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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告阜慈特越真主之名

序

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主，优美的结局只归

敬畏者，除不义者外绝不可侵犯别人。

我证实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独一无偶、掌权

的主、真实的主、显著的主。

我又证实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是封

印万圣的圣人、敬畏者的领袖。愿真主祝福于他

及其后裔以及圣门弟子和紧跟着他们行善的人，

真主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派遣了穆罕默

德使者(求真主黯悯他并赐福他)，作为对世人

的怜悯，实干家的楷模和全人类的明证，

真主借此使者以及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哲

理阐明了有益于人类和端正他们宗教以及现世

生活的正确信仰、嘉言魏行、高贵品节和高尚道

德。穆圣(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己为他的教

民指引了光明大道，其黑夜犹如白昼一样光明，

只有自取灭亡的人才会偏离正道。

他的教民遵循了他指引的道路，响应了真主

和使者，他们是人类的精华，他们就是圣门弟子、

再传弟子和紧跟着他们行善的人。他们执行了他

立的宪法，遵守了他指引的道路，并作为信仰、



功修、道德、和礼节而紧守不懈他们始终是坚持

真理的人，任何人的反对或背弃都不会使他们动

摇，直到真主作出最后的判决，

赞颂真主，我们在踏着他们的足迹，遵循着

他们的道路。我们这样说，是为感激真主的恩惠，

阐明每个穆斯林应做的义务.

我们析求真主，在今世和后世里以坚定的言

辞使我们和我们的穆斯林兄弟们坚定不移，并求

他给我们赏赐从他那里发出的恩惠，他确实是博

施的，

由于注意到倍仰问题的重要性和人们对此的

分歧，我试图概述我们的信仰一正统派的信仰

大纲.这种倩就是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倩

使者，倩末日、信好与歹的前定.析求真主将此

成为专求他喜悦、令他满意、有益于他的众仆民

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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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就是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

信使者、信末日、信好与歹的前定:

我们信仰认主独一，即坚信只有真主是创造

天地万物、掌握王权、安排万事的真正主宰，

我们信仰拜主独一，即坚信只有真主才是应

受人崇拜的真正主宰。除他外供人们奉拜的一切

都是虚妄。

我们信仰他的一切美名和特性。即坚信他具

有许多美名和高尚完美的许多特性。

我们信仰他在上述三种信仰中的独一，即认

主的独一无偶，拜主独一无偶，在他所具备的各

种美名特性中也是独一无偶的，真主说: "他是

天地万物的主，你应崇拜他，你应当耐心地崇拜，

你知道他有匹敌吗? n (19: 6S )

我们坚信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

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

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

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

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 他的知觉，

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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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的，确是至大的0" (2: 255)

我们坚信"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

拜的，他是全知幽玄的，与明显的.他是至仁的、

是至麓的.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君主，他是圣洁的，是健全的，是保佑的，

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

的。他是真主F 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

者，他有许多极美的称号，凡在天地间的，都赞

颂他， 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 (59: 22--24)

我们坚信天地的王权归他所有."天地的国

权归真主所有.他欲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欲

给谁女孩，就给谁女孩1 欲给谁男孩，就给谁男

孩1 或使他们兼生男孩和女孩，他使他所意欲者，

成为不能生育的.他确是全知的，确是全能的."

(42: 49-51 )

我们坚信"任何物不似象他，他确是全聪的，

确是全明的。天地的宝藏，只是他的:他欲使谁

的给养宽裕，就使它宽裕t 欲使谁的给养窘迫，

就使它窘迫，他是全知万物的。 "(42: 11-12)

我们坚信"大地上的动物，没有一个不是由

真主担负其给养的，没有→个不是真主知道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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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贮藏处的. 一切事物都记载在一本明确的

天经中 H (11: 6)

我们坚信"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

他认识那些宝藏。他认识陆上和海中的一切:零

落的叶子，没有一片是他不认识的. 地面下重

重黑暗中的谷粒，地面上一切翠绿的，和枯搞的

草， 没有一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6: 59)

我们坚信"在真主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

的知识，他常降及时雨，他知道胎儿的性别:

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将做什么事。任何人

都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什么地方。真主确是全知

的，确是彻知的。" (31: 34)

我们坚信真主意欲说什么，就是什么，意

欲什么时候说，就在什么时候说，意欲怎样说，

就怎样说。"真主曾与穆萨对话"0 (4: 164) 14 当

穆萨为了我的会期而来，而且他的主对他说了话

的时候， " (7: 143) II 我从那座山的右边唤他，

我叫他到我这里来密谈。" (19: 52 )

我们坚信"假若以海水为墨汁，用来记载我

的主的言辞，那末，海水必定用尽，向我的主的

言辞尚未穷尽，即使我们以同量的海水补充。

(18: 109)" 假若用大地上所有的树来制成笔，



用海水作墨汁，再加上七海的墨汁.终不能写尽

真主的言语.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我们坚信真主的言辞是最诚实的表述，最公

证的立法，最美妙的言词，真主说z"你的主的

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 "(6: lIS)"言词方

面，谁比真主更诚实呢? " (4: 87)

我们坚信尊贵的《古兰经》是真主的真言，

是他确实己说过的:并授予吉布利勒天使，然后

吉布利勒天使又把它降示在穆圣(求真主黯悯他

并赐福他〉的心上的真言-44圣灵从你的主那里

降示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 (16: 112) It 这

《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那忠实的

精神(即吉布利勒)把它降在你的心上，以使你

警告众人，以明白的阿拉伯语。"(26: 193-195)

我们坚信真主是以他的本然和特性超越万

物的，真主说:"他确是至高的，确是至大的J

(42. 4) II他是宰制众仆的，他是至睿的，是彻

知的D" (6: 18)

我们坚信"他曾在六日之内创造了天地，

然后升上宝座，处理万事。"(10: 3) 他升上宝

座，就是说以他的本然高于它。这种"高"是一

种特殊的，适合予他的尊严和伟大的，只有他知



道其形式d

我们坚信真主在"宝座"之上的同时，是与

他的仆民同在的，他洞悉他们的情况，昕见他们

的言词，看见他们的行为，安排他们的事情。他

赐禄于穷苦人，救济受难人。

他要把国权赏给谁，就赏给谁，要把国权从

准的手中夺去就从谁的手中夺去。他要使谁尊

贵， 就使谁尊贵.他要使谁卑贱，就使谁卑贱，

福利只有他掌握，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这样的

真主与他的仆民同在是真实的，同时，他在他们

上面宝座之也是真实的。"任何物不似象他，他

确是全聪的，他确是全明的。" (42:11)

我们绝不象哲合米耶等泛神论者那样说真

主是在大地同他的仆民们在一起的。

我们认为，谁这样说，谁就是叛逆或遮徒，

因为他用不适合真主本然的欠缺属性描述了他，

我们坚信先知的表述:真主在每天夜间后三

分之一的时间降到最近天上，然后说z 有向我祈

祷的人吗?我将准应他的祈祷!有向我祈求的

人，我将有求必应!有向我求恕饶的人吗?我将

赦着他!

我们坚信在复生日真主将亲自来给仆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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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真主说: "绝不然 l 当大地震动复震动，

你的主和排班的天使同齐来临的时候，在那日，

火狱将被拿来·在那日，人将觉悟，但觉悟于他

有何梅益呢? n (89:21-23)

我们坚信他是"为所欲为的气 (85:16)

我们坚信他的"意欲"有两种:

(一〉、"考尼耶";这种意欲是必须实现的，

但实现的并不一定都是他所喜欢的。这正是所谓

的"意欲"。例如真主说: "假若真主意欲，他们

必不互相攻击，但真主是为所欲为的。" (2:253)
"而真主欲使你们迷误，他是你们的主。 "(11:34)

(二)、"舍尔耶"这种意欲不一定发生，但

发生的 都是他所喜悦的:例如真主说: "真主

欲赦有你们" (4:27)

我们坚信上述两种意欲都是具有深奥哲理

的，所有他判决的宇宙乾坤的事物及为他的仆民

制定的教法都是有哲理、奥妙的。无论我们知道

与否。 4难道真主不是最公正的判决者吗， H在确

信的民众看来，有谁比真主更善于判决呢? (4:

27)

我们坚信真主喜欢他的朋友.他们也喜爱他。

"你说: "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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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就会喜爱你们 Oil' (3:31)"真主将以别的民

众代替他们，真主喜爱那些民众，他们也喜爱真

主。" (5:54) II你们应当秉公调停主持公道，真

主确是喜爱公道者的0" (49:9) "你们应当行善:

真主的确喜爱行善者的 Oil (2:195) ,

我们坚信真主喜欢他自己所制定的一切善

功的言行，他憎恶他所禁止的一切。"如果你

们忘恩，那末，真主确是无求于你们的，他不喜

悦他的众仆忘恩负义。如果你们感谢，那末，他

喜悦你们的感谢。" (39:7) "假若他们有心出征，

必定早已准备就绪了。但真主不愿他们出征，故

阻止他们E 有人曾对他们说: I你们与老弱妇南

们呆在家里吧!'" (9: 46)

我们坚信真主喜悦有正信而且行善的人.

"真主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这是畏惧真主

者所有的。'" (98:8)

我们坚信真主谴怒于该遭谴怒的道徒。"就

是对真主作恶猜想的人，恋运只降临他们，真主

谴怒他们， " (48:6) "为不信(真主)而心情舒畅

者将遭天谴，并受重大的刑罚。"(16: 106)

我们坚信真主有以尊严与大德著称的面容。

"凡大地上的一切，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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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0" (55: 26-27)

我们坚信真主有尊贵的两只手，"其实，他

的两只手是展开的:他要怎样费用，就怎样费

用 on (5: 64)"他们没有切实地认识真主.复

活日，大地将全在他的拳掌中， 诸天将卷在他

的右手中。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超乎他们所

用去配他的I" (39: 6i)

我们坚信真主有两只真实的眼睛。因为真

主说: "你应当在我的眼前下，依我的启示而造

船。" (1: 37) 穆圣(求真主憨悯他并赐福他〉

说: "他[真主)的面罩是光明，假若他揭起

它时，他尊容的光茫一定会烧尽他的视力所及的

一切"

逊尼派一致公认真主的眼睛是两只其依据

是穆圣(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有关"丹扎力"

的圣训，穆圣(求真主惑悯他井赐福他〉说:他

[即丹扎力)是单只眼，但你们的养主的确不是

单只眼。

我们坚信真主是"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

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6: 103)

我们坚信在后世信士将眼见真主。"在那日，

许多面目是光华的，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75:
1 0



22)

我们坚信任何东西都不似象真主，4因为他具

有完美的属性，"任何物不似象他，他确是全聪

的，确是全明的0" (42: 11)

我们坚信"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

他0"(2.25S) 因为他的永生和维护力的完美.

我们坚信真主不亏枉任何人，不忽视众仆的

任何行为，因为他是绝对公道的-是明察秋毫的.

我们坚信天地间的任何事物难不住他，因为

他的知识和大能的完美."当他意欲造化任何事

物的时候:他的事情只是说声 4有'，它就有了。"

(36: 82)

我们坚信真主绝不会感到劳累和疲倦。因为

他的力量的完美."我在六日内确己创造了天地

万物，我没有感觉一点疲倦。" ( 50: 38 )

我们坚信真主为自己确定的或穆圣(求真主

慈悯他并赐福他〉确定给真主的各种美名和属性

的确实性。但同时我们必须摆脱Pf;右，岳王吁:

一，形象化:譬如:在心中这样想脱口而

说E "真主的一切J属性象万物(人类)的属性一

样，

二， 形式化z 譬如:在心中想或说I: 真

1 1



生的各种属性的形式是如此如此。

我们坚信真主给自己否定的，或穆圣〈求真

主慈悯他并赐福他)给真主所否定的一切事项的

否定性.并坚信这种否定另一方面含着肯定其反

面的意义，我们对真主和穆圣〈求真主黯悯他并

赐福他〉所沉默的事项绝对保持沉默，

我们认为遵循这种方针是必须的天命:因为

真主确定给自己的，或给自己否定的一切都是真

主亲自表明的，真主是最清楚他自己的，他是言

词最诚实的，言辞最美妙的.世人绝不能窥测他

的玄妙，

穆圣〈求真主黯悯他并赐福他〉确定给真主

的或给真主否定的一切都是穆圣(求真主舷悯他

并赐福他〉亲自表明的，他是比任何人最认识真

主的，最忠实、最诚实.、最有表达能力的。

真主和穆圣(求真主慧悯他并赐福他〉的言

词都是完全明潦、确切、明确的，所以毫无拒绝

接受或犹豫的理由.

我们在详细地成概括地，肯定地成否定地所

有上述的有关真主的一切属性方面主要以《古兰

经》和圣训为依据，遵照先贤和正道权威学家的

方针。

1 2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必须依照《古兰经》经文

和圣训明文的表面意义，以适合于真主本然的真

实形式去理解那些经文。

我们坚决否认那些对经文进行歪曲的人的

作法口他们歪曲了经文中真主和穆圣〈求真主路

悯他并赐福他〉所耍的真正含义。

我们坚决否认篡改者的作法，他们对那些经

文进行了篡改。

我们坚决否认那些过分执迷者的作法:他

们对那些经文作了形象化和形式化的歪曲解释。

我们坚决地相信《古兰经》或圣训所提到一

切都是真实的，互不矛盾。因为真主说: II 难

道他们没研究《古兰经》吗?假若它不是真主所

启示的，他们必定发现其中有许多差别、" (4:

82) 因为其中的矛盾必然导致相互抵触和否认，

而这种现象在真主和穆圣(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

他)的直述中绝对不可能的。

若有人声称《古兰经》或圣训II 中有矛盾现象，

或认为两者之间相互矛盾，那完全是出自惑意和

内心的偏邪，他应该立即向真主悔罪，当即回心

转意。

若有人误解《古兰经》或圣训中有矛盾现象，

1 3



或认为两者相互之间矛盾，这种认识或许是由于

他知识的浅薄或理解不透彻，或思考不周详，他

必须认真研究，努力思考，直到真相大白，如果

这样做以后还不明白时，必须向知者请教，千万

不可去胡思乱想，应该象学问精通的人那样说z

"我们确已信它，明确的和隐徽的，都是从我们

的主那里降示的。 n (3: 7) 必须明白《古兰经》

和圣训中绝无矛盾现象，两者绝不相互矛盾和抵

触。

1 4



信天使

我们坚信真主的众天使，"他们是受优待的

仆民，他们在他那里不敢先开口，他们只奉行他

的命令。" (21: 26-27)

真主创造了他们，所以他们崇拜真主，服从

真主。"都虔诚地崇拜他F 既不傲慢，又不疲倦，

他们昼夜赞他超绝，毫不松懈。" (21: 19-20)

真主掩盖了我们的视力，使我们看不到他

们-不过真主曾使他的某些臣民看到了他们的真

相。穆圣(求真主葱悯他并赐福他〉曾看见了吉

布利勒天使的原形，他有布满天际的六百个翅

膀。他曾以一个身材匀称的人的形象呈现在麦尔

彦的面前与她讲话a 还有一次当穆圣〈求真主黯

悯他并赐福他〉和圣门弟子们在一起时， 他以

一位头发乌黑、穿着洁白衣服、看不出有丝毫旅

行的迹象的陌生人的身份出现在穆圣(求真主黯

悯他并赐福他)眼前， 把他的两膝盖拢靠着穆

圣(求真主麓悯他并赐福他〉的两膝， 把两手

放在穆圣(求真主惑悯他并赐福他)的两腿上，

互相谈话。那人离去后穆圣(求真主黯悯他并赐

福他〉告诉圣门弟子那是吉布利勒天使。

我坚信众天使有各自担负的工作。



吉布利勒是负责传达启示的，他把授自真主

那里的启示降示给真主所意欲的先知和使者。

米卡依勒是负责降雨和植物生长的，

伊斯拉菲勒是在世尽之日和复生日负责吹

号角的，

麦来库勒毛提是负责取命的。

马里克是管理火狱的，

他们中有负责管理山岳的，有负责子宫内

胎儿生长的，有负责保护人类的有负责记录人类

言行的，每个人都有二位天使在记录他的言行。

"当坐在右边和左边的两个记录的天使记录各

人的言行的时候，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

使当场监察。 "(50: 17 - 18) 还有审问死后被埋

在坟中的死人的，两位天使将来到他跟前，问他

的养主是谁?信的什么宗教?他跟随的先知是

谁， "在今世和后世，真主以坚固的言辞使信

道者坚信，真主使不义者误入选途，真主是为

所欲为的Q" (14: 27 )

他们中有负责管理乐园的天使。"众天使从

每道门进去见他们， (说 )1 '祝你们平安!这是

你们因坚忍而得的报酬，后世的善果真优美。"，

(131 2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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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圣(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告诉说:天

上也有一座天房，每天有七万个天使游转，他

们中从无复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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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经典

我们坚信真主给他派遣的众使者降示了经

典，作为对世人的明证和实干家的引导，使者们

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并已熏陶他们.

我们坚信真主给每个使者降示了经典.因为

真主说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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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众人谨守公

道a" (57: 25)

我们所知道的经典有 z

(1) - (讨拉特) (即旧约)，是真主降示给

先知穆萨的经典，也是降示给以色列人最伟大的

经典."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其中有向导和光

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

行判决，一般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奉命护

持的天经而判决，并为其见证，" (5: 44)

(2) -伺|支勒) (即新约)，是真主降示给

先知尔萨的经典，也是进一步对《讨拉特》的证

实和完善之经典."并赏赐他《引支勒)，其中有

向导和光明，能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

作敬畏者的向导和劝谏."(S: 46)"(我奉命来〉

证实在我之前降示的《讨拉特)，并为你们解除

一部分禁令." (3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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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宰布尔)，是真主降示给先知达吾德

的经典.

(4) -降示给伊布拉欣和穆萨两位先知的经

典a

(5) -伟大的《古兰经)，是真主降示给封印

万圣的至圣穆罕默德〈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0

"懒买丹月中， 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

人，昭示明证E 以便遵循正道，分别真伪，"(2:

185)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

前的一切天经，而监护之." (S. 48) 所以，

真主以《古兰经》废除了以前一切经典，并亲自

承担保护《古兰经》免遭篡改."我确已降示敏

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 (15: 9) 因为它

是对全人类的明证，永存不朽，至到世尽。

除《古兰经》外上述的一切经典，都是有的，

当废除它成阐述其中有篡改现象的其它经文降

示时，其期限就会结束. 因此，那些经典不是

受到真主保护的，所以其中产生了篡改、增添和

删除等现象。"犹太教徒中有一群人篡改经文，"

(4: 46) "哀哉!他们亲手写经。然后说: I 这

是真主所降示的，他们欲借此换取那些徽的代

价。哀哉!他们亲手所写的。衷哉!他们亲身所



营谋的。'

(2: 79)

"你说， 4谁降示了穆萨所传授的、可以做世

人的光明和向导的天经呢?你们把那部天经抄

录在一些散纸上，你们发表一部分，隐藏大部

分。" (6: 91)

"他们中确有一部分人，篡改天经，以使你

们把曾经篡改的当做天经，其实那不是天经。他

们说: '这是从真主那里降示的，其实那不是从

真主那里降示的，他们明知故犯地假借真主的名

义而造谣。一个人既蒙真主赏赐经典、智慧和预

言，他不致对世人说E 4你们做我的奴仆，不要

做真主的奴仆。'" (3: 78-79 )

"奉天经的人们啊!我的使者确己来临你

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隐讳的许多经文，并

放弃许多经文，不加以揭发。有一道光明，和一

部明确的经典，确已从真主降临你们。真主要借

这部经典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走上平安的道路，

依自己的意志把他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并将

他们引入正道民妄言真主就是麦尔彦之子麦西哈

的人，确已不信道了。" (5: 15-17 )

2 0



信使者

我们坚信真主给世人派遣了使者。"我曾派

遣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

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真主是万能的，至睿

的。 "(4: 165)

我们坚信派遣的第一位使者是努哈，最后一

位是穆罕默德(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 II 我

确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

知一样，" (4: 163)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

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

印 0" (33: 40)

他们中最尊贵的是穆罕默德(求真主慈悯他

并赐福他) 其次是伊布拉欣，其次是穆萨，其

次是努哈，再其次是尔萨·本·麦尔彦。他们是

在《古兰经》中特别指出的、"当时，我与众先

知订约，与你和努哈、伊布拉欣、穆萨、麦尔彦

之子立尔萨订约，我与他们订庄严的盟约，"(33:

7)

我们坚信穆罕默德(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

他〉的教法是包括以前所有使者的一切教法的。

因为真主说z "他己为你们指定正教，就是他所

命令努哈的、他所启示你的、他命令伊布拉欣、



穆萨和尔萨的宗教。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

正教而分门别户。 "(42: 13)

我们坚信一切使者都属于人类，他们绝无

任何神格特性，真主在提到众使者之祖努哈的情

况时说: II我本对你们说我有真主的宝藏.也不

说我知道幽玄，也不说我确是一个天使."(11:

31 真主命令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求真主越悯

他并赐福他〉说z "你说: i我不对你们说s 我有

真主的一切宝藏，我也不对你们说z 我能知幽玄.

我也不对你们说s 我是一个天使，，'" (6, SO) 还

命令说: 你说: (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

握自己的祸福假如我能知道幽玄，我必多谋福利

不遭灾秧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众

的报喜者。 (7: 188) 又说:"你说z 4我不能为

你们主持祸福J 你说: (任何人不能保护我不受

真主的惩罚:除真主外，我绝不能发现任何避难

所。" (72: 21-22)

我们坚信他们都是真主的仆民，真主以使命

优待了他们，并把他们描述为最高等品级的仆

民，他曾赞扬他们。他在赞扬使者之祖努晗时说z

"我曾使其与努晗同舟共济者的子孙啊!他原是

一个感恩的仆人0" (17. 3) 他在赞扬最后一位



使者穆罕默德(求真主葱悯他并赐福他〉时说z

圣洁哉真主!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以便他做

全世界的警告者。" (25: 1)

他在赞扬其他使者时说: "你应当记忆我的

仆人伊布拉欣、伊斯哈格、叶尔孤白，他们都是

有能力、有眼光的" (38: 45) "你当记忆我的

仆人一一有能力的达吾德，他确是归依真主的。"

(38: 17) II 就将索莱曼赐予达吾德，那个仆

人真优美l 他确是归依真主的。" (38: 30) 他

在赞扬麦尔彦之子尔萨时说: '他只是一个仆人，

我赐他恩典，并以他为以色列后裔的示范。"(43:

59)

我们坚信真主以穆罕默德(求真主葱悯他并

赐福他〉的使命封印了一切使命，并派遣他作全

人类的使者。真主说: "你说: '众人啊!我确是

真主的使者， 他派我来教化你们全体。天地的

主权只是真主的，除他之外，绝无受崇拜的。他

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t 故你们应当信仰真主

和他的使者，那个使者是信仰真主及其言辞的自

但不识字的先知---你们应当顺从他，以便你

们遵循正道。"(7: 158)

我们坚信穆罕默德(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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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教法就是伊斯兰教，是真主所喜悦的宗教，

真主绝不接受除此以外的任何宗教。因为真主

说z "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 (3:

19)

"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了你们的宗教，我已

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己选择伊斯兰做你们

的宗教。" (5: 3)

"舍伊斯兰而寻求别的宗教的人，他所寻求

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的。"(3:

我们认为，今天若有人妄称除伊斯兰以外，

还有被真主接受的其它宗教，如犹太教和基督教

等，这种人是逆徒〈卡菲勒〉他应即刻悔罪自新，

悔罪则然，否则要以叛教罪名处死，因为他诋毁

《古兰经》肯定的事实.

我们认为，谁不信穆罕默德〈求真主赖悯

他并赐福他〉使者的使命:就等于否认了全部的

使者，甚至没有相信他自称所信仰、所追随的那

位使者，因为真主说z "努哈的宗族曾否认众使

者"(26: 105)

他把他们说成是否认一切使者的，尽管努哈

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使者.真主说:"有些人不信



真主和众使者，有些人欲分离真主和众使者，有

些人说: I我们确信一部分使者，而不信另一部

分J 他们欲在信否之间采取一条道路。这等人，

确是不信道的。我已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

刑罚。" (41: 150-151)

我们坚信穆罕默德(求真主慧悯他并赐福

他〉之后不再出现任何先知，此后，谁妄称先知，

或相信妄称此言的人，就是逆徒〈卡菲勒).因

为他低毁真主，低毁使者，否认穆斯林大众的公

决-

我们坚信穆圣〈求真主憋悯他并赐福他〉

有几位正统的哈里发(代理者)0 他们是穆圣〈求

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在其教民中的知识、宣传

和掌权的代理者。他们中最优秀、最有资格任哈

里发的是艾布伯克尔，其次是欧麦尔·本·汗培

布 1 其次是奥斯曼，本·阿凡:再其次是阿

里·本，艾布塔里布(愿更主喜悦他们〉

他们就是真主概定的晗里发，同样，他们还

具备着优良伯的品德。 一一真主至知它的奥妙

和哲理一一 既然真主委派一个人去做最优秀

世人的领袖，就不致于在其世人中还有比他更优

秀、更有资格任哈里发的人。



我们相信除上述的其他人也许在某一种特

点方面超越于比他优越的人，但这种超越不会取

得对他人的绝对优越，因为优越的因素是多种多

样的a

我们坚信这个民族是在真主那里最优秀、

最尊贵的民族，因为真主说z"你们是为人而被

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劝善戒趣，确信真

主0" (3: 110)

我们坚信这个民族的最优秀者是圣门弟子，

其次是再传弟子，再次是再再传弟子.

我们坚信这个民族中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始

终如一地明扬真理，他们对遗弃他们或反对他们

的人不以为然，直到真主的命令来临.

我们坚信圣门弟子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端

都出自他们见解的不同，见解正确者将获得双重

的报酬，见解不正确者将获得一项报酬， 而他

的失误是可以原谅的，

我们认为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和

错误必须保持沉默，禁止对他们说三道四、说长

道短，只以他们所事有的美好赞誉来赞扬他们，

我们决不怨恨他们中的任何人.因为真主曾针

对他们说z "你们中在胜利之前施舍而参战者，



与胜利后施舍而参战者，不是平等的:前者比后

者品级更高，真主以最优的报酬应许每伙人。"

(57: 10) 真主又针对我们说:"在他们之后到

来的人们说: I我们的主啊!求你赦着我们，并

赦者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教胞们，求你不要让

我们怨恨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人们，我们的主

啊!你确是仁爱的，确是至慧的。"(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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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末日

我们深信末日，即复生日.那时，人们将被

重新复活，其归宿就是两者之一，尊受的乐，园或

严刑的火狱，

我们深信复活，就是说z 当伊斯拉菲勒天使

吹响第二次号角时，真主将使一切死人复活，"号

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昏倒，除非真主所

意欲的.然后号角再响一次，他们就忽然站起来.

东瞻西顾的。 n (39: 68) 这时候，人们从他们的

坟墓中站起来， 赤身裸体、未经割礼以原形状

地集合到真主跟前-44起初我怎样创造万物，我

要怎样使万物还原，这是我自愿应许的，我必实

行它0" (21: 114)

我们深信功过搏将给予右手戚从背后给予

左手，"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薄者，将受简易的

稽核，而兴高采烈地返于他的家属.至于从背后

接过功过薄者，将叫苦连天，入于烈火之中."

( 84: 7·12) "我使每个人的行为附着在他的脖子

上.在复活日，我要为每个人取出一个展开的本

子， (说): I你读你的本子吧!今天，你已足为

自己的清算人." (17z 13-14)

我们深信在复活日设立的天秤.任何人绝不



会受到丝毫的亏待。 II 行一微尘重的善事者，

将见其善报:作一微尘般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

报。" (99: 8) II 凡善功的分量重的，都是成功

的。凡善功的分量轻的，都是亏损的，他们将永

居火狱之中。火焰烧灼他们的脸，他们在火狱中

痛得咧着嘴。" (23: 102-104) u行一件善事的人，

将得十倍的报酬:作一件恶事的人，只受同样的

惩罚;他们都不受亏枉。" (6: 160)

我们坚信穆圣(求真主葱悯他井赐福他〉享

有在真主那里说情搭救的资格，那时候，人们经

不住所受的惊恐和艰难:于是去求阿丹说说情，

然后求努晗、然后伊布拉欣、然后穆萨，最后来

到穆圣(求真主题悯他并赐福他〉跟前求情。

我们坚信求情搭救是专为穆民中入火狱的

人的。因准许说情搭救，他们必将脱离火狱。这

种特权只是穆圣(求真主憨悯他并赐福他〉和个

别先知、信土和天使们享有的。

我们坚信真主无需求情地使众多穆民脱离

火狱，那完全是出自真主的恩惠和路爱。

我们深信穆圣(求真主葱悯他并赐福他〉的

天池，其水白胜似鲜奶，甜润胜似蜂蜜，香泽胜

似周香，长达行程一月的途旅，宽达一月的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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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器皿犹如天上的星辰一样美观繁多 z 只有穆圣

〈求真主葱悯他并赐福他〉的教民来此池畅饮'

凡饮过此池的人永不渴亢-

我们深信设在火狱上面的"随拉迪"桥，人

人都要经过这座桥z 但根据各人功过的程度的不

同，首先是闪电般过的，然后是风一般飘过的，

再其次是鸟儿般飞过去的。

穆圣(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站在桥上说z

"主啊!赐平安吧 I "甚至最后不存在善功时，

有匍匍过桥的人:在桥的两边悬挂着铁钩:能抓

住铁钩者是得救的人、翘起蠕行的人将掉入火狱

中，

我们坚信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所提到的有

关复生日的一切情况和恐惧.求主护佑我们。

我们深信穆圣(求真主黯悯他并赐福他〉为

有资格入乐园的人说惰，使他们进入乐园，这种

说情只是穆圣(求真主憋悯他并赐福他〉享有的

特权。我们深信乐园和火狱。乐园是享受的宅园，

是真主为

敬畏的穆民准备的，其中有眼睛未曾见过、

耳朵未曾听过、任何人未曾想象过的恩典享受。

"任何人都不知道己为他们贮藏了什么慰藉，以



报酬他们的行为on (32:17 )

火狱是惩罚的宅园，是真主为不义的不信教

徒预备的，其中有不堪设想的惩贷和刑罚 J4我

己为不义的人，预备了烈火，那烈火的烟幕将笼

罩他们，如果他们〈为干渴而〕求救，就以一种

水供他们解渴，那种水象沥青那样烧灼人面，那

饮料真糟糕!那归宿真恶劣!" (18: 29)

乐园和火狱是现在已存在的，两者永远绝不

朽坏由

"谁信道而行善，真主将使谁入下临诸河的

乐园，而永居其中。真主必定赏赐他们优美的给

养0" (65: 11) 真主确己弃绝不信道者:并为他

们预备烈火，他们将永居其中，不能得到任何保

护者.也不能得到任何援助者。他们的面皮在火

中被翻转之日，他们将说: II但愿我们曾服从真

主，服从使者J ,,, ( 33: 64-66 )

凡是《古兰经》和圣训以提名点姓或通过描

述用乐园给作证的人，我们以乐园给他们作证。

提名点姓作证的，例如为艾布伯克尔、欧麦

尔、奥斯曼和阿里等穆圣(求真主憨悯他井赐福

他〉曾提名指定的人作证。

通过描述的作证，例如给每个穆民或敬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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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证-

凡是《古兰经》和圣训提名点姓或通过描述

用火狱给作i正的人，我们以火狱给他们作证。

提名点性的作证.例如给艾布莱海布和阿慕

尔·本·鲁亥依·胡扎尔等人作证。通过描述作

证的。例如给每个不信道者，以物配主和伪信士

的作证。

我们深信坟墓中的惊恐灾难。即:在坟墓中

要审问死人，他的养主是谁?他信的什么宗教?

他的先知是何人?

"在今世和后世，真主以坚固的言辞使信道

者坚信，" (14: 27) 穆民口答说:我的养主

是真主，我的宗教是伊斯兰，我的先知是穆罕默

德〈求真主葱悯他并赐福他)0 而不信教的逆徒

和伪信士们却说:我不晓得，我听人们那样说，

我也就跟着说。

我们深信穆民在坟墓中的享受。"他们在良

好的情况下，天使们使他们死亡，天使对他们说:

4祝你们平安，你们可以因为自己的善功而进入

乐园。'" (16: 32)

我们深信不信教的不义者在坟墓中的痛苦。

"不义的人正在临死的痛苦中，众天使伸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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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I你们拿出你们的灵魂吧今天你们要受辱刑

的报酬，因为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并藐

视他的迹象J 那时，假若你看见他们的情状"

(6: 93)

对此的圣训多而为人周知，作为穆民，必

须深信《古兰经》和圣训所提到的这些未见幽玄

之事，绝不能以现世的事情来做衡量，两者间

相差天壤之别，只有向真主求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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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前定

我们坚信好与歹的前定，即真主以他的预知

和睿智对万事的定然.

前定分四个等级z

一、预知.我们深信真主是以他永恒无始的

知识全知万事的主，他知道已发生的事情，将发

生的事情和怎样发生的状况。他的知识不会更

新:也不会产生忘记.

二、记录，我们深信真主在天牌上己预先记

录了从万物之始直到世尽之日将发生的一切事

的困难道你不知吗?真主知道天地万物，这确是

在一本天经里，这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on ( 2 2 I

7 0 )

三、意旨.我们深信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依

照真主的意旨而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要依

照他的意旨，他所意欲的事物必须存在，他所不

欲的事物绝不发生.

四、造化。我们深信"真主是创造万物的，

也是监护万物的:天地的钥匙只是他的、" ( 9 :

62-63)

以上四个等级包括了真主方面的，同时也包

括了仆民方面的。凡是出自仆民的一切言行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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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真主预先知道的，也是预先也记录在他那里

的，凭他的意圄发生的，是由他造化的，"对于

你们中欲循规回矩者的教诲，你们不欲循规蹈

矩，除非真主一一全世界的主-一意欲的时候."

(81: 28-29) II假若真主意欲，那末，他们就不

做这件事，故你应当抛弃他们和他们的谎言."

(6: 137)

"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o "( 37: 96) 。

尽管如此a 但我们深信真主给予仆人对任何

行为不可缺少的自由选择权和能力。

以下事项证明仆民的行为是以他自己的选

择和能力=

一、真主说: II 你们的妻子好比是你们的田

地:你们可以随意耕种。" (2: 223)"假若他们

有心出征，必定早已准备就绪了r"(9: 46)

此两节经文中真主确定了仆人自己的"随

意'和"有心准备出征，"

二、给仆民下命令和禁令:假若仆民没有选

择的自由和能力，那末，对他下达命令和禁令就

成了他能力范围以外的责成，这是违背真主的睿

智和仁慧的，也是相反《古兰经》的。真主说z

"真主只以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2: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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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褒扬行善者的善行，贬斥作恋者的恶行，

并以各人的行为加以赏罚，

仆民的行为若不是以他自己的意思和选择

产生的话，那么，褒奖行善者就成了戏耍，惩罚

作恶者就成了亏枉。而戏耍和亏枉对真主来说是

绝对不可能的。

四、真主确已派遣了众使者。"我曾派遣了

许多使者报喜信，传警告，以免派遣使者之后，

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 "(4 ， 165)

仆民的行为若不是以他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产

生的，那么，世人就不会用派遣使者与否来做托

辞借口。

五、当任何人去做一项工作或放弃一种行为

时，绝对不会感觉到受着强迫.他站、坐、出、

如、旅行、居家， 这一切都凭自己的意愿，不

会感觉到有人在强迫他去做，而且甚至他还在自

由行事与被追行事之间能做出实际的区别，同

样，教法在两者之间也作了哲理性的区分，对在

被迫的情况下违犯真主的法律的人不予追究。

我们认为犯罪者不应以真主的定然而找犯罪

的借口，因为罪犯是以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前去犯

罪的，任何人事先绝不会知道真主在命里要注定

3 6



他会犯罪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明日将做什

么事， "(3: 314) 怎能用正在犯罪时连自己

都不清楚的托辞来找借口呢?真主驳斥这种托

辞时说:"以物配主的人将说: '假若真主意欲，

那末，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我们也

不以任何物为禁物J 他们以前的人，曾这样否

认(他们族中的使者)。直到他们尝试了我的刑

罚。你说: '你们有真知灼见，可以拿来给我们

看看吗?你们只凭猜测，尽说谎话、，，， (6: 148)

我们可以质问以前定找借口的罪犯:你为什

么不去行善干好呢?认为真主在命里要注定你

行善干好?因为事先根本不知道命里是该怎样

注定的。因此，当穆圣(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

教导圣门弟子们说每个人在乐园和火狱中的归

宿都己注定时，他们说: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何

不放弃行善而依赖前定呢?穆圣(求真主黯悯

他并随福他)说:不!你们要继续行善，每种行

为都是为己被注定的结果转为容易的。

我们质问以前定找借口的罪犯，假设你要想

去麦加。而去麦加有两条路，有一位诚实的人告

诉你，一条路可怕艰险，第二条路安全平坦，你

肯定要去行第二条路，绝不可能去行第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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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会说在命里注定我将要去行第一条路，假若

你这样做，人们定会认为你是一个疯子-

我们还质问他，假若有两种职业任你选择，

两种职业薪水的高低各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去选择高薪水的职业，绝不会选择薪水低

的职业，既然是这样，在后世的工作方面你为何

为自己选择最低下的作为，然后还用前定来找借

口呢?

我们再质问他，我们看到当你身体患病时，

千方百计地去敲开每个医生的大门去寻求泊疗，

而且承受了手术的疼痛和医药的苦涩、你为何对

你犯罪的心理病症不这样做呢?

我们认为，把"歹"不能归属于真主，因为

真主的仁慧和睿智的完美.先知〈求真主黯悯他

并赐福他〉曾说z"歹决不归属于你，"穆斯林传

述，真主的判决的本身方面绝没有歹，因为他的

判决出自仁慧和睿智.

而"歹"只是在被注定的事项中，因为穆圣

〈求真主慈悯他并赐福他〉曾在教给哈桑的顺主

祷文中说:"求你护佑我免遭你决定的歹行飞他

曾把"歹"归属于真主己判决的事项.同时，被

注定的事项中的"歹"并不一定都是纯粹的歹，



因为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歹，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却是好，

在大地上发生的干旱、疾病、贫穷和恐惧等

灾害都是"歹"，但从另一个角度〈位置〉来看

却是好.真主说E "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

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的行

为的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o (30: 41)

割盗贼的手和乱石击死奸淫者对被割手的盗

贼和丧命的奸淫者来说是歹，但从另一方面来

说，对两者都是好，因为这种惩治是对两者的罚

赎，所以两者不会再受后世的惩罚.从另一个位

置看来也是好，因为这种惩罚会保护人们的财

产、声誉和血统、亲属关系的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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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效果

包括上述六大信条的这种高贵信仰能给其

信仰者带来许多显著效果.

信仰真主以及他的一切美名和属性会加强仆

民对真主的爱戴和尊敬，促使仆民履行真主的命

令，远离真主的禁令.

通过履行真主的命令，远离他的禁令，个人

才能获得今后两世的美满幸福，社会才能获得安

定和繁荣."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曾必要使他

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

大善功报酬他们a" (16: 97)

信仰天使的效果，

1 .深知造物主的伟大.

2 .感谢真主对仆民的仁舷关怀，他曾给仆

民们委派了这些天使，负责保护他们，记录他们

的言行，服务他们的利益.

3 .敬爱天使，因为他们一丝不苟地敬拜真

主，并为众信士祈褥求饶.

信仰经典的效果，

一、探知真主的仁慧和对仆民的关怀，因为

他曾给每一伙民众降示了引导他们的经典.

二、显示了真主的睿智，因为他在这些经中



给每个民族制定了适合于他们的教律。这些经典

的封印是伟大的《古兰经》它是适合全人类、各

时代、各地方的经典，直至世尽o • 3 、感谢

真主上述的恩惠。

信仰使者的效果$

1 、深知真主的仁慧和对仆人的关照，他曾

给他们派遣了那些尊贵的使者，以便引领、指导

他们。

2 、感谢真主的这一大特思，

3 、热爱使者，尊敬他们，用适合于他们的

言词歌颂他们，因为他们是真主派遣的使者，是

他仆民中的精华，他们虔诚拜主，传达他的使命，

开导仆民，忍受他们的迫害.

信仰末日的效果E

i 、力求服从真主.期望那一日的酬赏，避

免违抗真主，以害怕那一日的惩罚。

2 、以期望后世的享受和酬赏安慰穆民，劝

他们对己失去的现世享受和物质不要恋恋不舍，

信仰前定的效果2

1 、在采取必要的因素的同时要依靠真主，因

为因果都是真主的判决和定然。

2 、心理安慰，心情舒畅，因为当人们得知



那是凭真主的定然，而不愉快之事是难免的，这

时候，他就会觉到心理安慰而心情舒畅，对真主

的定然十分喜悦，所以，没有再比信仰前定的人

生活美满，心情畅快、安静坚强的人了，

3 、在得意时戒除自恃思想，因为目的的实

现是来自真主的恩惠，完全是凭真主给他注定的

顺利与成功的一切因素，所以他应该属谢真主，

弃绝自恃.

4 、在失意或遇到不愉快之事时，戒除不安

和烦恼，因为那是因执掌天地王权的真主的决

定，是难免发生的.所以要坚忍，并期待报酬.

真主指导说I "大地上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

己所遭的祸患，在我创造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

录在天经中:这事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以免你

们为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为他所赏赐你们的而

狂喜、真主是不喜爱一切傲慢者，矜夸者的."

(S'I 22-23)

我们祈求真主使我们在这种信仰上坚定不

移，为我们实现其硕果，给我们增加他的思窟，

析求他在引导我们之后不要使我们的心偏离正

道，求他赏赐给我们恩惠，他确是博施的.

赞颂全归养众全世界的主.



求主给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求真主黯悯他

并赐福他〉及其后裔、圣门弟子和跟着他们行善

的人赐福祝安!

作者

穆罕默德·萨利晗·奥赛敏

伊历一四零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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