在阿拉伯文化的许多层面，特别是物质
产品，比如说屋子和衣物上。一个西方人
在叙利亚共和国的城市和乡村内旅行，他
会讶异于所有屋子构造的一致性。虽然没
有政府的控制及法律的制定，所有的屋子
却几乎完全是彼此的复制品。
在希伯来文化里也可以看到这种一致的现象。
这两者的情况，恐怕都牵涉到强调真主的合一及统
一性。换句话说，西方基督徒其实是多元文化的产
品。西方的思潮是，“如果合一是有实用价值的，
那就保存它；如果不是，就丢弃它。”他们高举的
是多元化而非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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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穆斯林非常重视历史性的事件。修伯内（Lynn
）谈到穆斯林的过去时说道：“孟加拉人
）是以过去为导向的；他们的过去就是
（
他们的生命。现在如何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的过
去就是他们的荣耀。孟加拉人很少想到他们的未
来。在某个层面，孟加拉人认为谈未来是放肆的，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宗教的宿命论所导致的。”
犹太人则以他们所谓的“吟诵神学”为荣。他
们喜爱叙述真主的作为：从埃及的大释放、十诫的
颁布及从约旦河进入迦南。他们将传统代代相传下
去，这是他们的使命。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他
们应该重视现在，但它的影响力或许就不如过去
强。
Silvernale
Bengalis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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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利伯里安说道阿拉伯人对固定的时间不太感
兴趣。他将阿拉伯人与西方人做一个对比：“当西
方人说，‘我明天傍晚七点整将会来探望你，’阿
拉伯人则会说，‘明天傍晚我将会来看你。’傍晚
可以指任何在五时至晚上十至十一时之间的时
间。”
在另一方面，西方基督徒以未来为坚实导向。
过去已经过时了，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在的快速突
破发展是无关紧要的。现在是醉人及享受的时刻，
但它必须以未来的规范来衡量。生命的挑战是如何
掌握未来。计划、策略、设定目标和评估都是万花
筒的活动之一，都是为了要催促西方人向前追求成
功的未来。
因此，西方传道人必须掌握这些世界观的冲
突。他必须欣赏这深深交织在穆斯林社会里的时间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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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比较

观念
1．合一
2．时间
3．家庭
4．和平
5．名誉
6．身份
7．个人主义
8．世俗主义
9．改变
10．平等
11．效率
*

旧约的希伯来人和穆斯林
强调生命每一个层面的合一
非常注重过去和传统
团结
融恰，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内在和外在的特征
首要的考虑内容
与财富、姓及年龄有关
服从团队的趋势
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观念
不愿意
只有理想理论，没有实施
无关紧要

直接与希伯来人和穆斯林的世界观对立

家庭

穆斯林的家庭关系一般来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
景象。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的深。
黑利伯里安（Haleblian）形容这些关系为：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不论是住在一个
大屋檐下或许多间连接起来的屋子里，他
们所有的收入和开支是由一位领袖所控
制，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来分享。延伸家
庭也一样可以共享产业，他们有比较多的
保障和群体生活，这与西方原生家庭制度
的特征正好相反。在面对经济困境、身体
疾病或死亡时，家庭的许多其他成员会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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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基督徒
只强调有实用价值的合一
*未来导向
*注重个人
满足
*生活的一部分内在的特征
很重要的考虑内容
*成就的一个结果
强调独立自主
*不断增强及广泛被接纳的趋势
*非常渴望
只有理想理论，没有实施
*绝对必要
负起责任。延伸家庭会指导及协助年轻夫
妇养育儿女、烹饪、及其他的家务。
ix

穆斯林常常被批评贬低女人在生活中的地位。
这里一些正面的观点平衡这些批评：
所有的穆斯林女人都有机会结婚。
婚姻一般由关心儿女的父母或其他亲戚安排。
与西方比较，穆斯林的离婚率是很低的。他们
的婚姻是有保障的。
家庭成为一个支持单位，是现实艰难生活的避
难所。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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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多年来一直密切地观察穆斯林的家庭生
活，必须诚恳地说西方很少有资格可以评论穆斯林
的家庭生活。就算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如美国，国
家的离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只能因着远离圣经的
准则而羞愧地忏悔。
旧约则与穆斯林的家庭结构非常的相似。安排
的婚姻、妻子要顺服丈夫、关系紧密的家庭、以及
延伸本质的关系与穆斯林的情况都非常的相似。

走进伊斯兰世界

要的意义。它必须重新被诠释，比如说，在这样的
社会，个人的决定是不被重视的。在还未做任何相
关的重要决定时，必须要先有团体的意见，得到大
家一致的同意。这就与西方社会相反，决定纯粹是
个人的。在这里多数的决定都是大家的。”
修伯内（Silvernale）写下了个人与他所属团体
的关系。“做一些事来对付一个孟加拉人会引起整
个团体的敌意，因为个人代表团体，他必须被维
护。”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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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伊斯兰对“平安” 的观念包括了：“安
好” 、“和平和健康、”“今世及来世的平
安。” 穆斯林用“愿平安临到你”成为问候及告
别语，就好像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新时代的穆斯林
视平安为融洽、整合及生活的全部。它同时是内在
及外在的，也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西方的基督徒则尝试将平安内在化，并将它归
类于属灵的。基督徒对平安的看法就不如穆斯林那
么广泛及包罗万象。
x

名誉

穆斯林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就是看到家庭的名誉
受损。这种羞辱会导致完整延伸家庭结构的内部大
乱。这种伤害、羞辱及家族不名誉的延续会带给下
一代负面的名声。 在安排婚事时的关键问题是，
“他或她是来自好的家庭吗？”圣经旧约对名誉的
看法也是一样。西方基督徒也认为成为一个有好名
声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新约继续赞同旧约的看法。
身份

对穆斯林和旧约希伯来人的社会而言，身份多
数是继得而非获取的。它可以来自所继承的财富或
产业，有好名声的家庭或长辈。我常常惊讶于有很
好教育背景的中年穆斯林征求没有文化的老父亲的
意见。父亲因为家长和年龄的缘故具有双重的地
位。
在西方，基督徒强调获得的身份。一个人可以
来自任何的背景，最重要的事他做成了什么的成
就。我的一个基督徒同伴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主
席。他不是天生就有这个身份。他的身份是非常努
力工作得来的，与他的家庭背景无关。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Michael Youssef）
的评语：
身为阿拉伯的基督徒，我知道阿拉伯人不
喜欢被疏远。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有家庭、朋
友、和平辈团体的环绕。所以当我们向他们强
调个人化的福音时，我们其实是在他们面前设
下没有必要的拦阻。
最后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直到现在，西方
人所采纳的最普遍的传福音形式就是赢取个人归向
基督。但这在群体导向的文化里，就会导致从社会
中被抽离，而且常常是完全的隔绝。所以我们必须
弃绝这个方法。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是正面
的，这在传福音的形式里是可以被接纳的；然而在
穆斯林国家却是可恶的。所以我们必须探讨新的方
式，让群体可以同时来到基督面前，并保存这优良
的彼此联系的社会体系。总之，我们必须欣赏及保
存这一良好及正面的社会特征。
xiii

世俗主义

在旧约时代，常常有真神与假神之间的矛盾
（比如说巴力）。这两者都是宗教的势力。这些超
自然力量是非常真实存在的。犹太人透过战争、设
定经济条例及制定政治合约，更深刻地了解到这外
在超自然的能力。虔诚的犹太人认清了以色列的耶
和华是真神。
对穆斯林而言，就算是在要走向世俗化社会的
严重压力之下，阿拉还是非常真实的。时下的政治
事件表明了伊斯兰国家要在宗教的教义和实施上更
加的正统，这是回应西方在殖民时期所带来的世俗
主义的抗议。伊斯兰的法律与国家的荣誉是息息相
关的。
改变

个人主义

穆斯林并不重视以自主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他
从关系而非独立中得到能力和保障。一致性比不一
致有更崇高的社会价值。
在这个课题上，黑利伯里安总结了阿拉伯人的
观点：“阿拉伯社会团结的特性对于传福音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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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看待改变与进步是同时进行的。改革对社
会是好的。 “新面貌”带来了与之俱来的状态。
其中一个最好的西方形容词是“动力。”从衣服的
花边到车的款式到谷类早餐，改变和多元化是“跟
得上潮流的”。
www.encounteringisl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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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二十世纪陷入了身份的危机中。那些
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穆斯林领导层在草根阶层造成
很强的张力。在另一方面，持续的回归七世纪可兰
经价值体系的运动，在广大的穆斯林社会里带来了
一种平衡。农村的穆斯林群众再一次放心地得到保
证，他们所崇敬的传统生活方式将会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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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这给
人类一定程度的尊严。在神学层面，犹太人相信所
有人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常常歧视别人。
穆斯林骄傲地宣称，他们完全坚信大家都是兄
弟，人人平等。常用的例子就是在清真寺里祷告的
时候。理论上，在乡村里，可以见到一个乞丐在一
个富人旁边一起祈祷。然而，我观察到，当祷告结
束后，不同社会与经济阶层的人之间往往都有很大
的距离。上层阶级的人蔑视那些劳工、三轮车夫以
及清道夫。从来没有一位有身份的人拿一份很有分
量的文章走向大街又去清理洗手间，哪怕是自己家
里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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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i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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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非常强调高效生产。在西方社会，装配线
是高目标的实现。他们以下线、通过火车装运到全
国的车辆数目来评估系统。产量、盈利、牌子的知
名度，这些都是汽车制造商的抱负。我曾经看过一
个一小时的特别电视节目，谈到装配线上工人的个
人生活中令人震惊的苦闷、沮丧、家庭压力，及最
终让雇主承担这一切的憎恨情绪！然而，他们达到
了“高效”。
穆斯林就不注重效率。他们是人际导向的。他
们的生命比较关注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到目前为
止，在穆斯林国家很少有装配线的工厂。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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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5，完整阅读 1 到此为止。
琶纱（Phil Parshall）是今日领导穆斯林事工的
权威之一。自 1962 年，他和他的妻子，朱丽叶
（Julie）就住在孟加拉和菲律宾的斯穆斯林当中。
他一共写了九本有关基督徒在穆斯林当中的事工的
书。
取自费 • 巴沙（Phil Parshall），向穆斯林传福
音（Waynesboro, Ga.：加百列出版社，2003），页
83-93。版权所有。www.gabriel-r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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