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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序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凭正道和正教派遣了他的使者；一

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使我们成为穆罕默德（ ）的追随者；一

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恩赐我们种种恩典，并使我们成为坚持遵

循他的引导和正道的宣传者。 

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自

始至终的主、掌管诸天和大地的主、善人与恶人都必须服从的

主。各种智慧及明证都证实了他的公正和恩典。他凭着自己的

恩典引领他所意欲的人于正道，凭着他的公正使那些应遭永久

惩罚的人偏离他的大道。我又作证：穆罕默德（ ）是真主的

仆人和使者，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用在为主道奋斗和坚忍中，

他在各个场所都宣传，让人们归向正道，他呼喊到：“快来成功，

快来奋斗！”真主专门赋予了他数不胜数的伟大美德，使他的法

律永存，直至世界的末日来临。在他之后的宣传者扛起他向世

人传播真理的旗帜，在他的民众里一直有一些人受到保护，遵

循正道，背信弃义者或背叛者丝毫不能伤害他们，他们遵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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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追踪他们的先知（ ）的足迹： 

 ا ةٍ أَنَ ريَ
ىلَ بَصِ و إِىلَ اهللاَِّ عَ عُ بِييلِ أَدْ هِ سَ ذِ لْ هَ نِي قُ بَعَ نِ اتَّ مَ انَ اهللاَِّ  وَ بْحَ سُ نَ  وَ ا مِ ا أَنَ مَ وَ

كِنيَ  ِ  )١٠٨: (يوسف آية[ املُرشْ

【你说：“这是我的道路，我号召人们信仰真主，我和随从

我的人，都是依据明证的。】 P0F

①
P他们号召人们远离迷误，归向正

道，让人们谨防毁灭和堕落，渴望真主阙前的恩典，不要效仿

有经典的人（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在与真主缔结约会

之后，又把它抛于脑后。清高的真主说： 

ينَ أُوتُوا الكِتَابَ :قال اهللا تعاىل يثَاقَ الَّذِ ذَ اهللاَُّ مِ إِذْ أَخَ الَ  لَتُبَيِّنُنَّهُ لِلنَّاسِ  وَ هُ  وَ ونَ تُمُ تَكْ

نَ  وهُ فَ مْ  بَذُ هِ ورِ اءَ ظُهُ رَ ونَ  وَ ُ رتَ ا يَشْ بِئْسَ مَ لِيالً فَ ناّ قَ ا بِهِ ََمَ وْ َ رتَ اْْ  )١٨٧: (آل عمران آية[وَ

【当时，真主与曾受天经的人缔约，说：“你们必为世人阐

明天经，你们不可隐讳它。”但他们把它抛在背后，并以它换取

些微的代价。他们所换取的真恶劣！】 P1F

② 

所有在伊斯兰图书出版、发行和翻译领域工作的人都知道：

迫切地需要号召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的书籍，因为涉及伊斯兰

的书籍虽然很多，无论是简明扼要的，还是详细论述的，但是，

                                                        
①
《优素福章》第 108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8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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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综合针对非穆斯林宣传所需要的书籍，因为部分书籍

是针对穆斯林编著的，而不是针对非穆斯林的；部分书籍旨在

详细地论述各种功修的要求，不适合摆在非穆斯林面前；部分

书籍由各种阻碍人们受益的评论组成。 

很久以来，我一直都重视着这件事情，在伊斯兰事务、基

金、宣传指导部的伊斯兰事务处出版发行司也找不到人们所渴

望的这类书籍，我们在伊斯兰事务部出版发行司处也很难与作

者的著作达成一致，即使我们把它呈现给部分专家、作者也罢！

（让他们编辑这方面的书籍，但是，并没有成功地达到目的）

那些障碍物的阻碍也许会引起许多罪恶，从而疏忽了全知幽玄

者的权力。 

时而会有新穆斯林或伊斯兰中心给我们写信，要求我们为

他推荐一本书，以便翻译为他本民族的语言，适合向各个非穆

斯林民族宣传的书，我们反复左右寻找，也没有找到这样的一

本书，我们为自己不能用一本简明扼要的书去宣传真主的法律

而感到忧虑和尴尬。 

在此之后，我认为拖延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灾难，妄想和等

待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对于我们以往的疏忽大意，毫无借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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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向真主祈求好的选择，祈求他的援助和成功，编写一本

能填补这个空缺的书——即使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也罢！只要

能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不敢奢求自己能实现我们曾经所渴望的

理想，但是我试图迈出为后人修建这条路的一步，我播下种子，

以便他人灌溉。 

的确，我试图通过介绍伊斯兰的各大要素和伟大的基础，

尽量地把伊斯兰简明扼要地容纳在这本书中，并且还需要阐明

部分在宣传伊斯兰时所提到的必须要介绍的问题和要求。 

的确，这种方法，我是依靠各段综合性的《圣训》，例如：

穆阿兹（愿主喜悦他）被派往也门的《圣训》，当时，先知穆罕

默德（ ）对他说： 

عهم إىل ْهادة أن ال إنك تأيت قوماً من أهل الكتاب فاد: (قال له النبي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أين رسول اهللا، فإن هم أطاعوا لذلك، فأعلمهم أن اهللا افرتض عليهم مخس صلوات 

يف كل يوم وليلة فإن هم أطاعوا لذلك فأعلمهم أن اهللا افرتض عليهم صدقة تؤخذ من أغنيائهم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مسلم ..فرتد يف فقرائهم

“的确，你是到一伙有经典的人那里去，你首先应该号召

他们见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我是真主的使

者；如果他们顺从了，你当告诉他们伟大的真主为他们在每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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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中规定了五番拜功，如果他们顺从了，你当告诉他们伟大

的真主为他们规定了天课，取于他们的富人，用于他们的穷

人’。”①同时还有欧麦尔·本·汗塔布（愿主喜悦他）传述的

《圣训》，他说： 

بينام نحن عند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 عمر بن اخلطاب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 حيث قال عن

بياض الثياب، ْديد سواد الشعر، ال ير عليه أَر وسلم ذات يوم، إذ طلع علينا رجل ْديد 

السفر، وال يعرفه منا أحد، حتى جلس إىل النبي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فأسند ركبتيه إىل ركبتيه، 

أخربين عن اإلسالم؟ ف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 ووضع يديه عىل فخذيه، وقال يا حممد

 وأن حممداً رسول اهللا، وتقيم الصالة، وتؤدي الزكاة، اإلسالم أن تشهد أن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سلم

فعجبنا له يسأله : قال. صدقت: قال. وتصوم رمضان، وحتج البيت إن استطعت إليه سبيالً 

أن تؤمن باهللا ومالئكته وكتبه ورسله واليوم اآلخر، : قال فأخربين عن اإليامن؟ قال. ويصدقه

أن تعبد اهللا كأنك : فأخربين عن اإلحسان؟ قال :قال. صدقت: وتؤمن بالقدر خريه ورشه قال

. أتدري من السائل؟ قلت اهللا ورسوله أعلم! ياعمر: إىل أن قال... تراه، فإن مل تكن تراه فإنه يراك

 رواه مسلم )فإنه جربيل أتاكم يعلمكم دينكم: قال

有一天，正当我们坐在主的使者（ ）身边时，一位身穿

洁白衣服，头发乌黑发亮的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身

上没有任何旅行的痕迹，我们也没有人认识他，直到他坐在先

知穆罕默德（ ）的面前，并将自己的双膝对着先知的双膝，

                                                        
①
《布哈里圣训集》“天课篇”第 41门；《穆斯林圣训集》“信仰篇”第 29 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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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双手放在大腿上。他说：“穆罕默德啊！您告诉我什么是

伊斯兰？” 

主的使者（ ）对他说：“伊斯兰就是你作证：除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

交纳天课，封‘赖麦丹’月的斋戒，如果你有能力，你当朝觐

天房。”那个人说：“您说得对极啦。”欧麦尔说：“我们感到非

常惊奇，他来向穆圣请教问题，然后又肯定问题的答案。”那个

人说：“您告诉我什么是伊玛尼（坚信）？”使者说：“伊玛尼

就是你坚信真主，并坚信他的众天使、经典和使者，坚信末日，

坚信好歹的前定。”那个人说：“您说得对极啦。”然后那个人又

问道：“您告诉我什么是完善？”使者说：“你崇拜真主，就像

你看见了他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他，那么，他确已看见了你。”  

那个人又问道：“您告诉我末日什么时候来临？”使者说：

“被问的人并不比问者知道的多。”那人说：“您告诉我末日来

临的迹象吧？”使者说：“婢女产下她的主人；光脚、赤身、贫

穷的牧羊人竞争着建筑高楼大厦。”欧麦尔说：那人听完之后，

扬长而去，过了很久，穆圣对我说：“欧麦尔啊！你知道刚才提

问的那个人是谁吗？”我说：“真主和他的使者最知道。”主的

使者（ ）说：“他就是吉布拉依赖天使，他来临的任务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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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传授教义。”① 

在这两段《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阐明了顺从、

坚信和完善的基础，而没有涉及到问题的细节。在第一段《圣

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没有对穆阿兹提到斋戒和朝觐，

学者们对此说出了许多理由，现在并不是谈论它的时候。 

同时，我竭尽全力对每一个信仰问题引证一节或多节《古

兰经》文，清高真主的言语： 

تَّ :قال تعاىل هُ حَ رْ أَجِ كَ فَ ارَ تَجَ كِنيَ اسْ ِ نَ املُرشْ دٌ مِّ إِنْ أَحَ نَهُ وَ أْمَ هُ مَ لِغْ بْ مَّ أَ عَ كَالمَ اهللاَِّ َُ مَ ى يَسْ

ونَ  لَمُ عْ مٌ الَّ يَ وْ ُمْ قَ لِكَ بِأَهنَّ  .٦سورة التوبة، اآلية  ذَ

【以物配主者当中如果有人求你保护，你应当保护他，直

到他听到真主的言语。】 P4F

②
P应该让他们听到真主的言语，因为它

有诱人理性的风雅，折服理智的雄辩，就像许多加入伊斯兰的

人所提到的那样，诵读尊贵的《古兰经》是他们获得引导的因

素。的确，我尽量避免部分也许会使读者思想感到冲突的问题。

同样，我选择了不驳斥部分嫌疑的问题，以我引证的证据和基

础足够消除所有的嫌疑。 

                                                        
①
《穆斯林圣训集》“信仰篇”第 8段《圣训》 

②
《忏悔章》第 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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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减少篇幅，就像指引方面的证据。 

这项工作是人为的努力和印刷，其中有不足之处，在所难

免，其中正确的是来自于真主，我祈求真主使这项工作是忠诚

地为了寻求他的喜悦而做的，并接受我的这项善功。如果其中

有错误，则是来自于我与恶魔，超绝万物的真主绝不会有错误

和疏忽，我祈求真主以正确的替换错误的，以正道消除迷误。 

在这篇序的最后，我感谢所有致力于出版、发行和翻译这

本书的人们，我祈求真主赐予他们重复加倍的报酬，使它成为

一件善功和有益的知识。他确是监护的、大能的主。我们最后

的祈祷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愿真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

德和他的家人，以及众圣门弟子。 

 

作者： 

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刷利哈·艾勒苏海米博士 

伊历：14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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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感谢他，向他求援助，求他恕饶

我们、引领我们，保护我们不受自身劣性及恶习的伤害。真主

引领谁，就没有任何人能使他迷误；他使谁迷误，也没有谁能

引领他；我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愿清高伟大的真主

赐福他和他的家属，众圣门弟子，以及所有凭着正义追随他们

的人。 

的确，真主已把他的众使者派遣到各个世界，以免派遣使

者之后，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辞，他降示各部经典作为对世人

的引导、慈悯、光明和医疗。从前的诸位使者都是被派遣到他

们各自的民族中，要求他们的族人保护各自的经典，因此，他

们的书写已被抹去，他们的法律也被歪曲、被篡改。因为那些

经典是为特定的民族、在有限的时间内而降示的。 

然后真主专门派遣了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作为封印的

先知和使者，清高的真主说： 

دٍ مِّ : قال تعاىل ا أَحَ دٌ أَبَ َمَّ انَ حمُ ا كَ مْ مَ الِكُ جَ ولَ اهللاَِّ  ن رِّ سُ لَكِن رَّ مَ النَّبِيِّنيَ  وَ اتَ خَ األحزاب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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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٤٠: (آ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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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F

①
P并为他降示了最尊贵的经典——《古兰经》，

超绝万物的真主亲自负责保护它，而没有让他的仆人们去保管，

清高的真主说： 

رَ  : قال تعاىل كْ لْنَا الذِّ زَّ نُ نَ ا نَحْ افِظُونَ  إِنَّ ا لَهُ حلََ إِنَّ  )٩: (جر آيةاحل  وَ

【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 P6F

②
P并使先知穆

罕默德（ ）的法律长存，直至末日来临。超绝万物的真主阐

述了必须相信先知法律的长存，号召人们坚持不懈地遵循它，

穆罕默德（ ）及其之后的追随者们的道路就是依据明证号召

人们归信真主。清高的真主清楚地阐明了这条道路，他说： 

ا ةٍ أَنَ ريَ
ىلَ بَصِ و إِىلَ اهللاَِّ عَ عُ بِييلِ أَدْ هِ سَ ذِ لْ هَ نِي قُ بَعَ نِ اتَّ مَ انَ اهللاَِّ  وَ بْحَ سُ مَ  وَ نَ وَ ا مِ ا أَنَ

كِنيَ  ِ  ١٠٨سورة يوسف، اآلية   املُرشْ

【你说：“这是我的道路，我号召人们信仰真主，我和随从

我的人，都是依据明证的。真主，超绝万物！我不是以物配主

的人。”】P7F

③
P命令他当坚忍在主道上所受到的伤害，清高的真主说： 

                                                        
①
《同盟军章》第 40节 

②
《石谷章》第 9节 

③
《优素福章》第 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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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  :قال تعاىل سُ نَ الرُّ مِ مِ زْ لُوا العَ َ أُوْ ربَ امَ صَ ْ كَ ربِ اصْ  ٣٥سورة األحقاف، اآلية   فَ

【你应当坚忍，如有决心的众使者那样坚忍。】 P8F

①
P伟大受赞

颂的真主又说： 

وا :عز وجلقال  ُ ربِ نُوا اصْ ينَ آمَ ا الَّذِ َ ا أَهيُّ وا يَ ابِرُ صَ ابِطُوا وَ رَ ونَ  وَ لِحُ فْ مْ تُ لَّكُ قُوا اهللاََّ لَعَ اتَّ    وَ

 ٢٠٠سورة آل عمران، اآلية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忍，当奋斗，当戒备，当敬畏

真主，以便你们成功。】 P9F

②
P追随这条神圣的道路，我写了这本号

召人们归信真主的书，以真主的经典为明证，以他的使者（ ）

的《圣训》为方针，我在这本书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有关创造

宇宙、创造人类并给予荣誉的信息，派遣众使者，以前各个信

仰的状况，然后我介绍了伊斯兰的意义和要素。谁希望获得正

道，这就是摆在他面前的证据！谁渴望获得成功，我确已为其

阐明了成功之道！谁希望效仿众先知、使者和清廉者们的足迹，

这就是他们的道路！谁鄙弃他们，谁确是妄自菲薄者，确已踏

入迷途。 

的确，每一位有信仰者都号召人们加入自己的信仰，并且

他们坚信真理就在他们的信仰中，而非其它的信仰。每一位有

                                                        
①
《沙丘章》第 35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20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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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都号召人们追随自己信仰的，颂扬他们的领袖。 

至于穆斯林，他并不号召别人追随自己个人的道路，因为

他没有特殊的道路，他的信仰只是真主为自身所喜爱的信仰。 

المُ  :قال تعاىل ندَ اهللاَِّ اإلِسْ ينَ عِ  )١٩: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إِنَّ الدِّ

清高的真主说：【真主所喜悦的信仰，确是伊斯兰。】P10F

① 

穆斯林不会号召人们去颂扬某某人，因为在来自于真主的

信仰中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其不同的一点是敬畏，穆斯林号召

人们遵循真主的道路，他们相信真主的众使者，遵循真主降示

给封印的使者——穆罕默德（ ）的法律，他命令封印的使者

要向全人类传播这项法律。 

为此，我编写了这本书，号召人们加入真主为自身所喜爱

的信仰，他以此派遣了封印的使者，指引渴望获得正道的人们，

引领希望获得幸福的人们，指主发誓，除了真主喜爱的这个信

仰，任何人都找不到真正的幸福。除了信仰真主为自己的主宰，

相信穆罕默德（ ）为使者，伊斯兰为自己的信仰，任何人都

绝不会有安定的灵魂。从古至今，成千上万加入伊斯兰的人们

可以都证明这一点，他们只是在加入伊斯兰之后才知道生活的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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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在伊斯兰的保护下才尝试到真正的幸福……。因为每个

人都期望幸福，都在寻找安定的灵魂，搜寻真正的安宁。我编

辑这本书，我祈求真主使我的这项工作是虔诚地为了寻求他的

喜爱，号召人们加入真主的大道，祈求真主接受我的这项工作，

使它成为在今后两世都有益于作者的善功。 

的确，我允许以任何语言出版它，或者是把它翻译成其它

的任何语言，但其条件是在翻译时必须注重信义——忠实原文。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是前无始后无终的，是极显著极隐

微的主。一切公开和隐藏的赞颂都归他，他拥有今后两世的赞

颂，他拥有的赞颂充满天地万物，充满他所意欲的一切。愿真

主赐福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和他的同伴们，以及所有遵

循他的道路和方针的人们，多多地赐福他，直至末日。 

 

作者：穆罕默德·本·阿布杜拉·本·刷利哈·艾勒苏海

米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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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 

随着人的年龄渐增，理智健全，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会陆续

地出现他的脑海中：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

界？我将要归向何方？谁创造了我？创造了我周围的这个宇

宙？谁掌管这个宇宙、管理其中的一切？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 

人们无法独自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现代科学也无法解答

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发生在幽玄的范畴之内，人们只有凭

着真主的启示才能知道，这就是信仰。因此，围绕着这些问题，

加上人们的半信半疑和不安，出现了许多传说、各种迷信和前

人的故事。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对的、令人满意

的答案，除非是获得真主的引导进入正道者则例外，这条正道

将用详细的言词论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许多未见

的事情。正道是唯一的真理，诚实的言语，因为它是真主启示

给他的众先知和使者们唯一的道路。为此，人们必须试图获得

正确的信仰，学习并坚信它，以便消除疑惑，找到康庄大道。 

以下就是我号召你遵循的正确道路，其部分明证就可以消

除你面前的争论，以便你以公正、深思熟虑和宽容的态度去考

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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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的存在 

及其养育性、独一性和神性① 

多神教徒们崇拜各种被造的所谓的神灵，如：树木、石头

和人，犹太教徒和多神教徒们就此曾询问主的使者（ ）有关

真主的属性，伟大的真主降示了： 

 ٌد وَ اهللاَُّ أَحَ لْ هُ دُ  قُ مَ لِدْ اهللاَُّ الصَّ ْ يَ ولَدْ  ملَ ْ يُ ملَ دٌ  وَ واً أَحَ فُ ن لَّهُ كُ كُ ْ يَ ملَ اإلِخالص [ وَ

 )4١-: (آية

【［1］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2]真主是万物所仰

赖的；[3]他不生育，也不被生；[4]没有任何一物可以做他的

匹敌。】P12F

②
P伟大的真主向他的仆人介绍了自己，他说： 

َُّمُ اهللا بَّكُ اتِ إِنَّ رَ وَ مَ لَقَ السَّ ي خَ شِ يُغْيشِ   الَّذِ رْ ىلَ العَ  عَ تَوَ امٍ َُمَّ اسْ تَّةِ أَيَّ ضَ يفِ سِ األَرْ وَ

ثِيثاً  بُهُ حَ طْلُ ارَ يَ يْلَ النَّهَ سَ  اللَّ مْ الشَّ رَ  وَ مَ الْقَ هِ أَالَ  وَ رِ اتٍ بِأَمْ رَ خَّ سَ ومَ مُ النُّجُ لْقُ  وَ كَ  لَهُ اخلَ بَارَ رُ تَ األَمْ وَ

ِنيَ اهللاَُّ رَ  املَ  )54: (آية األعراف  بُّ العَ

                                                        
①
 注：如想了解更多，请查阅《正确的信仰与违背信仰和伊斯兰的事项》，作者：谢赫阿布

杜阿齐兹·阿布杜拉·本·巴兹阁下；《正确的信仰》，作者：谢赫穆罕默德·本·刷利哈·艾

勒欧赛米阁下 
②
《忠诚章》第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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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然后，升

上宝座，他使黑夜追逐白昼，而遮蔽它；他把日月和星宿造成

顺从他的命令的。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福哉真主

——全世界的主！】P13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ش رْ ىلَ العَ  عَ تَوَ َا َُمَّ اسْ هنَ وْ رَ دٍ تَ مَ ِ عَ ريْ اتِ بِغَ وَ مَ عَ السَّ فَ ي رَ سَ  اهللاَُّ الَّذِ مْ رَ الشَّ خَّ سَ الْقَ  وَ رَ وَ مَ

مْ تُوقِنُونَ  بِّكُ اءِ رَ م بِلِقَ لَّكُ لُ اآليَاتِ لَعَ صِّ فَ رَ يُ رُ األَمْ بِّ دَ ى يُ مّ سَ لٍ مُّ ي ألَجَ ْرِ ل  ََ دَّ  كُ ي مَ وَ الَّذِ هُ وَ

ضَ  َ  األَرْ
ايسِ وَ ا رَ لَ فِيهَ عَ جَ َاراً  وَ أَهنْ ِ يُغْيشِ ا وَ نَنيْ ِ اَْ نيْ جَ وْ ا زَ لَ فِيهَ عَ اتِ جَ رَ لِّ الثَّمَ ن كُ مِ يْلَ وَ للَّ

ارَ   )٣-٢: (الرعد آية   النَّهَ

【[2]真主建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的支柱。随后他

端坐在宝座上，制服日月，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他处理

万事，解释迹象，以便你们确信将与你们的主相会。[3]他展开

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他把每种果实造成两

性的，他以黑夜覆盖白昼。】P14F

②
P直至清高的真主说： 

لُّ أُنثَى :قال تعاىل لُ كُ مِ ْ ا حتَ مُ مَ لَ عْ امُ  اهللاَُّ يَ حَ ا تَغِيضُ األَرْ مَ ادُ وَ  وَ دَ زْ ا تَ هُ  مَ ندَ ءٍ عِ ْ لُّ يشَ كُ وَ

ارٍ  دَ قْ يْبِ  بِمِ ُ الغَ املِ الِ  عَ بِريُ املُتَعَ  الكَ
ةِ ادَ هَ الشَّ  )٩-٨: (الرعد آية  وَ

【[8]真主知道每个女性的怀孕，和子宫的收缩和膨胀。在

主那里，万物是各有定量的。[9]他是全知幽明的，是伟大的，

                                                        
①
《高处章》第 54节 

②
《雷霆章》第 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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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崇高的。】 P15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بُّ السَّ ن رَّ لْ مَ لِ اهللاَُّ قُ ضِ قُ األَرْ لِيَاءَ الَ وَ ونِهِ أَوْ ن دُ تُم مِّ ذْ َ اختَّ لْ أَفَ  قُ

عاً  فْ مْ نَ هِ سِ ونَ ألَنفُ لِكُ مْ الَ  يَ ى وَ مَ ي األَعْ تَوِ سْ لْ يَ لْ هَ اّ قُ تُ  ََ ي الظُّلُامَ تَوِ لْ تَسْ ريُ أَمْ هَ
الْبَصِ النُّورُ  وَ وَ

لْ  هَ اخلَ ابَ تَشَ هِ فَ قِ لْ خَ وا كَ قُ لَ اءَ خَ كَ َ لُوا هللاَِِّ رشُ عَ ءٍ أَمْ جَ ْ لِّ يشَ الِقُ كُ لِ اهللاَُّ خَ مْ قُ يْهِ لَ دُ  قُ عَ احِ وَ الوَ هُ وَ

ارُ  هَّ  )١٦: (الرعد آية  القَ

【你说：“谁是天地的主？”你说：“真主。”你说：“难道

你们舍真主而把那些不能自主祸福者当作保佑者吗？”你说：

“盲人与明眼人是一样的吗？黑暗与光明是一样的吗？”他们

为真主树立了许多伙伴，难道那些伙伴能像真主那样创造万物，

以致他们分辨不出两种创造吗？你说：“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

他确是独一的，确是万能的。”】P16F

② 

超绝万物的真主为他们列举了许多显而易见的迹象。他说： 

يْلُ  :قال اتِهِ اللَّ نْ آيَ مِ ارُ  وَ النَّهَ سُ  وَ مْ الشَّ سِ  وَ مْ وا لِلشَّ دُ جُ رُ الَ تَسْ مَ الْقَ الَ  وَ رِ  وَ مَ قَ  لِلْ

ونَ  بُدُ عْ اهُ تَ نتُمْ إِيَّ نَّ إِن كُ هُ قَ لَ ي خَ وا هللاَِِّ الَّذِ دُ جُ اسْ سَ   وَ بِّكَ يُ ندَ رَ ينَ عِ الَّذِ وا فَ ُ ربَ تَكْ إِنِ اسْ ونَ لَهُ فَ بِّحُ

يْلِ  ارِ  بِاللَّ النَّهَ ونَ  وَ أَمُ مْ الَ يَسْ هُ ا املَاءَ  وَ يْهَ لَ لْنَا عَ ا أَنزَ إِذَ ةً فَ عَ اِْ ضَ خَ  األَرْ اتِهِ أَنَّكَ تَرَ نْ آيَ مِ وَ

تْ  تَزَّ يرٌ  اهْ دِ ءٍ قَ ْ لِّ يشَ ىلَ كُ هُ عَ يِي املُوتَى إِنَّ ا ملَُحْ يَاهَ ي أَحْ بَتْ إِنَّ الَّذِ رَ  )39-37: (آية فصلت  وَ

                                                        
①
《雷霆章》第 8-9节 

②
《雷霆章》第 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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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昼夜与日月，都是他的迹象。你们不要向日月叩头，

你们应当向创造那些迹象的真主叩头，如果你们是崇拜他的话。

[38]如果他们自大，那么，在你的主那里的众天使，则是昼夜

赞颂他，他们并不厌倦的。[39]你看大地是干枯的，当我降下

雨水的时候，它便活动而膨胀起来，这也是他的迹象。能使大

地复活者，必能使死人复活，他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 P17F

①
P超

绝万物的真主又说： 

اتِ  :عز وجلقال  وَ مَ لْقُ السَّ اتِهِ خَ نْ آيَ مِ ضِ  وَ األَرْ ا وَ مْ وَ نَتِكُ تِالفُ أَلْسِ مْ إِنَّ يفِ  خْ انِكُ أَلْوَ وَ

املِِنيَ  اتٍ لِّلْعَ لِكَ آليَ يْلِ  ذَ م بِاللَّ كُ نَامُ اتِهِ مَ نْ آيَ مِ ارِ  وَ النَّهَ لِهِ  وَ ن فَضْ م مِّ كُ اؤُ تِغَ ابْ : الروم آية وَ

)22-23( 

【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

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的一种迹象

是：你们可以在黑夜和白昼中睡眠并且寻求他的恩惠。】 P18F

②
P真主

描述了自己具备完美的属性，他说： 

نَةٌ :قال هُ سِ ذُ أْخُ يُّومُ الَ تَ يُّ القَ وَ احلَ الَ  اهللاَُّ الَ إِلَهَ إِالَّ هُ ا يفِ  وَ مٌ لَّهُ مَ وْ اتِ  نَ وَ مَ ضِ  السَّ ا يفِ األَرْ مَ وَ

هيِمْ  دِ يْ َ أَ ا بَنيْ لَمُ مَ عْ نِهِ يَ هُ إِالَّ بِإِذْ ندَ عُ عِ فَ شْ ي يَ ا الَّذِ ن ذَ فَ  مَ لْ ا خَ مَ مْ وَ الَ  هُ  إِالَّ بِامَ  وَ
هِ مِ لْ نْ عِ ءٍ مِّ ْ ِيطُونَ بِيشَ حيُ

اءَ  اتِ  َْ وَ مَ يُّهُ السَّ سِ رْ عَ كُ سِ ضَ  وَ األَرْ الَ  وَ امَ  وَ ظُهُ فْ
هُ حِ ئُودُ ظِيمُ  يَ ُّ العَ يلِ وَ العَ هُ  )٢٥٥: (البقرة آية  وَ

                                                        
①
《奉绥来特章》第 37-39节 

②
《罗马人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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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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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能克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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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面前的事和他们以后的事；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

测他的幽玄；他的知识，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

倦。他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P19F

①
P他说： 

نبِ  :قال افِرِ الذَّ ريُ  غَ
وَ إِلَيْهِ املَصِ لِ الَ إِلَهَ إِالَّ هُ يدِ العِقَابِ ذِي الطَّوْ دِ بِ َْ ابِلِ التَّوْ قَ غافر  وَ

 )٣: (آية

【赦宥罪过、准人忏悔、严厉惩罚、博施恩惠的主。除他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确是最后的归宿。】 P20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بَّارُ املُتَ  :قال يزُ اجلَ زِ نُ العَ يْمِ نُ املُهَ مِ المُ املُؤْ وسُ السَّ وَ املَلِكُ القُدُّ ي الَ إِلَهَ إِالَّ هُ وَ اهللاَُّ الَّذِ ُ هُ ربِّ كَ

ونَ  كُ ِ امَّ يُرشْ انَ اهللاَِّ عَ بْحَ  )٢٣: (احلرش آية  سُ

【他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

至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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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F

③ 

                                                        
①
《黄牛章》第 255节 

②
《赦宥者章》第 3节 

③
《放逐章》第 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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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明哲的、大能的主宰，他向仆人介绍他自己，为他

们列举了各种显而易见的迹象，他描述自己具有完美的属性—

—穆圣（ ）的法律、理智的需要、人的本性和各个民族的一

致公认，都证明了真主的存在、以及他的养育性和神圣性，下

面我将为你一一阐明。至于真主的存在和他的养育性： 

1- 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 

人啊！这个包围着你的浩瀚的宇宙，它由诸天、星辰和银

河系组成。铺展的大地中有各个邻近的板块，生产出品种各异

的植物，结出各式各样的果实，每一种被造物都有阴阳两

性……。这个宇宙决不是自然形成的，它必定要有一个创造者，

因为它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是谁按照这么绝妙的体系、最完

美的方式创造了它呢？只有独一的、强悍的真主才能使它对观

察者们成为一种奇迹，除他之外，绝无养育者；除他之外，绝

无主宰。清高的真主说： 

الِقُونَ  :قال تعاىل مُ اخلَ ءٍ أَمْ هُ ْ ِ يشَ ريْ نْ غَ وا مِ لِقُ اتِ  أَمْ خُ وَ مَ وا السَّ قُ لَ ضَ بَل  أَمْ خَ األَرْ وَ

وقِنُونَ   )٣٦-٣٥: (الطور آية الَّ يُ

【[35]是他们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还是他们自己就是

创造者呢？[36]难道他们曾创造天地吗？不然，是他们不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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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①这两节经文包含三项前提： 

1-他们是自然形成的吗？ 

2-他们创造了自身吗？ 

3-他们创造了天地万物吗？ 

如果他们不是从无而被创造的（即：不是自然形成的），也

没有创造他们自身，更没有创造天地万物；那么，就可以确定

有一位创造他们、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存在，他就是独一的、

强悍的真主。 

2- 天性 

所有的被造物都被赋予承认创造者存在的天性，它比任何

事情都要更伟大、更重要、更完美，这是天性精通的事情，比

学最初级的运动知识更精通，理智正常者根本不需要列举任何

证据。清高的真主说： 

أَقِمْ  :قال تعاىل لْقِ اهللاَِّ  فَ يلَ خلَِ بْدِ ا الَ تَ يْهَ لَ طَرَ النَّاسَ عَ ةَ اهللاَِّ الَتِي فَ ا فِطْرَ نِيفً ينِ حَ كَ لِلدِّ هَ جْ وَ

يِّمُ  ينُ القَ لِكَ الدِّ  )30: (الروم آية   ذَ

【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真主

                                                        
①
《山岳章》第 35-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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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这才是正教。】①主的使者（ ）说： 

ما من مولود إال يولد عىل الفطرة، فأبواه هيودانه أو ينرصانه أو (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يمجسانه كام تنتج البهيمة هبيمة مجعاء هل حتسون فيها من جدعاء؟ َم يقول أبو هريرة واقرؤا إن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مسلم )ل خللق اهللافطرة اهللا التي فطر الناس عليها ال تبدي: ْئتم

“每个婴儿都出生于真主所创造的天性之中，然后他的父

母使他成为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或拜火教徒。”然后艾布胡

莱赖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当念诵：【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

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 P24F

② 

主的使者（ ）又说： 

: أال إن ريب أمرين أن أعلمكم ما جهلتم مما علمني يومي هذا(: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ت عبادي حنفاء كلهم وإهنم أتتهم الشياطني فاجتالتهم عن كل مال نحلته عبداً حالل وإين خلق

رواه أمحد ) دينهم وحرمت عليهم ما أحللت هلم، وأمرهتم أن يرشكوا يب ما مل أنزل به سلطاناً 

 ومسلم

“真的，我的养主命令我教授你们他今天教授我而你们并

不知道的事情，（真主说）：‘我恩赐仆人的所有财产都是合法的，

我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创造为穆斯林，然后恶魔来蛊惑他们背叛

                                                        
①
《罗马人章》第 30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前定篇”第 3门；《穆斯林圣训集》“前定篇”第 2658 段《圣训》，艾

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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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信仰，把我赐予他们的合法事物变为非法的，并以我没

有证实的事物命令他们举伴我’。”① 

3-各个民族的一致公认 

从古到今所有的民族都一致承认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

他就是养育众世界的真主。他创造了天地，他在创造中没有任

何伙伴，同样，在他超绝万物的权力方面也没有任何伙伴。 

从没有记载过去的任何一个民族信仰他们的神灵参与真主

创造天地，不然，他们都坚信真主创造了他们，创造了他们的

所谓神灵，除他之外，没有任何创造者；除他之外，也没有任

何供给者；一切祸福均由超绝万物的真主亲自掌管P26F

②
P。清高的真

主讲述了多神教徒们承认真主的养育性： 

 َّم م أَلْتَهُ لَئِن سَ اتِ وَ وَ مَ لَقَ السَّ ضَ  نْ خَ األَرْ سَ  وَ مْ رَ الشَّ خَّ سَ أَنَّى  وَ ولُنَّ اهللاَُّ فَ رَ لَيَقُ مَ الْقَ وَ

ونَ  كُ فَ ؤْ بَادِهِ   يُ نْ عِ اءُ مِ شَ قَ ملَِن يَ زْ طُ الرِّ بْسُ لِيمٌ  اهللاَُّ يَ ءٍ عَ ْ لِّ يشَ رُ لَهُ إِنَّ اهللاََّ بِكُ دِ قْ يَ لَئِن   وَ وَ

لَ  زَّ ن نَّ م مَّ أَلْتَهُ هُ سَ ثَرُ دُ هللاَِِّ بَلْ أَكْ مْ لِ احلَ ولُنَّ اهللاَُّ قُ ا لَيَقُ َ هتِ وْ  مَ
دِ عْ نْ بَ ضَ مِ يَا بِهِ األَرْ أَحْ اءً فَ ءِ مَ امَ نَ السَّ

مْ مِ

لُونَ  قِ عْ  )٦٣-٦١: (العنكبوت آية الَ يَ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4册，第 162页；《穆斯林圣训集》，“天堂和其中恩典的形式，以

及天堂的居民篇” 第 2856 段《圣训》艾雅杜·本·吉玛尔·穆加色欸（愿主喜悦他）的

传述 
②
《麦吉姆阿·法塔瓦》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第 14册，第 380-383页，第 7

册，第 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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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

们必定说：“真主。”他们是如何荒谬的！[62]真主要使哪个仆

人的给养宽裕，就使他宽裕，（要使哪个仆人的给养窘迫，）就

使他窘迫，真主确是全知万事的。[63]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

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

“真主。”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不然，他们大半是不了

解的。】P27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وَ مَ لَقَ السَّ نْ خَ م مَّ أَلْتَهُ لَئِن سَ لِيمُ  وَ يزُ العَ زِ نَّ العَ هُ قَ لَ ولُنَّ خَ ضَ لَيَقُ األَرْ  )٩: (الزخرف آية وَ

【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他们必定会说：“万

能的、全知的主创造了天地。”】P28F

② 

4-理智的必然性 

理智承认这个伟大的宇宙必定有它的创造者，因为理智知

道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新生的，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个新

生的事物必定有它的创造者。 

人知道自己将遇到各种灾难，当人没有能力消除它的时候，

他的心就会朝向天空，向他的养主求救，消除自己的忧愁和灾

                                                        
①
《蜘蛛章》第 61-63节 

②
《金饰章》第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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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即使他在其它的日子里否认自己的养主，崇拜偶像也罢！

这是不可排除的必然性，是必定被承认的事实。不然，当牲畜

遭遇痛苦的时候，它都会把自己的头抬向天空，而人会把自己

的目光投向天空。的确，清高的真主告知：当人遭遇灾难的时

候，他会迅速地奔向自己的养主，向养主祈求为自己排忧解难。

清高的真主说： 

انَ  :قال تعاىل ا كَ َ مَ
نْهُ نَيسِ ةً مِّ مَ لَهُ نِعْ وَّ ا خَ مَّ إِذَ نِيباً إِلَيْهِ َُ هُ مُ بَّ ا رَ عَ انَ َُ  دَ نسَ سَّ اإلِ ا مَ إِذَ وَ

بْلُ  ن قَ و إِلَيْهِ مِ عُ دْ اداً  يَ عَلَ هللاَِِّ أَندَ جَ  )٨: (الزمر آية  وَ

【遭遇患难的时候，祈祷他的主，而归依他。然后，他赏

赐他一种恩惠的时候，他就忘却以前曾祈求真主解除患难，而

且为他树立若干匹敌。】P29F

①
P清高的真主讲述了多神教徒们的状况，

他说： 

ِّ  :قال تعاىل مْ يفِ الربَ كُ ُ ريِّ ي يُسَ وَ الَّذِ لْكِ  هُ نتُمْ يفِ الفُ ا كُ تَّى إِذَ رِ حَ الْبَحْ يحٍ  وَ ِم بِرِ يْنَ هبِ رَ جَ وَ

يِّبَةٍ  فٌ  طَ اصِ يحٌ عَ ا رِ َ هتْ اءَ ا جَ َ وا هبِ حُ رِ فَ لِّ  وَ ن كُ جُ مِ مُ املَوْ هُ اءَ جَ انٍ  وَ كَ ا  مَ وُ عَ ِمْ دَ يطَ هبِ ُمْ أُحِ نُّوا أَهنَّ ظَ وَ

ينَ  اكِرِ نَ الشَّ ونَنَّ مِ هِ لَنَكُ ذِ نْ هَ يْتَنَا مِ ينَ لَئِنْ أَنجَ نيَ لَهُ الدِّ ْلِصِ بْغُونَ يفِ  اهللاََّ خمُ مْ يَ ا هُ مْ إِذَ اهُ امَّ أَنجَ لَ فَ

امَ  ا النَّاسُ إِنَّ َ ا أَهيُّ قِّ يَ ِ احلَ ريْ ضِ بِغَ مْ األَرْ عُكُ جِ رْ مَّ إِلَيْنَا مَ يَا َُ نْ يَاةِ الدُّ تَاعَ احلَ م مَّ كُ سِ ىلَ أَنفُ مْ عَ يُكُ غْ بَ

لُونَ  مَ عْ نتُمْ تَ م بِامَ كُ نُنَبِّئُكُ  )23-22: (يونس آية فَ

                                                        
①
《队伍章》第 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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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真主使你们在陆上和海上旅行。当你们坐在船中，

乘顺风而航行，并因风而欣喜的时候，暴风向船袭来，波涛从

各处滚来，船里的人猜想自己已被包围，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

如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难，我们必定感谢你。”[23]当他拯救

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在地方上无理地侵害（他人）。人们啊！

你们的侵害只有害于自身，那是今世生活的享受，然后，你们

只归于我，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P30F

①
P清高的真主又说： 

ِّ  :قال تعاىل مْ إِىلَ الربَ اهُ امَّ نَجَّ لَ ينَ فَ نيَ لَهُ الدِّ
ْلِصِ ا اهللاََّ خمُ وُ عَ الظُّلَلِ دَ جٌ كَ وْ م مَّ يَهُ شِ ا غَ إِذَ وَ

دٌ  تَصِ قْ م مُّ نْهُ مِ دُ بِآ فَ ْحَ ا ََ مَ ورٍ وَ فُ تَّارٍ كَ لُّ خَ اتِنَا إِالَّ كُ  )٣٢: (لقامن آية يَ

【当山岳般的波涛笼罩他们的时候，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

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他们中有中和的人；只有每个狡猾

的、孤恩的人，否认我的迹象。】 P31F

②
P造为最优美的形态，并在人

的天性中赋予了崇拜和顺从真主的本性，理智顺从真主独一的

养育性和神圣性，所有的民族也都承认他的养育性……。他在

创造中没有任何伙伴，同样，他的神圣性也没有任何匹敌。关

于这方面的证据有很多P32F

③
P： 

                                                        
①
《优努斯章》第 22-23节 

②
《鲁格曼章》第 32节 

③
 请查阅《信仰》作者：伊玛目、革新者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勒万哈布（愿主怜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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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位主宰，他就是创造者、供给者。

只有他可以带来幸福，消除灾难；假如在这个宇宙中还有其他

的神灵，他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行为、创造和命令，任何一位神

灵都不喜爱其他神灵的参与
①，那么，其中的一位必定要战胜另

外一位，战败者就不可能成为主宰，战胜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任何神灵都不能参与他独一的神圣性，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

参能与他的养育性。清高的真主说： 

ذَ اهللاَُّ مِن :قال تعاىل َ ا اختَّ لَدٍ  مَ لُّ إِلَهٍ  وَ بَ كُ هَ نْ إِلَهٍ إِذاً لَّذَ هُ مِ عَ انَ مَ ا كَ مَ لَقَ  وَ لَعَال  بِامَ خَ وَ

ونَ  فُ امَّ يَصِ انَ اهللاَِّ عَ بْحَ ىلَ بَعْضٍ سُ مْ عَ هُ  )٩١: (املؤمنون آية بَعْضُ

【真主没有收养任何儿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他同等；否

则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创造者，他们也必优胜劣败。赞颂真主，

超乎他们的描叙。】P34F

② 

 只有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拥有天地的一切

王权。因为人亲近真主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消除灾难，排除

他的一切伤害和患难，这些事情，只有掌管天地万物的真主才

有这个能力，假若像多神教徒所说的那样，那么，仆人一定会

用各种途径去崇拜真正的、拥有王权的真主，因为除真主之外，

                                                        
①
《塔哈维信仰学注释》第 39 页 

②
《信士章》第 9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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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有被崇拜的，他们都是崇拜真主和亲近真主的，更何况那

些渴望接近亲手掌管祸福、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应受到天地

间所有崇拜的主呢？这其中包含了所有除真主之外而被崇拜的

所谓的神灵。清高的真主说： 

تَغَ :قال تعاىل ولُونَ إِذاً الَّبْ قُ امَ يَ ةٌ كَ َ
هُ آهلِ عَ انَ مَ ل لَّوْ كَ بِيالً قُ شِ سَ رْ ا إِىلَ ذِي العَ اإلرساء  وْ

 )٤٢(:آية

【你说：“假若有许多神灵和他在一起，犹如他们所说的那

样，那么，那些神灵必定想方设法与宝座的主争衡。】 P35F

①
P清高的

真主又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ةٍ يفِ السَّ رَّ الَ ذَ ثْقَ ونَ مِ لِكُ مْ ن دُونِ اهللاَِّ الَ يَ تُم مِّ مْ عَ ينَ زَ وا الَّذِ عُ لِ ادْ الَ  قُ يفِ  وَ

ضِ  كٍ  األَرْ ْ ن رشِ امَ مِ يهِ
مْ فِ ا هلَُ مَ م مِّ  وَ نْهُ ا لَهُ مِ مَ ريوَ الَ ن ظَهِ هُ إِالَّ ملَِنْ أَذِنَ لَهُ  وَ ندَ ةُ عِ اعَ فَ عُ الشَّ نفَ تَ

تَّى قَّ  حَ الُوا احلَ مْ قَ بُّكُ الَ رَ ا قَ اذَ الُوا مَ ِمْ قَ لُوهبِ ن قُ عَ عَ زِّ ا فُ بِريُ  إِذَ ُّ الكَ يلِ وَ العَ هُ  )23-22: (سبأ آيةوَ

【[22]你说：“你们舍真主而认作神灵的，你们祈祷他们吧：

他们不能管理天地间微尘之重的事物，他们丝毫不能参与天地

的造化。真主不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为助手。” [23]除真主所

许可者外，在真主那里，说情将无裨益。直到他们心中的恐惧

被排除的时候，他们才说：“你们的主说了什么？”他们说：“真

                                                        
①
《夜行章》第 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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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①这几节经文对于内心喜爱

真主之外的事物而言，可以肯定四件事情： 

第一：这些被举伴者不能与真主一起掌管微尘重的事物。

不能掌管微尘重的事物者，即无利益，也无伤害，他就不应该

成为主宰或成为真主的参与者。真主掌管他们，是独自处理他

们的主宰。 

第二：他们不能掌管天地间丝毫的事物，他们也没有掌管

天地间微尘重的事物的权力。 

第三：在真主的创造中没有任何援助者，而是真主援助他

们，为他们带来福利，消除灾难，因为真主完全无求于他们，

但是他们却需要养主的援助。 

第四：这些被举伴者在真主跟前不享有丝毫为追随他们的

人说情的权力，他们也没有获得说情的权力，超绝万物的真主

只把说情权赐予他的爱仆，真主的爱仆只为真主喜爱的言、行

和信仰者说情
②。 

 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有条不紊及其周密的程度，足以

                                                        
①
《赛伯邑章》第 22-23节 

②
《认主独一者的喜悦》作者：谢赫阿布杜拉哈曼·本·侯赛尼（愿主怜悯他）第 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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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安排处理着它的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主宰、独一无二的掌

权者、独一无二的养育者。除他之外，万物绝没有主宰；除他

之外，万物也绝没有养育者。同样，在这个宇宙之中也绝不可

能有两位创造者存在，也绝不可能有两位主宰存在。清高的真

主说： 

ونَ  :قال تعاىل فُ امَّ يَصِ شِ عَ رْ بِّ العَ انَ اهللاَِّ رَ بْحَ سُ ا فَ تَ دَ سَ ةٌ إِالَّ اهللاَُّ لَفَ امَ آهلَِ يهِ
انَ فِ األنبياء  لَوْ كَ

 )٢٢: (آية

【除真主外，假若天地间还有许多神明，那么，天地必定

破坏了。】P38F

① 

假若在天地间除真主之外还有其他神灵，那么，天地必定

会被破坏。破坏的原由：如果有其他的神灵与真主同在，需要

每一位都有专制和处理的能力，这样就会发生争执和分歧，由

此原因，必定导致天地的破坏 P39F

②
P。一个身体不可能接受两个同样

灵魂的存在，假若事实如此，那么，这个身体必定会被毁坏，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又怎么能这样去想象这个浩瀚的宇宙呢 P40F

③
P？ 

 对此众先知和使者们一致承认：在这个宇宙中只有

                                                        
①
《众先知章》第 22节 

②
《法塔哈·勒盖迪尔》第 3 册，第 403页 

③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1册，第 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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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主宰。这是各个民族中的先知和使者们一致公认的事实，

他们是理智最健全、心灵最纯洁、品德最高尚的人，他们忠告

自己的民族，教授他们真主的命禁，指引他们康庄大道。因为

他们接受的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然后把它传达给人们。的确，

所有的先知和使者们——从他们中的第一位阿丹（ ）直至最

后一位穆罕默德（ ），他们都是号召人们归信真主、放弃其

它的崇拜，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清高的真主说： 

ونِ  :قال تعاىل بُدُ اعْ ا فَ هُ الَ إِلَهَ إِالَّ أَنَ نَّ ي إِلَيْهِ أَ ولٍ إِالَّ نُوحِ سُ ن رَّ بْلِكَ مِ ن قَ نَا مِ لْ سَ ا أَرْ مَ   وَ

 )٢٥: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P41F

①
P伟大的真主提到

努哈（ ），他当时对他的族人说： 

  ٍظِيم مٍ عَ وْ ابَ يَ ذَ مْ عَ يْكُ لَ افُ عَ وا إِالَّ اهللاََّ إِينِّ أَخَ بُدُ عْ  )٢١: (األحقاف آية  أَالَّ تَ

【你们应该只崇拜真主，我的确怕你们遭受重大日的刑

罚。】P42F

②
P超绝万物的真主提到穆罕默德（ ），他当时对他的族

人说： 

                                                        
①
《众先知章》第 25节 

②
《沙丘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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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 إِلَه كُ امَ إِهلَُ َّ أَنَّ ى إِيلَ امَ يُوحَ لْ إِنَّ دٌ  قُ احِ ونَ وَ لِمُ سْ لْ أَنتُم مُّ هَ  )108: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فَ

【你说：“我只奉到启示说：你们所当崇拜的，只是独一

的主宰。你们归顺吗？”】 P43F

①
P这就是从无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

他把人类创造成为最优美的形态，并为其赋予承认真主的养育

性和神圣性的本性。人只有服从其创造者，遵循他的道路才能

使自身安定，并且规定灵魂只有皈依和联系着其创造者才能安

宁，只有通过尊贵的众使者所传达的正道，灵魂才能与其创造

者取得联系，使其明白，只有当他归依了自己的养主，他才能

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事物和履行职责。 

如果天性正直了，灵魂就安静了，心灵也就安定了。理智

的归信可以实现今后两世的幸福、安定团结和安宁……。如果

人拒绝归信，这一切就会被改变，其生活就会动荡不安，徘徊

于现世的峡谷之中，分散在各个虚妄的神灵之间，不知道谁能

为他带来福利、谁又能为他消除灾难。为了让信仰定居于人的

心中，阐明否认的丑恶。真主为此打了一个比喻——因为比喻

可以使含义更加接近思维——把一个多神崇拜者与一位只崇拜

独一的真主者之间相对比。清高的真主说： 

                                                        
①
《众先知章》第 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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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قال تعاىل الً فِيهِ رشُ جُ ثَالً رَّ بَ اهللاَُّ مَ َ ونَ ََ اكِسُ تَشَ اءُ مُ انِ  كَ يَ تَوِ سْ لْ يَ لٍ هَ جُ امً لِّرَ لَ الً سَ جُ رَ وَ

ونَ  لَمُ عْ مْ الَ يَ هُ ثَرُ دُ هللاَِِّ بَلْ أَكْ مْ ثَالً احلَ  )٢٩: (الزمر آية  مَ

【真主设一个譬喻：一个奴隶为许多纷争的伙计所共有；

又有一个奴隶专归一个主人；这两个奴隶的情状相等吗？】P44F

①
P清

高的真主为认主独一的仆人打了一个比喻，又为多神崇拜者打

了一个比喻，许多神灵都控制着他，为他而互相争执，他被分

配在多神之间，每位神灵都对他有所指示，他对每一位神灵也

都应尽职责，他在许多神灵之间狼狈不堪，没有固定的方式，

也没有固定的道路，他也不能掌管他们私欲的嗜好——争论、

吵架和冲突，这些都会溃散他的趋向和力量！一位主宰掌管着

的仆人，他知道他的要求以及对其应尽的职责，这个仆人安闲

舒适地生活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上，这两种状况绝不相等。这个

仆人只对一位主宰谦恭，他享受着舒适安定、了解和坚信的生

活。而那一个人则对许多争吵的主人谦恭，他生活在惊恐不安

的痛苦之中，他所崇拜的任何一位神灵都不会喜爱他，更不用

说所有的神灵都会喜爱他了。 

在我们阐明真主的存在、以及他独一的养育性和神圣性的

各个证据之后，我们最好再明确一下他创造的宇宙和人类，探

                                                        
①
《队伍章》第 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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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他创造这一切的哲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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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创造 

这个宇宙由诸天、大地、星辰、银河系、海洋、树木和其

它的生物组成，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从无创造了它。清高的

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نيْ مَ وْ ضَ يفِ يَ لَقَ األَرْ ي خَ ونَ بِالَّذِ رُ فُ مْ لَتَكْ لْ أَئِنَّكُ بُّ  قُ لِكَ رَ اداً ذَ لُونَ لَهُ أَندَ عَ ْ جتَ وَ

ِنيَ  املَ ا العَ قِهَ وْ ن فَ َ مِ
ايسِ وَ ا رَ لَ فِيهَ عَ جَ ا وَ كَ فِيهَ ارَ بَ اءً  وَ وَ امٍ سَ ةِ أَيَّ عَ بَ ا يفِ أَرْ َ اهتَ وَ ا أَقْ يهَ

رَ فِ دَّ قَ وَ

ائِلِنيَ  ءِ   لِّلسَّ امَ  إِىلَ السَّ تَوَ مَّ اسْ ا َُ الَ هلََ قَ انٌ فَ يَ دُخَ هِ هاً قَ  وَ رْ عاً أَوْ كَ تِيَا طَوْ ضِ ائْ لِألَرْ يْنَا وَ الَتَا أَتَ

ائِعِنيَ  ِ   طَ نيْ مَ وْ اتٍ يفِ يَ وَ مَ بْعَ سَ نَّ سَ اهُ قَضَ ا فَ هَ رَ ءٍ أَمْ امَ لِّ سَ ى يفِ كُ حَ أَوْ يَا  وَ نْ ءَ الدُّ امَ نَّا السَّ يَّ زَ وَ

ابِيحَ  صَ لِيمِ  بِمَ يزِ العَ زِ يرُ العَ دِ قْ لِكَ تَ ظاً ذَ فْ حِ  )١١: (فصلت آية وَ

【[9]你说：“你们真不信在两日内创造大地者，而要为他

树立许多匹敌吗？那是全世界的主。”[10]他在大地上创造许多

山岳，他降福于大地，并预定大地上众生的食物，那些事，在

整整的四天就完成了。那是用来答复询问者的。[11]然后，他

志于造天，那时，天还是蒸气。他对天说：“你们俩顺服地，或

勉强地来吧！”它俩说：“我们俩顺服地来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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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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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最低的天，并加以保护。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的预定。】①清

高的真主说： 

وا أَنَّ  :قال تعاىل رُ فَ ينَ كَ رَ الَّذِ ْ يَ اتِ أَوَ ملَ وَ مَ ا السَّ َ نَامهُ تَقْ فَ تْقاً فَ تَا رَ انَ ضَ كَ األَرْ نَ  وَ نَا مِ لْ عَ جَ وَ

نُونَ  مِ ؤْ يٍّ أَفَالَ يُ ءٍ حَ ْ لَّ يشَ ِمْ  املَاءِ كُ ِيدَ هبِ َ أَن متَ
ايسِ وَ ضِ رَ نَا يفِ األَرْ لْ عَ جَ اجاً  وَ ا فِجَ نَا فِيهَ لْ عَ جَ وَ

ونَ  ْتَدُ مْ هيَ لَّهُ بُالً لَّعَ نَا السَّ سُ لْ عَ جَ وظاً وَ ْفُ فاً حمَّ قْ ءَ سَ ونَ  امَ ضُ رِ عْ ا مُ َ اهتِ نْ آيَ مْ عَ هُ :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وَ

)30-32(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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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我在大

地上创造了群山，以免大地动荡而他们不安；我在群山间创造

许多宽阔的道路，以便他们能达到目的地。[32]我把天造成安

全的穹窿，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迹象。】 P46F

② 

真主以无法核算的、伟大的哲理创造了这个宇宙，宇宙中

的每一部分都有着深奥的哲理、显著的迹象，假如你思考其中

的任何一个迹象，你都会发现它非常奇妙。请观看真主创造植

物的奇迹：植物几乎所有的叶子、根蒂和果实都是有益的，人

类的理智无法彻底认清和详述它；请观看那细薄弱小的叶茎，

只有在凝视之后，肉眼才能看见它，怎样才能够把水从最底层

                                                        
①
《奉绥来特章》第 9-12节 

②
《众先知章》第 30-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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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到最上面，然后在那些水渠里根据大地的需要和容量而转移，

然后分散在肉眼看不见的终点里；然后再看看树上的果子是怎

样形成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就像肉眼看不见的胎儿所

发展的每个阶段一样。当你观看它是一根赤裸裸的树枝时，然

后它的主替它穿上衣服，为它创造了最好的服饰——树叶，在

保护它的叶子长出来之后，成为那之后长出的弱小果实的衣服，

柔弱是为了便于隐蔽，躲避酷热和严寒，以及各种灾害。然后

通过根蒂和渠道为那些果子送去它的营养成分，果实以此吸收

养料，就像儿童通过其母亲的乳汁获取养料一样，树木养育和

滋长着那些果实，直至成熟，就这样，从那坚固的树枝中生产

出柔软、可口的果实。 

如果你观看地球是怎样被创造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的

被造就是最大的奇迹。超绝万物的真主把它创造为铺垫和床榻，

为他的仆人制服了它，在其中安排了他们的给养和生活来源，

并在其中创造了道路，以便他们在其中转移和处理自己的必需

品。他以山岳稳固地球，他使山峦成为木桩，以便山峦保护大

地不会震荡。他加宽了大地的边缘，并铺展了大地，他使大地

的表面包罗着活的，当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使大地的肚腹包裹

着死的；他使地球的表面作为生活者的家园，他使地球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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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亡者的居所。然后你观看以太阳、月亮、星辰和宫分围绕

的苍穹，它是怎样围绕着这个世界运行的，它将会持久地运转

到这个安排和制度的最后期限，昼夜、季节、酷热和严寒不同

地交替……。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地球上各种动植物的利益。 

然后你参悟天的创造，你反复地观察，你会发现它的崇高、

宽广和安定就属于最伟大的奇迹。它下面没有支撑的柱子，上

面也没有任何连带，不然，它是被真主的大能而抓住，真主的

大能一直掌握着诸天和大地……。 

当你观看这个宇宙及其各个结构的创造时，就会发现它是

被依照最优美的制度而创造的，所有的这一切都证明了创造者

完美的能力，完美的知识，完美的哲理，完美的仁慈；你会发

现它就像一座被建好的家园，在其中有各种用具、利益及所有

的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天是被升高在上面的屋顶，大地成为

居住者稳固的床榻，太阳和月亮是两盏在其中发光的夜明灯，

群星作为它的点缀和装饰，成为在这个居所的道路上游历者的

向导，珠宝和矿产是其中的存货，就像是准备好的资金，天地

间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而被设置，各种植物都是为了人的

需要而准备的，各种动物都是为了人的利益而被费用的——其

中有供人乘骑的、供人饮奶的、供人获取营养的、供人穿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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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守卫的动物……。人就像高贵的国王一样，在其中自由地处

理和安排。 

假如你思考整个宇宙，或者你思考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你

一定会发现它非常的奇妙；假如你完全专心致志地注意这个宇

宙，你就会公正地对待自己，摆脱私欲的套索和桎梏，你会完

全地坚信这个宇宙是被创造的，是明哲的、大能的、全知的主

创造了它，以最好的定制规定了它，用最优美的制度布置了它，

那么，这位创造者绝不可能是两位。不然，他是独一无二的主

宰，除他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假如在天地间除真主之

外，还有其他的主宰，那么，天地必定会被破坏，它的制度一

定会紊乱，它的利益一定会损坏。 

如果你否认了这一点，你就没有把万物归于它的创造者。

你对在河流上持久漂泊的船只说什么呢？的确，掌管了它的制

作工具，控制了它的安装程序，你可以做出最好的结果，观者

对它的材料和形式看不出任何缺陷，的确，可以把它放置在一

个广阔的花园里，在其中有各种水果供给花园的需要。在那个

花园里有负责整理它紊乱的人，很好地关心和照料它，履行所

有对花园有益的工作，那么，花园里就不会有任何紊乱，也不

会有果实损坏，在收获的时候，根据他们的需要把水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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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给其它的每个出处，按需分配，就这样按照上班的时间分发。 

你认为没有生产、没有选择、没有管理，能符合这件事情

吗？！然而，既一致承认必须要有船舶和花园的存在，又一致

公认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工作者，也没有安排者，假如你的理

智告诉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认为呢？是什么使你对此下判语的

呢？又是什么指导你这种判断的呢？！
① 

 

                                                        
①
摘自于《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1册，第 251-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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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宇宙的哲理 

在思考这个宇宙的创造之后，我们最好提出真主创造这个

伟大宇宙的部分哲理，其显著的经文有： 

1.为人类制服天地： 

当时，真主判决人类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代理者，在其中崇

拜真主，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为此他创造了这一切，以便人

们的生活端庄，改善他们今后两世的生活。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ا يفِ السَّ م مَّ رَ لَكُ خَّ سَ نْهُ  وَ ِيعاً مِّ ضِ مجَ ا يفِ األَرْ مَ  )١٣: (اجلاثية آية  وَ

【他为你们制服天地万物。】P48F

①
P伟大受赞颂的真主又说： 

اتِ اهللاَُّ  :عز وجلقال  وَ مَ لَقَ السَّ ي خَ ضَ  الَّذِ األَرْ نَ  وَ جَ بِهِ مِ رَ أَخْ اءً فَ ءِ مَ امَ نَ السَّ
لَ مِ أَنزَ وَ

مْ  قاً لَّكُ زْ اتِ رِ رَ هِ  الثَّمَ رِ رِ بِأَمْ يَ يفِ البَحْ رِ لْكَ لِتَجْ مُ الفُ رَ لَكُ خَّ سَ َارَ  وَ مُ األَهنْ رَ لَكُ خَّ سَ مُ  وَ رَ لَكُ خَّ سَ وَ

سَ  مْ ائِ  الشَّ رَ دَ مَ الْقَ ِ وَ يْلَ  بَنيْ مُ اللَّ رَ لَكُ خَّ سَ ارَ  وَ النَّهَ وهُ  وَ أَلْتُمُ ا سَ لِّ مَ ن كُ م مِّ اكُ آتَ وا  وَ دُّ إِن تَعُ وَ

ارٌ  فَّ انَ لَظَلُومٌ كَ نسَ ا إِنَّ اإلِ وهَ ْصُ تَ اهللاَِّ الَ حتُ  )34-32: (إبراهيم آية  نِعْمَ

【[32]真主创造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

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他为你们制服船舶，以便它们奉

                                                        
①
《屈膝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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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他为你们制服河流；[33]他为你们制服

日月，使其经常运行，他为你们制服昼夜。[34]你们对主的祈

求，他对你们都有所赏赐。如果你们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无

法统计。人确是很不义的，确是忘恩负义的。】① 

2.天地万物都作证他的养育性，也都是证明他独一性

的迹象： 

在这个宇宙中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肯定他的养育性，坚信他

的独一性，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确已举证了各种最伟大

的见证物，列举了最大的迹象，引证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为

了见证这些，超绝万物的真主列举了天地万物作为证据，为此，

在《古兰经》之中多次提到：【从他的迹象中…】。犹如清高的

真主说： 

اتِ  :عز وجلقال  وَ مَ لْقُ السَّ اتِهِ خَ نْ آيَ مِ ضِ  وَ األَرْ مْ  وَ نَتِكُ تِالفُ أَلْسِ اخْ مْ إِنَّ يفِ  وَ انِكُ أَلْوَ وَ

املِِنيَ  عَ اتٍ لِّلْ لِكَ آليَ يْلِ  ذَ م بِاللَّ كُ نَامُ اتِهِ مَ نْ آيَ مِ ارِ  وَ النَّهَ لِ  وَ لِهِ إِنَّ يفِ ذَ ن فَضْ م مِّ كُ اؤُ تِغَ ابْ اتٍ وَ كَ آليَ

عُونَ  مَ مٍ يَسْ وْ ا لِّقَ فً وْ قَ خَ ْ مُ الربَ يكُ رِ  يُ
اتِهِ نْ آيَ مِ ا وَ عً طَمَ ضَ  وَ يِي بِهِ األَرْ يُحْ اءً فَ ءِ مَ امَ نَ السَّ

لُ مِ نَزِّ يُ وَ

لُونَ  قِ عْ مٍ يَ وْ اتٍ لِّقَ لِكَ آليَ ا إِنَّ يفِ ذَ َ هتِ وْ دَ مَ عْ ءُ  بَ امَ ومَ السَّ قُ  أَن تَ
اتِهِ نْ آيَ مِ األَ  وَ ا وَ مَّ إِذَ هِ َُ رِ ضُ بِأَمْ رْ

ونَ  جُ رُ ْ ا أَنتُمْ ختَ ضِ إِذَ نَ األَرْ ةً مِّ وَ عْ مْ دَ اكُ عَ  )25-22: (الروم آية دَ

                                                        
①
《伊布拉欣章》第 32-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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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

肤色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3]他的

一种迹象是：你们可以在黑夜和白昼中睡眠并且寻求他的恩惠；

对于会听话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4]他的一种迹象是：

他使你们以恐怖和企图的心情看电光，他从云中降下雨水，借

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对于能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

象。[25]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依他的意志而坚定，当他对长

眠地下的你们叫唤一声的时候，你们立刻就出来了。】① 

3.万物见证复活： 

生命有两次，今世一次，后世有一次，后世里的生活才是

真正的生活。清高的真主说： 

وٌ  :قال تعاىل يَا إِالَّ هلَْ نْ يَاةُ الدُّ هِ احلَ ذِ ا هَ مَ لَعِبٌ  وَ انُوا  وَ انُ لَوْ كَ يَوَ يَ احلَ ِ ةَ هلَ رَ ارَ اآلخِ إِنَّ الدَّ وَ

ونَ يَ  لَمُ  )٦٤: (العنكبوت آية عْ

【[64]这种今世的生活，只是娱乐和游戏；后世的住宅，

才是真正的生活，假若他们知道。】 P51F

②
P因为它是报赏和清算的居

所，又因为在后世里对天堂里的居民有着永久的恩典，对火狱

里的居民有着永无止境的惩罚。 

                                                        
①
《罗马人章》第 22-25节 

②
《蜘蛛章》第 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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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到达这个居所，在死亡之后

被复活时才能进入这个居所。所有与自己的养主断绝联系者、

本性变坏者和理智不健全者都否认复活。为此，真主列举了各

种明证，直至人们相信复活，坚信不疑。因为再次复活比第一

次创造更加容易，然而，真主创造天地比复活人类又更加伟大。

清高的真主说： 

هُ  :قال تعاىل عِيدُ مَّ يُ لْقَ َُ أُ اخلَ بْدَ ي يَ وَ الَّذِ هُ يْهِ  وَ لَ نُ عَ وَ وَ أَهْ هُ  )٢٧: (الروم آية  وَ

【他创造众生，然后再造他们，再造对于他是容易的。】P52F

①
P清

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لْقُ السَّ لْقِ النَّاسِ  خلََ نْ خَ ُ مِ ربَ ضِ أَكْ األَرْ  )٥٧: (غافر آية  وَ

【创造天地，是比再造人类更难的。】 P53F

②
P伟大受赞颂的真主

又说： 

شِ  :عز وجلقال  رْ ىلَ العَ  عَ تَوَ َا َُمَّ اسْ هنَ وْ رَ دٍ تَ مَ ِ عَ ريْ اتِ بِغَ وَ مَ عَ السَّ فَ ي رَ رَ  اهللاَُّ الَّذِ خَّ سَ وَ

سَ  مْ مْ  الشَّ بِّكُ اءِ رَ م بِلِقَ لَّكُ لُ اآليَاتِ لَعَ صِّ فَ رَ يُ رُ األَمْ بِّ دَ ى يُ مّ سَ لٍ مُّ ي ألَجَ ْرِ ل  ََ رَ كُ مَ الْقَ  تُوقِنُونَ  وَ

 )٢: (الرعد آية

【真主建立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看见的支柱。随后他端

                                                        
①
《罗马人章》第 27节 

②
《赦宥者章》第 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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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宝座上，制服日月，使其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他处理万

事，解释迹象，以便你们确信将与你们的主相会。】① 

人啊！如果这个宇宙都是为了你而被制服，他（真主）的

各种迹象和标志都摆在你的面前作证“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如果你知道了复活你、知道了你死

后的复生比创造天地更加容易，知道你将与自己的养主相见，

他将清算你的所作所为。如果你知道这个宇宙都崇拜它的养主，

万物都赞颂它的养主。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ا يفِ السَّ بِّحُ هللاَِِّ مَ سَ كِيمِ  يُ يزِ احلَ زِ وسِ العَ دُّ ضِ املَلِكِ القُ ا يفِ األَرْ مَ   وَ

 )١: (اجلمعة آية

【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至洁的、万能的、至睿

的君主，超绝万物的君主。】 P55F

②
P万物都叩拜崇高的真主，伟大受

赞颂的真主说： 

ن يفِ ال :عز وجلقال  دُ لَهُ مَ جُ رَ أَنَّ اهللاََّ يَسْ ْ تَ اتِ أَملَ وَ مَ ضِ  سَّ ن يفِ األَرْ مَ سُ  وَ مْ الشَّ  وَ

رُ  مَ الْقَ ومُ  وَ النُّجُ بَالُ  وَ ِ اجلْ رُ  وَ جَ الشَّ ابُّ  وَ وَ الدَّ نَ النَّاسِ  وَ ريٌ مِّ
ثِ كَ ابُ  وَ ذَ يْهِ العَ لَ قَّ عَ ريٌ حَ

ثِ كَ احلج  وَ

 )١٨: (آية

                                                        
①
《雷霆章》第 2节 

②
《聚礼章》第 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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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难道不知道吗？在天上的和在地上的，及日月群星，

山岳树木，牲畜和许多人，都叩拜真主，有许多人当受刑罚。】①

不然，这个宇宙都在为它的养主而礼适合自己的拜功，清高的

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ن يفِ السَّ بِّحُ لَهُ مَ سَ رَ أَنَّ اهللاََّ يُ ْ تَ ضِ  أَملَ األَرْ لِمَ  وَ دْ عَ ل  قَ افَّاتٍ كُ ُ صَ الطَّريْ وَ

هُ  التَ هُ  صَ بِيحَ تَسْ لُونَ  وَ عَ فْ يمٌ بِامَ يَ
لِ اهللاَُّ عَ  )٤١: (النور آية وَ

【难道你不知道吗？凡是在天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群鸟，

都赞颂真主是超绝的。他的确知道各物的祈祷和赞颂，真主是

全知他们的行为的。】 P57F

② 

如果你的身体遵循的是真主的制度，符合他的定制和安排，

心、肺、肝以及其它的部位都顺服它的养主，它的领导就是为

了服从它的养主……。你决定两种选择的之一了吗？在你归信

自己的养主或否认他之间进行选择，你的这种决定在这个宇宙

中背离了你周围这条吉祥的道路了吗？不然，就在你的身体中。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大海中，理智健全的人不会让他自身做

出违背正道的决定。 

 

                                                        
①
《朝觐章》第 18节 

②
《光明章》第 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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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类与赐予人的荣誉 

真主决定创造适合这个宇宙的被造物，当时的这个被造物

就是人，超绝万物的主的哲理要求创造人的素材是泥土，于是

他从泥土上创造了人，并赋予人优美的形态，当完成人的形态

之后，他又为其注入灵魂，突然他就成为一位形神完美的人—

—能听、能观、能动、能说，然后他的养主让他住进自己的乐

园之中，并且教授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允许他享受乐园中的一

切知识，禁止他接近一棵树——考验，真主意欲突出人的地位，

然后命令天使们向人祝贺，所有的天使都向人祝贺，但易卜劣

厮（恶魔）却高傲、顽固地拒绝祝贺，它的养主非常恼怒它，

因为它违抗了主的命令，真主把它从自己的慈悯中驱逐出去，

易卜劣厮向它的养主乞求延长自己的寿命，宽限自己直至复生

日，他的主宽限了他，并延长了它的寿命直至复生日。当真主

使阿丹及其子孙优越时，恶魔嫉妒人祖阿丹，它指主发誓一定

要使阿丹的子孙迷失正道，它将从前、后、左、右向他们进攻，

但是，真主的纯洁、忠诚和敬畏的仆人则例外，的确，真主保

护他们免遭恶魔的阴谋诡计，真主警告阿丹当防备恶魔的阴谋，

恶魔蛊惑阿丹和他的妻子哈娃，以便把他俩诱出乐园，以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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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显出他俩的被遮盖的羞体，它对他俩盟誓说：“我确是忠于

你俩的，真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树上的果实，只是为了不愿意

你俩变成天使，或成为永生不灭的人。” 

他俩吃了真主禁止他俩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实，他俩因为违

背真主的命令首先遭到的惩罚就是他俩的羞体对自己显露出

来，他俩的养主提醒他俩，他曾经警告过他俩当防备恶魔的阴

谋诡计。阿丹向他的养主求饶，真主饶恕了他，接受了他的悔

过自新，选择并引导了他，命令他离开自己曾经居住的乐园前

往大地。大地是他们的居住所，在其中有他们暂时的享受。真

主告诉阿丹他是从泥土中被创造的，他将在大地上生活，然后

在大地上死亡，最后还要从大地中被复生。 

的确，真主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اكُ  عز وجلقال  نَ رْ وَّ مْ َُمَّ صَ نَاكُ قْ لَ دْ خَ لَقَ وا إِالَّ وَ دُ جَ مَ فَسَ وا آلدَ دُ جُ ةِ اسْ الئِكَ نَا لِلْمَ لْ مْ َُمَّ قُ

ينَ  دِ اجِ نَ السَّ ن مِّ ْ يَكُ لِيسَ ملَ ارٍ  إِبْ ن نَّ تَنِي مِ قْ لَ نْهُ خَ ٌ مِّ ريْ ا خَ الَ أَنَ تُكَ قَ رْ دَ إِذْ أَمَ جُ نَعَكَ أَالَّ تَسْ ا مَ الَ مَ  قَ

ن طِنيٍ  تَهُ مِ قْ لَ خَ نْهَ  وَ بِطْ مِ اهْ الَ فَ ينَ قَ رِ اغِ نَ الصَّ جْ إِنَّكَ مِ رُ اخْ ا فَ َ فِيهَ ربَّ تَكَ ونُ لَكَ أَن تَ كُ امَ يَ  ا فَ

ثُونَ  بْعَ مِ يُ وْ ينِ إِىلَ يَ الَ أَنظِرْ ينَ  قَ نَ املُنظَرِ الَ إِنَّكَ مِ اطَكَ  قَ َ مْ رصِ نَّ هلَُ دَ عُ تَنِي ألَقْ يْ وَ بِامَ أَغْ الَ فَ قَ

يمَ  تَقِ نْ  املُسْ م مِّ هيِمْ  َُمَّ آلتِيَنَّهُ دِ ِ أَيْ مْ  بَنيْ هِ فِ لْ نْ خَ مِ ِمْ  وَ هنِ امَ نْ أَيْ عَ مْ  وَ ئِلِهِ امَ ن َْ عَ الَ  وَ مْ  وَ هُ ثَرَ ِدُ أَكْ جتَ

ينَ  اكِرِ َْ  ََعِني مْ أَمجْ نكُ نَّمَ مِ هَ ألَنَّ جَ مْ ألَمْ نْهُ بِعَكَ مِ وراً ملََّن تَ حُ دْ وماً مَّ ءُ ذْ ا مَ نْهَ جْ مِ رُ الَ اخْ ا  قَ يَ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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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أَنْتَ  كُ مُ اسْ ئْتُامَ  آدَ
يْثُ ِْ نْ حَ ال مِ كُ نَّةَ فَ كَ اجلَ جُ وْ زَ الَ  وَ نَ  وَ ا مِ ونَ تَكُ ةَ فَ رَ جَ هِ الشَّ ذِ ا هَ بَ رَ قْ تَ

ِامَ الظَّاملِِنيَ  اهتِ ءَ وْ ن سَ امَ مِ نْهُ يَ عَ ورِ ا وُ امَ مَ يَ هلَُ
يْطَانُ لِيُبْدِ امَ الشَّ سَ هلَُ وَ سْ وَ نْ  فَ امَ عَ بُّكُ امَ رَ َاكُ ا هنَ الَ مَ قَ وَ

هِ ال ذِ ينَ هَ الِدِ نَ اخلَ ا مِ ونَ ِ أَوْ تَكُ نيْ لَكَ ا مَ ونَ ةِ إِالَّ أَن تَكُ رَ جَ نيَ  شَّ حِ ِنَ النَّاصِ امَ ملَ امَ إِينِّ لَكُ هُ مَ اسَ قَ  وَ

ُامَ  اهتُ ءَ وْ امَ سَ تْ هلَُ ةَ بَدَ رَ جَ ا الشَّ اقَ امَّ ذَ لَ ورٍ فَ رُ ا بِغُ َ الَّمهُ دَ امَ مِن فَ يْهِ لَ انِ عَ فَ
ْصِ ا خيَ قَ فِ طَ قِ اجلَ  وَ رَ ا  نَّةِ وَ َ امهُ ادَ نَ وَ

ةِ  رَ جَ امَ الشَّ لْكُ
ن تِ امَ عَ َكُ ْ أَهنْ امَ أَملَ ُ هبُّ بِنيٌ  رَ و  مُّ دُ امَ عَ يْطَانَ لَكُ امَ إِنَّ الشَّ ل لَّكُ أَقُ نَا وَ سَ نَا أَنفُ مْ لَ نَا ظَ بَّ اال رَ  قَ

رْ لَنَا فِ غْ ْ تَ إِن ملَّ ينَ  وَ ِ ارسِ نَ اخلَ ونَنَّ مِ نَا لَنَكُ ْ محَ تَرْ الَ اهْ  وَ و  قَ دُ مْ لِبَعْضٍ عَ كُ مْ يفِ  بِطُوا بَعْضُ لَكُ وَ

ر   تَقَ سْ ضِ مُ نيٍ  األَرْ تَاعٌ إِىلَ حِ مَ نَ  وَ يَوْ ْ ا حتَ الَ فِيهَ ُوتُونَ  قَ ا متَ فِيهَ ونَ  وَ جُ رَ ْ ا ختُ نْهَ مِ  األعراف  وَ

 )-١١25: (آية

【[11]我确已创造你们，然后使你们成形，然后对众天使

说：“你们向阿丹祝贺。”他们就向他祝贺，唯独易卜劣厮没有

祝贺。[12]主说：“当我命令你祝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叩头

呢？”它说：“我比他优越，您用火造我，用泥造他。”[13]主

说：“你从这里下去吧！你不该在这里自大。你出去吧！你确是

卑贱的！”[14]它说：“求您宽待我，直到人类复活之日。”[15]

主说：“你必定是被宽待的。”[16]它说：“由于您使我迷误，我

必定在您的正路上伺候他们。[17]然后，我必定从他们的前后

左右进攻他们。您不致于发现他们大半是感谢的。”[18]主说：

“你被贬责地，被弃绝地从这里出去吧！他们中凡是顺从你的，

我必以你和他们一起充满火狱。”[19]“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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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乐园吧，你们可以随意吃园里的食物。但不要临近这棵树；

否则，就要变成不义者。”[20].但恶魔教唆他俩，以致为他俩

显出他俩的被遮盖的羞体。它说：“你俩的主禁止你们俩吃这棵

树的果实，只为不愿你俩变成天使，或永生不灭。”[21] 它对

他俩盟誓说：“我确是忠于你俩的。”[22] 它用欺骗的手段使他

俩堕落。当他俩尝了那棵树的果实的时候，他俩的羞体便对自

己现露出来了，他俩只好用园里的树叶遮盖自己的羞体。他俩

的主呼喊他俩说：“难道我没有禁止你俩吃那棵树的果实吗？难

道我没有对你俩说过，恶魔确是你俩的明敌吗？” [23]他俩说：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慈悯我

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24]主说：“你们互相仇视地下去

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25]主说：“你们将在

大地上生活，将在大地上死亡，将从地下被取出来。”】① 

如果你深思真主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你就会发现，当时，

他把人创造成最优美的形态，并赋予他所有尊贵的荣耀：理智、

知识、阐述、说话、形态、优美的外表、端庄的礼仪、适中的

身体、以推理和思维获取知识。高贵荣耀的品德根本是：正义、

顺服和听从。有多少人曾经只是储藏在子宫里的一滴精液，然

                                                        
①
《高处章》第 11-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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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在“阿德尼”天堂里，众天使从各个门进来向他祝福？ 

  َالِقِني نُ اخلَ سَ كَ اهللاَُّ أَحْ تَبَارَ  )١٤: (املؤمنون آية  فَ

【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P59F

① 

今世是一个栽种场，人类在其中居住，天地间所有的事情

都为人而忙碌，致力于他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服务和

需要；众天使负责昼夜保护他们；为了忙于人类的给养，天使

们负责雨水和植物，为他们而工作；为了人类在其中的利益，

苍穹而被永远制服；被制服的日月星辰各行其道，以便人类计

算时间和空间，改善人类连续不断的给养。天空的一切为人类

而被制服——风、空气、云和鸟，及其中所有的；大地上所有

的一切都为人类而被制服，为了他们的各种利益而被创造——

平原、群山、海洋、湖泊、树木、果实、植物和动物，以及其

中所有的一切。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لَقَ السَّ ي خَ ضَ  اهللاَُّ الَّذِ األَرْ نَ  وَ جَ بِهِ مِ رَ أَخْ اءً فَ ءِ مَ امَ نَ السَّ
لَ مِ أَنزَ وَ

مْ  قاً لَّكُ زْ اتِ رِ رَ رَ لَ  الثَّمَ خَّ سَ هِ وَ رِ رِ بِأَمْ يَ يفِ البَحْ رِ لْكَ لِتَجْ مُ الفُ َارَ  كُ مُ األَهنْ رَ لَكُ خَّ سَ مُ  وَ رَ لَكُ خَّ سَ وَ

سَ  مْ ِ  الشَّ ائِبَنيْ رَ دَ مَ الْقَ يْلَ  وَ مُ اللَّ رَ لَكُ خَّ سَ ارَ  وَ النَّهَ وهُ  وَ أَلْتُمُ ا سَ لِّ مَ ن كُ م مِّ اكُ آتَ وا  وَ دُّ إِن تَعُ وَ

و ْصُ تَ اهللاَِّ الَ حتُ ارٌ نِعْمَ فَّ انَ لَظَلُومٌ كَ نسَ ا إِنَّ اإلِ  )34-32: (إبراهيم آية  هَ

                                                        
①
《信士章》第 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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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真主创造天地，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

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他为你们制服船舶，以便它们奉

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他为你们制服河流；[33]他为你们制服

日月，使其经常运行，他为你们制服昼夜。[34]你们对主的祈

求，他对你们都有所赏赐。如果你们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无

法统计。人确是很不义的，确是忘恩负义的。。】①在真主赐予人

的荣誉中有：为人创造了他今世的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以及

使他达到后世里最高品级所需要的各种媒介，真主为他降示了

经典，派遣了众使者，使者们为他阐明了真主的法律，并号召

他归依真主。 

然后真主从阿丹的自身中创造了他的妻子，以便他依恋她，

响应他本性的各种需要——精神、思想和身体的需要，他在那

里找到愉快、信任和安定，他俩在一起找到了安宁、满足、爱

慕和友爱，因为他俩是身体、精神和神经方面的结合，可以引

起夫妻双方的相互爱慕，他俩的结合是为了生产出下一代，这

种情感使他俩的身心互相依托，那种连带可以安定他俩的身心，

可以使他俩的身心获得休息，生活安定，和蔼可亲地对待灵魂

和天良，男女平等。 

                                                        
①
《幸福家园的钥匙》1/327-328，《伊布拉欣章》第 32-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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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从阿丹的子孙中选择了众信士，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代

理者，使他们顺从自己，使他们依照符合自己法律的行为去工

作，以便他们在真主的天堂里成为临近他们养主的人。真主从

他们中间选择了爱仆、烈士、众先知和使者们，他在今世中赐

予他们最大的恩典，使他们的身心舒适，真的，那就是崇拜真

主、顺从真主，与他交谈倾诉。真主把丰厚的恩典专门赐予他

们，那是别人找不到的恩典，其中有：平安、安宁和幸福，然

而，比此更大的恩典就是他们认识众使者所带来的真理，并且

坚信之。真主为他们在后世里储存永久的恩典和伟大的成功，

这符合超绝万物真主的慷慨大方，用此奖赏他们信仰真主，以

及对真主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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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地位 

妇女在伊斯兰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过去其它的任何信

仰都没有达到的地位，在它之后也没有任何民族赶得上这个地

位。的确，伊斯兰给予人的荣誉，是男女同等享受的荣誉，在

今世里，他们在真主的法律面前享受着同等的荣誉，在后世里，

他们在真主的回赐和报酬面前也享受着同等同样的荣誉。清高

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نِي آدَ نَا بَ مْ رَّ دْ كَ لَقَ  )٧٠: (اإلرساء آية  وَ

【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P61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انِ :قال تعاىل الِدَ كَ الوَ َّا تَرَ يبٌ ممِّ الِ نَصِ جَ بُونَ  لِلرِ رَ األَقْ انِ  وَ الِدَ كَ الوَ َّا تَرَ يبٌ ممِّ اءِ نَصِ لِلنسَ  وَ

وضاً  رُ فْ يباً مَّ ثُرَ نَصِ نْهُ أَوْ كَ لَّ مِ َّا قَ بُونَ ممِ رَ األَقْ  )٧: (النساء آية  وَ

【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女子所得享

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P62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وفِ  :قال تعاىل رُ نَّ بِاملَْعْ يْهِ لَ ي عَ ثْلُ الَّذِ نَّ مِ هلَُ  )٢٢٨: (البقرة آية  وَ

                                                        
①
《夜行章》第 70节 

②
《妇女章》第 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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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应享合理的权利。】①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نُونَ  :سبحانهقال  مِ املُْؤْ لِيَاءُ بَعْضٍ  وَ مْ أَوْ هُ نَاتُ بَعْضُ مِ املُْؤْ  )٧١: (التوبة آية  وَ

【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P64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بُّ  :قال تعاىل قَىضَ رَ اهُ وَ وا إِالَّ إِيَّ بُدُ عْ نَّ  كَ أَالَّ تَ بْلُغَ ا يَ اناً إِمَّ سَ نِ إِحْ يْ الِدَ بِالْوَ َ  وَ ربَ
كَ الكِ ندَ عِ

امَ أُفٍّ  قُل هلَُّ ا فَالَ تَ َ المهُ
ا أَوْ كِ َ مهُ دُ الَ  أَحَ ا وَ َ مهُ رْ نْهَ يامً  تَ رِ الً كَ وْ امَ قَ ل هلَُّ قُ لِّ  وَ نَاحَ الذُّ امَ جَ فِضْ هلَُ اخْ وَ

نَ الرَّ  َةِ مِ غِرياً  محْ يَاينِ صَ بَّ امَ رَ امَ كَ ْهُ محَ بِّ ارْ ل رَّ قُ  )24-23: (اإلرساء آية وَ

【[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

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

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

貌的话。[24]你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

啊！求您怜悯他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 P65F

③
P清高的

真主说： 

ابَ هلَُ  :قال تعاىل تَجَ اسْ رٍ أَوْ أُنثَىفَ كَ ن ذَ م مِّ نكُ لٍ مِّ امِ لَ عَ مَ يعُ عَ ُمْ أَينِّ الَ أُضِ هبُّ آل   مْ رَ

 )١٩٥: (عمران آية

【他们的主应答了他们：“我绝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

                                                        
①
《黄牛章》第 228节 

②
《忏悔章》第 71节 

③
《夜行章》第 23-24节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61 

徒劳无酬，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①清高的真主说： 

رٍ أَوْ أُنثَى :قال تعاىل كَ ن ذَ اً مِّ احلِ لَ صَ مِ نْ عَ يَاةً طَ  مَ يِيَنَّهُ حَ نُحْ لَ نٌ فَ مِ ؤْ وَ مُ هُ مْ  يِّبَةً وَ نَّهُ يَ زِ لَنَجْ وَ

لُونَ  مَ عْ انُوا يَ ا كَ نِ مَ سَ م بِأَحْ هُ رَ  )٩٧: (النحل آية أَجْ

【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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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7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رٍ أَوْ أُنثَى :قال تعاىل كَ ن ذَ اتِ مِ احلَِ نَ الصَّ لْ مِ مَ عْ ن يَ مَ لُونَ  وَ خُ دْ لَئِكَ يَ أُوْ نٌ فَ مِ ؤْ وَ مُ هُ نَّةَ  وَ  اجلَ

الَ  رياً  وَ قِ ونَ نَ ظْلَمُ  )١٢٤: (النساء آية يُ

【凡行善的男女信士，谁行善谁得入乐园，他们不受丝毫

的亏枉。】 P68F

③
P这种荣誉是妇女在伊斯兰中幸运获得的，这是在其

它任何信仰、任何宗教或制度中都从未享有过类似的荣誉。的

确，在文明的罗马时期，确定妇女是附属于男人的奴隶，她绝

对没有任何权力。在罗马有一个很大的集会场所，研究关于妇

女的事务，最后肯定妇女是没有灵魂的生命，因此，她不能继

承后世里的生活，她属于污秽。 

在古希腊，妇女被当作低级的享受，被买卖，被当作恶魔

的产物。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95 节 

②
《蜜蜂章》第 97节 

③
《妇女章》第 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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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的法律规定：瘟疫、死亡、地狱、毒蛇和火狱都要

比女人好，她在今世的权力因丈夫的死亡而结束，当她看见丈

夫的尸体被火化时，她应该自己跳进火化丈夫的火中，否则，

就会遭到各种诅咒。 

妇女在犹太教中，在《旧约》里提到关于对妇女的裁决：“我

的身心运转，以便我知道和寻求哲理与智慧，我认识到灾难是

无知，愚蠢是疯狂；我发现我经过了死亡：女人是窗口，她的

心是圈套，她的双手是镣铐。”
① 

那是古代，至于中世纪和近代，以下阐述了妇女的地位： 

作家达尼姆莱克在注解 Wieth kordsten 天主教堂的趋向，例

如在谈到有关妇女的问题时，他说：“在中世纪，欧洲非常有限

地重视妇女，效仿天主教的主张，把妇女当作被创造的第二等

人。”公历 586 年在法国的的社会公约中有关研究妇女的事项，

研究的话题是“把妇女当不当做是人”，在争论之后：与会者们

承认妇女属于人，但她是为了服务于男人而被创造的。的确，

两百年之后的十七世纪唯物主义在法国的法律中明文规定如

下：“已婚的妇女——即使是她的丈夫一直保持分开她和丈夫的

                                                        
①
《塞法尔·贾米阿》，《以苏俩哈》7：25-25，犹太教和基督教所信奉的《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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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财产——不允许她赠送自己的财产，也不允许她转让，更

不允许她抵押，她不具有获得报酬与否的权利，不能参与丈夫

的合同，也不允许她通过书面表决。” 

在英格兰，亨利八世禁止英国妇女诵读圣经，不知道有多

少地方的妇女就这样一直延续到 1850 年，直到 1882 年，妇女

也没有获得到个人的权力。① 

至于当代在欧美、以及其它的先进工业国家中的妇女，是

不遗余力地奔忙于商业需要中的产物。当然，她也是宣传广告

运动之中的一份，甚至于脱光她的衣服，以便用她在商场的各

种柜台上展览商品，根据男人们制定的各种制度暴露她的身体

和贞操，以便她被剥光衣服在各个地方供他们享受。 

只要她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手、思想和身体去付出，这就是

她受到重视的地方。当她年老体衰，青春一去不复返时，社会

和公司就会抛弃她，她独自一人生活在家中，或呆在精神疗养

所，捱度余生。 

这根本无法与尊贵的《古兰经》中所提到的妇女的地位去

相比。清高的真主说： 

                                                        
①
《宗教对比学》作者：艾哈默德·苏莱比教授，第三册，第 210-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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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ونَ  :قال تعاىل مِ املُْؤْ لِيَاءُ بَعْضٍ  وَ مْ أَوْ هُ نَاتُ بَعْضُ مِ املُْؤْ  )٧١: (التوبة آية  وَ

【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P71F

①
P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فِ  :سبحانهقال  رُ نَّ بِاملَْعْ يْهِ لَ ي عَ ذِ ثْلُ الَّ ُنَّ مِ هلَ  )٢٢٨: (البقرة آية  وَ

【她们应享合理的权利。】P72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اهُ  : قال تعاىل وا إِالَّ إِيَّ بُدُ عْ بُّكَ أَالَّ تَ قَىضَ رَ نَّ  وَ بْلُغَ ا يَ اناً إِمَّ سَ نِ إِحْ يْ الِدَ بِالْوَ َ  وَ ربَ
كَ الكِ ندَ عِ

امَ أُفٍّ  قُل هلَُّ ا فَالَ تَ َ المهُ
ا أَوْ كِ َ مهُ دُ الَ  أَحَ ا وَ َ مهُ رْ نْهَ امَ  تَ ل هلَُّ قُ يامً وَ رِ الً كَ وْ لِّ   قَ نَاحَ الذُّ امَ جَ فِضْ هلَُ اخْ وَ

َةِ  محْ نَ الرَّ غِرياً  مِ يَاينِ صَ بَّ امَ رَ امَ كَ ْهُ محَ بِّ ارْ ل رَّ قُ  )24-23: (اإلرساء آية وَ

【[23]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

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

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

貌的话。[24]你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

啊！求您怜悯他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P73F

③ 

向全人类阐明她的养主赐予她的这种荣誉，因为真主创造

她是为了让她成为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为此，真主还专

门为妇女制定了法律。 
 

                                                        
①
《忏悔章》第 71节 

②
《黄牛章》第 228节 

③
《夜行章》第 23-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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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类的哲理 

对于创造人类，超绝万物的真主有许多哲理，人的理智是

根本无法理解的，言语无法描述的，我们将在这里综述其中的

点滴，如： 

1. 超绝万物的主宰，他拥有一切美名，其中有：多恕的、

至慈的、宽恕的、宽容的……，必须体现这些美名的影响，超

绝万物主的哲理认为阿丹及其子孙必须要降临大地，然后在大

地上把他美名的影响体现在他们的身上。他饶恕他所意欲的人，

他特慈他所意欲的人，他宽恕他所意欲的人，他容忍他所意欲

的人等等，都体现了他各种美名和属性的影响。 

2. 超绝万物的主是主宰众生的、真实的、显著的主，他掌

管着命令、禁止、赏罚、使人卑贱、使人高贵的权力。超绝万

物主的权力认为阿丹及其子孙必须要降临大地，然后在大地上

对他们使用裁决权，最后把他们转移到充满他们各自工作报酬

的居所。 

3. 超绝万物的主意欲在他们中间选择众先知、使者们、众

爱仆和烈士们，他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他，然后把他们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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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敌人之间，以便用敌人来考验他们，当他们选择了真理，

并为了寻求真主的喜悦而付出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时，他们就获

得了真主的喜悦和亲近，获得了他们曾经根本就没获得过的特

恩，在真主阙前，使者、先知和烈士们的品级属于最高贵的级

别，人们只有根据超绝万物的主使阿丹及其子孙降临大地的裁

决才能获得这种品级。 

4. 超绝万物的真主创造了阿丹及其子孙，并为他们赋予了

接受善恶的能力，有宣传私欲和灾难者，有宣传智慧和知识者。

超绝万物的真主为人类创造了智慧和私欲，是为了完成他的宗

旨，根据智慧和私欲的需要，他为它俩委任宣传者，他把他的

伟大对仆人体现在自己的明哲之中，他把自己的强大、仁慈、

怜悯和同情体现在他的权力中，他的哲理认为阿丹及其子孙必

须要降临大地以便完成这种考验，体现人们为这种种理由所准

备的和响应的影响，荣誉和卑贱伴随着那一切。 

5. 超绝万物的真主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崇拜自

己。清高的真主说： 

نَّ  :قال تعاىل لَقْتُ اجلِ ا خَ مَ ونِ  وَ بُدُ نسَ إِالَّ لِيَعْ اإلِ  )٥٦: (الذاريات آية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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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是为了让他们崇拜我。】①众所周

知，所要求完美的崇拜不会是发生在永久幸福的居所（后世），

而是发生在考验和灾难的家园（今世）。至于永久的居所，它是

愉快、幸福的家园；不是考验和费用的居所。 

6. 相信未见是有益的信仰。至于相信可见物，复生日如果

可见，那么，人人都会相信。假如人类被创造在永久的居所里，

他们就不会获得相信未见的品级——由于相信未见的因素，他

将获得各种欢乐和尊贵。因此，真主使他们降临大地，以便他

们在其中相信幽玄的知识。 

7. 真主从各种泥土中创造了阿丹（愿主赐他平安），在泥土

中有劣质的、优良的、忧愁的、温和的，超绝万物的真主知道

在阿丹的子孙中有部分人不适合住进他的乐园，然后把他下降

到分辨好歹的居所之中，超绝万物的真主为两个居所选择他们：

使纯洁者成为他的邻居，住进他的乐园；使恶劣者成为不幸的

居民，住进恶劣的居所——火狱。 

8. 超绝万物的真主从中还意欲告诉自己的仆人们他赐予他

们完美的恩典，以便他们成为最受喜爱、最感谢真主的人，凭

                                                        
①
《播种者章》第 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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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真主赐予他们的各种恩典而成为最幸福的人。超绝万物的真

主使他们知道他怎样处置自己的敌人，以及为敌人们所准备的

惩罚，让他们见证指定给他们的各种至高的恩典，以便使他们

的喜悦增加，他们的欢欣更完美，他们的愉快更加大，那是为

了完美对他们的恩典和喜爱，对此，必须要让他们降临到大地

上，考验他们，凭着来自于真主的慈悯和恩惠，援助他们中他

所意欲者；凭着他的哲理和公正，使他们中他所意欲者孤立无

援。他是全知的、明哲的主。 

9. 真主意欲让阿丹和他的子孙以最好的状况返回乐园。在

此之前，他让他们尝试今世中的疲劳、忧愁、苦恼和病症，在

他们看来非常严厉的，正是他们在后世里进入乐园的标准。的

确，只有当优美的事物出现之后，才能区分丑陋的事物。 

在明白人类被造的哲理之后，我们最好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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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信仰 

人类需要信仰，比他们生活中任何最需要的都更加需要。

因为人类必须要知道超绝万物的真主所喜悦的行为，以及真主

所恼怒的行为；必须要有以此获得利益和消除灾难的行为，法

律就是区别有利或有害行为的准绳，它是真主对众生的公正，

是他在仆人间的光明。人们不可能在无制度下生活，人们凭着

法律辨别什么事情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他们应该放弃。 

当人有了这种愿望，他必须知道自己所希望的，对他是有

利的、或者是有害的？是适合他的、或者是伤害他的？这也许

是部分人凭着他们自己的天性就能知道的，部分人凭着自己的

理智推理而知道的，部分人则凭着众使者为他们介绍、阐述和

指引才能知道的。
① 

不论反叛的唯物主义怎样宣扬和装饰，也不论怎样增加唯

物思想和唯物论，任何个人和社会都绝不能代替正确的信仰，

也不能应答灵魂和身体的各种需求。不然，每当某个人深入其

中时，他就会完全坚信不疑地相信这种宣传不能给予他安全，

                                                        
①
《泰德姆利耶》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第 213-214页，《幸福家园的钥匙》

第 2册，第 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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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解除他的饥渴，他只有皈依正确的信仰，才能得到解脱。

艾尔奈赛图·莱南说：“的确，利用智力、知识和科技废除自由，

有可能消除我们所喜爱的一切，但是，不可能停止信仰的传播。

然而，它将留存成为消除唯物主张明显的证据，唯物论把人们

今世的生活局限在低级的隘口中。”
① 

穆罕默德·法立迪·沃基迪说：“不可能消除信仰的思想，

因为它是最能防护心灵倾斜，最器重它的情感，能使你倾向于

抬起头，诚然，这种趋向将会逐渐增加，信仰的天性将会陆续

出现，只要明白美丽和丑陋的理智尚在，这种天性将会在理智

中增加领悟性和培养知识的比例。”
② 

如果人远离了自己的养主，然后根据他的领悟和知识增加

的程度，他会意识到他不认识自己的养主，不知道应该为他做

些什么；他会意识到并不了解自身，不知道什么对它是有利的，

什么是有害的，什么能使它幸福，什么会使它薄福，使他不了

解各门科学及其词汇，例如：天文学、银河系、统计学、微机

学等等。这时，学者会从高傲自负改变为谦恭和顺服，并且坚

信在这些科学的后面有一位全知者、明哲者的存在，坚信在这

                                                        
①
《宗教》作者：穆罕默德·阿布杜拉·杜拉兹，第 87页 

②
同上，第 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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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宇宙万有之后有一位创造者、大能者的存在，这个实质

责成研究者不偏不倚地相信未见，服从正教，响应本性的号

召……。如果人放弃了这些，他的本性就已经堕落，堕入不能

言语的牲畜级别。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正确的信仰就是信仰独一的真主，

按照他制定的法律崇拜他。是今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龙涎香，

以便实现崇拜真主——养育众世界的主。获得两世的幸福和平

安，脱离毁灭、劳苦和不幸。为了完美的理论，它也是必不可

少的、唯一的正确信仰，理智努力满足它强烈的愿望；没有它，

就不能实现崇高的理想。 

为了纯洁灵魂，培养高尚的情操，它是必不可少的；在这

个包罗万象的信仰中可以发现高尚的情感，用之不竭的源泉，

明白它的宗旨。 

为了完成意愿，它是必不可少的龙涎香，以便延伸更伟大

的研究和动力，因为绝望的因素以最大的抵御方式使其前进。 

因此，如果有人说：“人本身就是文明的。”那么，我们应

当说：“人的天性确是信仰者。”
①因为人有两种能力：理论知识

                                                        
①
同上，第 8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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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管理知识力。全美的幸福有赖于他的这两种力量，无法确

定完美的理论知识力，除非知道以下的事项：  

1. 了解创造的、供给的主宰，他从无创造了人类，并赐予

他十分舒适的生活。 

2. 知道真主的尊名和属性，知道应当对超绝万物的真主做

什么，以及真主的美名对其仆人的影响。 

3. 了解通往超绝万物主的途径。 

4. 了解阻碍人们认识这条道路和通向伟大恩惠的各种艰难

险阻与灾难。 

5. 真实地了解自身，了解自身所需要的，知道什么有利于

它，什么有害于它。了解一切优点和缺点。 

凭着这五项了解，就能完美人的理论知识力，无法获得完

美的理论知识力和意志知识力，只有凭着仆人看守对超绝万物

的主应尽的义务，虔诚为主，追随圣行，承认真主赐予他的恩

典，只有凭着真主的援助，才能获得通往这两种完美力量的道

路。他急需真主引导他正确的道路，既是真主引导自己爱仆的

道路。
① 

                                                        
①
《利益》第 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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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知道正确的信仰是真主对不同心理的援助之后，正

确的信仰也是保护社会的盔甲，那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只有凭着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援助才能成立，也只有凭着规定他们之间关

系的制度，确定他们相互的职责，保证他们的权力，才能完美

这种互帮互助；这种制度需要一位有约束能力的君主，他禁止

人侵犯这种制度的禁忌，喜爱人遵守这项制度，保证他在人心

中的威望，禁止侵犯他的禁忌，那么，这位君主他是谁呢？然

后我说：“对于保证尊重制度，保证社会稳步发展，制度稳定，

适合社会中各种安定祥和的因素，在大地上没有与信仰相同的

力量，或者是没有与它互相接近的力量。” 

其中的秘密是人优越于其它所有的生物，根据他的行动和

选择的自由处理，他负责管理它们，而不需要听觉和视觉，他

就是纯洁灵魂和身心的信仰，人永远都是被指挥者，无论他是

拥有正确的信仰者，或者是拥有错误的教条者，如果他的信仰

得到了矫正，那么，他所有的事情都获得了矫正；如果他的信

仰破坏了，那么，他所有的事情都被破坏了。 

诚信和笃信是人本身的监护者，同样，它俩也监视着人们

所有的事情，它俩有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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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信高贵的价值和人类的荣誉，以及使高尚的心灵对违

反它的各种因素感到惭愧的简单的道路，即使是没有外在的影

响与物质的报酬也罢！ 

2.坚信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监视着一切秘密的事情，知

道所有秘密和最隐藏的，这个法律的权力是来自于他的命令和

禁止，情感因对他害羞的烈火在燃烧，要么是喜爱他，要么是

畏惧他，要么是即喜爱他又畏惧他……。毋庸置疑，这一种信

仰统治着人的灵魂，它是两种中最强的，是它俩中抵抗私欲的

飓风和情绪变化最严厉的，是在所有人心中实施最快的。 

因此，为了人们之间根据公正的原则相互交往，这个信仰

是最好的保障，它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的确，这个信仰在伊斯兰民族中的地位就像心在身体中的地位

一样。
① 

如果信仰普遍占有这样的地位，那么，在当今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宗教和信仰，你会看见每伙人都喜悦地遵循着他们面前

的宗教。什么是人们心中所渴望实现的正道？正道的定律又是

什么呢？ 

                                                        
①
《宗教》第 9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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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道的定律 

每一位信仰者都相信自己的宗教是正确的，所有追随宗教

的人都认为他们的宗教才是最优秀的宗教、最正确的道路。当

你询问那些偏离正道的追随者，或者是那些人为宗教的追随者

关于他们信仰的证据时，他们会以发现追随他们祖先的道路为

借口，他们是效仿先人的足迹，然后他们会引证一些传述线索

不正确、原文不健全的传说或故事，他们相信自己所继承的书

籍，即使不知道是谁说的，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第一次

是用什么文字记录的，更没有在其它任何地方发现过它，它只

是被聚集在一起、被宣扬的混合物，是祖祖辈辈继承它，没有

学术鉴定，是被编辑的线索和修改的原文。 

这些未知的书籍、故事和习俗的盲从，在宗教的篇幅中不

应作为证据，那么，所有那些偏离正道的或人为的宗教都属于

正确的？还是都属于错误的呢？ 

这所有的宗教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正道只有一条，而

不是许多，这所有偏离正道的、或人为的宗教在真主阙前更不

可能都是真理，如果它有许多——而真理只有一个，那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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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才是真理呢？如果是这样，必须要有一个定律，我们籍此

认识正道，辨别虚伪。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定律符合宗教，我们

知道它就是真理；如果这种定律不健全，或其中的某一定理不

符合宗教，那么，我们知道它就是虚伪的。 

我们区别正道和迷误的定律： 

第一：这个完美的信仰必须是来自于真主，他通过一位天

使把它降示给自己的一位使者，以便这位使者把它传达给真主

的仆人们。因为正确的信仰就是来自于真主的信仰，超绝万物

的真主使众生信教，在复生日，他将根据自己降示给他们的信

仰清算他们。清高的真主说： 

يْنَا إِىلَ نُوحٍ  :قال تعاىل حَ امَ أَوْ يْنَا إِلَيْكَ كَ حَ ا أَوْ ال إِنَّ هِ وَ دِ نْ بَعْ يمَ  نَّبِيِّنيَ مِ اهِ رَ يْنَا إِىلَ إِبْ حَ أَوْ  وَ

يلَ  عِ امَ إِسْ اقَ  وَ حَ إِسْ قُوبَ  وَ عْ يَ بَاطِ  وَ األَسْ ى وَ يسَ عِ أَيُّوبَ  وَ ونُسَ  وَ يُ ونَ  وَ ارُ هَ نَ  وَ يْامَ لَ سُ يْنَا  وَ آتَ وَ

بُورا ودَ زَ اوُ  )١63: (النساء آية  دَ

【我确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知一

样，也犹如我启示伊布拉欣、伊斯玛伊莱、伊斯哈格、叶尔孤

白各支派，以及尔萨、安优布、优努斯、哈伦、素莱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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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宰逋卜》赏赐达吾德。】①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نِ  :سبحانهقال  بُدُ اعْ ا فَ هُ الَ إِلَهَ إِالَّ أَنَ ي إِلَيْهِ أَنَّ ولٍ إِالَّ نُوحِ سُ ن رَّ بْلِكَ مِ ن قَ نَا مِ لْ سَ ا أَرْ مَ  وَ

 )٢٥: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P82F

②
P根据这些，任何

人为的宗教，而不是来自于真主的，必定都属于迷误。 

第二：号召人们“认主独一”，崇拜超绝万物的真主，禁

止举伴真主，禁止设置通向真主的媒介。因为宣传“认主独一”

是所有的先知和使者们宣传的基础，每一位先知都对自己的族

人说： 

  ُه ُ ريْ  غَ
نْ إِلَهٍ م مِّ ا لَكُ وا اهللاََّ مَ بُدُ  )٧٣: (آية األعراف  اعْ

【你们要崇拜真主，除他之外，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P83F

③
P的

确，任何包含着举伴真主的宗教——以先知或天使或真主的爱

仆去举伴真主的信仰，都属于迷误，即使是它的宣传者把它联

系到任何一位先知也罢！ 

第三：它必须与众使者所宣传的信仰基础相一致。就是号

                                                        
①
《妇女章》第 163节 

②
《众先知章》第 25节 

③
《高处章》第 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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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人们崇拜独一的真主，皈依正道，禁止举伴真主、忤逆父母

和非正义地杀人，禁止一切明显与暗藏的丑事。清高的真主说： 

ونِ  :قال تعاىل بُدُ اعْ ا فَ هُ الَ إِلَهَ إِالَّ أَنَ نَّ ي إِلَيْهِ أَ ولٍ إِالَّ نُوحِ سُ ن رَّ بْلِكَ مِ ن قَ نَا مِ لْ سَ ا أَرْ مَ  وَ

 )٢٥: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P84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يْئاً  :قال تعاىل وا بِهِ َْ كُ ِ مْ أَالَّ تُرشْ يْكُ لَ مْ عَ بُّكُ مَ رَ رَّ ا حَ ا أَتْلُ مَ الَوْ عَ لْ تَ اناً  قُ سَ نِ إِحْ يْ الِدَ بِالْوَ  وَ

الَ  مْ  وَ كُ قُ زُ رْ نُ نَ القٍ نَّحْ نْ إِمْ م مِّ كُ الدَ تُلُوا أَوْ قْ مْ  تَ اهُ إِيَّ ا الَ وَ  وَ نْهَ رَ مِ هَ ا ظَ شَ مَ احِ وَ بُوا الفَ رَ قْ ا  تَ مَ وَ

الَ  بَطَنَ  مْ  وَ لِكُ قِّ ذَ مَ اهللاَُّ إِالَّ بِاحلَْ رَّ سَ الَتِي حَ تُلُوا النَّفْ قْ لُونَ  تَ قِ عْ مْ تَ لَّكُ م بِهِ لَعَ اكُ صَّ : األنعام آية وَ

)١٥١( 

【你说：你们来吧，来听我宣读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

项：你们不要以物配主，你们应当孝敬父母；你们不要因为贫

穷而杀害自己的儿女，我供给你们和他们；你们不要临近明显

的和隐微的丑事；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

正义。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了解。】 P85F

②
P清高的真主又

说： 

                                                        
①
《众先知章》第 25节 

②
《牲畜章》第 1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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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نَ  :قال تعاىل بَدُ عْ ةً يُ َنِ آهلَِ محْ ن دُونِ الرَّ نَا مِ لْ عَ لِنَا أَجَ سُ ن رُّ بْلِكَ مِ ن قَ نَا مِ لْ سَ نْ أَرْ أَلْ مَ اسْ   وَ

 )٤٥: (الزخرف آية

【你问问在你之前所派遣的众使者，我曾否在至仁主之外

指定许多神灵供人崇拜。】P86F

① 

第四：不能相互矛盾，相互违背。不能命令一件事情，然

后以另一个命令来取缔它；不能禁止一件事情，然后就像没有

任何缺陷一样又成为许可的；不禁止某件事情，或准许差异，

然后又再次禁止它。清高的真主说： 

آنَ  :قال تعاىل رْ ونَ القُ بَّرُ تَدَ ثِرياً  أَفَالَ يَ تِالفاً كَ وا فِيهِ اخْ دُ جَ ِ اهللاَِّ لَوَ ريْ ندِ غَ نْ عِ انَ مِ لَوْ كَ  وَ

 )٨٢: (النساء آية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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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7F

② 

第五：这个来自于真主的信仰包含着保护人们的信仰、名

誉、财产、生命和子孙，根据真主制定的命令、禁止、良心和

品德保护这五项。 

第六：这个正教慈爱众生，不允许亏待他们，也不允许他

                                                        
①
《金饰章》第 45节 

②
《妇女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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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互不义，无论这种不义是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还是贪得无

厌，或是长者使幼者迷误。清高的真主告知他降示给穆沙（愿

主赐他平安）的《旧约》也包含着慈爱，他说： 

  َاح ذَ األَلْوَ بُ أَخَ ى الغَضَ وسَ ن مُّ تَ عَ كَ ملََّا سَ يفِ  وَ وَ دً ا هُ تِهَ خَ ِمْ  نُسْ هبِّ مْ لِرَ ينَ هُ َةٌ لِّلَّذِ محْ رَ وَ

بُونَ  هَ رْ  )١٥٤: (آية األعراف  يَ

【穆萨怒气平息后把法版拾了起来。对于敬畏者，法版里

有引导和慈恩。】P88F

①
P超绝万物的真主告知他派遣的尔萨（愿主赐

他平安）： 

  ٌ نيّ َّ هَ يلَ وَ عَ  هُ
بُّكِ الَ رَ لِكِ قَ ذَ الَ كَ ةً لِّلنَّاسِ  قَ هُ آيَ لَ عَ لِنَجْ نَّا وَ َةً مِّ محْ رَ كَ  وَ ياّ وَ قْضِ راً مَّ  انَ أَمْ

 )٢١: (مريم آية

【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为从我发出的恩惠。】 P89F

② 

伟大的真主告知他派遣的刷里哈（愿主赐他平安）： 

  ِّيب ن رَّ يِّنَةٍ مِّ ىلَ بَ نتُ عَ تُمْ إِن كُ أَيْ مِ أَرَ وْ ا قَ الَ يَ نَ اهللاَِّ إِنْ  قَ ينِ مِ ُ ن يَنرصُ مَ َةً فَ محْ نْهُ رَ اينِ مِ آتَ وَ

نِي ونَ يدُ زِ امَ تَ يْتُهُ فَ صَ َ  عَ ريْ ريٍ غَ سِ ْ  )٦٣: (هود آية   ختَ

【他（刷里哈）说：“我的宗族啊！你们告诉我吧！如果我

是依据从我的主降示的明证的，并且他曾将从自己发出的慈恩

                                                        
①
《高处章》第 154节 

②
《麦尔彦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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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了我。】① 

伟大的真主谈及《古兰经》时说： 

  ٌاء فَ وَ ِْ ا هُ آنِ مَ رْ نَ القُ لُ مِ نَزِّ نُ نِنيَ  وَ مِ ؤْ َةٌ لِّلْمُ محْ رَ  )٨٢: (اإلرساء آية  وَ

【我降示可以治疗信士们和给他们恩惠的《古兰经》。】P91F

② 

第七：包含着引领人皈依真主的法律，指导人明白真主的

意愿，告诉人他来自于何方？又将归于哪里？清高的真主在谈

到《讨拉特》——《旧约》时，他说： 

  دً ا هُ اةَ فِيهَ رَ لْنَا التَّوْ ا أَنزَ نُورٌ  إِنَّ  )٤٤: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

【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其中有向导和光明。】P92F

③
P伟大的真

主在谈到《引支勒》——《新约》时说： 

  دً يلَ فِيهِ هُ نجِ يْنَاهُ اإلِ آتَ نُورٌ  وَ  )٤٦: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

【我赏赐他《引支勒》，其中有向导和光明。】P93F

④ 

伟大的真主在谈到《古兰经》时说： 

  دَ ولَهُ بِاهلُْ سُ لَ رَ سَ ي أَرْ وَ الَّذِ قِّ  هُ دِينِ احلَ  )٣٣: (التوبة آية  وَ

                                                        
①
《呼德章》第 63节 

②
《夜行章》第 82节 

③
《筵席章》第 44节 

④
《筵席章》第 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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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①正道就是包

含着引领人们遵循真主的法律，实现内心的平静和安定，消除

所有的蛊惑，回答所有的提问，阐明一切问题。 

第八：宣传高尚的美德和行为，如：诚实，公正，信义，

知耻，贞洁和慷慨。禁止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如：忤逆父母，

杀人，禁止秽行，撒谎，不义，压迫，吝啬和放荡。 

第九：实现信仰者的幸福。清高的真主说： 

قَى طه:قال تعاىل آنَ لِتَشْ رْ يْكَ القُ لَ لْنَا عَ ا أَنزَ  )٢-١: (طه آية  مَ

【［1］塔哈。[2]我降《古兰经》给你，不为使你辛苦。】P95F

②
P

符合天性： 

ا يْهَ لَ طَرَ النَّاسَ عَ ةَ اهللاَِّ الَتِي فَ  )30: (الروم آية   فِطْرَ

【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 P96F

③
P符合健全的理智，因为正确的

信仰就是真主的法规，健全的理智就是真主赋予人的本性，真

主的法规与健全的理智是绝不可能相互矛盾的。 

第十：指引正道，谨防迷误。引导正确的道路，远离迷误，

                                                        
①
《忏悔章》第 33节 

②
《塔哈章》第 1-2节 

③
《罗马人章》第 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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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人们走上不偏不倚的正道。清高的真主谈到当精灵们听见

《古兰经》时，他们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说： 

  َي إِىلَ احل ْدِ  هيَ
هِ يْ دَ َ يَ قاً ملَِّا بَنيْ دِّ صَ ى مُ وسَ دِ مُ عْ نْ بَ لَ مِ نَا كِتَاباً أُنزِ عْ مِ ا سَ نَا إِنَّ مَ وْ ا قَ الُوا يَ  قِّ قَ

يمٍ  تَقِ سْ يقٍ مُّ رِ إِىلَ طَ  )٣٠: (األحقاف آية  وَ

【他们说：我们的宗族啊！我们确已听见一本在穆萨之后

降示的经典，它能证实以前的天经，能指引真理和正路。】 P97F

①
P不

会指引使他们辛苦的道路。清高的真主说： 

قَى طه:قال تعاىل آنَ لِتَشْ رْ يْكَ القُ لَ لْنَا عَ ا أَنزَ  )٢-١: (طه آية  مَ

【［1］塔哈。[2]我降《古兰经》给你，不为使你辛苦。】P98F

②
P

也不会命令他们趋向使他们毁灭的道路。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قال تعاىل مْ إِنَّ  وَ كُ سَ فُ تُلُوا أَنْ قْ يام تَ حِ مْ رَ انَ بِكُ  )٢٩: (النساء آية   ًاهللاََّ كَ

【你们不要自杀，真主确是怜恤你们的。】 P99F

③
P遵循正道者之

间不会因为国籍、或肤色、或部落而有贵贱之分。清高的真主

说： 

رٍ  :قال تعاىل كَ ن ذَ م مِّ نَاكُ قْ لَ ا خَ ا النَّاسُ إِنَّ َ ا أَهيُّ أُنثَى يَ وباً  وَ عُ مْ ُْ نَاكُ لْ عَ جَ وا  وَ فُ ارَ بَائِلَ لِتَعَ قَ وَ

                                                        
①
《沙丘章》第 30节 

②
《塔哈章》第 1-2节 

③
《妇女章》第 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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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دَ  مْ عِ كُ مَ رَ بِريٌ  إِنَّ أَكْ يمٌ خَ
لِ مْ إِنَّ اهللاََّ عَ اكُ قَ  )١٣: (احلجرات آية اهللاَِّ أَتْ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

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

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P100F

①
P正

教中高贵的准绳是敬畏真主。 

在我综述了辨别正道与迷误的定律之后（为此我引证了尊

贵的《古兰经》中所提到的证据，证明了这些广泛的定律是针

对真主派遣的所有真诚的使者们），更适合我们综述一下宗教的

种类。 

 

                                                        
①
《寝室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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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种类 

根据人类的信仰，宗教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拥有真主降示的经典者。例如：犹太教徒，基督教

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由于不遵循他们的经典中所

提到的法律，舍真主而把人当作主宰，侵犯与真主之间的盟

约……。他们失去了真主降示给他们的先知们的经典，他们的

学者为他们杜撰书籍，然后妄言它是来自于真主的经典，它（这

些杜撰书籍）决不是来自于真主的经典，它只是虚假者们的信

仰，顽固者们的曲解。 

至于穆斯林的经典——《古兰经》，它是最后一部缔约的天

启经典，是最可靠的合同，真主负责保护它，他没有委托人去

保管它。清高的真主说： 

رَ  :قال تعاىل كْ لْنَا الذِّ زَّ نُ نَ ا نَحْ افِظُونَ  إِنَّ ا لَهُ حلََ إِنَّ  )٩: (احلجر آية  وَ

【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 P101F

① 

它被保护在内心和书本的行列中，因为它是真主为人类保

                                                        
①
《石谷章》第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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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正道的最后一部经典，使其成为在复生日驳斥他们的证据，

规定它将永存，并为它在每一个时代都安排了遵循它的法度和

文字的人，他们履行它的法律，相信它是天启的经典。在后面

我们将详述这部伟大的经典。 

第二：没有真主降示的经典者。即使在他们跟前继承的有

他们所信奉者的书籍也罢！就像印度教徒、拜火教徒、佛教徒、

儒教徒，以及在穆罕默德（ ）被派遣之前，阿拉伯的多神教

徒们。 

每一个民族都有根据，履行今世生活需要的理论和实践，

这是真主对所有人类的广泛引导，不然，是对每一个生物的广

泛引导。犹如他引导生物汲取有益于自身的饮食，抵御伤害，

的确，真主在其中创造了为这个而喜，为那个而怒的天性。清

高的真主说： 

ىلَ  :قال تعاىل بِّكَ األَعْ مَ رَ بِّحِ اسْ  سَ وَّ لَقَ فَسَ ي خَ ي قَ  الَّذِ الَّذِ  وَ دَ هَ رَ فَ األعىل  دَّ

 )٣-١: (آية

【［1］你当赞颂你至尊主的大名超绝万物，[2]他创造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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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各物匀称。[3]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①穆萨对法老说： 

   دَ هُ َُمَّ هَ قَ لْ ءٍ خَ ْ لَّ يشَ طَى كُ ي أَعْ نَا الَّذِ بُّ الَ رَ  )٥٠: (طه آية قَ

【我们的主，把天性赋予万物，而加以引导的。】 P103F

②
P真主的

爱仆伊布拉欣（ ）说： 

  ِين ْدِ وَ هيَ هُ ي فَ
نِ قَ لَ ي خَ  )٧٨: (شعراء آيةال  الَّذِ

【他是创造我，然后引导我的。】 P104F

③
P对于每一位有理智者—

—最低都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思维——都知道：信仰者比没有信

仰的人更具有完美的有益知识和善行。在任何信仰者跟前，都

找不到比在穆斯林跟前更完美的有益知识和善行，在信仰者跟

前有的，在其他人跟前没有，这种理论和实践分为两种： 

第一种：凭着理智可以获得的知识，如：统计学、医学和

工业生产，这些在信仰者面前就像在其他人跟前一样，不然，

他们对于这些知道的更完美。至于不能仅凭借理智而知的，就

像认主学和信仰学，这些是专归信仰者的知识，其中这种信仰

知识有可能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使者们引领众生，指导他

                                                        
①
《至尊章》第 1-3节 

②
《塔哈章》第 50节 

③
《众诗人章》第 78节，《正确的答复——是谁改变了麦西哈的宗教》第 4册，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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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理性证据，既是法律的理性证据。 

第二种：只有凭借众使者告诉的信息，才能知道的知识，

这是无法凭着理智的途径去获得的知识。如：关于真主的信息，

真主的美名和属性，对于顺从真主者，在后世里所享受的恩典。

对于违背者，将要遭受的惩罚，阐明真主的法律，以及从前的

众先知与他们族人的消息等等。① 

                                                        
①
《麦吉姆阿·法塔瓦》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第 4册，第 10-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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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宗教的演变 

伟大的宗教、古老的经典与法律成为诙谐者和嘲弄者们的

猎取物，成为歪曲者和伪信者们的玩具，成为带血的灾难和重

大祸害的目标，直至它的灵魂和风格都完全失去，假如复活它

前代的先贤们和被派遣的众先知，他们一定会不知道它、不认

识它。 

犹太教
①变成了一堆宗教礼仪和习俗，在其中没有灵魂，也

没有生命，无论是哪种，它属于专归某一民族和固定的种族世

系的信仰，它不能担负起针对全世界的使命，也不能向其它的

民族宣传，更不能为人类带来慈爱。 

的确，这个完美的信仰首先受到灾难的是它正宗的信仰—

—“认主独一”，那曾经是它在其它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标志，是

它荣耀的秘密，它就是伊布拉欣和叶阿孤白曾经都以此嘱托自

己孩子的信仰。的确，犹太教徒从其它临近它的民族、或归于

其它控制它的民族中吸取了许多堕落的信仰成分，大多数都是

蒙昧时代偶像崇拜的习俗和传统。的确，公正的犹太历史学者

                                                        
①
注：如想了解更多，请查阅《驳得犹太教哑口无言》，作者：艾鲁·本·叶哈亚·艾勒麦

额来比他曾经是一位犹太教徒，后来加入了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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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知道这一点，在《犹太教的百科全书》中确已提到了它的

意义：的确，众先知恼怒一切崇拜偶像与多神崇拜，它曾经渗

透了以色列人的心，他们确已接受了举伴和迷误的信仰。《泰勒

姆德》也承认偶像崇拜对犹太教徒特有的吸引力。
① 

巴比伦的《泰勒姆德》②——犹太人言过其实地夸大它的神

圣性，他们使它凌驾于《旧约》之上，这本书在基督教的第六

世纪流传于犹太人之间，此书中充满了各种奇异的典范：愚蠢，

痴呆，敢于侵犯真主的法律，亵渎真理，玩弄信仰和理智——

这证明了犹太人的智力和宗教的衰弱，在这个时期它进入了犹

太人的社会。
③ 

至于基督教④，它在初期就确已受到了极端者的歪曲、无知

者的注解、罗马基督教偶像崇拜者的考验。⑤这所有的一切都变

成了重重乌云，把伟大的麦西哈教育埋葬在它的下面，“认主独

一”和忠诚崇拜真主的光亮都被隐藏在这些浓厚的乌云之后。 

                                                        
①
Jewish Encyclpaedia Vol Xll ( ص7و)xll.p.568-69 

②
《泰勒姆德》意思是教授犹太人信仰和文学的书，犹太教法典，是注释《米沙呐》一书，

属于不同时代的犹太学者所著。 
③
《犹太人根据泰勒姆德》，作者：鲁海岚吉博士 

④
注：如想了解更多，请查阅《正确的答复——是谁改变了麦西哈的宗教》，作者：伊斯兰

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揭示真理》，作者：赖哈麦屯拉·本·赫里里·亨迪，《对于驳斥崇

拜十字架者精明的珍藏》，作者：阿布杜拉·泰尔杰曼，他曾经是一位基督教徒，后来加入

了伊斯兰。 
⑤
《宗教与知识之间的斗争》，欧洲作家：谢黑尔·德拉比尔，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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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作家谈论自从公元四世纪末“三位一体”的信仰渗

入基督教社会时，他说：“这个‘三位一体’的信仰（即：独一

的主宰由圣父、圣子和圣灵组成）和思想自从公元四世纪末就

渗入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中，然后它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

中的官方信仰，只是在公元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才发展到

揭开‘三位一体’信仰的幔帐和秘密。”
①  

当代基督教历史学家在《当代文明光辉中的基督教历史》

一书中谈论到偶像崇拜根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基督教社会中，

基督教徒们吸取了其它因传统、或赞赏、或无知而举伴主的各

个古老的民族和宗教中的仪式、习惯、节日和崇拜英雄偶像。

他说：“崇拜偶像确已结束，但是它没有被彻底根除，它的确已

深入人心，所有的事情都借基督教的名义在人们的心中秘密地

延续，他们放弃他们的神灵、英雄，而抓住他们中的烈士，他

们称他多神所具备的属性，然后他们为他塑造肖像，就这样，

这种举伴和偶像崇拜转变为崇拜这些烈士们，那个时代并没有

结束，直至崇拜烈士和圣徒们在他们中间广泛流传，形成了新

的信仰，那就是圣徒们担负着主宰神圣的属性，这些圣徒们成

为真主与人类之间的媒介，并把佛教节日的名称改为新的名字，

                                                        
①
《新天主教百科全书》中《神圣的三位一体论文》，第 14册，第 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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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在公元 400 年，古太阳节日被改名为基督教的圣诞节。”① 

至于拜火教徒，他们在古代就因崇拜宇宙间的元素而得名，

其最大的元素就是火。的确，最后他们只专心于崇拜火，他们

为火建造大寺庙和教堂，拜火的寺庙遍及在许多地方，除了拜

火教，其它所有的信仰和宗教都被中止，崇拜太阳，宗教在他

们跟前就意味着气象和传统，他们把它用在特殊的地方。
② 

《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的作者丹玛利科描述拜火教的宗

教领袖和他们宗教员工的级别时说：“当时要求这些员工们每天

必须崇拜太阳四次，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崇拜月亮、火和水。

他们当时还奉命不能称呼熄灭的火，不能让水火相互接触，不

能称呼生锈的金属，因为金属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③ 

的确，他们信仰二神论，并成为了他们的标志，他们信仰

两个神灵，其中一个是光明，或者是善神，他们称之为“艾赫

沃尔·麦兹达”，或者是称之为“耶兹旦”；第二个是黑暗，或

者是恶神，他们称之为“艾赫赖曼”。它俩之间一直处在持续不

                                                        
①
Rev. Jamecs Houstoin Baxter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onity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Glasgow , 1929 p 407 
②
《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作者：鲁布路菲苏尔，《伊朗历史》，作者：萨星·穆卡里由斯·拜

火教徒 
③
《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第 155页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93 

断的战斗中。① 

至于佛教，它是流传在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一种宗教，它是

一种崇拜偶像的宗教，是一种带着肖像传播的宗教；当它在某

个地方定居时，它都会建筑大寺庙，雕塑偶像——“佛像”。
② 

至于婆罗门教——印度教——它因多神而著称。的确，在

公元六世纪佛像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偶像的数量高达 3.3 亿，所

有的事物都变成可怕的，所有的事物都是骇人听闻的，所有的

事物都是有益的，都是受拜的神灵。在那个时期，工匠们聚集

在一起雕刻偶像，出色的雕刻家们在工作中精益求精。 

印度人“税·委·外德”在他的著作《中世纪印度史》中

谈到了海尔希国王时代（公元 606-648），在他那个时代，正值

伊斯兰在阿拉伯半岛上复兴的时代，他说：“当时印度教的信仰

和佛教的信仰，这两个崇拜偶像的宗教是完全相同的，也许佛

教在夸大偶像方面凌驾于印度教之上，这个宗教——佛教——

在一开始时否认神灵，但是它逐渐把‘菩萨’当作是最大的神

灵，然后又为它增添了许多神灵，如：（Bodhistavas）。的确，

                                                        
①
同上，第 183-233页 

②
《古印度》作者：艾易苏拉·图巴，《探索印度》（The Discovery of india）作者：洁瓦

黑尔·俩鲁·奈还路，第 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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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在印度曾经达到了它的最高峰，甚至于在部分东方的文字

中‘菩萨’（Buddha）这个词指的就是偶像或佛像。” 

毋庸置疑，当时的偶像崇拜流传于当时的整个世界，从大

西洋到印度洋，整个世界都沉溺在偶像崇拜之中，当时的基督

教、犹太教徒、阿拉伯多神崇拜、佛教争先恐后地赞美偶像，

当时就像在一个赛马场奔跑的赛马一样。
① 

另一位印度人在其被称作为《优越的印度人》的著作中说：

“实践就是造就神灵。”这并没有结束，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

期中一直包含着许多小神灵，直至到这个数量众多的“神灵集

团”，它们的集会超出了统计的范畴。② 

这就是宗教，至于在部分文明的地区建立了伟大的国家，

在其中传播着各种文化知识，它是文明、科学和文化的摇篮。

的确，那些屈服宗教的地区，失去了正确的观点和力量，失去

了改良者们，失去了教员，其中反叛昭然若揭，道德败坏，变

得伤风恶俗，人们在其中自甘卑贱。因此，自杀者很多，家庭

关系破碎，社会的连带分崩离析，精神病医生的诊所中就诊者

拥挤不堪，在其中成为魔术师的市场，人们在其中试验所有的

                                                        
①
C.V. Vidya: History of Mediavel Hindu India Vol I (poone 1921) 

②
《先知生平》作者：艾布哈三·艾勒奈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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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追随各种新奇的宗教……。渴望灌溉自己的灵魂，使内

心幸福，心灵安定，这些享受、宗教和理论并没有成功地实现

人们所渴望的事情，他将继续遭受着这种内心痛苦的煎熬，灵

魂的惩罚，直至他联系上自己的创造者，并且以符合创造者的

道路去崇拜他（真主），那就是他自身所喜爱的，并以此命令他

的众使者的道路。清高的真主阐述了那些违背主、寻求真主之

外的引导者的状况，他说： 

 ًنكا ةً ضَ عِيشَ إِنَّ لَهُ مَ ي فَ رِ ن ذِكْ ضَ عَ رَ نْ أَعْ مَ ى وَ مَ ةِ أَعْ يَامَ مَ القِ وْ هُ يَ ُ رشُ نَحْ  )١٢٤: (طه آيةوَ

【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生日我使他在

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P120F

① 

超绝万物的真主已告知信士们在今世生活中的安定和幸

福，他说： 

نُوا ينَ آمَ لَئِ  الَّذِ مٍ أُوْ ُم بِظُلْ هنَ وا إِيامَ بِسُ لْ ْ يَ ملَ نُ وَ مُ األَمْ ونَ  كَ هلَُ تَدُ هْ م مُّ هُ  )٨٢: (األنعام آية وَ

【确信真主，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他们享有安宁，

而且是遵循正道的。】 P121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وَ مَ تِ السَّ امَ ا دَ ا مَ ينَ فِيهَ الِدِ نَّةِ خَ ي اجلَ فِ وا فَ عِدُ ينَ سُ ا الَّذِ أَمَّ بُّكَ  وَ اءَ رَ ا َْ ضُ إِالَّ مَ األَرْ وَ

                                                        
①
《塔哈章》第 124节 

②
《牲畜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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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ذٍ  ْذُ َ جمَ ريْ طَاءً غَ  )١٠٨: (د آيةهو  عَ

【至于幸福的，将进入乐园，而永居其中，天长地久，除

非你的主所意欲的。那是不断的赏赐。】 P122F

① 

这些信仰（非伊斯兰的信仰），假如我们把它与宗教的准则

对比，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它的宗教的准则大部

分确已失去，就像在这儿简明扼要地提到的一样。 

其中这些宗教最大的疏忽就是“认主独一”，它的门生用其

它的神灵来举伴真主，同样，这些歪曲的宗教也不能为人们提

供适合于各个时代和区域的正确的法律，保护人们的信仰、名

誉、子孙后代、财产和生命，也不能引导他们遵循真主命令的

法律，更不能给予它的信仰者们安定和幸福，因为它是由各种

矛盾拼凑组合。 

至于伊斯兰，在下面的篇幅中将为你阐述它就是真主的信

仰——永恒的真理，是真主为自身和人类所喜爱的信仰。 

在这篇结束之后，适合于我们介绍一下启示的实质和迹象，

人们对它的需要，并且我们还要阐明众使者宣传的基础，以及

永恒、封印的使命的实质。 

                                                        
①
《呼德章》第 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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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实质 

人类在今世生活中最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认识从无创造

他的主宰，这个主宰赐予他丰厚的恩典，真主创造人类最大的

目的就是为了崇拜独一无二的、超绝万物的真主。 

但是人类怎样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主宰呢？人对主宰应

尽的义务又是什么呢？他怎样去崇拜自己的主宰呢？的确，人

发现有能帮助他消灾解难，解决他的各种需要的援助者，比如

康复病症，供应医药，援助他建造居所等等类似的事情。但是，

（除了众先知和使者们，以及在正道上的伊玛目和学者们）他

绝不能发现谁能让其他的人认识自己的养主，为他阐明怎样去

崇拜自己的主；因为理智不可能独自认识真主的宗旨，当然，

在别人告诉他自己的目的之前，人的理智无法知道同类的人的

目的，又怎能知道真主的意旨呢？因为这项使命，仅局限于真

主为了传达使命所选拔的众先知和使者们，以及在他们之后那

些正道上的伊玛目，他们是众先知的继承人，担负着众先知的

重担，追随他们的足迹，帮助他们传达他们的使命，因为人不

可能直接看见真主，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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هُ اهللاَُّ إِالَّ  :قال تعاىل لِّمَ ٍ أَن يُكَ انَ لِبَرشَ ا كَ مَ ياً أَوْ مِن وَ حْ والً  وَ سُ لَ رَ سِ رْ ابٍ أَوْ يُ جَ اءِ حِ رَ وَ

كِيمٌ  يلِ  حَ هُ عَ اءُ إِنَّ شَ ا يَ نِهِ مَ يَ بِإِذْ يُوحِ  )٥١: (الشور آية فَ

【任何人也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

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欲启示的。他确是至尊

的，确是至睿的。】 P123F

①
P因此，必须要有媒介和使者把真主的法律

传达给他的仆人，这些使者和媒介，他们就是众先知和使者们。

天使带着真主的使命来临这位先知，然后这位先知又把这项使

命传达给世人，天使不担负把使命直接传达给世人的职责，因

为在本性方面，天使世界不同于人类世界。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قال تعاىل سُ ةِ رُ نَ املَالئِكَ ي مِ طَفِ نَ النَّا اهللاَُّ يَصْ مِ  )75: (احلج آية  سِ وَ

【真主从天使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 P124F

② 

的确，超绝万物的真主的哲理认为使者必须属于从被派遣

民众的同类，以便他们理解他，知道他，能够明白他的言语，

假如从天使中为他们派遣一位使者，他们一定无法面对他，也

不可能从他那里获得引导P125F

③
P。清高的真主说： 

لَكٌ  :قال تعاىل يْهِ مَ لَ لَ عَ ال أُنزِ الُوا لَوْ قَ و وَ نظَرُ رُ َُمَّ الَ يُ َ األَمْ لَكاً لَّقُيضِ لْنَا مَ لَوْ أَنزَ لَوْ  نَ وَ وَ
                                                        
①
《协商章》第 51节 

②
《朝觐章》第 75节 

③
《伟大的古兰经注释》作者：伊本凯西尔，第 3册，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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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  جُ نَاهُ رَ لْ عَ لَكاً جلََّ نَاهُ مَ لْ عَ ونَ  جَ بِسُ لْ ا يَ م مَّ يْهِ لَ نَا عَ بَسْ لَلَ  )9-8: (األنعام آية وَ

【他们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天使降临他呢？”假若我降下

一个天使，那么，他们的毁灭，必成定案，而他们不蒙宽待了。

假若我降下一个天使，我必使他变成一个人样，我必使他们陷

于自己所作的蒙蔽之中。】P126F

①
P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بْلَ :سبحانهقال  نَا قَ لْ سَ ا أَرْ مَ امَ وَ لُونَ الطَّعَ ُمْ لَيَأْكُ لِنيَ إِالَّ إِهنَّ سَ نَ املُرْ ونَ يفِ  كَ مِ شُ مْ يَ وَ

اقِ  وَ ونَ  األَسْ ُ ربِ مْ لِبَعْضٍ فِتْنَةً أَتَصْ كُ نَا بَعْضَ لْ عَ جَ رياً  وَ بُّكَ بَصِ انَ رَ كَ ونَ وَ جُ رْ ينَ الَ يَ الَ الَّذِ قَ وَ

ةُ أَ  يْنَا املَالئِكَ لَ لَ عَ ال أُنزِ ا لَوْ نَ اءَ مْ لِقَ هِ سِ وا يفِ أَنفُ ُ ربَ تَكْ  اسْ
دِ نَا لَقَ بَّ  رَ بِرياً  وْ نَرَ تُواّ كَ ا عُ تَوْ عَ الفرقان  وَ

 )٢٢-٢١: (آية

【[20]我在你之前所派遣的使者，没有一个是不吃饭的，

没有一个是不来往于市场之间的。我使你们互相考验，看看你

们能忍耐吗？你的主是明察的。[21]不希望与我相会者曾说：

“怎么不使众天使降临我们，或者看见我们的主呢？”他们确

已妄自尊大，确已大逆不道。】 P127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االً وَ جَ بْلِكَ إِالَّ رِ ن قَ نَا مِ لْ سَ  )٤٣: (النحل آية  ا أَرْ

【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子。】 P128F

③
P清高的

                                                        
①
《牲畜章》第 8-9节 

②
《准则章》第 20-21节 

③
《蜜蜂章》第 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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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 

هِ  :قال تعاىل مِ وْ انِ قَ ولٍ إِالَّ بِلِسَ سُ ن رَّ نَا مِ لْ سَ ا أَرْ مَ  )٤: (إبراهيم آية  وَ

【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但派遣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宗

族的语言（降示经典）。】P129F

①
P这些先知和使者们都具有健全的理智

和天性，他们言语诚实，言行一致，注重信义，完成约会，杜

绝所有丑化人类品德的行为，身心健康，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事

物 P130F

②
P，真主确已纯洁了他们的身心和品德，他们具有最健全的品

性，最纯洁的身心，最慷慨大方的操守，同样，真主还为他们

汇集了仁厚、知识、宽容、慷慨、大方、勇敢和公正等等，聚

集了所有高尚的美德和优美的品性。他们凭着这些美德而出类

拔萃。就像真主所告知的那样，刷里哈的族人曾对刷里哈说： 

  ُب عْ ا أَن نَّ انَ نْهَ ا أَتَ ذَ بْلَ هَ واً قَ جُ رْ نتَ فِينَا مَ دْ كُ الِحُ قَ ا صَ الُوا يَ اقَ نَ اؤُ بُدُ آبَ عْ ا يَ كٍّ  دَ مَ ي َْ نَا لَفِ إِنَّ وَ

يبٍ  رِ ا إِلَيْهِ مُ ونَ عُ َّا تَدْ  )٦٢: (هود آية ممِّ

【他们说：“刷里哈啊！以前，你在我们中间是众望所归的，

难道你禁止我们崇拜我们祖先所崇拜的（偶像）吗？】P131F

③
P苏阿布

的族人曾对苏阿布说： 

                                                        
①
《伊布拉欣章》第 4节 

②
《鲜艳夺目的光辉》第 2册，第 256页，《伊斯兰》作者：艾哈默德·苏莱比，第 114页， 

③
《呼德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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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 أَوْ أ نَ اؤُ بُدُ آبَ عْ ا يَ كَ مَ ُ كَ أَن نَّرتْ رُ أْمُ التُكَ تَ يْبُ أَصَ عَ ا ُْ الُوا يَ اءُ إِنَّكَ قَ ا نَشَ الِنَا مَ وَ عَلَ يفِ أَمْ فْ ن نَّ

يدُ  ِْ لِيمُ الرَّ  )٨٧: (هود آية  ألَنْتَ احلَ

【难道你的祈祷命令你让我们放弃我们祖先所崇拜的（偶

像）,并命令你教我们不要自由地支配我们的财产吗？你确是宽

仁的，确是精神健全的！】P132F

①
P穆罕默德（ ）在使命降临他之前，

他在族人之间以“诚实者”而著称，他的养主以着自己的言词

描述他： 

  ٍظِيم لُقٍ عَ إِنَّكَ لَعَىلَ خُ  )٤(: القلم آية وَ

【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 P133F

②
P他们是真主仆人中的

精英，选择他们是为了担负使命和完纳信托。清高的真主说： 

الَتَهُ  :قال تعاىل سَ ْعَلُ رِ يْثُ ََ لَمُ حَ  )١٢٤: (األنعام آية  اهللاَُّ أَعْ

【真主是知道要把自己的使命安置在什么地方的。】 P134F

③
P清高

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ى آدَ طَفَ نُوحاً  إِنَّ اهللاََّ اصْ يمَ  وَ اهِ رَ آلَ إِبْ ىلَ  وَ انَ عَ رَ مْ آلَ عِ ِنيوَ املَ آل عمران    َ العَ

 )33: (آية

                                                        
①
《呼德章》第 87节 

②
《笔章》第 4 节 

③
《牲畜章》第 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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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确已拣选阿丹、努哈、伊布拉欣的后裔，和伊姆兰

的后裔，而使他们超越世人。】① 

这些先知和使者们，尽管真主描述他们具有崇高的属性，

尽管他们以伟大的属性而著称，但他们是人，他们会碰上其他

人所会遭遇的事情，他们会饥饿，会生病，睡觉，吃喝，结婚

和死亡。清高的真主说： 

يِّتٌ  :قال تعاىل يِّتُونَ  إِنَّكَ مَ ُم مَّ إِهنَّ  )٣٠: (الزمر آية وَ

【你确是要死的，他们也确是要死的。】P136F

②
P清高的真主又说： 

بْلِكَ  :قال تعاىل ن قَ الً مِّ سُ نَا رُ لْ سَ دْ أَرْ لَقَ اجاً  وَ وَ مْ أَزْ نَا هلَُ لْ عَ جَ ةً  وَ يَّ رِّ ذُ  )٣٨: (الرعد آية  وَ

【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了许多使者，并赏赐他们妻子和

儿女。】 P137F

③
P不然，他们还会遭到迫害，或被杀，或遭到驱逐。清

高的真主说： 

وا لِيُثْبِتُوكَ أَوْ  :قال تعاىل رُ فَ ينَ كَ رُ بِكَ الَّذِ كُ مْ إِذْ يَ وكَ  وَ جُ ْرِ تُلُوكَ أَوْ خيُ قْ ونَ  يَ رُ كُ مْ يَ رُ  وَ كُ مْ يَ وَ

ينَ  اهللاَُّ ُ املَاكِرِ ريْ اهللاَُّ خَ  )٣٠: (األنفال آية وَ

【当时，不信道的人对你用计谋，以便他们拘禁你，或杀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3节 

②
《队伍章》第 30节 

③
《雷霆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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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你，或驱逐你；他们用计谋，真主也用计谋，真主是最善于

用计谋的。】①但是，美好的结局、援助和胜利在今后两世都归

于他们所有： 

  ُه ُ ن يَنرصُ نَّ اهللاَُّ مَ َ لَيَنرصُ  )٤٠: (احلج آية  وَ

【凡扶助真主的大道者，真主必定扶助他。】 P139F

②
P超绝万物的

真主又说： 

ا:سبحانهقال  لِبَنَّ أَنَ تَبَ اهللاَُّ ألَغْ يزٌ  كَ زِ ي  عَ وِ يلِ إِنَّ اهللاََّ قَ سُ رُ  )٢١: (املجادلة آية  وَ

【真主已经制定：我和我的众使者，必定胜利。真主确是

至刚的，确是万能的。】P140F

③ 

 

                                                        
①
《战利品章》第 30节 

②
《朝觐章》第 40节 

③
《辩诉者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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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的迹象 

当我们知道认识启示是最荣耀的知识、是履行最高贵、最

伟大工作的媒介时，在超绝万物主的仁慈中，他为这些先知们

安排了许多迹象证明他们的真实，人们以此推理，可以认识他

们——即使所有的人都宣传真理属己所有，但是各种论证和状

况都能说明他是真还是假，如果他是诚实者，就会阐明他的诚

实；如果他是撒谎者，也能揭露他的谎言——这些迹象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有： 

1. 使者宣传崇拜独一的真主，抛弃其它的崇拜。这就是真

主创造众生的目的。 

2. 号召人们信仰独一的真主，遵循他的使命，真主命令他

的先知穆罕默德（ ）说： 

 ِيعا مْ مجَ ولُ اهللاَِّ إِلَيْكُ سُ ا النَّاسُ إِينِّ رَ َ ا أَهيُّ  )١٥٨: (آية األعراف   ًيَ

【众人啊！我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全体的使者。】 P141F

① 

3. 真主以着各种为圣的证据援助他，先知带来的这些证据，

                                                        
①
《高处章》第 1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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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族人没有能力驳斥它，或者是他们也没有能力拿来类似的

证据。从那些迹象中有：当时，穆萨（ ）的手杖变成蟒蛇，

尔萨（ ）凭着真主的意欲能医治天然盲、大麻疯，穆罕默德

（ ）的迹象是伟大的《古兰经》，尽管他本来是一个既不能

读又不能写的文盲。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众先知的迹象。 

从这些迹象中有：众先知和使者们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真

理，他们周围的人即不能反驳它，又不能否认它。因为他们知

道众先知带来的是无法抗拒的真理。从这些迹象中有：真主专

门赋予众先知的完美状况、美德、高贵的品性和品德。 

从这些迹象中还有真主援助先知驳斥争辩，体现真理。 

4. 他（宣传真理者）宣传的基础必须符合众使者和先知们

宣传的基础。① 

5. 不能宣传崇拜自己，或者是宣传把任何崇拜用到自己身

上，不能宣传赞美自己的部落或宗派，真主命令他的先知穆罕

默德（ ）对人们说： 

َِّائِنُ اهللا زَ ي خَ ندِ مْ عِ ولُ لَكُ الَ  قُل الَّ أَقُ يْبَ  وَ مُ الغَ لَ الَ  أَعْ مْ إِينِّ مَ  وَ ولُ لَكُ بِعُ إِالَّ أَقُ لَكٌ إِنْ أَتَّ

ى مَ ي األَعْ تَوِ سْ لْ يَ لْ هَ َّ قُ ى إِيلَ ا يُوحَ ونَ  مَ رُ كَّ تَفَ ريُ أَفَالَ تَ
الْبَصِ  )٥٠: (األنعام آية وَ

                                                        
①
《麦吉姆阿·法塔瓦》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第 4册，第 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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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不对你们说：我有真主的一切宝藏。我也不对

你们说：我能知幽玄。我也不对你们说：我是一个天使。我只

是遵从我所受的启示。”】①  

6. 不要因为自己的宣传而向人们索取报酬，清高的真主谈

到了他的众先知：努哈、呼德、刷里哈、鲁特和苏阿布，他们

对自己的族人说： 

  َِني املَ بِّ العَ ىلَ رَ يَ إِالَّ عَ رِ رٍ إِنْ أَجْ نْ أَجْ يْهِ مِ لَ مْ عَ أَلُكُ ا أَسْ مَ  )١٠٩: (الشعراء آية  وَ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我的报酬，只

由全世界的主负担。】 P144F

②
P穆罕默德（ ）对自己的族人说： 

  ٍر نْ أَجْ يْهِ مِ لَ مْ عَ أَلُكُ ا أَسْ لْ مَ نيَ  قُ لِّفِ نَ املُتَكَ ا مِ ا أَنَ مَ  )٨٦: (ص آية  وَ

【[86]你说：“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我

不是造谣的。】P145F

③ 

这样的先知和使者非常多——我只提到了他们的一点特征

和为圣的证据——清高的真主说： 

وا اهللاََّ :قال تعاىل بُدُ والً أَنِ اعْ سُ ةٍ رَّ لِّ أُمَّ ثْنَا يفِ كُ عَ دْ بَ لَقَ وت وَ تَنِبُوا الطَّاغُ اجْ  )٣٦: (النحل آية وَ

                                                        
①
《牲畜章》第 50节 

②
《众诗人章》第 109，127，145，164，180节 

③
《萨德章》第 8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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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

当远离恶魔。”】①很幸运他们属于人类，历史着重记载了他们的

生平事迹，连续不断地引用了他们宗教的法律——它是真理、

公正和连续不断的。也引用了真主告知对他们的援助，毁灭他

们的敌人，就像努哈的族人所遭受的洪水、淹死法老、惩罚鲁

特的族人、援助穆罕默德（ ）战胜敌人，传播他的信仰……。

谁知道这些？坚信他们带来的幸福和正道，指引人们有益于他

们的，警告他们有害于他们的。他们中第一位先知是努哈（愿

主赐他平安），最后一位是穆罕默德（ ）。 

 

                                                        
①
《蜜蜂章》第 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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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众使者 

众先知：他们是真主派遣到自己仆人那里的使者们，他们

向人类传达真主的命令，如果人们顺从了真主的命令，他们就

以真主为人们准备的恩典向人们报喜；如果人们违背了真主的

禁令，他们就以持久的惩罚警告人们；并且还告诉人们从前的

各个民族因为违背真主的命令而在今世遭受的惩罚。 

这些神圣的命令和禁律，是人类的理智不可能知道的，因

此真主制定了法律、规定了各项命禁，给予人类的荣誉，保护

人类的利益。因为人们也许会被他们的私欲操纵，侵犯禁忌，

冒犯他人，剥夺他人的权利。在此大智大慧中：真主在他们中

间时常派遣使者，向他们提醒真主的命令，警告他们远离违背

真主的事情，对他们诵读各种告诫，向他们提起过去各个民族

的历史。的确奇迹般的历史能使他们听从，神奇的哲理能清醒

人的思维，可以从中获取理智和增加知识，正确的理解它。最

能倾听的人，就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就是他们

中最善于思考的人。最善于思考的人，也就是最有知识的人；

最有知识的人，就是最遵循的人。没有任何可以代替派遣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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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他们也没有任何能代替真理的秩序。① 

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②（愿主怜悯他）说：“这个使

命对于改善仆人今后两世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人只有

追随这个使命，他后世里的生活才能适宜他，他也只有追随这

个使命，他才能适宜今世的生活。人类迫切需要这个法律，因

为人介于两者（正邪）之间，一个可以为他带来幸福，另一个

则会给他带来灾难。这项法律就是阐明有益于他或有害于他的

真理，它就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光明，是真主在仆人间的公正，

是他的堡垒，谁进入其中，谁就可以获得平安。” 

“法律”的目的不是凭着感觉区别有益与有害的事物，的

确，那是动物都有的本能，驴与骆驼都能区别和分辨出大麦与

泥土。然而，“法律”是区别有害或者是有利于工作者今后两世

行为的准则。例如信仰、认主独一、公正、施舍、正义、信托、

贞节、勇敢、知识、坚忍、命人行善、止人作恶、联系近亲、

孝敬父母、善待邻居、忠诚为主的工作、托靠真主、向真主祈

求援助、喜爱真主的前定、顺服真主的裁决、相信众使者所告

知的一切消息，以及其它有利和改善仆人今后两世生活的事情，

                                                        
①
《先知的标志》作者：阿里·本·穆罕默德·艾勒马沃尔迪，第 33页 

②
艾哈默德·本·阿布杜勒哈利姆·本·阿布杜瑟俩姆，以伊本泰易米耶而闻名，生于伊历

661年，归真于 728年，他是伊斯兰著名的大学者之一，有许多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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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的是他在今后两世的不幸和灾难。 

假若没有这个使命，理智就不会得到引导，也不会知道生

活中利弊的细节。真主赐予仆人最伟大的恩典和最荣誉的恩惠

就是给他们派遣了他的众使者，降示了他的许多部经典，为他

们阐明了正道。假若不是那样，人类一定会像牲畜那样，甚至

于比牲畜变得更无知。谁接受了真主的命令，并遵循之，那么，

他就属于善良之人；谁不接受它，违背它，那么，他就是最恶

劣者，比所有下贱者都更卑贱，猪狗不如。只有当这个使命存

在于人们中间，他们才有机会生活在大地上，当众使者的足迹

在大地上被抹去时，他们正道的标志也就被消除了，真主将使

众世界毁坏，复生日也就来临了。 

人类需要众使者并不像他们需要太阳、月亮、风和雨那样，

也不像人们需要生命，更不像眼睛需要光明、身体需要吃喝那

样，诚然，它比这一切都更伟大，比人们能做到的、能想到的

都更加重要。众使者（愿主赐福他们）是在清高的真主及其仆

人之间阐明他的命令和禁律的媒介，他们是真主与自己仆人之

间的使者。众使者的封印、他们的领袖、他们中最受真主喜爱

者是穆罕默德（ ），也愿真主赐福所有的先知和使者。真主

派遣他（穆罕默德）是为了赐福众世界，作为遵循者们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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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证据。真主规定仆人们当顺从他、喜爱他、尊重他、敬

重他、履行对他应尽的义务，并且结约众先知和使者都当相信

和追随他，他还命令所有追随他们的信士们都当遵守这个约会。

在复生日来临之前，真主派遣他为报喜讯和传警告者。凭着真

主的意欲，他是正道的宣传者、正道的明灯；真主以他结束了

使命，凭着他引导迷误者，教授无知者；凭着他的使命恢复瞎

子的视觉，聋子的听觉和疏忽者的心灵；凭着他的使命使大地

在重重黑暗之后光辉照耀，凭着他的使命使人们的心在离散之

后再次万众一心，凭着他矫正歪曲的信仰，阐明光明大道。真

主开拓他的心胸，卸下他的重担，升高他的威望，使违背他命

令的人自甘卑贱。 

在众使者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经典消失，（真理的）言语

被歪曲，法律被篡改，所有的人都依赖他们自己非正义的见解，

假借真主的名义进行裁决，真主派遣了他（ ），为仆人阐明

他们堕落的思想和嗜好，真主以此引导众生，阐明各种道路，

使人们远离重重黑暗，走向光明，以此分辨成功者和作恶者。

谁遵循了他的引导，谁确已获得引导；谁躲避他的道路，谁确

已迷误，确已超越法度。愿真主赐福他，以及所有的先知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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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① 

以下我们将简明扼要地阐述人类需要使命：  

1. 人是被创造、被供给的，他必须要知道他的创造者，知

道他对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创造他，人类不可能独自知道这些，

也没有办法知道，除非是通过认识众先知和使者们，以及通过

认识他们所带来的正道和光明才能知道那些。 

2. 人类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身体的营养是简单的吃喝，

灵魂的营养是创造它的主所确定的，它就是正道和善功，众先

知和使者们带来了正道，他们指导人们所做的善功。 

3. 人类具有信仰主宰的天性，他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信仰，

这个信仰也必须是正确的，只有通过相信众先知和使者们，以

及坚信他们所带来的一切，才能获得正道和善功。 

4. 人类在今世里需要知道通往真主喜悦的道路，以及在后

世里通向他的乐园和恩典的道路，这条道路只有众先知和使者

们才能指引。 

5. 人类的本性是软弱的，许多敌人都在窥测着他——恶魔

                                                        
①
《必须紧抓使命》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愿主怜悯他），在《麦吉姆阿·法

塔瓦》中的第 19册，第 99-102页，《鲜艳夺目的光辉》作者：塞法立尼，第 2册，第 261-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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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迷惑他，恶劣的朋友试图用各种丑行诱惑他，以及本身的

私欲。他需要保护自身，远离所有敌人的阴谋诡计，这些正是

众先知和使者们所教导的，也是他们阐明的宗旨。 

6. 人类具有信仰的本性，然后他与其他的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必须要拥有一种对人性公正的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

会像是没有生机一样，这种法律必须要赋予每个人应有的权利，

即不极端，也不松懈，只有众先知和使者们才能带来这种完美

的法律。 

7. 人类需要认识实现安定团结和内心的祥和，指引他真正

幸福的媒介，这就是众先知和使者们所教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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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 

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坚信自己将要死亡，但是，在死亡之

后，他的归宿又是什么呢？他是幸福的，还是薄福的呢？ 

许许多多的人和民族都相信他们在死亡之后将被复生，将

要对他们生前的行为进行清算，如果是行善者，那么，他就是

幸福的；如果是作恶者，那么，他就是薄福的。①这就是复活和

清算，健全的理智承认它，神圣的法律肯定了它，它建立在三

大基础上： 

1.承认超绝万物的真主具有完美的知识。 

2.承认超绝万物的真主具有的大能。 

3.承认超绝万物的真主具有的哲理。② 

经训和理性的证据都一致证实了它（复活），以下就是

那些证据： 

1-引证天地的创造证实复活死人。清高的真主说： 

                                                        
①
《正确的答复》4/96 

②
《利益》作者：伊本盖伊幕，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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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وا بَىلَ  :قال تعاىل قِّ قَ ا بِاحلَْ ذَ ىلَ النَّارِ أَلَيْسَ هَ وا عَ رُ فَ ينَ كَ ضُ الَّذِ عْرَ مَ يُ وْ يَ الَ  وَ نَا قَ بِّ رَ وَ

ونَ  رُ فُ نتُمْ تَكْ ابَ بِامَ كُ ذَ وا العَ وقُ ذُ  )٣٤: (األحقاف آية  فَ

【创造天地而不感觉疲乏的真主，是能使死者复活的。难

道他们不知道吗？是的，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P152F

①
P清高的真主

又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لَقَ السَّ ي خَ لَيْسَ الَّذِ م بَىلَ  أَوَ ثْلَهُ ْلُقَ مِ ىلَ أَن خيَ ادِرٍ عَ ضَ بِقَ األَرْ وَ  وَ هُ وَ

لِيمُ  الَّقُ العَ  )٨١: (يس آية اخلَ

【难道能造天地的，不能造象他们那样的人吗？不然！他

确是善造的，确是全知的。】P153F

② 

2-引证他从无创造了万物的大能，证实了他有再次复活万

物的能力，有能力创造者，就更有能力使其复活，这是最相宜

的。清高的真主说： 

هُ  :قال تعاىل عِيدُ مَّ يُ لْقَ َُ أُ اخلَ بْدَ ي يَ وَ الَّذِ هُ يْهِ  وَ لَ نُ عَ وَ وَ أَهْ هُ ىلَ يفِ  وَ لَهُ املَثَلُ األَعْ وَ

اتِ  وَ مَ ضِ  السَّ األَرْ كِيمُ  وَ يزُ احلَ زِ وَ العَ هُ  )٢٧: (الروم آية وَ

【他创造众生，然后再造他们，再造对于他是容易的。天

地间最高的典型，只属于他，他是万能的、至睿的。】 P154F

③
P清高的

                                                        
①
《沙丘章》第 34节 

②
《雅辛章》第 81节 

③
《罗马人章》第 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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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 

ثَالً :قال تعاىل بَ لَنَا مَ َ ََ يِي العِظَامَ  وَ ْ ن حيُ الَ مَ هُ قَ قَ لْ َ خَ
نَيسِ يمٌ  وَ مِ يَ رَ هِ ا وَ يِيهَ ْ لْ حيُ قُ

ةٍ  رَّ لَ مَ ا أَوَّ أَهَ ي أَنشَ لِيمٌ  الَّذِ لْقٍ عَ لِّ خَ وَ بِكُ هُ  )٧٩-٧٨: (يس آية وَ

【[78]他为我设了一个譬喻，而他忘却了我曾创造他。他

说：“谁能使朽骨复活呢？”[79]你说：“最初创造他的，将使

他复活；他是全知一切众生的。”】 P155F

① 

3-把人类创造成具有最完美的形态。这完美的形态——它

的肢体、力量和属性，以及其中的肉、血管、神经、七窍、器

官、知识、意志和创造力，是最能证明超绝万物的真主具有复

活死人的大能。 

4-引证在今世中万物的复活，证明了超绝万物的真主在后

世里有复活死人的大能。的确，在真主降示给众使者的所有天

启的经典中都提到了这个消息，其中有凭着真主的意欲，伊布

拉欣和尔萨（愿主赐福他俩）能亲手使死人复活等等许多记载。 

5-引证类似于集合和复活的大能，证实了他（真主）能使

死人复活，其中有： 

A. 真主从一滴分散在人体各个部位的精液上创造了人类—

                                                        
①
《雅辛章》第 78-7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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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所有肢体实际上都参与了这种愉快——真主从人

的各个肢体中把这滴精液聚集在一起，然后使它进入子宫，最

后，真主从中创造了人。这原本就是分散的，真主聚集了它，

然后从中创造了人，如果它因为死亡而在此分散，又怎么能阻

止真主再次聚集它呢？清高的真主说： 

ْنُونَ :قال تعاىل ا متُ تُم مَّ أَيْ رَ ْ أَفَ أَنتُمْ ختَ الِقُونَ أَ نُ اخلَ هُ أَمْ نَحْ ونَ قُ  )59-58: (الواقعة آيةلُ

【[58]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射的精液，[59]究竟是你们

把它造成人呢？还是我把它造成人呢？】P156F

① 

B. 植物种子的形状各不相同，当它进入潮湿的土壤中，水

和泥土占有了它，从理论上说它会腐烂，因为无论是水或泥土，

其中的一个就足以使其腐烂，那么，当它俩聚集在一起就更应

腐烂。但是它并没有被腐烂，而是被存活了下来，然后当潮湿

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种子会破裂，植物就会从中长出来；

这难道不能证明完美的能力，包罗万象的哲理吗？这就是明哲

的、大能的主，他又怎么会没有能力聚集分散的和组合肢体呢？

清高的真主说： 

َُونَ :قال تعاىل رُ ْ ا حتَ تُم مَّ أَيْ رَ ونَ أَفَ عُ ارِ نُ الزَّ هُ أَمْ نَحْ ونَ عُ رَ زْ أَنتُمْ تَ  )64-63: (الواقعة آيةأَ

                                                        
①
《大事章》第 58-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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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你们告诉我吧！你们所耕种的庄稼，[64]究竟是你

们使它发荣呢？还是我使它发荣呢？】①类似于它的还有，清高

的真主说： 

امِ  :قال تعاىل ضَ هَ  األَرْ تَرَ تْ وَ تَزَّ ا املَاءَ اهْ يْهَ لَ لْنَا عَ ا أَنزَ إِذَ ةً فَ بَتْ  دَ رَ لِّ  وَ ن كُ بَتَتْ مِ نْ أَ وَ

ِيجٍ  جٍ هبَ وْ  )5: (احلج آية زَ

【你看大地是不毛的，当我使雨水降于大地的时候，它就

活动和膨胀，而且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P158F

② 

C. 明哲、全知、大能的创造主不会枉然地创造万物，然后

又徒然地放弃它们。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امَ نَا السَّ قْ لَ ا خَ مَ ضَ  وَ األَرْ مَ  وَ ينَ وَ لٌ لِّلَّذِ يْ وَ وا فَ رُ فَ ينَ كَ لِكَ ظَنُّ الَّذِ اطِالً ذَ امَ بَ يْنَهُ ا بَ

نَ النَّارِ  وا مِ رُ فَ  )٢٧: (ص آية  كَ

【我没有徒然地创造天地万物，那是不信道者的猜测。悲

哉！不信道的人们将受火刑。】 P159F

③
P不然，他因伟大的哲理和崇高

的宗旨而创造了万物。清高的真主说： 

نَّ  :قال تعاىل لَقْتُ اجلِ ا خَ مَ ونِ  وَ بُدُ نسَ إِالَّ لِيَعْ اإلِ  )٥٦: (ريات آيةالذا  وَ

                                                        
①
《大事章》第 63-64节 

②
《朝觐章》第 5节 

③
《萨德章》第 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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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是为了让他们崇拜我。】①在这位

明哲的主宰面前，顺从他的人与违背他的人不可能是相同的。

清高的真主说： 

نُوا :قال تعاىل ينَ آمَ لُ الَّذِ عَ لُ  أَمْ نَجْ عَ ضِ أَمْ نَجْ ينَ يفِ األَرْ دِ سِ املُْفْ اتِ كَ احلَِ لُوا الصَّ مِ عَ وَ

ارِ  جَّ الْفُ  )٢٨: (ص آية  املُتَّقِنيَ كَ

【难道我使信道而且行善者，象在地方作恶者一样吗？难

道我使敬畏者，象放肆的人一样吗？】P161F

②
P因此，从他全美的哲理

和强悍的大能中，他将在复生日复活众生，以便根据每个人的

工作对其进行赏罚，赏赐行善者，惩罚作恶者。清高的真主说： 

ِيعاً :قال تعاىل مْ مجَ كُ عُ جِ رْ نُوا إِلَيْهِ مَ ينَ آمَ يَ الَّذِ زِ هُ لِيَجْ عِيدُ مَّ يُ لْقَ َُ أُ اخلَ بْدَ هُ يَ قاّ إِنَّ دَ اهللاَِّ حَ عْ  وَ

طِ  اتِ بِالْقِسْ احلَِ لُوا الصَّ مِ عَ ِيمٍ وَ  وَ نْ محَ ابٌ مِّ َ مْ رشَ وا هلَُ رُ فَ ينَ كَ ونَ  الَّذِ رُ فُ كْ انُوا يَ يمٌ بِامَ كَ
ابٌ أَلِ ذَ عَ  وَ

 )٤: (يونس آية

【你们都只归于他，真主的诺言是真实的。他确已创造了

万物，而且必加以再造，以便他秉公地报酬信道而且行善者。

不信道者，将因自己的不信道而饮沸水，并受痛苦的刑罚。】 P162F

③ 

                                                        
①
《播种者章》第 56节 

②
《萨德章》第 28节 

③
《优努斯章》第 4节；《利益》的前言，作者：伊本盖伊幕，第 6-9页；《凯比尔经注》作

者：拉兹，第 2册，第 113-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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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末日（复生日）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深远的影

响，其中有： 

1. 人们希望顺从真主，渴望获得那一日的赏赐，远离违背

真主的行为，害怕那一天的惩罚。 

2. 相信末日可以使信士因为希望获得后世里的恩典和赏

赐，而忘记今世中失去的恩典和享受。 

3. 相信末日可以使人知道死后的归宿，知道自己行为的报

应。如果是善行重，那么他就是幸福的；如果是恶行重，那么

他就是薄福者。他将站着受到清算，他将向对他行亏者报仇，

也将因他对别人的行亏与侵犯他人的权利而受到惩罚。 

4. 信仰真主和相信末日，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和平与安定团

结——在拥有安定团结的珍贵时光里，战争并没有停止——那

是因为信仰真主和相信末日让人们必须制止一切秘密和公开的

罪恶，是的，人应尽力把它（信仰真主和相信末日）保存在心

中，如果发现罪恶的念头时，应当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 

5. 相信末日可以遏制人行亏，制止人侵犯他人的权利。如

果人们相信末日，他们就会远离相互的不义，保护他们的权利。 

6. 相信末日可以让人注意到今世只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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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全部的生活。 

在结束这段话之时，我们最好引述一下美国的基督教徒外

努·白特的话，他曾经在一座教堂里工作，然后进入了伊斯兰，

他找到了相信末日的益处，他当时说：“我现在知道了使我牵挂

大半生的四个问题的答案，它就是：我是谁？我想要获得什么？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将要回归与何处？”
 ① 

 

                                                        
①
《沙特阿拉伯宣传教育报刊》伊历 1420/9/19，第 1722期，第三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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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使者宣传的基础 

众先知和使者们一致宣传的都是这个综合性的基础①，如信

仰真主，相信他的众天使、经典、使者、末日，以及好歹的前

定；就像命令人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遵循他的正道，不要

与它背道而驰。禁止四种事情：一切明显与隐藏的丑事与罪恶，

无理的侵犯，举伴真主，崇拜偶像。让人们命令自己的妻室子

女、朋友、同僚和对手远离卑鄙的勾当，不要假借真主的名义

造谣，禁止杀害子女，禁止无理地杀人，禁止高利贷和侵吞孤

儿的财产，命令人们当履行约会，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

孝敬父母，在人与人之间公平相待，言行诚实，禁止挥霍和高

傲自大，禁止以欺诈的手段侵吞别人的财产。 

伊本盖易慕
②（愿主怜悯他）说：“所有天启法律的基础都

是一致的——即使它们之间有所不同也罢！其美德以理智为中

心，假若各个法律的基础不是以理智为中心，那么，它一定会

背离智慧、福利和慈爱。是的，各个法律的来临是不可能相互

                                                        
①
 这个综合性的基础指的是在《黄牛章》中的第 285-286 节，在《牲畜章》中的第 151-153

节，在《高处章》中的第 33 节，在《夜行章》中的第 23，37节 
②
 穆罕默德·本·艾布白克尔·本·安优布·艾勒宰尔欸，出生于伊历六百九十一年，归

真于七百五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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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تِ السَّ دَ سَ مْ لَفَ هُ اءَ وَ قُّ أَهْ بَعَ احلَ لَوِ اتَّ ضُ  وَ األَرْ نَّ  وَ ن فِيهِ مَ املؤمنون  وَ

 )٧١: (آية

【假若真理顺从他们的私欲，天地万物，必然毁坏。】 P166F

①
P有

理智者又怎么能认可用违背经典明文的事情去反驳最明哲的主

的法律呢？”P167F

② 

因此，众先知的信仰是同一个信仰，犹如清高的真主说： 

نَ الطَّيِّبَاتِ  :قال تعاىل لُوا مِ لُ كُ سُ ا الرُّ َ ا أَهيُّ لِيمٌ  يَ لُونَ عَ مَ عْ اً إِينِّ بِامَ تَ
احلِ لُوا صَ مَ اعْ إِنَّ  وَ وَ

ةً  مْ أُمَّ تُكُ هِ أُمَّ ذِ ةً  هَ دَ احِ مْ فَ  وَ بُّكُ ا رَ أَنَ قُونِ وَ  )52-51: (املؤمنون آية اتَّ

【[51]众使者啊！你们可以吃佳美的食物，应当力行善功，

我对于你们的行为确是全知的。[52]这个确是你们的统一的民

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敬畏。】 P168F

③
P清高的真主说： 

ا :قال تعاىل ينِ مَ نَ الدِّ م مِّ عَ لَكُ َ ىصَّ بِهِ نُوحاً  رشَ يْنَا إِلَيْكَ  وَ حَ ي أَوْ الَّذِ ا وَ مَ يْنَا بِهِ  وَ صَّ وَ

يمَ  اهِ رَ ى إِبْ وسَ مُ ينَ  وَ وا الدِّ ى أَنْ أَقِيمُ يسَ عِ الَ  وَ وا فِيهِ  وَ قُ رَّ تَفَ  )١٣: (الشور آية  تَ

【他（真主）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的、

                                                        
①
《信士章》第 71节 

②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2册，第 383页，《正确的答复——是谁改变了麦西哈的宗教》第 4

册，第 322页，《鲜艳夺目的光辉》作者：塞法立尼，第 2册，第 263页 
③
《信士章》第 51-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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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启示你的、他命令伊布拉欣、穆萨和尔萨的信仰。你们应

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① 

这里“信仰”的目的：指的是仆人以着他们崇拜独一无二

的主宰的功修联系着创造他们的主——真主②。他为人类制定了

各种他们必须遵循的义务，并且负责他们的一切给养，以各种

告知他们这个目的的媒介援助他们，以便他们真正地获得真主

的喜悦，按照神圣的制度获得两世的幸福，它（制度）不会使

仆人分崩离析，更不会使他遭到终止他的本性和灵魂，以及与

他周围宇宙之间发生冲突的不幸的分裂症。 

众使者们一致宣传都是这个为人类提供信仰基础的神圣的

信仰，和使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的法制。因此，《讨拉特》——

《旧约》曾经是信仰和法律，它要求信奉《讨拉特》的人要以

它进行裁决。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تعاىل دً ا هُ اةَ فِيهَ رَ لْنَا التَّوْ ا أَنزَ ا النَّبِ  إِنَّ َ مُ هبِ ْكُ نُورٌ حيَ واوَ ادُ ينَ هَ وا لِلَّذِ لَمُ ينَ أَسْ  يُّونَ الَّذِ

انِيُّونَ  بَّ الرَّ ن كِتَابِ اهللاَِّ وَ ظُوا مِ فِ تُحْ بَارُ بِامَ اسْ األَحْ  )٤٤: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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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协商章》第 13节 

②
《麦吉姆阿·法塔瓦》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第 2册，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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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他们所奉命护持的天经而判决。】① 

然后麦西哈——尔萨（ ）的来临，他带来了具有向导和

光明的《引支勒》——《新约》，能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

——《旧约》，清高的真主说： 

اةِ  :قال تعاىل رَ نَ التَّوْ هِ مِ يْ دَ َ يَ قاً ملَِّا بَنيْ دِّ صَ مَ مُ يَ رْ ى ابْنِ مَ م بِعِيسَ هِ ارِ ىلَ آََ يْنَا عَ فَّ قَ يْنَاهُ  وَ آتَ وَ

 دً يلَ فِيهِ هُ نجِ نُورٌ  اإلِ اةِ  وَ رَ نَ التَّوْ هِ مِ يْ دَ َ يَ قاً ملَِّا بَنيْ دِّ صَ مُ  وَ دً هُ عِ  وَ وْ مَ تَّقِنيَ وَ : املائدة آية ظَةً لِّلْمُ

)٤٦( 

【我在众使者之后续派麦尔彦之子尔萨以证实在他之前的

《讨拉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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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2F

② 

最后是穆罕默德（ ）带来了封印的法律、完美的信仰，

监管并废除它之前所有的法律，真主赐予了他《古兰经》，证实

了它之前所有的经典。清高的真主说： 

قاً  :قال تعاىل دِّ صَ قِّ مُ لْنَا إِلَيْكَ الكِتَابَ بِاحلَْ أَنزَ نَ الكِتَابِ وَ هِ مِ يْ دَ َ يَ يْهِ  ملَِّا بَنيْ لَ ناً عَ يْمِ هَ مُ وَ

لَ اهللاَُّ م بِامَ أَنزَ يْنَهُ م بَ كُ احْ الَ  فَ قِّ  وَ نَ احلَ كَ مِ اءَ امَّ جَ مْ عَ هُ واءَ تَّبِعْ أَهْ  )٤٨: (املائدة آية تَ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

                                                        
①
《筵席章》第 44节 

②
《筵席章》第 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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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监护之。故你当依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在真理

降临你之后，你不要舍弃它而顺从他们的私欲。】① 

清高、超绝万物的真主阐述了穆罕默德（ ）和与他在一

起的信士们都相信它，犹如他们之前的众先知和使者们都相信

它一样。清高的真主说： 

هِ  :قال تعاىل بِّ ن رَّ لَ إِلَيْهِ مِ ولُ بِامَ أُنزِ سُ نَ الرَّ نَ بِاهللاَِّ  آمَ ل  آمَ نُونَ كُ مِ املُْؤْ تِهِ  وَ الئِكَ مَ تُبِهِ  وَ كُ  وَ

دٍ  َ أَحَ قُ بَنيْ رِّ فَ لِهِ الَ نُ سُ رُ لِهِ  وَ سُ ن رُّ الُوا مِّ قَ نَا وَ عْ مِ نَا سَ بَّ انَكَ رَ رَ فْ نَا غُ عْ أَطَ ريُ  وَ
إِلَيْكَ املَصِ : البقرة آية وَ

)٢٨٥( 

【[285]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

典，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一切经典和众使者。

（他们说）：“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们说：

“我们听从了，我们恳求您赦宥；我们的主啊！您是最后的归

宿。”】P174F

② 

 

                                                        
①
《筵席章》第 48节 

②
《黄牛章》第 2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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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使命① 

在前面提到了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古波斯的）琐罗

亚斯德教，以及各种偶像崇拜，阐述了人类在公元六世纪的状

况
②
。如果信仰毁坏了，那么，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状况也就都

跟着败坏了……。血淋淋的战争就会蔓延，独裁专政就会出现，

人们就会生活在重重的黑暗之中，由于否认和愚昧的黑暗而使

其心灵黑暗，高尚的品德被玷污，名誉遭到侮辱，各种权利被

侵犯，堕落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于假若理智者思考这

些，他一定会发现当时的人们就是生活在垂死的状态之中，就

是在宣布人类的灭绝，就像真主没有以担负着使命的火炬和寻

求引导的伟大利益——照亮人类的道路，引导人类于正道——

去更正它一样。 

正当此时，真主宣布永久使命的光辉从尊贵的麦加照耀，

在尊贵的麦加中有伟大的天房，麦加居民当时的处境就像其它

地方人们的处境一样——崇拜偶像、愚昧、不义和顽固不化，

但是，麦加有很多方面优越于其它的地方，其中有： 

                                                        
①
如想了解更多，请查阅《赖黑慕·勒麦贺图姆》作者：帅费云赖哈曼·艾勒姆巴莱凯福利 

②
请看本书的“各个宗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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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加是一个纯洁的地方，它没有受到希腊、罗马和印度

哲学污秽的影响。它的居民依靠的是雄言善辩、聪明的才智和

高超的本领。 

2. 麦加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它处于亚、非、欧三大洲的

中心地带，这是永恒的使命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地传遍世界的

重要因素。 

麦加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当艾布莱海①企图入侵麦加的时

候，真主保护了它，邻近的波斯和罗马帝国也没有能控制它。

它是和平的，甚至于它南北的商业（北至沙姆地区，南到也门）

也都是平安的。那一切都是为了派遣这位尊贵的先知而打下的

基础。的确，真主让麦加的居民记着这个恩典，他说： 

ا نَّ ن لَّدُ قاً مِّ زْ ءٍ رِّ ْ لِّ يشَ اتُ كُ رَ بَى إِلَيْهِ ََمَ ْ ناً َُ ماً آمِ رَ مْ حَ ن هلَُّ كِّ ْ نُمَ  )٥٧: (القصص آية ملَ

【难道我没有为他们而设立一个安全的禁地吗？各种的果

实，都贩运到禁地中来。】P178F

② 

3. 麦加处于沙漠气候，（它的居民）保持着许多高贵的美

德，例如：慷慨大方、保护邻居和重视名节等等，麦加的居民

                                                        
①
古代也门的一国王名 

②
《故事章》第 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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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备的高尚品德，以便它成为适合于这个永恒使命的地方。 

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古来氏族以口齿伶俐、修辞和品德高

尚而著称，这个氏族有着高贵的血统和领导地位。真主选择了

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以便他成为封印的先知和使者。

他出生于公元六世纪，大约 570 年，他是一个孤儿，在他未出

生前父亲就去世了，六岁时，母亲和爷爷也都相继去世，然后

由他的叔叔艾布塔利布负责抚养他，在他青少年的成长阶段，

各种优秀的标志就呈现在他的身上，他曾经的习惯、品德和属

性不同于他族人的各种习性。他从不撒谎，不伤害任何人，以

诚实、廉洁和注重信托而著称，甚至他族人中的许多人都委托

他为自己保管贵重财物，他就像保护自身和自己的财产一样为

他们保管它，因此他们称他为“诚实的人”。他非常害羞，自从

他成年之后，他没有对任何人显露过自己的羞体。他非常洁身

自爱，当他看见自己的族人崇拜偶像、饮酒、制造流血牺牲时，

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他根据自己满意的行为与族人交往，他远

离他们无耻与堕落的行径。他帮助孤儿，供给饥饿者食物……。

直至当他接近四十岁的时候，他对自己周围的堕落行为感到痛

苦，他开始埋头于崇拜他的养主，并向养主祈求引导自己正确

的道路。在这种状况下，养主跟前负责降示启示的天使突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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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他，命令他向人类传达这个信仰，号召人们崇拜他们的养主，

放弃其它虚妄的崇拜。包含着各种法律和裁决的启示就这样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连续不断地降临他，直至真主为人类完善这

个信仰，完成对人类的恩典。当他（ ）完成了自己重要的使

命之后，真主就使他归真了，他归真时，终年六十三岁，为圣

前四十年，为圣后的二十三年先知和使者的生活。 

谁思考众先知的情况，研究他们的历史，谁就会坚信不疑

地相信，只要有一种确定众先知中任何一位先知圣品的途径，

根据这种途径就更适合确定穆罕默德（ ）的圣品。 

如果你思考穆萨和尔萨（愿主赐福他俩）的圣品是怎样传

递的，你就会发现它是通过连续不断的途径传递的，凭着这种

连续不断的途径传递了最伟大、最可靠的、最接近约会的是穆

罕默德（ ）的圣品。 

这种连续不断也同样传递了他们相似的奇迹和标志，不然，

穆罕默德（ ）的奇迹最伟大，因为他的迹象非常多，然而，

他最伟大的奇迹就是这部伟大的《古兰经》，它一直被连续不断

地用书写和口授的形式传递着。 

谁把穆萨和尔萨（愿主赐福他俩）、以及穆罕默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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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正确信仰、法律裁决和有益的知识之间作一比较，他

就会发现这所有的出自于同一个灯塔，那就是圣品的灯塔。 

谁把众先知的追随者们和穆罕默德（ ）的追随者们之间

作一比较，他就会发现穆罕默德圣人的弟子们曾经是最优秀的

人，真的，他们比其他众先知的追随者们对后人的影响更加伟

大，的确，他们传播了“认主独一”，播种了公正无私的种子，

他们同情弱者，怜悯穷者
①。 

如果你希望增加阐述证明他（ ）圣品的证据，我将

为你引证阿里·本·岚伯努·艾勒泰柏利所发现的各种证

据和标志，他曾经是一位基督教徒，最后因为这些证据而

加入了伊斯兰： 

1. 他号召人们崇拜独一的真主，放弃他之外的任何崇拜。

这符合众先知的道路。 

2. 他表现出的各种明证，只有真主的众先知才能具备它。 

3. 他告知将要发生的事件，确已像他所告诉的那样已经发

生了。 

                                                        
①
《麦吉姆阿·法塔瓦》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第 4册，第 201-211页，第 7

册，第 75页；《驳得犹太教哑口无言》，作者：艾鲁·本·叶哈亚·艾勒麦额来比，第 58-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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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告知今世的各种事件和时代的变迁，都已经如他所告

诉的那样发生了。 

5. 穆罕默德（ ）所带来的经典——《古兰经》——就

是圣品的标志之一，因为它是最雄辩地经典，真主为一个既不

会读又不能写的文盲降示了它，以着让所有的雄辩者拿来类似

的经典或类似其中的一章经文，向他们挑战。因为真主负责保

护它，以此保护正确的信仰，保护最完善的法律，让最优秀的

民族遵循它。 

6. 他是众先知的封印，假如他没有被派遣，那么，众先知

所传达他将被派遣的喜讯也一定不会兑现。 

7. 在他被派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众先知（愿主赐福他

们）确已预言他将被派遣，并且描述了他被派遣的状况、地点、

以及各个民族与国王将服从他和他的民族，他们还提到穆圣的

信仰将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8. 他战胜向他挑衅的各个民族，也是他圣品的标志之一。

当然，一个人妄称自己是真主派遣的使者——而事实上他是一

个撒谎的，然后真主又对他伸出援助之手，使他战胜敌人，传

播他的号召，弟子众多，这是不可能。只有借助诚实的先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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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才能实现这些。 

9. 他所带来的各种仪式、廉洁、诚实、高尚的情操、圣行

和法律，也只有真正的先知才能带来。 

这位新穆斯林在摆出了这些明证之后，他说：“这些都是显

而易见的习性和足够的见证，谁提出这些明证，那么，他就必

定拥有圣品，赢得影响，获得真正的成功，他也必定是诚实的。

谁驳斥这些，否认这些，那么，他的工作将受挫折，他在今后

两世都将是亏折的人。”① 

在结束这一段落之际，我将为你提供两个见证：与穆罕默

德（ ）同时代的古罗马国王的见证，当代英国的基督教徒的

见证，他的名字是俊士特。 

第一个见证：海尔格立的见证。布哈里（愿主怜悯他）

提到了艾布素富扬的信息，当时罗马国王召见他，伊玛目布哈

里说：“阿布杜拉·本·阿巴斯告诉欧白丁拉·本·阿布杜拉·本·欧

特白·本·麦斯欧德，艾布苏富扬·本·哈尔比曾经告诉他，

海尔格立国王派人来到古莱氏族的商队中找他——他们当时在

沙姆地区经商——询问关于主的使者（ ）。其中有使者与艾

                                                        
①
《宗教和国家对于确定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圣品》作者：阿里·本·岚伯努·艾勒泰柏

利，第٤٧页；《通告》，作者：古尔图壁，第 362页直至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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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苏富扬和多神教徒制定的期限①。海尔格立的使臣来至他时，

他们当时正在邑勒亚吾②，海尔格立国王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会

议，在他周围坐的都是罗马的重要人物。他邀请他们的同时，

也喊来他自己的翻译，然后他说：‘你们谁与这个自称是先知的

人血缘最近？’艾布苏富扬说：‘我比他们的血缘都更接近。’

他说：‘你们为我描述一下他和他的伙伴们，描述一下他们在他

为圣之后的状况。’然后他又对自己的翻译说：‘你对他们说我

询问关于这个男人的状况，如果他对我撒谎了，他们确已对他

也说谎了。’艾布苏富扬说：‘指主发誓，假若不是羞于给他们

留下撒谎的印象，我一定会说谎。’当时他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你们中的血缘如何？’我（艾布苏富扬）说：‘他在

我们之中有着高贵的血统。’他说：‘你们中间绝没有人在他之

前说过这种话吗？’我说：‘没有。’他说：‘在他的先人中曾有

人是国王吗？’我说：‘没有。’他说：‘是人们中的贵族追随他，

还是贫穷者追随他呢？’我说：‘是人们中的贫穷者追随他。’

他说：‘他们的人数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呢？’我说：‘在增

加。’他说：‘他们在加入他的信仰之后，有没有人因为指责他

                                                        
①
即：侯德邑比耶合约的期限，当时的期限为十年，正是迁徙后的第六年，清查阅《法塔哈·巴

尔》，第 34页 
②
沙姆地区的某一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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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而背叛他呢？’我说：‘没有。’他说：‘在他自称先知之

前，你们有人指控过他说谎吗？’我说：‘没有。’他说：‘他欺

骗过你们吗？’我说：‘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此期间做些什

么。’他（艾布苏富扬）说：‘我没有在其中增加一个字。’他说：

‘你们曾经同他交战过吗？’我说：‘是的。’他说：‘你们当时

是怎样同他战斗的呢？’我说：‘我们与他之间的战争有时对我

们有利，有时对我们不利。’他说：‘他命令你们做什么？’我

说：‘他说：你们当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

他；你们当放弃你们祖先所说的（偶像崇拜），他命令我们礼拜、

诚实、廉洁和联系近亲。’海尔格立国王对他的翻译说：‘你对

他说：我问你他的血统，你提到他在你们中有着高贵的血统，

同样，被派遣的众使者在他们的民族中都有着高贵的血统；我

问你在他之前有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你说没有，我说假若在

他之前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说他是一个效仿前人者，

我问你他的先人中曾有人是国王吗？你说没有，我说假若在他

的先人中有人是国王，我一定会说他是一个寻求先人王权的人，

我问你在他自称先知之前，你们有人指控过他是说谎者吗？你

说没有，的确，我知道他绝不是一个对人撒谎，然后又去对真

主撒谎的人，我问你是人们中的贵族追随他，还是贫穷者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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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你回答都是贫穷者追随他，穷人们也是众使者的追随者，

我问你他们的人数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你提到是在增加，

信仰的事情就是这样，直至完善，我问你在人们加入他的信仰

之后，有没有人因为指责他的信仰而背叛他呢？你说没有，信

仰的事情就是这样，直至它融汇到宽敞的心胸里，我问你他欺

骗过人吗？你回答没有，众使者就是这样决不会欺骗人的，我

问你他命令你们做什么？你提到他命令你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不要以任何事物举伴他，禁止你们崇拜偶像，他命令你们

礼拜、诚实、廉洁和联系近亲。如果他真像你所说那样，他将

要统治我脚下的土地，我知道他确已来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

会出现在你们中间，假若我知道他，我一定会去他那儿，帮助

他承担他所遇到的困难，假若我在他跟前，我一定会帮助他洗

脚。’然后他命人把主的使者（ ）派遣迪哈耶送交布苏拉P183F

①
P市

长的书信取来，布苏拉市长把书信呈给海尔格立国王，他诵读

了其中的内容： 

بسم اهللا الرمحن الرحيم من حممد عبداهللا ورسوله إىل هرقل عظيم الروم سالم عىل من اتبع 

اهلد، أما بعد فإين أدعوك بدعاية اإلسالم أسلم تسلم يؤتك اهللا أجرك مرتني، فإن توليت فإن 

اهللا وال  ويا أهل الكتاب تعالوا إىل كلمة سواء بيننا وبينكم أن ال نعبد إال. (عليك إَم الرييسني

                                                        
①
地名，处于沙姆和黑贾兹之间的侯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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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نرشك به ْيئاً وال يتخذ بعضنا بعضاً أرباباً من دون اهللا فإن تولوا فقولوا اْهدوا بأنا مسلمون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مسلم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尊名，这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穆罕默德

写给罗马皇帝海尔格立的书信，愿真主赐福追随正道的人，在

此，我凭着伊斯兰的召唤号召你加入认主独一的行列，如果你

归顺了伊斯兰，你确已获得了平安，并且将获得重复加倍的恩

赐，如果你违背了，你将承担永不间断的罪行。信奉天经的人

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

们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举伴他，除真主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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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4F

①
P  

第二个见证：当代英国的基督教徒俊士特的见证： 

在他不断地了解伊斯兰的细节之后——它的基础对个人和

集体的利益，它的正义对建立社会的平等和“认主独一”——

他说：“我发现我所有的理智和精神都冲向了伊斯兰，从那一天

开始，我与超绝万物的真主结约，我将成为一位伊斯兰的宣传

者，在世界各地凭着他的正道向人们报喜。” 

                                                        
①
《布哈里圣训集》“启示篇”第 1门，《穆斯林圣训集》“战争篇”第 1773 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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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已达到了这种坚信的程度，他在学习和研究基督教之

后，发现基督教并不能回答围绕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他开

始感到怀疑；然后他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和佛教思想，然而他在

其中也没有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最后他又开始学习和研究伊

斯兰，他皈依了伊斯兰，并且宣传它。
① 

 

                                                        
①
《宗教是永久的天性》作者：穆班希尔·泰拉兹·艾勒侯赛尼，第 2 册，第 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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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启示 

前面已经为你阐明了启示的实质、标志和迹象，我们的先

知穆罕默德（ ）为圣的证据，在谈论最后的启示之前，必须

要知道超绝万物的真主只有因为以下的因素才会派遣使者： 

1. 先知的使命是专门针对某一民族，那位使者并没有奉命

向邻近的其他民族传达他的使命，真主以着专门针对全人类的

使命派遣了最后一位使者。 

2. 以前先知的使命确已被废除，真主派遣了为人类更新信

仰的先知。 

3. 以前先知的法律只对当时有效，并不适合后来的时代，

然后真主派遣了担负着适合各个时代和地区的使命和法律的使

者，的确，超绝万物主的哲理认为需要以着适合全人类的使命

派遣穆罕默德（ ），这个使命适合于各个时代和地区，并且

保护它不被篡改和变更，以便他富有生机的使命永存，人类以

此赖以生存，清洁它远离一切篡改和替换的污秽，因此，真主

使它成为最后的使命。 

在真主只赐予穆罕默德（ ）的恩典中有：他是封印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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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他之后决不会再有先知出现；因为真主以此完美了所有

的使命，结束了一切法律，完善了全部的建筑，以着他的圣品

实现了麦西哈所报的喜讯，他当时说：“你们决没有在任何经典

中读过：无所事事的人一跃而成为领袖。”
①的确，在此之后归

顺伊斯兰的艾勒盖伊斯·伊布拉欣·赫里里认为这段话符合穆

罕默德（ ）谈论自身的言语： 

إن مثيل ومثل األنبياء من قبيل كمثل رجل بنى : (ل حممد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عن نفسهاق

: ل الناس يطوفون به، ويعجبون له، ويقولونبيتاً فأحسنه وأمجله إال موضع لبنة من زاوية، فجع

 أخرجه البخاري  واللفظ له، ومسلم )فأنا اللبنة، وأنا خاتم النبيني: هال وضعت هذه اللبنة، قال

 وهو يف املسند

“我与我之前众先知的例子，就像一个建造房屋的人，他

建造的特别完善、特别完美，但是，在楼角有一块土坯的位置

没有完成，人们开始围绕着它转，他们对此非常奇怪，并说：

‘怎么不把这块土坯放好呢？’他说：‘我就是这块土坯，我是

封印的先知’。”P187F

② 

为此，超绝万物的真主使穆罕默德（ ）带来的经典监护

                                                        
①
《马太福音》第 21册，第 42页 

②
请查看《在旧约、新约和古兰经所提到的穆罕默德 》作者：艾勒穆赫泰迪·伊布拉欣·赫

里里·艾哈默德，第 73页，《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和《艾哈默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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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废除它之前所有的经典，同样，使他的法律废除了以前所有

的法律，真主负责保护他的使命，使其以连续不断的途径被传

递着，使尊贵的《古兰经》按照书写和口授的方式被连续不断

的传递着；他（ ）的圣行——在言语和行为方面——同样是

根据连续不断的方式传述的，实际上都贯彻于伊斯兰的各项法

律之中，他的各种功修、圣行和裁决也是根据连续不断的方式

被传述的。 

谁阅读穆圣（ ）的生平事迹，谁就会知道众圣门弟子（愿

主喜悦他们）确已为人类保护了他所有的情况、言语和行为，

他们传述了穆圣（ ）对自己养主的崇拜、他的奋斗、记念超

绝万物的主、向他祈求饶恕、他的慷慨大方、英勇无畏，以及

他与众圣门弟子和外界的交往；他们同样也传述了他的喜悦、

忧伤、旅行、居家、吃喝与穿戴的形式、他睡觉与睡醒时……。

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坚信伊斯兰是受到真主保护的信仰。

与此同时，你就会知道他（ ）是众先知和使者的封印，因为

超绝万物的真主已经告知我们这位使者就是众先知的封印。清

高的真主说： 

مْ : قال تعاىل الِكُ جَ ن رِّ دٍ مِّ ا أَحَ دٌ أَبَ َمَّ انَ حمُ ا كَ ولَ اهللاَِّ مَ سُ لَكِن رَّ اتَمَ النَّبِيِّنيَ  وَ خَ   وَ

 )٤٠: (األحزاب آ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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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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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 ）在谈到自身时说： 

رواه .)وأرسلت إىل اخللق كافة، وختم يب النبيون: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عن نفسه

 اإلمام أمحد ورواه مسلم

“我是被派往众生的使者，是封印的先知。”P189F

② 

这是介绍伊斯兰、阐明它的实质、根源、要素和地位的时

刻。 

 

                                                        
①
《同盟军章》第 40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清真寺篇”第 523段《圣训》；《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册，第 411-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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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定义 

如果你查阅语言词典，就会知道“伊斯兰”这个词的意思

是：“服从、恭敬、顺服、听从，绝对地服从命令者的命令和禁

止。”的确，真主称这个正确的信仰为伊斯兰，因为它号召人们

顺从真主，毫无反对地服从真主的命令，忠诚地崇拜超绝万物

的真主，诚信他的信息，信仰他。“伊斯兰”这个词成了穆罕默

德圣人（ ）所带来的信仰的专用名称。 

伊斯兰的定义①： 

为什么把这个信仰称为伊斯兰？的确，大地上所有不同的

宗教，都有各自的名称，要么是追溯到特殊的人名，要么是追

溯到专门的宗教，基督教的名字来源于“乃撒勒”；佛教是根据

它的创始人“菩萨”而命名，以“琐罗亚斯德教”的名字而著

称的宗教，因为它的创始与发扬者是琐罗亚斯德，同样，犹太

教的名字出现于汝赫拉尼以“叶胡扎”而著称的部落之中，故

以此而被称为犹太教等等。伊斯兰则例外，它不会追溯到任何

一个特殊的人，也不会追溯到任何一个专门的民族，它的名字

                                                        
①
谁希望了解的更多，清查阅《伊斯兰的基础》，作者：谢赫侯慕迪·本·穆罕默德·艾勒

俩黑姆；《简明的证据理解伊斯兰》，作者：伊布拉欣·哈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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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证明包含“伊斯兰”这个词义的特殊的属性，这个名字所

体现的意思就是发现这个信仰，它的传播者是一个人，但它不

是专归于某一个民族，它的宗旨是把伊斯兰的属性赋予大地上

所有的人，所有具备这种属性的人，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

的，他都是穆斯林，在将来所有赋有这种属性的人，也都是穆

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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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实质 

众所周知，在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服从特定的法则，

固定的常规——太阳、月亮、星辰和地球，都毫无例外的被制

服于这种法则之下，任何一个都不会提前丝毫运转，或背叛这

个法规。甚至于人类自身，如果你思考，它就会为你阐明它完

全地顺服真主的常规，人的呼吸和感觉知道自己需要水、营养、

光明和温度，都是符合主宰为人类的生活规定的制度，人所有

的肢体都符合这个制度，这所有的肢体都根据真主为它规定的

任务，各尽其责。 

在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服从这个包罗万象的制度，任

何事物都不能脱离顺从它，大到天上的星星，小到地上的尘沙，

都是在强有力的、伟大的、掌权的主宰的前定之中。当然天地

间的万物都服从这个制度，众世界都顺从创造自己的强有力的、

掌权的主宰，遵循他的命令，从这方面阐明了伊斯兰是整个宇

宙的信仰，因为伊斯兰的意思是：绝对地听从和顺服命令者的

命令和禁止，就像是在前面你所知道的一样。太阳、月亮和地

球都是归顺的，空气、水、光明、黑暗、热也都是顺服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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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头和牲畜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归顺的，虽然从真主赋予人

的本性方面，他也是顺服的。但是，人却不认识自己的养主，

否认他的存在，否认他的迹象，或者是崇拜真主之外的事物，

以其它的事物去举伴自己的养主。 

如果你知道了这些，那么，让我们观看人类的事物，

你将看见有两件事情在争夺着人类： 

第一：真主赋予人类的天性——顺从真主，喜爱崇拜和

接近真主，喜爱真主所喜爱的一切公正、慈善和诚实；憎恶所

有真主恼怒的虚伪、罪恶、侵犯和不义，属于这些本性因素的

还有喜爱钱财、家人和子女，喜爱吃喝和结婚，这要求身体所

有的肢体都必须各尽其职。 

第二：人类的自由和选择，的确，真主为人类派遣了他

的众使者，降示了诸部经典，以便人们辨别真理与虚伪、正道

与迷误、善与恶，并以理智援助人类，以便他借助明证而选择。

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走一条能带领自己通往真理和光明的正道；

如果他意欲，可以走一条把自己带入灾难和伤害的邪途。 

如果你以第一种观点去观看人类，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导人

于顺服，具有必须顺从的特性，任何被造物都不可能逃避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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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 

如果你以第二种观点去观看人类，你会发现它可以任意地

选择，要么他成为穆斯林，要么他成为非信士（否认主者、昧

恩者）： 

  ًاكِرا ا َْ وراً  إِمَّ فُ ا كَ إِمَّ نسان آية  وَ  )٣: (اإلِ

【他要么是感谢，要么是辜负。】 P191F

① 

因此，你会发现人分为两类： 

认识自己的创造者，信仰他是自己的养主、掌管者和神灵，

崇拜独一无二的他，终生自愿地遵循他的法律，犹如被赋予服

从自己养主的天性一样，人类决不会逃避顺从真主的前定，这

一位就是完全顺服的真正的穆斯林，他的知识是正确的；因为

人类知道是真主创造了自己，又为他派遣了众使者，并赐予他

知识和学习的力量，使他智力健全，思想端正；因为他首先思

考，然后才决定只崇拜真主——赐予他理解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的主宰，使其口齿伶俐，谈论真理，因为他现在只承认一个养

主，那就是赐予他表达和言谈能力的清高的真主……，在他的

生活中就像只留下了诚信；因为他顺服真主的法律——他在其

                                                        
①
《人章》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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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选择自己的事情，延伸他在这个宇宙中与其他被造物之

间的相互认识和友爱的关系，因为他只崇拜明哲的、彻知的主，

万物都崇拜的主、顺从他的命令、服从他的前定，人啊！他为

你而制服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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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的实质 

另一伙人敌对（举伴）真主，人顺从地出生，终生服顺地

生活，但感觉不到顺从，或者是不了解这些，不认识自己的养

主，不相信他的法律，不追随他的众使者，没有使用真主赐予

他的知识和理智，以便他认识自己的创造主，不运用他的听觉

和视觉，就否认真主的存在，藐视崇拜真主，拒绝服从真主的

法律——在其中有安排和选择他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权利，或者

以其它的事物举伴真主，拒绝相信真主证明自己独一性的各种

迹象，这就是否认。因为“否认”的意义是遮盖、蒙上和隐匿。

有人说：“他的盔甲遮盖了他的衣服，当他穿上盔甲，把盔甲穿

在衣服外面的时候。”有人说类似这样的男人是“非信士”，那

是因为他的愚昧无知蒙蔽了他的天性。 

你的确知道他是根据顺从的天性而出生，他的各个肢体只

是依照顺从的天性，他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是在奉行顺服的制度，

但他却被自己的愚昧无知而蒙蔽。他今世的生活和自身的本能

欺骗了他的智慧，你会发现他只能用思维和知识违背自己的天

性，只能看见他抵触自己的天性，只会努力扼杀自己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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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当为自身做准备，以免陷入深远的迷误和明显迷信

的否认之中。① 

这就是伊斯兰，它命令你服从简单易行的命令，它奉行的

是真主使之容易的政策。伊斯兰是整个宇宙奉行的制度： 

 َبْغُون َ دِينِ اهللاَِّ يَ ريْ غَ اتِ  أَفَ وَ مَ ن يفِ السَّ لَمَ مَ لَهُ أَسْ عاً  وَ ضِ طَوْ األَرْ هاً  وَ رْ كَ عُونَ  وَ جَ رْ إِلَيْهِ يُ  وَ

 )٨٣: (ن آيةآل عمرا

【同时天地万物，不论自愿与否，都将归顺于他，他们将

来只被召归于他。】 P193F

②
P伊斯兰是来自于真主的信仰，犹如清高的

真主所说： 

المُ  :قال تعاىل ندَ اهللاَِّ اإلِسْ ينَ عِ  )١٩: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إِنَّ الدِّ

【真主所喜悦的信仰，确是伊斯兰。】 P194F

③
P这整个宇宙都是归

顺真主的，犹如伟大的、受赞颂的真主所说： 

تُ :وتعاىلسبحانه قال  لَمْ لْ أَسْ قُ وكَ فَ اجُّ إِنْ حَ يَ هللاَِِّ  فَ هِ جْ نِ  وَ بَعَ نِ اتَّ مَ  )٢٠:(آل عمران آيةوَ

【如果他们与你争论，你就说：“我已全体归顺真主；顺从

我的人，也归顺真主。”】 P195F

④
P的确，主的使者（ ）已经阐述了

                                                        
①
《伊斯兰的基础》，第 3-4页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83节 

③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9节 

④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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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意义，他说： 

أن تسلم قلبك هللا، وأن تويل وجهك هللا، وتؤيت الزكاة : (قال النبي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رواه اإلمام أمحد وابن حبان) املفروضة

“伊斯兰就是你全身心地归顺真主，交纳法定的天课。”P196F

①
P有

个男子曾请教主的使者（ ）：“什么是伊斯兰？”使者说： 

أن يسلم قلبك هللا، وأن يسلم : قال ما اإلسالم؟: سأل رجل الرسول صلي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أن : قالوما اإليامن؟ : قال .اإليامن: قالأي اإلسالم أفضل؟ : قال. املسلمون من لسانك ويدك

 رواه اإلمام أمحد )تؤمن باهللا ومالئكته وكتبه ورسله والبعث بعد املوت

“你真心地归顺真主，穆斯林大众从你的言行上获得平

安。”那个男子问：“伊斯兰中什么最贵重呢？”使者说：“坚信

（伊玛尼）。”那个男子又问：“坚信是什么？”使者说：“你坚

信真主，坚信他的众天使、经典、使者和死后复活。” P197F

②
P同样，

主的使者（ ）对他说： 

اإلسالم أن تشهد أن 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أن حممداً رسول : (قال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رواه ) حتج البيت إن استطعت إليه سبيالً اهللا، وتقيم الصالة وتؤيت الزكاة، وتصوم رمضان، و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5册，第 3页；《伊本汉巴尼圣训集》，第 1册，第 377页 

②
《穆斯奈德》作者：艾哈默德，第 4册，第 114页；《穆柬麦阿》作者：海以塞米，第 1

册，第 59页；《伊斯兰的贵重》作者：伊玛目穆罕默德·本·阿布杜万哈比（愿主怜悯他）

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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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سلم

“伊斯兰就是你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力行拜功，交纳天课，封‘赖麦丹’

的斋，如果你有能力，你当朝觐天房。” P198F

①
P又说：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مسلم).املسلم من سلم املسلمون من لسانه ويده: (قالو

“穆斯林就是穆斯林大众从其言行上获得平安的人。”P199F

② 

这个信仰，它就是伊斯兰信仰。是唯一被真主接受的信仰，

不论是前人，还是后人，所有的先知奉行的都是伊斯兰信仰的

制度，清高的真主在谈到先知努哈（ ）时说： 

امِي :تعاىلقال  قَ م مَّ يْكُ لَ َ عَ ربُ انَ كَ مِ إِن كَ وْ ا قَ  يَ
هِ مِ وْ الَ لِقَ بَأَ نُوحٍ إِذْ قَ مْ نَ يْهِ لَ اتْلُ عَ ي  وَ كِريِ تَذْ وَ

مْ  كُ رَ وا أَمْ ِعُ أَمجْ لْتُ فَ كَّ عَىلَ اهللاَِّ تَوَ اتِ اهللاَِّ فَ نْ  بِآيَ مْ َُمَّ الَ يَكُ كُ اءَ كَ َ رشُ وا  وَ مَّ اقْضُ ةً َُ مَّ مْ غُ يْكُ لَ مْ عَ كُ رُ أَمْ

 َّ الَ  إِيلَ ونِ  وَ نظِرُ ىلَ اهللاَِّ تُ يَ إِالَّ عَ رِ رٍ إِنْ أَجْ نْ أَجْ م مِّ أَلْتُكُ امَ سَ لَّيْتُمْ فَ وَ إِن تَ نَ  فَ ونَ مِ تُ أَنْ أَكُ رْ أُمِ وَ

نيَ  لِمِ  )72-71: (يونس آية املُسْ

【[71]你当对他们宣读努哈的故事，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

“我的宗族啊！如果我居住在你们中间，以真主的迹象教训你

们，这使你们感到难堪，那么，我只信托真主，你们应当和你

                                                        
①
《穆斯林圣训集》，“信仰篇”第 8段《圣训》 

②
《布哈里圣训集》，“信仰篇”；《穆斯林圣训集》，“信仰篇”第 39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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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配主在一起决定你们的事情，不要让你们的事情成为暖昧

的。你们对我做出判决吧，不要宽限我。[72]如果你们违背我

的教诲，那么，我未曾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我的报酬只归真

主负担。我曾奉命做－个顺服的人。”】①伟大的、受赞颂的真主

谈到先知伊布拉欣（ ）时说： 

ِنيَ  :قال عز وجل املَ بِّ العَ تُ لِرَ لَمْ الَ أَسْ لِمْ قَ هُ أَسْ بُّ الَ لَهُ رَ  )131: (البقرة آية  إِذْ قَ

【当时，他的主对他说：“你归顺吧。”他说：“我已归顺全

世界的主了。”】P201F

②
P在谈到先知穆萨（ ）时，真主说： 

نيَ  :قال عز وجل لِمِ سْ نتُم مُّ لُوا إِن كُ كَّ يْهِ تَوَ لَ عَ نتُم بِاهللاَِّ فَ نتُمْ آمَ مِ إِن كُ وْ ا قَ ى يَ وسَ الَ مُ قَ  وَ

 )٨٤: (يونس آية

【穆萨说：“我的宗族啊！如果你们信仰真主，你们就应当

只信赖他，如果你们是归顺的。”】 P202F

③
P在谈到先知尔萨（ ）的

信息时，真主说： 

نُوا يبِ  :قال  يِّنيَ أَنْ آمِ ارِ وَ يْتُ إِىلَ احلَ حَ إِذْ أَوْ نَّا وَ الُوا آمَ ويلِ قَ سُ بِرَ ونَ  وَ لِمُ سْ نَا مُ دْ بِأَنَّ هَ اْْ   وَ

 )١١١: (املائدة آية

【当时，我启示（尔萨的）众门徒说：“你们当信仰我和相

                                                        
①
《优努斯章》第 71-72节 

②
《黄牛章》第 131节 

③
《优努斯章》第 8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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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我的使者。”他们说：“我们已信了，求您作证我们是归顺的

人。” ①】② 

这个信仰——伊斯兰——它是从神圣的启示中获得它的各

项法律、信仰和裁决——《古兰经》和《圣训》——我将为你

简明扼要地分段阐述它俩。 

 

                                                        
①
《筵席章》第 111节 

②
《泰德姆利耶》，第 109-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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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基础 

各个被废除的宗教信仰的追随者们都习惯地把他们代代世

袭的书籍崇为圣物，那些在过去被杜撰的书籍，也许不知道谁

是它真正的作者，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它，不知道在什么时代被

书写的，作者也会有着与常人一样的软弱、缺点、私欲和遗忘。 

至于伊斯兰，它优越于其它的一切宗教，因为它依据

的是神圣性的启示——《古兰经》和《圣训》，下面将简明

扼要地介绍它俩： 

A-伟大的《古兰经》： 

你在前面已经知道伊斯兰是来自于真主的信仰，真主为此

给他的使者穆罕默德（ ）降示了《古兰经》，作为敬畏者的

向导、穆斯林大众的法规、作为康复真主意欲者心胸的良药和

真主意欲者成功者的灯塔和光明。它包含了真主为此而派遣众

使者的基础
①。《古兰经》不是破天荒的经典，穆罕默德（ ）

也不是破天荒的使者。的确，真主给伊布拉欣（愿主赐福之）降

示了《苏厚福》，他恩赐穆萨（愿主赐福之）《讨拉特》——《旧

                                                        
①
《圣训及其在伊斯兰法律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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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赐予达吾德（ ）《宰布尔》，又赏赐尔萨（ ）带来《引

支勒》——《新约》，这些经典都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真主把

它启示给自己的众先知和使者们，但是前面的这些经典许多已

经丢失，大多数已被删掉，许多已被篡改和更换。 

至于《古兰经》，真主确已亲自负责保护它，并使其成为监

护和废除它之前所有经典的经典。清高的真主说： 

نَ الكِتَابِ  :قال تعاىل هِ مِ يْ دَ َ يَ قاً ملَِّا بَنيْ دِّ صَ قِّ مُ لْنَا إِلَيْكَ الكِتَابَ بِاحلَْ أَنزَ يْهِ  وَ لَ ناً عَ يْمِ هَ مُ   وَ

 )٤٨: (املائدة آ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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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6F

① 

真主描述它是阐明万事万物的经典，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 لِّ يشَ يْكَ الكِتَابَ تِبْيَاناً لِّكُ لَ لْنَا عَ زَّ نَ  )٨٩: (النحل آية  وَ

【我曾降示给你这部经典，阐明万事。】 P207F

②
P描述它是一部正

道和慈恩的经典，清高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بِّكُ ن رَّ يِّنَةٌ مِّ م بَ كُ اءَ دْ جَ قَ  فَ دً هُ َةٌ  وَ محْ رَ  )١٥٧: (األنعام آية  وَ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明证、正道和慈恩，确已降临你们

                                                        
①
《筵席章》第 48节 

②
《蜜蜂章》第 8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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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①真主描述它是一部引人于正道的经典： 

 ُم وَ يَ أَقْ تِي هِ ي لِلَّ ْدِ آنَ هيَ رْ ا القُ ذَ  )٩: (اإلرساء آية إِنَّ هَ

【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人于至正之道。】 P209F

②
P它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导人于正确的道路。 

谁想要了解尊贵的《古兰经》是怎样被降示的，是怎样被

保存的？他就应虔诚为主地、尊崇地了解《古兰经》。清高的真

主说： 

ِنيَ :قال تعاىل املَ بِّ العَ يلُ رَ هُ لَتَنزِ إِنَّ لَ بِهِ الرُّ  وَ زَ نيُ نَ نَ وحُ األَمِ ونَ مِ بِكَ لِتَكُ لْ ىلَ قَ عَ

ينَ  رِ  )١٩٤-١٩٢: (الشعراء آية املُنذِ

【[192]这《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193]那

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194]以便你警告众人。】 P210F

③ 

是养育众世界的主——真主降示的《古兰经》。 

是通过忠实的精神——吉布拉依赖天使（ ）而降示的。 

降示在先知穆罕默德（ ）的心上。 

这部尊贵的《古兰经》是为穆罕默德（ ）圣人保存的永

                                                        
①
《牲畜章》第 157节 

②
《夜行章》第 9节 

③
《众诗人章》第 192-1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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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奇迹——保护各种永恒的迹象直至复生日——的确，从前的

众先知的迹象和奇迹都因他们生命的结束而结束，至于《古兰

经》，真主确已使它成为永久的证据。 

它是伟大的明证、显著的奇迹。真主曾挑战人类，让他们

拟作类似的《古兰经》，或者是拟作其中的十章经文，或者是拟

作其中的一章经文。尽管如此，他们也无法捏造类似的一个词

或一句话，它被降示给一个雄辩的民族。清高的真主说： 

ثْلِهِ  :قال تعاىل ةٍ مِّ ورَ أْتُوا بِسُ لْ فَ اهُ قُ َ ولُونَ افْرتَ قُ تُ  أَمْ يَ تَطَعْ نِ اسْ وا مَ عُ ادْ ن دُونِ اهللاَِّ إِن وَ م مِّ

ادِقِنيَ  نتُمْ صَ  )٣٨: (يونس آية كُ

【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你说：“你们就试拟作一章

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你们就应当舍真主而吁请你们所能吁

请的人。】P211F

① 

这一切都证明了这部尊贵的《古兰经》是来自于真主的启

示：它确已包含了古代各个民族的许多信息，提出将要发生的

各种事件，都已像它所告知的那样发生了，它提到了许多科学

明证，直至当代的学者们也只能明白它的一部分。证明这部尊

贵的《古兰经》是来自于真主的启示还有：这部《古兰经》是

                                                        
①
《优努斯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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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降示给穆罕默德（ ）的，在《古兰经》降示之前没有遇到

过类似他的人，也没有讲述过有相似他的人。清高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يْكُ لَ هُ عَ تُ وْ لَ ا تَ اءَ اهللاَُّ مَ ل لَّوْ َْ الَ  قُ بْلِهِ  وَ ن قَ راً مِّ مُ مْ عُ دْ لَبِثْتُ فِيكُ قَ م بِهِ فَ اكُ رَ أَدْ

لُونَ  قِ عْ  )١٦: (يونس آية  أَفَالَ تَ

【你说：“假若真主意欲，我一定不向你们宣读这部经，真

主也不使你们了解其意义。在降示这部经之前，我确已在你们

中间度过了大半生了，难道你们不明理吗？”】 P212F

①
P在此之前，他

曾经是一位既不会读、又不能写的文盲，没有经常向学者求教

过，也没有坐下来向老师学习过，与此同时，他却与那些雄辩

家们所带来的相竞争： 

 ٍن كِتَاب بْلِهِ مِ ن قَ تْلُو مِ نتَ تَ ا كُ مَ الَ  وَ تَابَ املُبْطِلُونَ  وَ ينِكَ إِذاً الَّرْ طُّهُ بِيَمِ ُ العنكبوت  ختَ

 )٤٨: (آية

【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假若你会读书写字），

那么，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 P213F

②
P在《讨拉特》和《引支勒》

中都描述了这位文盲，他是一位既不会读、也不能写的文盲，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学者们来向他请教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请

求他裁决他们之间所争执的事情，清高的真主阐述了在《讨拉

                                                        
①
《优努斯章》第 16节 

②
《蜘蛛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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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和《引支勒》之中关于他的信息： 

 ِاة رَ مْ يفِ التَّوْ هُ ندَ تُوباً عِ كْ هُ مَ ونَ ِدُ ي ََ يَّ الَّذِ ولَ النَّبِيَّ األُمِّ سُ تَّبِعُونَ الرَّ ينَ يَ ن الَّذِ اإلِ يلِ وَ جِ

وفِ  رُ م بِاملَْعْ هُ رُ أْمُ رِ  يَ نِ املُنكَ مْ عَ اهُ نْهَ يَ مُ الطَّيِّبَاتِ  وَ ِلُّ هلَُ حيُ بَائِثَ  وَ مُ اخلَ يْهِ لَ مُ عَ َرِّ حيُ : آية األعراف  وَ

)١٥٧( 

【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的《讨

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他命令他们行善，

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

物。】P214F

①
P清高的真主为先知穆罕默德（ ）阐明了犹太教徒和基

督教徒的问题： 

  ِء امَ نَ السَّ تَاباً مِّ
مْ كِ يْهِ لَ لَ عَ نَزِّ لُ الكِتَابِ أَن تُ ئَلُكَ أَهْ سْ  )١٥٣: (النساء آية   يَ

【信奉天经的人，请求你从天上降示他们一部经典。】 P215F

②
P清

高的真主说： 

وحِ  :قال تعاىل نِ الرُّ أَلُونَكَ عَ سْ يَ  )٨٥: (اإلرساء آية  وَ

【他们问你精神是什么？】P216F

③
P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أَلُونَكَ  :سبحاتهقال  سْ يَ ِ  وَ نَنيْ رْ ن ذِي القَ  )٨٣: (الكهف آية  عَ

                                                        
①
《高处章》第 157节 

②
《妇女章》第 153节 

③
《夜行章》第 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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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询问左勒盖尔奈英的故事。】①超绝万物的真主说： 

ونَ  :سبحاتهقال  تَلِفُ ْ مْ فِيهِ خيَ ي هُ ثَرَ الَّذِ ائِيلَ أَكْ َ نِي إِرسْ ىلَ بَ قُصُّ عَ آنَ يَ رْ ا القُ ذَ النمل   إِنَّ هَ

 )٧٦: (آية

【这部《古兰经》，的确把以色列的后裔所争论的大部分的

事理告诉他们。】P218F

② 

的确，艾勒盖斯·伊布拉欣·菲利比施在试图写博士论文

时，他感到了无能，他对此束手无策，《古兰经》凭着自己的明

证和权威征服了他，宣布告了他的无能，然后他归顺了自己的

创造者，宣布自己加入了伊斯兰P219F

③
P。 

当有人赠送美籍博士杰法利·兰欧一本尊贵的《古兰经》

译文时，他发现这部《古兰经》与自己的内心在交谈，回答了

他所有的问题，消除他与《古兰经》之间的障碍，真的，他曾

说：“的确，降示这部《古兰经》者，他好像比我对我自身更加

了解。” P220F

④
P怎么不是呢？降示这部《古兰经》者，是他创造了人

类，他就是超绝万物的真主： 

                                                        
①
《山洞章》第 83节 

②
《蚂蚁章》第 76节 

③
《东方学者与传教士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作者：伊布拉欣·赫里里·艾哈默德 

④
《因为信仰而斗争》，作者：杰法利·兰欧博士；翻译：蒙宰尔·阿拜谁，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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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خَ  أَالَ  :سبحانهقال  لَمُ مَ عْ بِريُ  لَقَ يَ وَ اللَّطِيفُ اخلَ هُ  )١٤: (امللك آية وَ

【难道创造者不知道你们所隐匿的言语吗？他是精明的、

是彻知的。】 P221F

①
P他诵读《古兰经》译文是他加入伊斯兰的媒介，

然后他写了以上为你所提到的这本书。 

伟大的《古兰经》包含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它包含了法

规、信条、裁决、交往和礼节。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 ن يشَ نَا يفِ الكِتَابِ مِ طْ رَّ ا فَ  )٣٨: (األنعام آية  مَّ

【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 P222F

②
P在其中有宣传认主独

一，提到真主的美名、属性和工作，宣传众先知和使者们所带

来的正确的道路，根据各种明证，确定复活、赏赐和清算，提

起古代各个民族的消息，以及他们在今世中所遭到的惩罚，和

在后世里等待他们的刑罚与处罚。 

其中有许多明证使学者们不知所措，它适合于各个时

代，学者与研究人士在其中可以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我将仅为你提供三个例子而已，它为你诊断，那就是： 

1.清高的真主说： 

                                                        
①
《国权章》第 14节 

②
《牲畜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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رَ  :قال تعاىل بٌ فُ ذْ ا عَ ذَ نِ هَ يْ رَ جَ البَحْ رَ ي مَ وَ الَّذِ هُ اجٌ  اتٌ وَ لْحٌ أُجَ ا مِ ذَ هَ امَ  وَ يْنَهُ لَ بَ عَ جَ وَ

خاً  زَ رْ وراً  بَ ْجُ راً حمَّ جْ حِ  )٥٣: (الفرقان آية وَ

【他就是任两海之间自由交流的，这是很甜的淡水，那是

很苦的咸水；他在两海之间设置屏障和堤防。】P223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قِهِ  :قال تعاىل وْ ن فَ جٌ مِّ وْ قِهِ مَ وْ ن فَ جٌ مِّ وْ اهُ مَ شَ غْ يٍّ يَ رٍ جلُِّّ تٍ يفِ بَحْ ظُلُامَ تٌ  أَوْ كَ لُامَ ابٌ ظُ حَ سَ

ا اهَ رَ دْ يَ كَ ْ يَ هُ ملَ دَ جَ يَ رَ ا أَخْ قَ بَعْضٍ إِذَ وْ ا فَ هَ ن نُّورٍ  بَعْضُ امَ لَهُ مِ ْعَلِ اهللاَُّ لَهُ نُوراً فَ ََ ْ ن ملَّ مَ : النور آية وَ

)٤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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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4F

② 

众所周知，穆罕默德（ ）没有航过海，在他那个时代

也没有具体的工具帮助他测量海洋的深度，除了真主之外，又

有谁能告诉穆罕默德（ ）这些知识呢？ 

2.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قال تعاىل ن سُ انَ مِ نسَ نَا اإلِ قْ لَ دْ خَ لَقَ ن طِنيٍ وَ كِنيٍ  لَةٍ مِّ ارٍ مَّ رَ ةً يفِ قَ نَاهُ نُطْفَ لْ عَ َُمَّ جَ

 نَا قْ لَ خَ ةً فَ غَ ضْ ةَ مُ قَ لَ نَا العَ قْ لَ خَ ةً فَ قَ لَ ةَ عَ نَا النُّطْفَ قْ لَ امً َُمَّ َُمَّ خَ ا العِظَامَ حلَْ نَ وْ سَ ظَاماً فَكَ ةَ عِ غَ املُضْ

                                                        
①
《准则章》第 53节 

②
《光明章》第 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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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لِقِنيَ  نُ اخلَ سَ كَ اهللاَُّ أَحْ تَبَارَ رَ فَ قاً آخَ لْ اهُ خَ أْنَ  )14-12: (املؤمنون آية أَنشَ

【[12]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13]然后，我使他变

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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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25F

①
P学者们只是在近代才发现这种

详细地关于胎儿被创造的各个阶段的知识。 

3.清高的真主说： 

وَ  :قال تعاىل ا إِالَّ هُ هَ لَمُ عْ يْبِ الَ يَ اتِحُ الغَ فَ هُ مَ ندَ عِ ِّ  وَ ا يفِ الربَ مُ مَ لَ عْ يَ رِ  وَ الْبَحْ قُطُ  وَ ا تَسْ مَ وَ

ن ا مِ هَ لَمُ عْ ةٍ إِالَّ يَ قَ رَ الَ  وَ ضِ  وَ تِ األَرْ لُامَ  يفِ ظُ
بَّةٍ طْبٍ  الَ وَ  حَ الَ  رَ بِنيٍ  وَ ابِسٍ إِالَّ يفِ كِتَابٍ مُّ األنعام  يَ

 )٥٩: (آية

【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只有他认识那些宝藏。他认

识陆地上和海中的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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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枯槁的草木，

没有一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P226F

②
P人类没有去概括性的思考，也不

思考这些，更不用说他有能力。然而，假若部分学者观察植物，

或者观察动物，然后他们记录下关于这方面他们自己所了解的

                                                        
①
《信士章》第 12-14节 

②
《牲畜章》第 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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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我们对此非常欣赏。理论上，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远远超

出了他们所观察到的。 

法国学者穆利斯·布卡耶曾经把《讨拉特》、《引支勒》和

《古兰经》与最新关于天、地和人类被创造的探索成果对比，

他发现当代探索符合《古兰经》中所提到的，同时他还发现流

传至今的《讨拉特》和《引支勒》包含着许多关于天、地、人

类和动物被创造的错误知识。
① 

B-《圣训》： 

真主给他的使者穆罕默德（ ）降示了尊贵的《古兰经》，

与此同时，他又启示了自己的使者与其相似的——那就是解释

和阐明《古兰经》的《圣训》，他（ ）说：“真的，我带来了

《古兰经》和与其相似的。”②真主允许他阐述《古兰经》中普

通性的、或特指性的、或概括性的。清高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لَ إِلَيْهِ زِّ ا نُ َ لِلنَّاسِ مَ رَ لِتُبَنيِّ كْ لْنَا إِلَيْكَ الذِّ أَنزَ ونَ  وَ رُ كَّ تَفَ مْ يَ هُ لَّ لَعَ : النحل آية  وَ

)٤٤( 

                                                        
①
请观看｛《讨拉特》、《引支勒》和《古兰经》在当代科学中｝，作者：姆利斯·布卡耶，他

曾经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医生，后来加入了伊斯兰，第 133-283 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4册，第 131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604段《圣训》，第 4

册，第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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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降示你教诲，以便你对众人阐明他们所受的启示，以

便他们思维。】① 

《圣训》：是伊斯兰的第二立法原则，是指所有从先知穆罕

默德（ ）那儿传来的——根据直至追朔到使者的、正确的线

索——言语、或行为、或默认、或描述。 

《圣训》是来自于真主启示给自己的使者穆罕默德（ ）

的，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不会根据自己的私欲而为所欲言。

清高的真主说： 

:قال تعاىل وَ نِ اهلَ نطِقُ عَ ا يَ مَ وَ إِالَّ  وَ ى إِنْ هُ يٌ يُوحَ حْ وَ يدُ القُوَ دِ هُ َْ لَّمَ النجم   عَ

 )٥-٣: (آية

【[3]他未随私欲而言，[4]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5]教授

他的，是那强健的主。】P230F

②
P他只是向人类传达自己所受到的命令。

清高的真主说： 

َّ :ل تعاىلقا ى إِيلَ ا يُوحَ بِعُ إِالَّ مَ بِنيٌ  إِنْ أَتَّ يرٌ مُّ ا إِالَّ نَذِ ا أَنَ مَ  )9: (األحقاف آية وَ

【（穆罕默德说：）我只遵从我所受的启示，我只是一个坦

率的警告者。】P231F

③ 

                                                        
①
《蜜蜂章》第 44节 

②
《星宿章》第 3-5节 

③
《沙丘章》第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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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的《圣训》贯彻于伊斯兰的各项法律、原则、功修、

交往和礼节中。先知穆罕默德（ ）服从他所受到的命令，并

为人类阐明真主的命令，他命令人们效仿自己的行为。犹如主

的使者（ ）说：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صلوا كام رأيتموين أصيل: (وسلم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رسول اهللا لاق

“你们当像看见我礼拜的方式那样去礼拜。” P232F

①
P的确，真主

命令信士们当效仿先知的言行举止，直至为他们完美他们的信

仰，清高的真主说： 

و اهللاََّ :قال تعاىل جُ رْ انَ يَ نَةٌ ملَِّن كَ سَ ةٌ حَ وَ ولِ اهللاَِّ أُسْ سُ مْ يفِ رَ انَ لَكُ دْ كَ رَ  لَقَ مَ اآلخِ الْيَوْ رَ  وَ كَ ذَ وَ

ثِرياً   )٢١: (ألحزاب آيةا اهللاََّ كَ

【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记念真主者，你们有使者可

以作你们的优良模范。】P233F

② 

高贵的圣门弟子们（愿主喜悦他们）把先知（ ）的言行

传述给他们之后的人，再传弟子们又把圣行传述给他们之后的

人们，直至《圣训》完善地编辑成册。的确，当时对传述《圣

训》的人要求的特别严格，他们要求应向圣门弟子学习《圣训》，

                                                        
①
《布哈里圣训集》，“宣礼篇”1/155 

②
《同盟军章》第 21节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168 

直至传述人的线索联系到主的使者（ ）①，所有的传述人都

必须是可靠的、公正的、诚实的、守信的。 

就像《圣训》是贯穿于伊斯兰的各项法则一样，它也是阐

明尊贵的《古兰经》和解释古兰经文的一门学科，它解释《古

兰经》中概括性的法律，先知穆罕默德（ ）阐明他所接受的

启示，他有时用言语来说明，有时用行动去说明，有时用言语

和行为同时去解释，除《古兰经》之外，有时《圣训》会独自

阐明部分裁决和法律。 

必须相信《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信仰的两项基本

原则，应当遵循它俩、响应它俩的号召、遵守它俩的命令，远

离它俩的禁止，诚信它俩的一切信息，相信《古兰经》和《圣

训》中所提到的真主的美名、属性和行为，相信真主为自己的

爱仆——信士们所预备的各种恩典；也坚信真主为他的敌人—

—非信士（昧恩者）所准备的各种痛苦的刑罚。清高的真主说： 

الَ  :قال تعاىل مْ  فَ هِ سِ وا يفِ أَنفُ ِدُ مْ َُمَّ الَ ََ يْنَهُ رَ بَ جَ يامَ َْ
وكَ فِ مُ َكِّ تَّى حيُ نُونَ حَ مِ ؤْ بِّكَ الَ يُ رَ وَ

يْتَ  َّا قَضَ جاّ ممِّ رَ لِيامً  حَ وا تَسْ لِّمُ سَ يُ  )٦٥: (النساء آية  وَ

【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

                                                        
①
这种传述《圣训》的独特方式，在穆斯林跟前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学科《驳回与纠正学》和

《圣训专用术语学》，这是专归伊斯兰民族的两门学科，在此之前并没有这两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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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芥蒂，并且他们完

全顺服。】①超绝万物的真主又说： 

وهُ  :سبحانهقال  ذُ ولُ فَخُ سُ مُ الرَّ اكُ ا آتَ مَ وا وَ انتَهُ نْهُ فَ مْ عَ َاكُ ا هنَ مَ  )٧: (احلرش آية  وَ

【使者命令你们的，当遵守之；使者禁止你们的，当戒绝

之。】P236F

② 

在知道伊斯兰的基础之后，最好我们再谈谈它的等级：伊

斯兰（顺从）、伊玛尼（坚信）和伊哈萨尼（完善），我们将简

明扼要地涉及到这些等级的要素。 

 

                                                        
①
《妇女章》第 65节 

②
《放逐章》第 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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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等级① 

伊斯兰（顺从）：它有五大要素，即：两个作证词、礼

拜、天课、斋戒和朝觐。 

第一要素：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穆

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 

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的意思是：在天地

间，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只有他

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神灵，除他之外的一切神灵都是虚妄的②。

这个作证词要求作证者必须虔诚地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否认

他之外的一切虚妄的神灵，作证者只有实现两件事情，其证词

才能有益于他： 

第一：相信、明白、坚信、诚信和喜爱地说：“除了真主之

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①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认主学》、《三大根本》和《步行去礼拜的礼节》作者：伊

玛目穆罕默德·本·阿布杜勒万哈布（愿主怜悯他）；《正教》，作者：谢赫阿布杜赖哈曼·艾

勒阿慕尔；《必须了解伊斯兰》，作者：谢赫穆罕默德·本·阿里·艾勒阿尔法吉；《伊斯兰

的要素》，作者：谢赫阿布杜拉·本·加伦拉·艾勒加仑拉；《伊斯兰和伊玛尼注释》，作者：

学生联谊会，谢赫阿布杜拉·艾勒吉布利奈校正。 
②
《正教》，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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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否认真主之外一切被崇拜的，谁说了这个证词，但

没有否认真主之外所受崇拜的，那么，他的作证词对他毫无裨

益①。 

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意思是：顺从穆罕默德

的命令，诚信他所告诉的一切信息，远离他的禁律，只按照他

制定的法律去崇拜真主，明白并且相信穆罕默德（ ）是真主

派遣给全人类的使者，他是一个仆人，而不是被崇拜的；他是

一位使者，而不是说谎者，不然，人们应当顺从并追随他。谁

顺从他，将来就能进入天堂；谁违背他，将来必进火狱。明白

并且相信他传达的法律——不论是真主命令的信仰，还是各种

功修仪式；也不论是法律制度、还是道德品质，或者是组建家

庭，或者是其它关于合法与非法的问题……除了遵循这位尊贵

的使者——穆罕默德（ ）的道路，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

他是传达真主法律的使者。② 

第二要素：礼拜③ 

礼拜是伊斯兰的第二要素，它也是伊斯兰的柱石。当然，

                                                        
①
《认主独一者的喜悦》，第 60页 

②
《正教》，第 51-52页 

③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先知（ ）礼拜的形式》，作者：谢赫阿布杜阿齐兹·本·巴

兹阁下（愿主怜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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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又是仆人与真主之间的联带，每天反复地礼五次拜，人们

在拜中更新自己的信仰，从各种罪恶的污秽中洗涤自己的身心，

保护自身远离一切丑事与罪恶。当人们早晨从睡眠中醒来时，

在他忙碌俗世的浮华之前，他洁净地站在自己养主的面前——

然后他赞颂真主至大，承认崇拜他，求他援助，求他引导，凭

着叩头、站立和鞠躬更新自己与主之间的服从与崇拜的约会，

每天如此重复五次，必须要在身心、衣服和礼拜处洁净的状况

下才能完成拜功，穆斯林应当与自己的穆斯林兄弟一起集体完

成礼拜（如果他有能力），他们的心朝向他们的养主，他们的脸

朝向尊贵的卡尔白——真主的朝房（天房）。礼拜确是仆人根据

最完美的、最健全的方式来崇拜清高伟大的创造主的。谁因为

颂扬真主而以自己的各个器官——口舌、双手、双脚、头、感

官，以及身体上其它部位的工作——看守了礼拜，那么，他身

体的各个器官都能从这项伟大的工作中获得丰厚的报赏。 

感官和器官获得它们各自丰厚的报赏，心灵也获得了它自

己丰厚的报赏，其中包含了颂扬、赞颂、赞美、赞主清净、赞

主至大，真正的见证，在养主面前诵读《古兰经》、站立，仆人

站着是为了向安排者、养育者——真主谦逊、卑躬屈膝，然后

在这个位置中向他谦恭、屈服和祈求，然后谦恭、顺服地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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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头和打坐，屈服他的伟大，向他的尊严卑躬屈膝；的确，礼

拜者的心已因为主而平静，身体已为他卑躬屈膝，器官已为他

谦恭，最后以赞颂真主、祝福他的先知穆罕默德（ ），礼拜

者为自己向养主祈求今后两世的幸福而结束礼拜。
① 

第三要素：天课② 

天课是伊斯兰的第三要素。穆斯林富人必须交纳自己财产

的天课，它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把它交给穷人和赤贫者，

以及那些可以享用的人们。 

穆斯林必须把天课交给应该享用它的人，以此纯洁自身。

不允许责备接受天课者，更不允许因为交给他们天课的因素而

伤害他们，穆斯林交纳天课必须是为了寻求真主的喜悦，而不

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奖赏、更不是为了得到他人的感谢。不然，

穆斯林交纳天课纯粹是为了寻求真主的喜悦，既不为名，更不

为利。 

交纳天课可以带来吉庆，安慰穷人、赤贫者和急需者的心

灵，消除他们自卑的心理，同情他们的不幸和困难。如果富裕

                                                        
①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2册，第 384页 

②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天课与斋戒》，作者：谢赫阿布杜阿齐兹·本·巴兹阁下（愿

主怜悯他），《天课与斋戒》，作者：谢赫穆罕默德·本·刷利哈·艾勒欧赛米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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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放弃了他们，结局将会与此背道而驰。交纳天课者应当具备

慷慨、大方、尊重、贡献和同情的美德，抛弃吝啬、小气和恶

劣的特性。其中可以体现出穆斯林大众互相帮助，富人同情穷

人的状况。如果实施了这种制度，那么在这个社会中就不会有

赤贫者，也不会有繁重的借债者，更不会出现断了盘缠的旅行

者。 

第四要素：斋戒① 

封“赖麦丹”月的斋戒，时间是从天刚放亮直至太阳落山。

斋戒者在此期间应放弃吃、饮与房事，其中有崇拜超绝万物的、

清高的真主，抑制自身欲望的哲理。真主确已减轻了病人、旅

行者、孕妇、月经妇和产妇的斋戒，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有相适

应的法律裁决。 

在这个月里，穆斯林抑制自身的欲望，凭着斋戒这项功课

使自己从远离各种类似牲畜的行为转变为类似接近真主的众天

使的行为，直至斋戒者一定会觉得在今世里除了获得真主的喜

悦外，自己没有任何需求。 

斋戒能复活心灵，不贪婪今世，渴望真主阙前的恩惠，使

                                                        
①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天课与斋戒》，作者：谢赫阿布杜阿齐兹·本·巴兹阁下（愿

主怜悯他），《天课与斋戒》，作者：谢赫穆罕默德·本·刷利哈·艾勒欧赛米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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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者想起贫穷者及其处境，怜悯他们，让他们知道真主的恩

典，增加他们对真主的感谢。 

斋戒能纯洁心灵，使其持之以恒地敬畏真主，让每个人与

社会都体会到真主的保护，无论是在他富裕或患难的时候，也

不论是在他公开或秘密的地方；让整个社会在斋月都生活在遵

守这项功课、敬畏真主之中，它能促使人畏惧清高的真主，信

仰真主，相信末日，坚信真主知道一切秘密与隐藏的事情，坚

信有一天每个人都将要站在自己养主的面前接受考问，无论工

作大小。
① 

第五要素：朝觐② 

就是去麦加朝觐真主的天房。每一位成年的、理智健全的、

有能力的穆斯林都应当朝觐天房。他必须有能力去朝觐天房、

拥有足够的往返盘费、留足够家人的生活费用、旅途平安、自

己不在时家人的平安。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

朝觐天房的义务。 

想去朝觐的人应该向真主悔过自新，以便纯洁自身罪恶的

                                                        
①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2册，第 384页 

②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朝觐指南》，《阐明朝觐中的诸多问题》作者：谢赫阿布杜阿

齐兹·本·巴兹阁下（愿主怜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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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垢。当他到达麦加和各个神圣的禁标之后，应因为崇拜和敬

重真主而完成朝觐的各种仪式，应当知道：除真主之外，卡尔

拜（天房）与各个禁标都不应受到崇拜，因为它既不能带来利

益，也不会带来伤害，假若不是真主命令到麦加与禁标那儿去

朝觐，穆斯林是不会去那儿朝觐的。 

在朝觐时，穆斯林男子应该穿两块白色的披风和裹裙，世

界各地的穆斯林相聚一堂，穿着统一的服饰，崇拜着独一无二

的主宰，领袖与平民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

没有任何区别，所有的人都是真主创造的、都是真主的仆人，

穆斯林之间只凭着敬畏真主和善功而相互优越。 

朝觐使穆斯林大众达到相互援助、相互认识的目的，共同

记住真主复活他们所有人的日子，为了清算而把他们集合在同

一个地方，他们以着顺从清高的真主而为死后做好准备。
① 

 

                                                        
①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2册，第 385页，《正教》，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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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功修① 

崇拜：就是意义和实质方面的崇敬真主。真主是创造者，

你是被创造者，你是仆人，真主是应受你崇拜的。如果事实果

真如此，那么，人在今世生活中必须遵行真主的康庄大道、遵

循真主的法律、追随众使者的足迹。真主确已为他的仆人制定

了各项伟大的法律，例如：实现“认主独一”——众世界的养

主、礼拜、天课、斋戒和朝觐。 

但这些并不是伊斯兰中所有的崇拜功修，崇拜在伊斯兰中

包含甚广，指真主所喜爱的一切内、外言行举止的总称。你所

做的一切受真主喜爱的工作、或所说的一切受真主喜爱的言语，

它就是崇拜。然而，所有美好的习俗，当你举意是为了接近真

主而做，那么，它就属于功修；如果你交往的目的是为了取得

真主的喜悦，而按照美好的方式与自己的长辈、家人、妻室子

女或邻居交往，那么，它就是一种功修；如果你是为了取得真

主的喜悦，而在家中、市场或办公室里与人优美的交往，那么，

它就是一种功修；如果你是为了取得真主的喜悦，而完成信托、

                                                        
①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功修》，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愿主怜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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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纳天课、公正、制止伤害、援助弱者、合法的经营、对妻室

子女的费用、帮助穷人、探望病人、供给饥饿者食物，它都属

于功修；如果你是为了真主的喜悦，而为自身、或为家人、或

为社会、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工作，那么，它都属于功修。甚

至于你在真主允许的范畴内实现自己的嗜好，如果是清廉的举

意，它就是一种功修。先知穆罕默德（ ）说： 

أيأيت أحدنا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وا. ويف بضع أحدكم صدقة: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أرأيتم لو وضعها يف حرام أكان عليه وزر؟ فكذلك إذا وضعها : قال شهوته ويكون له فيها أجر؟

  رواه مسلم )يف احلالل كان له أجر

“在你们的房事中也有一种施舍。”他们（即圣门弟子们

——愿主喜悦他们）说：“主的使者啊！我们的房事中也有一种

回赐吗？”使者说：“你们看如果某人把它用在非法的行径中，

难道对它不是一件罪行吗？同样，当他把其用在合法的行为中，

对他就有一种回赐。” P249F

① 

主的使者（ ）又说： 

يعتمـل بيديـه : قـال !أرأيـت إن مل جيـد: قيـل .عىل كل مسلم صـدقة: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 قيـل لـه: قـال. قـال يعـني ذا احلاجـة امللهـوف أرأيـت إن مل يسـتطع؟: قال .فينفع نفسه ويتصدق

                                                        
①
《穆斯林圣训集》天课篇，第 1006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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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مسك عن الرشـ : قال قال أرأيت إن مل يفعل؟. يأمر باملعروف أو اخلري: قال أرأيت إن مل يستطع؟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مسلم )فإهنا صدقة

 “每位穆斯林都有施舍。”有人说：“主的使者啊！如果找

不到呢？”使者说：“他亲手工作，裨益自己，然后再施舍。”

又说：“如果也做不到，您看怎么办呢？”使者说：“帮助困难

的人。”又说：“如果也做不到，您看怎么办呢？”使者说：“让

他命人行善。”又说：“如果还是不能够，您看怎么办呢？”使

者说：“让他止人做恶，那也是对他的施舍。”P250F

① 

  

                                                        
①
《布哈里圣训集》天课篇，第 29门；《穆斯林圣训集》天课篇，第 1008段《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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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等级① 

伊玛尼及其要素：信仰真主、相信他的众天使、相信他

所有的经典、相信他的众使者、相信末日和相信前定。 

第一：信仰真主 

相信清高真主的养育性，即：他是创造、养育、掌管和处

理万事万物的主宰；相信清高真主的神圣性，即：他是真正应

受崇拜的主宰，除他之外，所有被崇拜的都是虚妄的；相信真

主的美名和属性，即：他拥有一切美名和完美、至上的属性。 

信仰真主的独一无二性，因为在他的养育性中他是独一无

二的主宰，在他的神圣性中他也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在他的美

名和属性中他还是独一无二的主宰。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بُّ السَّ ضِ  رَ األَرْ هُ  وَ بُدْ اعْ امَ فَ يْنَهُ ا بَ مَ مُ لَهُ  وَ لَ عْ لْ تَ تِهِ هَ بَادَ ْ لِعِ طَربِ اصْ وَ

ياّ  مِ  )٦٥: (مريم آية  سَ

【他是天地万物的主，你应当崇拜他，你应当耐心，你知

                                                        
①
 希望详细地了解者，请阅读《阐述信仰基础》作者：谢赫穆罕默德·本·刷利哈·艾勒

欧赛米阁下《信仰》，作者：伊斯兰大学者伊本泰易米耶（愿主怜悯他）；《正统派的信仰》，

作者：谢赫穆罕默德·本·刷利哈·艾勒欧赛米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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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有匹敌吗？。】① 

坚信他是瞌睡不能侵犯、睡眠不能克服的主，坚信他是全

知幽明的主，坚信他是拥有天地万物国权的主。 

 َو ا إِالَّ هُ هَ مُ لَ عْ يْبِ الَ يَ اتِحُ الغَ فَ هُ مَ ندَ عِ ِّ  وَ ا يفِ الربَ مُ مَ لَ عْ يَ رِ  وَ الْبَحْ قُطُ مِن وَ ا تَسْ مَ ةٍ إِالَّ  وَ قَ رَ وَ

ا هَ لَمُ عْ الَ  يَ ضِ  وَ تِ األَرْ لُامَ  يفِ ظُ
بَّةٍ الَ  حَ طْبٍ  وَ الَ  رَ بِنيٍ  وَ ابِسٍ إِالَّ يفِ كِتَابٍ مُّ  )٥٩: (األنعام آية 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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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枯槁的草木，

没有一样不详载在天经中。】P253F

② 

坚信清高的真主是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之上的“阿尔西”的

上面，同时，他也伴随着众生，知道他们的状况，全听他们的

言语，全观他们的处所，处理他们的事物，供给穷人，帮助受

伤的人，赐予他所意欲者王权，从他意欲者手中剥去王权，他

是大能于万事万物的主。P254F

③ 

信仰真主的益处： 

1.能使仆人喜爱真主，敬畏真主，使人们遵循真主的命令，

                                                        
①
《麦尔彦章》第 65节 

②
《牲畜章》第 59节 

③
《正统派的信仰》，第 7，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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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他的禁止，如果仆人履行了这些，他就能以此而获得两世

的幸福。 

2.信仰真主能培养人内在的自尊和高尚的情操。因为他知

道真主才是这个宇宙中真正掌管万物的主宰，只有他才能带来

利益与灾难。这项知识使信仰者满足，不需要向真主之外的任

何（人或物）寻求，能消除他心中对其它事物的畏惧，使他只

希望真主，只害怕他。 

3.信仰真主能培养仆人的内心谦恭。因为他知道自己所拥

有的恩典，都是来自于真主，恶魔不能欺骗他，他不会因为自

己的能力和财产而得意忘形，不会妄自尊大，更不会骄傲自满。 

4.信仰真主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凭着真主喜悦的善

功才是获得成功和得救之道，这时，他就会知道其它的信仰都

是虚妄的。例如：真主为了消除人的罪恶而把自己的儿子钉死

在十字架上，或者是信仰多神，相信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事实上，多神即不能带来利益，也不会带来伤害，或者是否

认，不相信创造者的存在……这所有的都是妄言，直至当复生

日他们来到真主的面前，亲眼目睹各种实质，他们才知道他们

曾经是在明显的迷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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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仰真主能培养人巨大的能力——决心、无畏、坚忍、

坚定、以及托靠真主。与此同时，为了寻求真主的喜悦，他就

能胜任今世中各种优越的事情，就会坚信他是托靠于天地的主

宰，是他亲手援助自己，他就会坚定不移地忍耐、坚定和托靠

真主。① 

第二：相信众天使 

相信真主创造众天使，是因为他们顺从他，他把他们描述

为： 

 َُن محْ ذَ الرَّ َ الُوا اختَّ قَ ونَ  وَ مُ رَ كْ بَادٌ مُّ هُ بَلْ عِ انَ بْحَ لَداً سُ لِ  وَ وْ هُ بِالْقَ ونَ بِقُ سْ هِ  الَ يَ رِ م بِأَمْ هُ وَ

لُونَ  مَ عْ  )27-26: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يَ

【他们是受优待的奴仆，他们在他那里不敢先开口，他们

只奉行他的命令；他知道在他们前面和后面的；他们只替他所

喜悦者说情。他们为敬畏他而恐惧。】 P256F

②
P描述他们是： 

 ِات وَ مَ ن يفِ السَّ لَهُ مَ ضِ  وَ األَرْ ونَ  وَ ُ ربِ تَكْ سْ هُ الَ يَ ندَ
نْ عِ مَ تِهِ  وَ بَادَ نْ عِ الَ  عَ ونَ  وَ ُ رسِ تَحْ سْ  يَ

  َيْل ونَ اللَّ بِّحُ سَ ونَ  يُ ُ رتُ فْ ارَ الَ يَ النَّهَ  )20-19: (األنبياء آية وَ

【凡在他那里的，都虔诚地崇拜他，既不傲慢，又不疲倦。

                                                        
①
《正统派的信仰》，第 44页；《伊斯兰的基础》，第 80，84页； 

②
《众先知章》第 26-27节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184 

他们昼夜赞他超绝，毫不松懈。】①真主隐匿了他们，我们看不

见他们，也许真主为他的部分先知和使者揭示了他们中的部分

天使。 

众天使奉命负责着各项工作。他们中有吉布拉依赖天使负

责启示，他把真主阙前的启示降示给真主所意欲的仆人们——

众使者，他们中有负责取命的天使，他们中有负责子宫里胎儿

的天使，他们中有负责保护阿丹子孙（人类）的天使，他们中

有负责记录人类工作的天使。每个人都有两位记录着自己所有

工作的天使： 

 ِني نِ اليَمِ يَانِ عَ قِّ قَّى املُتَلَ تَلَ عِيدٌ  إِذْ يَ لِ قَ امَ نِ الشِّ عَ قِيبٌ  وَ هِ رَ يْ لٍ إِالَّ لَدَ وْ ن قَ ظُ مِ لْفِ ا يَ مَ

تِيدٌ   )١٨-١٧: (ق آية عَ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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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 P258F

② 

相信众天使的益处： 

1.纯洁穆斯林的信仰，远离各种举伴的污秽和污垢。因为

当穆斯林相信众天使的存在——真主让他们负责这些伟大的工

                                                        
①
《众先知章》第 19-20节 

②
《戛弗章》第 17-18节；《正统派的信仰》，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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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么，他只会单纯地相信这些被造物的存在和参与这个宇

宙的运行。 

2.使穆斯林知道众天使即不能带来利益，更不会带来伤

害，他们只是受优待的爱仆——他们不会违背真主的命令，他

们只奉命行事。我们不能崇拜他们，也不能朝向他们，更不能

牵挂着他们。 

第三：相信真主降示的所有经典 

相信真主为了阐明真理，号召人们归向他，而降示给他的

众先知和使者们的一切经典，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نَا بِالْبَيِّنَاتِ :قال تعاىل لَ سُ نَا رُ لْ سَ دْ أَرْ مُ الكِتَابَ  لَقَ هُ عَ لْنَا مَ أَنزَ انَ لِيَ  وَ ِيزَ املْ قُومَ النَّاسُ وَ

طِ   )٢٥: (احلديد آية  بِالْقِ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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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9F

①
P这些经典很多，其中有：

伊布拉欣的《苏厚福》，穆萨的《讨拉特》，达吾德的《宰布尔》，

麦西哈尔萨《引支勒》——愿主赐福他们。 

相信从前这所有被证实的经典，相信真主把这些经典降示

给了他的众使者，包含真主意欲向那个时代的人们传达的法律。 

                                                        
①
《铁章》第 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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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告诉我们这些已经被废除的经典，伊布拉欣的《苏厚

福》在今世中已不复存在，至于《讨拉特》、《引支勒》和《宰

布尔》，即使它们的名字仍然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存在，

但是确已被篡改、遭到变更，大多数已经失去，增添了许多不

属于它们的东西，但是它们并不能追溯到其宣传者（诸位先知），

在《旧约》中有四十多篇著作，只仅仅有五篇可以追溯到穆萨

圣人而已，今天所存在的《新约》，没有一篇可以追溯到麦西哈

尔萨圣人。 

至于真主降示的最后一部经典，它就是降示给穆罕默德圣

人（ ）的伟大的《古兰经》，它一直在真主的保护之中，无

论是它的字母、或单词、或音符、或意义，都没有遭到任何篡

改或变更。 

伟大的《古兰经》与现存的古代经典之间区别很多，

其中有： 

1.这些古代的经典的确已经遗失，附加了篡改和替换，并

追溯不到其宣传者，其中被添加了各种注释、评论和注解，它

包含了许多违背神圣的启示、理智和天性的事物。 

至于尊贵的《古兰经》，它一直得到真主的护佑，根据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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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示给穆罕默德圣人（ ）的字母和言语，没有遭到人为的篡

改，也没有任何附加。当然，穆斯林渴望尊贵《古兰经》的存

在，远离一切污秽，它没有参杂其它任何事物——无论是穆圣

（ ）的生平，或者是圣门弟子的生平（愿主喜悦他们），或

者是尊贵《古兰经》的注释，或者是各种功修和交际的裁决。 

2.今天，古代的那些经典没有任何历史传述依据，而且部

分经典不知道是降示给谁的，是以哪种语言记录的，当然，其

中的部分追溯到的并不是带来它的人。 

至于《古兰经》，穆斯林大众根据连续不断的口头和书面记

载传述了它，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地区，穆斯林大众里都有数不

胜数的人背诵着这部经典，都被成千上万份书本记载着，当口

头传述的与书面记载的没有达成一致时，不会相信错误的而抄

写，必须背记的与书面记录的相一致。 

此外，《古兰经》被口头传述，今世中的任何书籍都没有像

它那样荣幸，除了在穆罕默德（ ）的民族中，找不到任何类

似这种的传述形式。这种传述的途径是：学生从其老师那儿内

心明白地背记了《古兰经》，他的老师是从他的老师那儿背记了

它，然后这位老师授予学生被称为“许可证、文凭”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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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在证书中证明他确已教授了自己学生的知识，既是他从每

一位老师那儿所学到的知识，一位接着另一位，他们中的每一

个人都以着自己的名字称呼他的授业恩师，这条线索一直联系

到主的使者（ ），就这样，这种口授的传述线索从学生连续

到使者穆罕默德（ ）。 

的确，各种有力的证据和历史见证——也是连续不断的线

索——相互合作可以知道尊贵《古兰经》中的每一章、每一节

经文是在哪里被降示的？是何时降示给穆罕默德（ ）的。 

3.过去被降示的各部经典所使用的语言在很早以前都已失

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说那些语言，现代理解它的人也很少。 

至于降示《古兰经》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充满生机的

言语，今天有数亿万人说这种语言，它在世界各地被学习和教

授着，谁没有学习它，但是他可以发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

人教授他明白尊贵《古兰经》的含义。 

4.古代的各部经典，都是针对当时特定的时代，针对专门

的民族，而不是针对其他的人，因此，它包含着专门针对某个

民族、某个时代的法律，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它就不会适合

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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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伟大的《古兰经》，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经典，适应各

个时代和地区，包含着改善各个民族的法律、交际和美德。适

合各个时代，所以，它的召唤是针对全人类的。 

以上，我们阐明了没有原文、在大地上没有人会说那些语

言的古代经典，在被篡改之后不能作为真主对人类的指引……

只有被保护的经典、没有遭到增减和篡改的经典、其原文布满

世界的各个角落、被充满生机的语言记录着的经典——数亿万

人诵读着它，他们向人类传达着真主的使命——才能作为真主

对人类的指引，这部经典，它就是伟大的《古兰经》，真主把它

降示给穆罕默德（ ），它监护着那些古代的经典，证实它们

——被篡改之前的经典——见证它们，所有的人都应当遵循它，

以便它成为全人类的光明、良药、引导和慈悯。清高的真主说： 

وهُ  :قال تعاىل بِعُ اتَّ كٌ فَ بَارَ لْنَاهُ مُ ا كِتَابٌ أَنزَ ذَ هَ ُونَ  وَ محَ مْ تُرْ لَّكُ وا لَعَ قُ اتَّ : األنعام آية وَ

)١٥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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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60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ا النَّاسُ  :قال تعاىل ا أَهيُّ لْ يَ ِيعاً  قُ مْ مجَ ولُ اهللاَِّ إِلَيْكُ سُ  )١٥٨: (آية األعراف  إِينِّ رَ

                                                        
①
《牲畜章》第 1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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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众人啊！我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全体的使者。】① 

第四：相信真主派遣的众使者（愿主赐福他们） 

真主确为人类派遣了众使者，如果人们信仰了真主，相信

了众使者，众使者就向他们传达喜讯；如果人们违背了真主及

其使者们，众使者就以严厉的刑罚警告他们。清高的真主说： 

والً أَ :قال تعاىل سُ ةٍ رَّ لِّ أُمَّ ثْنَا يفِ كُ دْ بَعَ لَقَ وا اهللاََّ وَ بُدُ وتَ  نِ اعْ تَنِبُوا الطَّاغُ اجْ  )٣٦: (النحل آية وَ

【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

当远离恶魔。”】P262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ينَ  :قال تعاىل ِ بَرشِّ الً مُّ سُ لِ  رُ سُ دَ الرُّ عْ ةٌ بَ جَّ ىلَ اهللاَِّ حُ ونَ لِلنَّاسِ عَ كُ ينَ لِئَالَّ يَ رِ نذِ مُ انَ اهللاَُّ  وَ كَ وَ

كِيامً  يزاً حَ زِ  )١٦٥: (النساء آية 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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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3F

③ 

使者很多，第一位是努哈（愿主赐他平安），最后一位是穆

罕默德（ ）。他们中有真主告诉我们的，如：伊布拉欣、穆

萨、尔萨、达吾德、叶哈亚、宰克利亚、刷利哈（愿主赐福他

                                                        
①
《高处章》第 158节；请查阅《正确的信仰与违背他的事项》，第 17页；《正统派的信仰》，

第 22页；《伊斯兰的基础》，第 89页； 
②
《蜜蜂章》第 36节 

③
《妇女章》第 165节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191 

们）；有真主没提到其信息的使者。清高的真主说： 

بْلُ  :قال تعاىل ن قَ يْكَ مِ لَ مْ عَ نَاهُ صْ دْ قَصَ الً قَ سُ رُ لَ  وَ مْ عَ هُ صْ ْ نَقْصُ الً ملَّ سُ رُ لَّمَ اهللاَُّ  يْكَ وَ كَ وَ

لِيامً  ى تَكْ وسَ  )١٦٤: (النساء آية مُ

【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在以前已告诉你的，

有我未告诉你的。】P264F

① 

这所有的使者，都是真主创造的人，他们并不拥有养育性

和神圣性，不允许把任何崇拜的成分用到他们身上，他们也不

能为自身掌管丝毫祸福，清高的真主谈到他们中的第一位使者

——努哈（愿主赐他平安）——当时他对自己的族人说： 

  َال ائِنُ اهللاَِّ وَ زَ ي خَ ندِ مْ عِ ولُ لَكُ الَ  أَقُ يْبَ  وَ مُ الغَ لَ الَ  أَعْ لَكٌ  وَ ولُ إِينِّ مَ  )٣١: (هود آية  أَقُ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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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65F

②
P清高的真主命令他们中最后的一位使

者穆罕默德（ ）说： 

 َِّائِنُ اهللا زَ ي خَ ندِ مْ عِ ولُ لَكُ الَ  قُل الَّ أَقُ يْبَ  وَ مُ الغَ لَ الَ  أَعْ لَكٌ  وَ مْ إِينِّ مَ ولُ لَكُ األنعام   أَقُ

 )٥٠: (آية

【你说：我不会对你们说在我跟前有真主的一切宝藏。我

                                                        
①
《妇女章》第 164节 

②
《呼德章》第 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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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对你们说：我知道幽玄。我更不会对你们说：我是一个

天使。】①又说： 

  ًعا فْ يسِ نَ لِكُ لِنَفْ الَ  قُل الَّ أَمْ اءَ اهللاَُّ وَ ا َْ اّ إِالَّ مَ ََ  ١٨٨: (آية األعراف(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自己的祸福。】 P267F

② 

众先知都是被优待的爱仆，真主选择了他们，凭着使命使

他们尊贵，并把他们描述为忠诚的仆人，他们的信仰是伊斯兰，

真主不接受伊斯兰之外任何信仰。清高的真主说： 

المُ  :قال تعاىل ندَ اهللاَِّ اإلِسْ ينَ عِ  )١٩: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إِنَّ الدِّ

【真主所喜悦的信仰，确是伊斯兰。】 P268F

③
P他们使命的根源是

相同的，他们的法律是形式各异的。清高的真主说： 

ةً  :قال تعاىل عَ ْ مْ رشِ نكُ نَا مِ لْ عَ لٍّ جَ اجاً  لِكُ نْهَ مِ  )٤٨: (املائدة آية  وَ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都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 P269F

④
P穆

罕默德（ ）所带来的法律封印了这些天启的法律，废除了在

它之前所有的法律，穆圣的使命是封印的使命，他是最后的一

位使者。 

                                                        
①
《牲畜章》第 50节 

②
《高处章》第 188节 

③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9节 

④
《筵席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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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相信了一位先知，他就应当相信所有的先知；谁否认一

位先知，他确已否认了所有的先知。因为所有的先知和使者们

都号召人们信仰真主、相信他的众天使、相信他所有的经典、

相信他的众使者、相信末日和相信前定；因为他们的信仰是一

个。至于那些歧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或者是相信其中的一部

分，否认另一部分，他确已否认了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因为他

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宣传让人们相信所有的先知和使者。
①清高的

真主说： 

سُ  :قال تعاىل نَ الرَّ هِ آمَ بِّ ن رَّ لَ إِلَيْهِ مِ نَ بِاهللاَِّ  ولُ بِامَ أُنزِ ل  آمَ نُونَ كُ مِ املُْؤْ تِهِ  وَ الئِكَ مَ تُبِهِ  وَ كُ  وَ

دٍ  َ أَحَ قُ بَنيْ رِّ فَ لِهِ الَ نُ سُ رُ لِهِ  وَ سُ ن رُّ نَا مِّ عْ مِ الُوا سَ قَ نَا وَ بَّ انَكَ رَ رَ فْ نَا غُ عْ أَطَ ريُ  وَ
إِلَيْكَ املَصِ البقرة   وَ

 )٢٨٥: (آية

【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典，

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一切经典和众使者。（他们

说）：“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他们说：“我

们听从了，我们恳求您赦宥；我们的主啊！您是最后的归宿。”】P271F

②
P

清高的真主说： 

ونَ بِاهللاَِّ :قال تعاىل رُ فُ كْ ينَ يَ لِهِ  إِنَّ الَّذِ سُ رُ َ اهللاَِّ وَ وا بَنيْ قُ رِّ فَ ونَ أَن يُ يدُ رِ يُ لِهِ  وَ سُ رُ ولُونَ  وَ قُ يَ وَ

                                                        
①
请查阅《正确的信仰与违背它的事项》第 17页；《正统派的信仰》第 25 页。 

②
《黄牛章》第 2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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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مِ ؤْ رُ بِبَعْضٍ  بِبَعْضٍ نُ فُ نَكْ بِيالً  وَ لِكَ سَ َ ذَ وا بَنيْ ذُ تَّخِ ونَ أَن يَ يدُ رِ يُ قاّ  وَ ونَ حَ افِرُ مُ الكَ لَئِكَ هُ  أُوْ

يناً  هِ اباً مُّ ذَ ينَ عَ افِرِ ا لِلْكَ نَ تَدْ أَعْ  )151١٥٠-: (النساء آية  وَ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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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信一部分使者，而不信另一部分。”

他们欲在信否之间采取一条道路。[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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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2F

①
P  

第五：相信末日 

那是因为万物在今世的终结都是死亡（毁灭）！人类死亡之

后的归宿是什么？那些不义之徒的归宿又在哪里呢？他们在今

世之中逃避了惩罚，难道他们在后世里还能避开自己不义行为

的报复吗？那些在今世中得不到自己善功的报酬和赏赐的善

人，难道他们在后世里还得不到自己善行的报酬吗？ 

的确，死亡伴随着人类，代代相传，直到当真主意欲今世

结束时，万物都将毁灭，真主在见证之日将要复活众生；那一

天，真主聚集古今所有的人，然后清算他们在现世里工作所获

得的一切善行与罪恶的报应，信士们进入天堂，昧恩者被逐入

火狱。 

                                                        
①
《妇女章》第 150-1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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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是真主为他的爱仆——信士们准备的恩典，其中有

重复加倍的恩惠，任何人都无法描述它。天堂里有一百个等级，

每一个级别都有其居民，根据他们对真主的虔诚和顺从的程度

而定。天堂居民中最低品级者获得的恩典，类似今世里一位国

王及其所拥有的十倍恩惠。 

火狱：是真主为昧恩者所准备的惩罚，其中有各种形形色

色的、骇人听闻的刑罚。假如在后世里真主允许某人死亡的话，

那么，火狱的居民一定会仅仅因为看见其刑罚而死亡。 

真主确知每个人将要说的善言和恶语、将要做的善行和罪

恶，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然后他把每个人委托给两位

天使，其中的一位记录所有的善行，另一位记录各种罪恶，丝

毫不漏。清高的真主说： 

تِيدٌ  :قال تعاىل قِيبٌ عَ هِ رَ يْ لٍ إِالَّ لَدَ وْ ن قَ ظُ مِ فِ لْ ا يَ  )١٨: (ق آية  مَ

【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 P273F

①
P这些工作

都被记录在复生日将要给予人类的功过薄中，清高的真主说： 

نيَ  :قال تعاىل مِ رِ  املُجْ َ عَ الكِتَابُ فَرتَ ضِ وُ َّا فِيهِ  وَ قِنيَ ممِ فِ شْ ا مُ ولُونَ يَ قُ يَ ا  وَ ذَ ا هلَِ تَنَا مَ لَ يْ وَ

ةً  ريَ
غِ ادِرُ صَ غَ الَ  الكِتَابِ الَ يُ ا وَ اهَ صَ ةً إِالَّ أَحْ بِريَ اً  كَ اَِ لُوا حَ مِ ا عَ وا مَ دُ جَ وَ الَ  وَ بُّكَ  وَ ظْلِمُ رَ يَ

                                                        
①
《戛弗章》第 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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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اً   )٤٩: (الكهف آية أَحَ

【功过簿将展现出来，所以你将会看到罪人们畏惧其中的

记录。他们说：“啊呀！这个功过簿怎么啦，不论小罪大罪，都

毫不遗漏，一切都加以记录。”他们将发现自己所做的事都一一

记录在本子上。你的主绝不亏枉任何人。】P274F

① 

然后他阅读自己的功过薄，不得否认其中的丝毫，如果谁

否认自己的任何工作，那么，真主会使其听觉、视觉、双手和

双脚说话，见证他所有的工作。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 لَّ يشَ ي أَنطَقَ كُ نَا اهللاَُّ الَّذِ الُوا أَنطَقَ يْنَا قَ لَ دتُّمْ عَ هِ َْ َ مْ ملِ
لُودِهِ الُوا جلُِ قَ وَ وَ  وَ هُ

ةٍ  رَّ لَ مَ مْ أَوَّ كُ قَ لَ عُونَ  خَ جَ إِلَيْهِ تُرْ مْ   وَ كُ عُ مْ مْ سَ يْكُ لَ دَ عَ هَ شْ ونَ أَن يَ ُ تَرتِ نتُمْ تَسْ ا كُ مَ الَ  وَ مْ  وَ كُ ارُ  أَبْصَ

الَ  مْ  وَ كُ لُودُ لُونَ  جُ مَ عْ َّا تَ ثِرياً ممِّ لَمُ كَ عْ نَنتُمْ أَنَّ اهللاََّ الَ يَ لَكِن ظَ  )22-21: (فصلت آية وَ

【他们将对自己的皮肤说：“你们为什么作不利于我们的见

证呢？”它们将说：“能使万物说话的真主，已使我们说话了。

他初次创造你们，你们只被召归于他。”过去，你们没有防备你

们的耳目皮肤会作不利于你们的见证，但你们猜想真主不知道

你们所作的许多事情。】P275F

② 

                                                        
①
《山洞章》第 49节 

②
《奉绥来特章》第 21-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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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末日①——既相信复生日、复活日，这是所有的先知和

使者们带来的信条。清高的真主说： 

ا املَا :قال تعاىل يْهَ لَ لْنَا عَ ا أَنزَ إِذَ ةً فَ عَ اِْ ضَ خَ  األَرْ اتِهِ أَنَّكَ تَرَ نْ آيَ مِ تْ وَ تَزَّ بَتْ إِنَّ  ءَ اهْ رَ وَ

يرٌ  دِ ءٍ قَ ْ لِّ يشَ ىلَ كُ هُ عَ يِي املُوتَى إِنَّ ا ملَُحْ يَاهَ ي أَحْ  )٣٩: (فصلت آية  الَّذِ

【你看大地是干枯的，当我降下雨水的时候，它便活动而

膨胀起来，这也是他的迹象。能使大地复活者，必能使死人复

活，他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P277F

②
P超绝万物的、清高的真主说： 

ا أَنَّ اهللاََّ الَّ  :تعاىل سبحانه و قال وْ رَ ْ يَ اتِ أَوَ ملَ وَ مَ لَقَ السَّ ي خَ ضَ  ذِ األَرْ نَّ  وَ هِ قِ لْ يَ بِخَ عْ ْ يَ ملَ وَ

يرٌ  دِ ءٍ قَ ْ لِّ يشَ ىلَ كُ هُ عَ تَى بَىلَ إِنَّ ْيِيَ املَوْ ىلَ أَن حيُ ادِرٍ عَ  )٣٣: (األحقاف آية  بِقَ

【创造天地而不感觉疲乏的真主，是能使死者复活的。难

道他们不知道吗？】P278F

③
P这都是神圣哲理的需要，真主不会枉然地

创造万物，然后又徒然地放弃它们。即使当人的理智很衰弱时，

他也不可能做在自己看来毫无目的的事情，人类又怎么能想象

这些呢？然后人们开始猜测自己的养主枉然地创造了他们，然

后又将徒然地放弃他们，真主绝然超乎他们所说的一切。清高

的真主说： 

                                                        
①
 请查阅本书的“复生的证据” 

②
《奉绥来特章》第 39节 

③
《沙丘章》第 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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بَثاً  :قال تعاىل مْ عَ نَاكُ قْ لَ بْتُمْ أَنَّامَ خَ
سِ عُونَ  أَفَحَ جَ مْ إِلَيْنَا الَ تُرْ أَنَّكُ  )١١٥: (املؤمنون آية وَ

【难道你们以为我只是徒然地创造了你们，而你们不被召

归我吗？】 P279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قْ :قال تعاىل لَ ا خَ مَ ءَ وَ امَ ضَ  نَا السَّ األَرْ ينَ  وَ لٌ لِّلَّذِ يْ وَ وا فَ رُ فَ ينَ كَ لِكَ ظَنُّ الَّذِ اطِالً ذَ امَ بَ يْنَهُ ا بَ مَ وَ

نَ النَّارِ  وا مِ رُ فَ  )٢٧: (ص آية  كَ

【我没有徒然地创造天地万物，那是不信道者的猜测。悲

哉！不信道的人们将受火刑。】 P280F

② 

所有的智者都证实这一信条，理智认为它是必然的，正确

的天性顺从它。因为当人们相信末日时，他就知道为什么放弃

所放弃的，履行所履行的，那是为了渴望真主阙前的恩典。同

时，他还知道谁对别人不义，别人必将拿回其权益，人们在复

生日将要向他报仇，人必将拿回属于自己的报酬。如果是善事，

则将见其善报；如果是恶事，则将见其恶报，每个人都将获得

自己行为的报赏，从而证实神圣主宰的公正。清高的真主说： 

هُ  :قال تعاىل رَ اً يَ ريْ ةٍ خَ رَّ الَ ذَ ثْقَ لْ مِ مَ عْ ن يَ مَ هُ  فَ رَ اّ يَ ةٍ رشَ رَّ الَ ذَ ثْقَ لْ مِ مَ عْ ن يَ مَ الزلزلة   وَ

 )8-7: (آية

                                                        
①
《信士章》第 115节 

②
《萨德章》第 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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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谁作丝毫善事，将见其善报；[8]谁作丝毫恶事，将

见其恶报。】① 

众生中没有任何一位知道末日何时来临，这一天，就连被

派遣的使者都不知道它，接近真主的天使也不知道它，不然，

那是专归真主所拥有的知识。清高的真主说： 

ا إِ  :قال تعاىل تِهَ قْ ا لِوَ يهَ لِّ َ يبِّ الَ َُ ندَ رَ ا عِ هَ لْمُ امَ عِ لْ إِنَّ ا قُ اهَ سَ رْ انَ مُ  أَيَّ
ةِ اعَ نِ السَّ أَلُونَكَ عَ سْ الَ  يَ

وَ   )١٨٧: (آية األعراف  هُ

【他们问你复活在什么时候实现，你说：“只有我的主知道

那个时候，只有他能在预定的时候显示它。】 P282F

②
P超绝万物的真主

又说： 

ةِ  :سبحانهقال  اعَ مُ السَّ لْ هُ عِ ندَ  )٣٤: (لقامن آية  إِنَّ اهللاََّ عِ

【在真主那里，的确有关于复活时的知识。】 P283F

③
P  

第六：相信前定与定然 

相信真主知道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彻知仆人

的状况、工作、寿限和给养。清高的真主说： 

                                                        
①
《地震章》第 7-8节；《正教》，第 38页 

②
《高处章》第 187节 

③
《鲁格曼章》第 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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ءٍ عَ  :قال تعاىل ْ لِّ يشَ  )٦٢: (العنكبوت آية لِيمٌ إِنَّ اهللاََّ بِكُ

【真主确是全知万事的。】P284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وَ :قال تعاىل ا إِالَّ هُ هَ لَمُ عْ يْبِ الَ يَ اتِحُ الغَ فَ هُ مَ ندَ عِ ِّ  وَ ا يفِ الربَ مُ مَ لَ عْ يَ رِ  وَ الْبَحْ قُطُ  وَ ا تَسْ مَ وَ

ن ا مِ هَ لَمُ عْ ةٍ إِالَّ يَ قَ رَ الَ  وَ ضِ  وَ تِ األَرْ لُامَ  يفِ ظُ
بَّةٍ الَ  حَ طْبٍ  وَ الَ  رَ بِنيٍ  وَ ابِسٍ إِالَّ يفِ كِتَابٍ مُّ األنعام  يَ

 )٥٩: (آ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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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枯槁的草木，

没有一样不详载在天经中。】 P285F

②
P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记录在自己阙

前的经典之中，清高的真主说： 

بِنيٍ  :قال تعاىل امٍ مُّ يْنَاهُ يفِ إِمَ صَ ءٍ أَحْ ْ لَّ يشَ كُ  )١٢: (يس آية وَ

【我将一切事物，详明地记录在一册明白的范本中。】 P286F

③
P超

绝万物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امَ ا يفِ السَّ مُ مَ لَ عْ مْ أَنَّ اهللاََّ يَ لَ عْ ْ تَ ىلَ اهللاَِّ  أَملَ لِكَ عَ لِكَ يفِ كِتَابٍ إِنَّ ذَ ضِ إِنَّ ذَ األَرْ وَ

ريٌ 
 )٧٠: (احلج آية  يَسِ

                                                        
①
《蜘蛛章》第 62节 

②
《牲畜章》第 59节 

③
《雅辛章》第 12节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201 

【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知道天地万物，这确是在一本天

经里的。这对于真主确是容易的。】① 如果真主意欲某件事情时，

他只要对其说：“有”，它就有了。清高的真主说： 

ونُ  :قال تعاىل يَكُ ن فَ قُولَ لَهُ كُ يْئاً أَن يَ ادَ َْ ا أَرَ هُ إِذَ رُ امَ أَمْ  )٨٢: (يس آية إِنَّ

【当他欲造化任何事物的时候，他对事情只是说声：“有”，

它就有了。】 P288F

②
P就像超绝万物的真主创造了万物那样，他是万物

的创造主，清高的真主说： 

رٍ  :قال تعاىل دَ نَاهُ بِقَ قْ لَ ءٍ خَ ْ لَّ يشَ ا كُ  )٤٩: (القمر آية إِنَّ

【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 P289F

③
P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 لِّ يشَ الِقُ كُ  )٦٢: (الزمر آية  اهللاَُّ خَ

【真主是创造万物的。】 P290F

④
P他创造仆人只是为了顺从他，并

为人们阐述了顺从的事项，以此命令他们。他禁止人们违背他，

并为他们说明了各种违背的事项，他为人类创造了帮助他们完

成真主命令的能力和自由，赏赐他们恩典；谁违背他而作恶，

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①
《朝觐章》第 70节 

②
《雅辛章》第 82节 

③
《月亮章》第 49节 

④
《队伍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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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相信了前定和定然，那么，就会出现下列

情况： 

1. 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依靠真主，因为他知道内在

因素与外在因素都是根据真主的前定和定然。 

2. 内心愉快，心灵安定。因为他知道真主的前定和定然，

所有不被人们喜爱而被前定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毋庸置

疑，他的内心就会愉快，喜爱真主的前定。没有任何人比相信

前定者的生活更美满，内心更愉快、更安详。 

3. 在成功时不会有自负的心理，因为获得成功是来自于真

主的恩典，凭着他行善和成功因素的程度，对此他感谢真主。 

在没有成功或遭遇不幸时不会有忧虑与焦躁不安的心理。

因为那是根据真主的前定而发生的，无法探查他的事情，更不

能评论其哲理，毋庸置疑，它是必定要发生的，相信前定，他

就会坚忍，渴望获得来自于清高真主的报酬： 

 ِض يبَةٍ يفِ األَرْ صِ ن مُّ ابَ مِ ا أَصَ الَ  مَ لِكَ  وَ ا إِنَّ ذَ أَهَ َ بْلِ أَن نَربْ ن قَ مْ إِالَّ يفِ كِتَابٍ مِّ كُ سِ يفِ أَنفُ

ريٌ 
ىلَ اهللاَِّ يَسِ مْ عَ اتَكُ ا فَ ىلَ مَ ا عَ وْ أْسَ يْال تَ الَ  لِكَ مْ  وَ اكُ وا بِامَ آتَ حُ رَ فْ ْ  تَ لَّ خمُ ِبُّ كُ اهللاَُّ الَ حيُ ورٍ وَ  تَالٍ فَخُ

 )23-22: (احلديد آية

【[22]大地所有的灾难，和你们自己所遭的祸患，在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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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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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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4. 完全地托靠超绝万物的真主。因为穆斯林知道是超绝万

物的真主亲自掌管着幸福与灾难，他就不会畏惧任何强权，更

不会因为害怕某人而松懈行善。主的使者（ ）曾对伊本阿巴

斯（愿主喜悦他俩）说： 

واعلم أن األمة لو اجتمعوا عىل أن {: البن عباس ريض اهللا عنهام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ينفعوك مل ينفعوك إال بيشء قد كتبه اهللا لك، ولو اجتمعوا عىل أن يرضوك مل يرضوك إال بيشء قد 

 رواه اإلمام أمحد والرتمذي }كتبه اهللا عليك

“你当知道除真主已为你所规定的之外，即使整个民族聚

集起来想帮助你，他们对你也毫无裨益；即使整个民族聚集起

来想伤害你，除真主已为你所规定的之外，他们也不能伤害你

丝毫；一切均在前定之中。” P292F

② 

 

                                                        
①
《铁章》第 22-23节，请查阅《正确的信仰与违背他的事项》，第 19页；《正统派的信仰》，

第 39页；《正教》，第 18页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一册，第 293页；《题勒秘日圣训集》；复生篇，第四册，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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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等级 

伊哈萨尼（完善）它有一个要素： 

你当崇拜真主，犹如你看见他一样，如果你没有看见他，

他确已看见了你。人们应该在这种状态下崇拜真主，这种属性

能促使他接近真主，想到自己是在真主的面前。那样就会畏惧、

害怕、尊敬和颂扬，就会要求自己必须尽忠地完成各种功修，

竭尽全力地把各项功修做到至善至美。 

仆人在敬畏真主中完美各种功修，促使他接近真主，甚至

就像他看见真主一样，当他遇到艰难，就会祈求真主援助自己

完成各种功修，这一切都是凭着坚信真主在看着他，彻知他公

开的与秘密的、暗藏的与显著的一切，自己的任何事情都不能

隐瞒真主。
① 

达到这个程度的仆人就会忠诚地崇拜真主，不会注视真主

之外的任何人或事物，也不会等待他人的赞扬，更不会害怕他

人的责备，养主的喜悦和表扬已使他满足了。 

信仰完善者在公开与秘密时都是一样的人，他是在单独与

                                                        
①
《智慧和哲理荟萃》，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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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时都崇拜自己养主的人，完全地坚信真主彻知他心中的一

切，消除内心的蛊惑。信仰监护着他的心灵，知道自己的养主

在监视着他，身体的各个器官顺服它们的养主，他所做的任何

工作，都只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和对真主的顺服。 

每当信仰完善者的心牵挂着自己的养主，就不会向任何被

造物祈求援助，因为他以真主而满足；他不会向任何人抱怨，

因为超绝万物的真主降示给他了需要，他满足于真主的援助；

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

真主时刻与他同在，真主确已使他满足，援助者真优美！他不

会放弃真主命令自己的任何事情，更不会犯罪与违背真主，因

为那样他会对真主感到惭愧；他不会放弃真主命令他的事情，

更不会喜欢真主禁止他的事情，他不会侵犯别人，也不会对任

何人行亏，更不会侵吞他人的权利，因为他知道真主在监督着

自己，真主是超绝万物的主，将要清算自己的一切行为。 

他不会在大地上作恶。因为他知道大地上所有的一切福利

均由清高的真主掌管，他为人类制服了大地上的万物，人根据

自己的需要而从中获取，感谢养主使自己容易。 

这本书中为你所提供的只是伊斯兰中重要的事情和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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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当仆人归信了这些要素，并遵行之，他就成为了穆斯林。

伊斯兰——就像为你所介绍的一样——是信仰和生活，是功修

和生活方式。的确，它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神圣的制度，它的法

律中包含了个人或民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一切——信仰、

法律、经济、社会和保险……。人们能在其中找到各项和平、

战争与应尽职责制度的基础、原则和法律，它能保护人的尊严，

以及鸟类和各种动物，及其周围的环境，并阐明了人的实质、

生命、死亡以及死后的复活；同时还会发现人们之间最优美的

交往方式。清高的真主说： 

ناً  :قال تعاىل سْ ولُوا لِلنَّاسِ حُ قُ  )٨٣: (البقرة آية  وَ

【你们应当对人说善言。】P294F

①
P真主说： 

اءِ  :اهللاقال  َّ قُونَ يفِ الرسَّ نفِ ينَ يُ اءِ  الَّذِ َّ الرضَّ يْظَ  وَ نيَ الغَ اظِمِ الْكَ نِ النَّ  وَ افِنيَ عَ الْعَ اهللاَُّ  اسِ وَ وَ

نِنيَ  سِ ِبُّ املُحْ  )١٣٤: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حيُ

【[134]敬畏的人，在康乐时施舍，在艰难时也施舍，且能

抑怒、又能恕人。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P295F

②
P清高的真主又说： 

الَ :قال تعاىل  وَ بُ لِلتَّقْوَ رَ وَ أَقْ لُوا هُ دِ لُوا اعْ دِ ىلَ أَالَّ تَعْ مٍ عَ وْ نَآنُ قَ مْ َْ نَّكُ مَ ْرِ ََ٨: (املائدة آية( 

                                                        
①
《黄牛章》第 83节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3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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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

道是最近于敬畏的。】① 

在我们阐明伊斯兰的等级，以及每个等级的要素之后，我

们最好再简明扼要地谈论一下伊斯兰的优越。 

 

                                                        
①
《筵席章》第 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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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优越① 

笔无法精确地描述伊斯兰的优越，更无法用言语去谈及它

的优点，那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清高的、超绝万物的真主的信仰。

同样，目光无法洞悉真主，人类也无法了解他，笔更无法精确

地描述超绝万物的真主的法律的完美。伊本更易慕（愿主怜悯

他）说：“如果你思考正教、正道、值得赞扬的法律中耀眼夺目

的哲理，无法说明它的完美，无法描述它的优点，智者的理智

无法找到比它更高贵的——即使所有的智力聚集在一起，聚集

在人们中最完美者的身上也罢！高尚完美的理智已经知道了它

（哲理）的完美，见证了它的高贵，它是学者的道路最完美的

法律，没有比它更伟大的……，假如使者没有带来明证，那确

已足够证明它是来自于真主的明证、迹象和见证，所有的一切

都证实了完美的知识、哲理、以及宽广的慈悯、善行和正义，

了解幽明，认识开始与终结，是真主赐予仆人最伟大的恩典之

一，有什么比引导他们到正道、使他们成为遵循正道、获得真

主喜悦者的恩典更伟大呢？因此，他赐予引导他们于正道的恩

典，清高的真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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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 مَ :قال تعاىل اتِهِ لَقَ مْ آيَ يْهِ لَ تْلُو عَ مْ يَ هِ سِ نْ أَنفُ والً مِّ سُ مْ رَ نِنيَ إِذْ بَعَثَ فِيهِ مِ ىلَ املُؤْ  نَّ اهللاَُّ عَ

مْ  يهِ كِّ زَ يُ مُ الكِتَابَ  وَ هُ مُ لِّ عَ يُ ةَ  وَ مَ كْ ِ احلْ بِنيٍ  وَ اللٍ مُّ ي ضَ بْلُ لَفِ ن قَ انُوا مِ إِن كَ  )١٦٤: (آل عمران آيةوَ

【[164]真主确已施恩于信士们，因为他曾在他们中派遣了

一个同族的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且熏陶他们，教授

他们天经和智慧，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的。】 P297F

①
P他告

知他的众仆人、提起赐予他们的恩典、并告知真主对他们的报

酬就是使他们成为遵循正道的人： 

  ْم مْ دِينَكُ لْتُ لَكُ مَ  )٣: (املائدة آية  أَكْ

【我已为你们完美你们的信仰。】 P298F

②
P”P299F

③
P  

从真主赐予我们的酬劳中，提出部分关于伊斯兰的

优越，我们说： 

1-伊斯兰是来自于真主的信仰： 

伊斯兰是真主自身所喜爱的信仰，他为此派遣了众使者，

他准许他的仆人们以着优美的方式崇拜自己，犹如创造者不会

类似被造者一样，来自于他的信仰——伊斯兰——也不会类似

任何人为的制度与信仰；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具有绝对完美的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64 节 

②
《筵席章》第 3节 

③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1册，第 374-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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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一样，来自于他的信仰在遵守各项法律方面也具有绝对的

完美——改善人类的生活和习俗，围绕超绝万物的创造者的权

力，以及仆人的义务等，人们之间相互应尽的各项权利和职责。 

2-它是包罗万象的信仰： 

伊斯兰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包罗万象，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 ن يشَ نَا يفِ الكِتَابِ مِ طْ رَّ ا فَ  )٣٨: (األنعام آية  مَّ

【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 P300F

①
P伊斯兰包含了一切关

于创造者——真主的美名、属性和各项权利，所有关于被造者

的各项法律、职责、品德和交往，这个信仰告知了前人与后人

的故事，以及众天使、先知和使者们，谈论了天、地、苍穹、

星辰、海洋、树木和宇宙，提到了创造的因素、宗旨和结束，

提到了天堂和信士的归宿，提到了火狱和非信士的最终结局。 

3-它是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连带： 

所有虚妄、迷误的宗教都是人专门联系着类似自己的人，

为了抵制死亡、衰弱、老迈和病症；然而他所联系着的人也许

已经死去了几百年，已变成了朽骨、变成了泥土……，而伊斯

兰信仰是人专门直接联系着创造者的，没有牧师，没有圣徒，

                                                        
①
《牲畜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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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圣礼，它是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直接连带，理性联系

着自己的养主，寻求光明，祈求引导、高尚和寻求完善，不屑

于琐事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当然，一切没有与自己的创造者联

系着的心，会比牲畜更加迷误。 

它是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连带，人们从中认识到真主的

宗旨，然后根据明证去崇拜真主，了解真主喜悦的，寻求之；

知道真主恼怒的，远离之。 

它是伟大的创造者与贫穷的、渺小的被造者之间的连带，

被造者从中祈求创造者的援助和成功，寻求他的保护免遭阴谋

者的诡计和恶魔的诱惑。 

4-注重今后两世的改善： 

伊斯兰法律是被建立在注重今后两世的改善、完善高尚情

操的基础上的。 

至于阐述后世的改善：伊斯兰法律确已全面地阐述了它，

丝毫没有遗漏，还详细地注释并且加以阐明了它，以免人们对

某件事情不明白，约定了后世里的恩典，警告了其中的惩罚。 

至于阐述今世的改善：的确，真主在伊斯兰中制定了保护

人们的信仰、生命、财产、血缘、名誉和理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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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阐述完善高尚的情操：真主命令人们应具备内在和外

在的高尚情操，禁止一切不道德的、恶劣的行为。外在的高尚

情操中有：卫生和清洁，以及远离一切污秽，赞赏参加佳美的

场所，禁止可耻行为，如：通奸，饮酒，吃死物、血和猪肉，

命令吃一切佳美的食物，禁止挥霍和浪费。 

至于内在的高尚情操，它是依靠弃绝遭到谴责的品性，喜

爱高尚的品德和优美的性格。遭到谴责的品性有：说谎、荒淫、

强占、嫉妒、吝啬、鄙视他人、爱面子、贪婪今世、高傲自大、

自负和沽名钓誉。受赞扬的优点有：高尚的品德、友好地与人

交往、善待他人、公正、谦恭、诚实、内心慷慨大方、付出、

托靠真主、忠诚为主、害怕真主的惩罚、坚忍和感谢
①。 

5-简单易行： 

伊斯兰显著的特性之一就是简单易行，它所有的标示都是

简单易行的，它的每一项功修也都是容易的，清高的真主说： 

جٍ  :قال تعاىل رَ نْ حَ ينِ مِ مْ يفِ الدِّ يْكُ لَ عَلَ عَ ا جَ مَ  )78: (احلج آية  وَ

【关于信仰的事，他（真主）未曾以任何烦难为你们的义

                                                        
①
《基督教中作恶和幻觉的通告》，作者：古尔图壁，第 442-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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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①最容易的就是：谁想加入伊斯兰，他不需要任何人为的

媒介，或供认自己从前的过失，但是，每个人必须要清洁身体，

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使者”，并且坚信它俩的意义，遵循它俩的内容即可。 

每一项功修都允许容易、允许减轻。当人们旅行或者是生

了重病时，允许他们减轻工作，但能获得类似健康的居家者工

作的报酬。真的，穆斯林的生活是容易的、安心的，不同于非

信士的生活——窘迫和艰难；同样，信士的死亡也是容易的，

他的灵魂出体时就像杯子中流出的一滴水，清高的真主说： 

نتُمْ  :قال تعاىل نَّةَ بِامَ كُ لُوا اجلَ مُ ادْخُ يْكُ لَ المٌ عَ ولُونَ سَ قُ يِّبِنيَ يَ ةُ طَ مُ املَالئِكَ اهُ فَّ تَوَ ينَ تَ الَّذِ

لُونَ  مَ عْ  )٣٢: (النحل آية  تَ

【他们在良好的情况下，天使们使他们死亡。天使对他们

说：“祝你们平安，你们可以因为自己的善功而进入乐园。”】P303F

②
P至

于非信士，在其死亡时，严厉的天使来临他，用鞭子打他。清

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يَ إِيلَ
الَ أُوحِ باً أَوْ قَ ذِ ىلَ اهللاَِّ كَ َ عَ َّنِ افْرتَ

مُ ممِ لَ نْ أَظْ مَ ءٌ  وَ ْ ْ يُوحَ إِلَيْهِ يشَ ملَ ن  وَ مَ وَ

لَ اهللاَُّ  ا أَنزَ ثْلَ مَ لُ مِ أُنزِ الَ سَ تِ  قَ  إِذِ الظَّاملُِونَ يفِ غمراك املَوْ لَوْ تَرَ هيِمْ  وَ دِ طُوا أَيْ ةُ بَاسِ املَْالئِكَ وَ
                                                        
①
《朝觐章》第 78节 

②
《蜜蜂章》第 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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قِّ  َ احلَ ريْ ىلَ اهللاَِّ غَ ولُونَ عَ قُ نتُمْ تَ ونِ بِامَ كُ ابَ اهلُ ذَ نَ عَ وْ زَ ْ مَ جتُ مُ اليَوْ كُ سَ وا أَنفُ جُ رِ اتِهِ  أَخْ نْ آيَ نتُمْ عَ كُ وَ

ونَ  ُ ربِ تَكْ  )٩٣: (آية األنعام تَسْ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自称奉到启示，其实，没有

奉到任何启示的人，或妄言要像真主那样降示天经的人，这等

人谁比他们还不义呢？不义的人正在临死的苦痛中，众天使伸

着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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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4F

①
P清高的

真主又说： 

بُونَ  :قال تعاىل ِ ةُ يَرضْ وا املَالئِكَ رُ فَ ينَ كَ ىفَّ الَّذِ تَوَ  إِذْ يَ لَوْ تَرَ مْ  وَ هُ وهَ جُ أَدْ  وَ مْ وَ هُ ارَ وا  بَ وقُ ذُ وَ

يقِ  رِ ابَ احلَ ذَ  )٥٠: (األنفال آية  عَ

【众天使将鞭挞不信道者的脸部和脊背，而使他们死去，

（并且说）：“你们尝试烈火的刑罚吧！”当时，假若你看见他们

的情状……。】P305F

② 

6-公正无私： 

制定伊斯兰的各项法律者是独一无二的真主，他创造了全

人类——白色人，黑色人，男人，女人，他们在真主的明哲、

                                                        
①
《牲畜章》第 93节 

②
《战利品章》第 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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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和仁慈的面前是同等的，真主确已为每一位男女制定了适

合于他（她）的法律，因此，这项法律不可能根据对妇女的形

式袒护男人，或者是女人优越、对男人不义，或者是各种特权

专归于白人、而禁止黑人的，所有的人在真主的面前都是平等

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对真主的敬畏。 

7-劝善戒恶： 

这种（伊斯兰）法律包含了高尚的优越性和崇高的属性，

真的，它命人行善、止人作恶，每一位成年的、理智健全的男

女穆斯林都应当尽力地根据个人的能力去劝善戒恶，根据命令

和禁止的程度，那就是用手去劝善戒恶，如果没有能力，可以

用嘴去劝善戒恶，如果还是没有能力，可以用心去劝善戒恶，

凭此可以改善整个民族，看守这个民族，每一位成员都担负着

对忽视善行、或者是对犯罪者劝善戒恶的职责，无论是裁决者

还是对被裁决者，根据其个人符合法律对这件事情制定的规章

的能力而定。 

犹如你所看到的一样，这件事情根据每个人的能力都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当代许多政治制度引以为荣，它是由各种对立

的党派组成，监视着政府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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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伊斯兰的部分优点，假如你希望更多地得到那些优

点，就应了解所有的标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命令和所有的

禁止，以便阐明其中巨大的哲理、精密的法律、卓越的优点、

完美地令人心悦诚服的理论。谁思考伊斯兰的法律，他就会坚

信不移地明白它是来自于真主的法律，是毫无质疑的真理，绝

不是迷信的。 

如果你渴望信仰真主，遵循他的法律，追随他的众先知和

使者们的足迹，那么，忏悔之门在你的面前是敞开的，你的主

是多恕的、是至慈的，他号召你，一定会饶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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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主的使者（ ）说： 

رواه ) كل ابن آدم خطاء، وخري اخلطائني التوابون: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

 اإلمام أمحد والرتمذي وابن ماجه

“所有的人都是会犯错误的，最好的犯错者就是知错能改

者。” P306F

①
P人的内心是软弱的，意志是薄弱的，他不能承担自己的

罪恶和错误的不良后果，真主怜悯人，减轻了他的重担，为他

规定了忏悔。忏悔的实质就是：放弃自己曾经不齿的行为——

畏惧真主的惩罚，渴望真主为仆人们所预备的恩典，悔恨自己

曾经的过失，永不再犯，凭着善功修正余生P307F

②
P。它就像内心的工

作用在仆人与自己的养主之间，不疲倦、不劳累、也没有艰难

工作的辛苦，它只是内心里的工作，消除罪恶，不会执迷不悟，

在自制中有抛弃和喜悦。P308F

③ 

因为你不需要在任何人的面前悔过自新，否则，他就会揭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3册，第 198页；《提勒密日圣训集》，“复生日形式篇”，第 4 册，

第 49页；《伊本马哲圣训集》“修行篇”，第 4册，第 491页； 
②
《古兰经疑难生词》第 76册 

③
《利益》，作者：伊本盖伊幕，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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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你的事情，暴露你的秘密，利用你的弱点。内心的工作只是

你与自己养主之间的交谈，求他饶恕和引领你，他就会饶恕你。 

伊斯兰中没有遗传的错误，也没有可指望的救星，不然，

犹如新穆斯林、奥地利籍的犹太人穆罕默德·艾塞德所获得的

那样，他当时说：“我无法在《古兰经》中的任何地方发现任何

提到需要‘拯救’的，在伊斯兰中，任何人及其归宿之间不存

在继承先人的过错，那是因为： 

 عَى ا سَ انِ إِالَّ مَ أَن لَّيْسَ لِإلِنسَ  )٣٩: (النجم آية  وَ

【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 P309F

①
P并不要求人提供献牲，或

者是自杀，以便忏悔之门为其开放，摆脱罪恶。P310F

②
P”然而就像清

高的真主所说的那样： 

رُ  :قال تعاىل زِ ةٌ  أَالَّ تَ رَ ازِ  وَ رَ رَ أُخْ زْ  )٣٨: (النجم آية  وِ

【一个负罪者，不负别人的罪。】 P311F

③ 

忏悔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成果，其中有： 

1.让仆人知道真主的宽厚和慷慨，是他遮盖了自己的罪行；

                                                        
①
《星宿章》第 39节 

②
《通向伊斯兰之路》，作者：穆罕默德·艾塞德，第 140 册 

③
《星宿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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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主意欲，一定会因为仆人的罪恶而迅速地惩罚他，一定

会在众仆人之间揭露他，也不会让他同着别人一起幸福地生活。

然而真主遮盖了他，依着自己的宽厚遮盖了他，并且还供给他

能力和给养。 

2.让仆人认识自身的实质。人的私欲确是怂恿人作恶的，

它是错误、作恶和疏忽大意的根源，它证明了人内心的软弱，

无能避免非法的欲望，它时刻需要求助于真主而满足，以便纯

洁它、引领它。 

3.超绝万物的真主制定了忏悔，是带给仆人幸福的最大因

素。那就是求真主保护，求真主襄助；同样，为仆人带来幸福

的还有各种祈祷、谦恭、祈求、需求、喜爱、害怕、渴望、灵

魂忠诚地接近它的创造者，只有忏悔和求真主保护才能获得它。 

4.真主饶恕他从前的过错。清高的真主说： 

لَفَ  :قال تعاىل دْ سَ ا قَ م مَّ رْ هلَُ فَ غْ وا يُ نتَهُ وا إِن يَ رُ فَ ينَ كَ ل لِّلَّذِ  )٣٨: (األنفال آية قُ

【你告诉不信道的人们：如果他们停止战争，那么，他们

以往的罪恶将蒙赦宥。】P312F

① 

5.消除罪行，用善功取而代之，清高的真主说： 

                                                        
①
《战利品章》第 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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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 تَابَ  :قال تعاىل نَ  إِالَّ مَ آمَ نَاتٍ  وَ سَ ِمْ حَ يِّئَاهتِ لُ اهللاَُّ سَ بَدِّ لَئِكَ يُ أُوْ اً فَ احلِ الً صَ مَ لَ عَ مِ عَ  وَ

يامً  حِ وراً رَّ فُ انَ اهللاَُّ غَ كَ  )٧٠: (الفرقان آية وَ

【惟悔过而且信道并行善功者，真主将勾销其罪行，而录

取其善功。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P313F

① 

6.人们将得到其工作的相应报酬——罪恶和失足伴随着他

们，喜爱真主因其罪恶、失足和罪行而给予他相应的报酬，这

种报酬属于他同类的工作；如果他以优美的方式与人交往，他

将获得来自于他养主的类似的报酬，超绝万物的真主以着他的

善功消除他的罪恶和失足，就像他曾经以德报怨地与别人交往

那样。 

7.让他知道自身的许多不足和缺点，促使他留意不去谈论

别人的缺点，想到别人的缺点时致力于改善自身。P314F

② 

最后，我以《圣训》结束这段内容，有一位男子来对先知

穆罕默德（ ）说：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ما تركت حاجة وال داجة : ل جاء إىل النبي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فقالأن رج

: قال. نعم: قال. ثالث مراتأليس تشهد أ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أن حممداً رسول اهللا؟ : قالإال قد أتيت 

                                                        
①
《准则章》第 70节 

②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1册，第 358，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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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واه أبو يعىل والطرباين).فإن هذا يأيت عىل ذلك كله :ويف روايةذاك يأيت عىل ذاك، 

“主的使者啊！我没有放弃任何欲望和享受，只要有我都

做到了。” 先知说：“难道你没有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吗’？”（说了三遍）他说：

“是的，我作证了。”先知说：“那将到于它。”在另一传述中，

先知说：“这将到于它所有一切。”P315F

① 

在另一传述中提到，一位男子来对主的使者（ ）说： 

أرأيت رجالً عمل الذنوب كلها فلم يرشك : أنه أتى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فقال

ال يرتك حاجة أو داجة إال اقتطعها بيمنه، فهل لذلك من توبة؟  باهللا تعاىل شيئاً، وهو يف ذلك

أما أنا فأشهد أال إله إال اهللا وحده ال رشيك له، وأنك رسول اهللا صىل : قال هل أسلمت؟: قال

تفعل اخلريات، وترتك السيئات؛ فيجعلهن اهللا عزوجل لك خريات ! نعم: قا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رواه ابن أيب  .فام زال يكرب حتى توار. اهللا أكرب: قال. نعم: قال وغدرايت وفجرايت؟: قال .كلهن
 عاصم يف اآلحاد واملثاين، والطرباين

“一个人做了所有的罪恶，他没有放弃任何欲望与享受，

但是他丝毫没有举伴清高的真主，您看他还有悔过自新的机会

吗？”使者说：“你皈依伊斯兰了吗？”他说：“是的，我作证

‘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您是真主的

                                                        
①
《艾布耶阿俩圣训集》第 6 册，第 155页；《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7册，第 132页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222 

使者’。”使者说：“是的，你当行善，放弃罪恶，那么，真主就

会使那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你的善功。”他说：“包括我的欺骗和

放荡？”使者说：“是的。”他说：“真主至大。”他一直赞主至

大，直至消失。
① 

伊斯兰消除它之前的一切，真诚的忏悔能抹去它之前所有

的罪过，犹如正确的《圣训》中所提到的那样。 

 

                                                        
①
《阿哈德和麦萨尼》第 5册，第 188页；《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7册，第 5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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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伊斯兰者的结局 

犹如在这本书之中为你所阐明那样，伊斯兰是来自于真主

的信仰，是正教，是众先知和使者们所带来的信仰，真主确已

在今后两世中为归信它（伊斯兰）的人准备了丰厚的报酬，并

以着严厉的刑罚警告否认它的人。 

真主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掌管者和安排者，人啊！你只

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被造物，真主为你创造和制服了宇宙中的

一切，为你制定他的法律，命令你遵循它，如果你归信、并且

顺服他命令你的事情，远离他禁止你的一切，那么，你在后世

里将成功地获得真主许约你的永恒的恩典，在今世中因真主恩

赐你的各种恩惠而幸福地生活，你就像是理智最完美、内心最

纯洁者一样——他们是众先知、使者们、廉洁之士和接近真主

的众天使。 

如果你否认、违背你的养主，你在今后两世都将是亏折的

人，你在两世中都将遭到真主的恼怒和惩罚，就像道德败坏、

理智欠缺的人一样，被众恶魔、不义之徒、作恶者和暴虐者包

围。这只是概括性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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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详细地为你阐明部分否认者的下场： 

1.恐惧不安：真主许约信仰真主和追随众使者的人今后两

世的安宁。清高的真主说： 

نُوا :قال تعاىل ينَ آمَ نُ  الَّذِ مُ األَمْ لَئِكَ هلَُ ُم بِظُلْمٍ أُوْ هنَ وا إِيامَ بِسُ لْ ْ يَ ملَ ونَ  وَ تَدُ هْ م مُّ هُ األنعام  وَ

 )٨٢: (آية

【确信真主，而未以不义混淆其信德的人，不畏惧刑罚，

而且是遵循正道的。】 P317F

①
P真主是保佑的，是见证的，是掌管这个

宇宙万有的主，当他喜爱信仰他的仆人时，就赐予仆人平安、

平静和信赖；如果某人否认他，他就会剥夺他的信赖和平静，

你就会看见那个人害怕后世里的归宿，害怕自身在今世中遭到

的各种灾难和病症，担心自己的将来，为此，他将为自身和所

拥有的财产进行保险，那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没有托靠真主。 

2.生活窘迫：真主创造了人类，为其制服了宇宙中的一切，

并且为每一个被造物规定了其给养和寿数。你看见鸟类早上出

去，以便寻找和收集它的给养，从一根树枝飞到另一根树枝，

唱着优美动听的歌声。人类属于被造物中的一种，真主为每个

人规定了其给养和寿数，如果他归信了真主，履行了真主的法

                                                        
①
《牲畜章》第 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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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那么，真主就会赏赐他幸福和安定，并使其事事顺利；即

使他没有丰富的财产，但是他会拥有最基本的生活资源。 

如果他否认了他的主，藐视崇拜真主，他的生活就会窘迫，

各种忧愁和悲伤就会加在他的身上，即使他拥有一切享受的媒

介也罢！难道你没有看见许多国家的大多数自杀者，那些国家

负责提供给国民所有安乐生活的媒介吗？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些

为了今世的享受而过度地挥霍各种家具和粮食的人吗？导致浪

费的原因是由于内心对信仰的空虚，感到狭隘和窘迫，企图用

改变和更新的方式来摆脱这种不安，在真主至诚的言语中说： 

 َّإِن ي فَ رِ ن ذِكْ ضَ عَ رَ نْ أَعْ مَ نكاً  وَ ةً ضَ عِيشَ ى لَهُ مَ مَ ةِ أَعْ يَامَ مَ القِ وْ هُ يَ ُ رشُ نَحْ  )١٢٤: (طه آيةوَ

【谁违背我的教诲，谁必过窘迫的生活，复生日我使他在

盲目的情况下被集合。】P318F

① 

3.他生活在自身矛盾和同周围的宇宙相矛盾之中： 

那是因为人的本性倾向于“认主独一”，清高的真主说： 

أَقِمْ  :قال تعاىل طَرَ النَّاسَ عَ  فَ ةَ اهللاَِّ الَتِي فَ ا فِطْرَ نِيفً ينِ حَ كَ لِلدِّ هَ جْ لْقِ اهللاَِّ وَ يلَ خلَِ بْدِ ا الَ تَ يْهَ لَ

يِّمُ  ينُ القَ لِكَ الدِّ  )30: (الروم آية   ذَ

                                                        
①
《塔哈章》第 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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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真主

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这才是正教。】①人的身体顺服它的

创造者，遵循他的制度。非信士的拒绝只会违背他自己的天性，

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违背养主的事情中，如果他的身体是顺从的，

那么，它选择了违背。 

他与周围的环境相矛盾，那是因为这个宇宙中的一切——

从最大的宏观世界银河系到最渺小的昆虫世界，无一不是在遵

循着养主为它规定的制度，清高的真主说： 

ءِ  :قال تعاىل امَ  إِىلَ السَّ تَوَ ا َُمَّ اسْ الَ هلََ قَ انٌ فَ يَ دُخَ هِ الَتَا  وَ هاً قَ رْ عاً أَوْ كَ تِيَا طَوْ ضِ ائْ لِألَرْ وَ

ائِعِنيَ  يْنَا طَ  )١١: (فصلت آية  أَ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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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0F

②
P不然，这个宇宙喜爱与它一致顺服真主的人，憎恶违背

真主的人，非信士在这个宇宙中是不协调的，他公开地违背他

的养主，因此，他应该受到天地万物的恼怒，恼怒他的昧恩和

否认。清高的真主说： 

َنُ  :قال تعاىل محْ ذَ الرَّ َ الُوا اختَّ قَ لَداً  وَ يْئاً إِداّ  وَ ئْتُمْ َْ دْ جِ نَ   لَقَ طَّرْ تَفَ اتُ يَ وَ مَ ادُ السَّ تَكَ
                                                        
①
《罗马人章》第 30节 

②
《奉绥来特章》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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نْهُ  ضُ  مِ قُّ األَرْ تَنشَ داّ  وَ بَالُ هَ ِرُّ اجلِ ختَ َنِ أَن  وَ محْ ا لِلرَّ وْ عَ لَداً  دَ ذَ  وَ تَّخِ َنِ أَن يَ محْ نبَغِي لِلرَّ ا يَ مَ  وَ

لَداً  اتِ  وَ وَ مَ ن يفِ السَّ لُّ مَ بْداً  إِن كُ َنِ عَ محْ ضِ إِالَّ آيتِ الرَّ األَرْ  )93-88: (مريم آية وَ

【[88]他们说：“至仁主收养儿子。”[89]你们确已犯了一

件重大罪行。为了那件罪行，[90]天几乎要破，地几乎要裂，

山几乎要崩。[91]这是因为他们妄称人为至仁主的儿子。[92]

至仁主不会收养儿子，[93]凡在天地间的，将来没有一个不像

奴仆一样归依至仁主的。】 P321F

①
P超绝万物的真主在提到法老及其军

队时说： 

  ُء امَ مُ السَّ يْهِ لَ تْ عَ امَ بَكَ ضُ  فَ األَرْ ينَ  وَ نظَرِ انُوا مُ ا كَ مَ  )٢٩: (الدخان آية وَ

【天地没有哭他们，他们也没有获得缓刑。】 P322F

② 

4.愚昧的生活：当然，否认就是愚昧，是最大的无知，因

为否认者不知道自己的养主，他观看万物的养主创造的这个宇

宙，观察自身微妙的被造，然而不知道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

是谁构造了他自身，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无知吗？！ 

5.对自身和他人不义地生活：因为他迫使自身服从其它

的被造物，他不崇拜自己的养主，反而崇拜其它的。不义：就

                                                        
①
《麦尔彦章》第 88-93节 

②
《烟雾章》第 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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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一件东西放在不属于它的位置上。有什么不义能比崇拜不

应该受到崇拜的更严重呢？的确，哲人鲁格曼阐明了举伴的丑

恶： 

  ِنِه نُ البْ امَ الَ لُقْ إِذْ قَ ظِ  وَ كَ لَظُلْمٌ عَ ْ كْ بِاهللاَِّ إِنَّ الرشِّ ِ نَيَّ الَ تُرشْ ا بُ عِظُهُ يَ وَ يَ هُ : لقامن آية  يمٌ وَ

)١٣( 

【我的小子啊！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以物配主，确是大

逆不道的。】 P323F

① 

对周围的人与动物不义。因为他不知道万物所拥有的权力，

当复生日来临时，所有遭到他行亏的人或动物都将站在他的面

前，要求他的主为他们向他讨回公道。 

6.使自身遭到真主恼怒的，都将遭到今世万物的憎恨： 

使自身成为目标，因为各种灾难降临他，各种浩劫来临他，

迅速地遭到惩罚。清高的真主说： 

ْ  :قال تعاىل يِّئَاتِ أَن خيَ وا السَّ رُ كَ ينَ مَ نَ الَّذِ أَمِ نْ أَفَ ابُ مِ ذَ مُ العَ أْتِيَهُ ضَ أَوْ يَ ِمُ األَرْ فَ اهللاَُّ هبِ سِ

ونَ  رُ عُ شْ يْثُ الَ يَ ينَ  حَ زِ عْجِ م بِمُ امَ هُ مْ فَ بِهِ لُّ قَ مْ يفِ تَ هُ ذَ أْخُ إِنَّ  أَوْ يَ فٍ فَ وُّ َ ىلَ ختَ مْ عَ هُ ذَ أْخُ أَوْ يَ

يمٌ  حِ ءُوفٌ رَّ مْ لَرَ بَّكُ  )٤٧-٤٥: (النحل آية  رَ

                                                        
①
《鲁格曼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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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使用诡计以作恶者，难道不怕真主使他们随地面而

陷落，或刑罚从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来临他们吗？[46]或在他

们的旅途中惩治他们，而他们绝不能逃避。[47]或逐渐惩治他

们，因为你们的主确是至爱的，确是至慈的。】①超绝万物的真

主说： 

الَ  :سبحانهقال  مْ  وَ هِ ارِ ن دَ يباً مِّ رِ لُّ قَ ُ ةٌ أَوْ حتَ عَ ارِ وا قَ نَعُ م بِامَ صَ يبُهُ
وا تُصِ رُ فَ ينَ كَ الُ الَّذِ زَ يَ

 َ أْيتِ تَّى يَ دُ اهللاَِّ إِ  حَ عْ ادَ وَ ْلِفُ املِيعَ  )٣١: (الرعد آية  نَّ اهللاََّ الَ خيُ

【不信道的人们还要因自己的行为而遭受灾殃，或他们住

宅的附近遭受灾殃，直到真主的应许到来。真主确是不爽约

的。】P325F

②
P清高的真主说： 

ى:قال تعاىل حً نَا ضُ أْسُ م بَ أْتِيَهُ  أَن يَ رَ لُ القُ نَ أَهْ بُونَ  أَوَ أَمِ عَ لْ مْ يَ هُ  )٩٨: (آية األعراف وَ

【各城市的居民难道不怕我的刑罚，在上午，当他们在游

戏的时候降临他们吗？】P326F

③
P这是针对所有拒绝记念真主的人，清

高的真主告知了从前各个否认的民族所遭到的惩罚： 

  ًبا اصِ يْهِ حَ لَ نَا عَ لْ سَ نْ أَرْ م مَّ نْهُ مِ بِهِ فَ نْ ا بِذَ نَ ذْ الّ أَخَ كُ ةُ  فَ يْحَ هُ الصَّ تْ ذَ نْ أَخَ م مَّ نْهُ مِ نْ  وَ م مَّ نْهُ مِ وَ

ضَ  نَا بِهِ األَرْ فْ سَ نَا خَ قْ رَ نْ أَغْ م مَّ نْهُ مِ انَ اهللاَُّ لِيَ  وَ ا كَ مَ مْ وَ هُ ونَ  ظْلِمَ ظْلِمُ مْ يَ هُ سَ انُوا أَنفُ لَكِن كَ  وَ
                                                        
①
《蜜蜂章》第 45-47节 

②
《雷霆章》第 31节 

③
《高处章》第 9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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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٤٠: (العنكبوت آية

【每一个人，我都因他的罪过而加以惩罚，他们中有我曾

使飞沙走石的暴风去伤害的，有为恐怖所袭击的，有我使他沦

陷在地面下的，有被我溺杀的，真主不致亏枉他们，但他们亏

枉了自己。】 P327F

①
P犹如你看见的各种灾难——真主的刑罚和惩戒—

—降临你周围的那些人的身上一样。 

7.他注定失败和亏折：由于他不义的因素，丧失的比内

心和灵魂享受的更多——凭着交谈认识真主与人类，内心平静。

丧失今世，是因为他生活在不幸和狼狈之中，因聚集各种不幸

和狼狈而丧失自身，因为它没有顺服创造自己的主宰，内心在

今世里没有获得幸福，因为他不幸地活着，不幸地死去，又将

与不幸者一起被复活。清高的真主说： 

اتِنَا  :قال تعاىل وا بِآيَ انُ م بِامَ كَ هُ سَ وا أَنفُ ُ رسِ ينَ خَ لَئِكَ الَّذِ أُوْ ينُهُ فَ ازِ وَ تْ مَ فَّ نْ خَ مَ وَ

ونَ  ظْلِمُ  )٩: (آية األعرافيَ

【善功的分量较轻的人，将因生前不信我的迹象而亏折自

身。】 P328F

②
P丧失自己家人，因为他与他们一起生活在否认真主中，

他们和他一样在不幸和窘迫之中，他们的归宿是火狱，清高的

                                                        
①
《蜘蛛章》第 40节 

②
《高处章》第 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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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هُ سَ وا أَنفُ ُ
رسِ ينَ خَ ينَ الَّذِ ِ ارسِ لْ إِنَّ اخلَ ونِهِ قُ ن دُ ئْتُم مِّ ا ِْ وا مَ بُدُ اعْ مْ  فَ لِيهِ أَهْ وَ

ةِ أَالَ  يَامَ مَ القِ وْ انُ املُبِنيُ  يَ َ رسْ وَ اخلُ لِكَ هُ  )٤٥: (الشور آية و )١٥: (الزمر آية  ذَ

【亏折的人，确是复生日丧失自身和眷属的。真的，那确

是明显的亏折。】 P329F

①
P复生日，他们将一起被集合在火狱之中，归

宿真恶劣！清高的真主说： 

وا :قال تعاىل لَمُ ينَ ظَ وا الَّذِ ُ رشُ مْ  احْ هُ اجَ وَ أَزْ ونَ  وَ بُدُ عْ انُوا يَ ا كَ مَ ن دُونِ اهللاَِّ  وَ مِ

يمِ  حِ اطِ اجلَ َ مْ إِىلَ رصِ هُ وَ دُ اهْ  )23-22: (الصافات آية  فَ

【[22]你们应当集合不义者和他们的伴侣，以及他们舍真

主而崇拜的，[23]然后指示他们火狱的道路。】P330F

② 

8.否认真主、隐昧恩典地生活：真主从无创造了他，并

赐予他各种恩典，他怎么能崇拜真主之外的？喜爱他之外的？

感谢他之外的呢……？有什么忘恩负义比此更不义呢？又有什

么否认比此更恶劣呢？ 

9.丧失生活的实质：那是因为信仰真主的人适合生活，知

道他的目的，明白自己的归宿，坚信要被复生，知道每个人应

                                                        
①
《队伍章》第 15节，《协商章》第 45节 

②
《列班者章》第 22-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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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的权利，不否认任何权利，不伤害任何被造物，幸福地生

活，在今后两世获得美满的生活。清高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نْ عَ رٍ أَوْ أُنثَىمَ كَ ن ذَ اً مِّ احلِ يِّبَةً  لَ صَ يَاةً طَ يِيَنَّهُ حَ نُحْ لَ نٌ فَ مِ ؤْ وَ مُ هُ : النحل آية  وَ

)٩٧( 

【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

活。】P331F

①
P在后世： 

 َُار ا األَهنْ تِهَ ْ ن حتَ ي مِ رِ ْ نَّاتٍ جتَ ظِيمُ  جَ زُ العَ وْ لِكَ الفَ نٍ ذَ دْ نَّاتِ عَ يِّبَةً يفِ جَ اكِنَ طَ سَ مَ ف الص وَ

 )١٢: (آية

【下临诸河的乐园和常住的乐园中的许多优美的住宅，那

确是伟大的成功。】P332F

② 

至于那些在今世里类似牲畜生活的人，不认识自己的养主，

不知道他的目的，也不明白自己的归宿在哪里？诚然，他的目

的就是吃、喝、睡……，他与其它的牲畜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然，他比牲畜更迷误。伟大、受赞颂的真主说： 

نِّ :عز وجلقال  نَ اجلِ ثِرياً مِّ نَّمَ كَ هَ ا جلَِ أْنَ رَ دْ ذَ لَقَ هُ  وَ قَ فْ لُوبٌ الَّ يَ مْ قُ نسِ هلَُ اإلِ اوَ َ مْ  ونَ هبِ هلَُ وَ

ا َ ونَ هبِ ُ بْرصِ ٌ الَّ يُ نيُ مُ  أَعْ لَئِكَ هُ لُّ أُوْ مْ أضَ امِ بَلْ هُ عَ األَنْ لَئِكَ كَ ا أُوْ َ عُونَ هبِ مَ انٌ الَّ يَسْ مْ آذَ هلَُ وَ

                                                        
①
《蜜蜂章》第 97节 

②
《列阵章》第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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افِلُونَ   )١٧٩: (آية األعرافالغَ

【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

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

这等人好像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

的。】P333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لُّ  :قال تعاىل مْ أَضَ امِ بَلْ هُ عَ األَنْ مْ إِالَّ كَ لُونَ إِنْ هُ قِ عْ عُونَ أَوْ يَ مَ مْ يَسْ هُ ثَرَ بُ أَنَّ أَكْ سَ ْ أَمْ حتَ

بِيالً   )٤٤: (الفرقان آية  سَ

【难道你以为他们大半是能听从或者能了解的人吗？他

们只象牲畜一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P334F

② 

10.永受惩罚：那是因为否认者从一种惩罚转到另一种惩

罚之中，离开今世——吞咽下其中的痛苦和灾难——到达后世，

第一站就是死亡天使来临他，在死亡前，天使让他尝试他应受

的惩罚。清高的真主说： 

بُونَ  :قال تعاىل ِ ةُ يَرضْ وا املَالئِكَ رُ فَ ينَ كَ ىفَّ الَّذِ تَوَ  إِذْ يَ لَوْ تَرَ مْ  وَ هُ وهَ جُ مْ ِ وَ هُ ارَ بَ أَدْ   وَ

 )٥٠: (األنفال آية

【假若你看见当不信道者死亡的情状，众天使将鞭挞他们

                                                        
①
《高处章》第 179节 

②
《准则章》第 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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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部和脊背……。】①然后，当他的灵魂出体，他的肉体被埋

在坟坑里时，他将遇到更加严厉的刑罚，清高的真主提到了法

老族人的状况： 

واّ  :قال تعاىل دُ ا غُ يْهَ لَ ونَ عَ ضُ رَ عْ ياّ  النَّارُ يُ شِ عَ دَّ  وَ نَ أََْ وْ عَ لُوا آلَ فِرْ ةُ أَدْخِ اعَ ومُ السَّ قُ مَ تَ وْ يَ وَ

ابِ  ذَ  )٤٦: (غافر آية  العَ

【他们朝夕受火刑。复活日来临之时，或者将说：“你们让

法老的宗族进去受最严厉的刑罚吧！”】 P336F

②
P然后当复生日来临时，

万物都要被复活，所有的工作都被呈现，非信士会发现真主已

经把他所有的行为都记录在那个功过薄里，真主在谈到功过薄

时说： 

  َِّا فِيه قِنيَ ممِ فِ شْ نيَ مُ مِ رِ  املُجْ َ رتَ عَ الكِتَابُ فَ ضِ وُ ا وَ ولُونَ يَ قُ يَ ا الكِتَابِ الَ  وَ ذَ ا هلَِ تَنَا مَ لَ يْ وَ

ةً  ريَ
غِ ادِرُ صَ غَ الَ  يُ ا وَ اهَ صَ ةً إِالَّ أَحْ بِريَ اً  كَ اَِ لُوا حَ مِ ا عَ وا مَ دُ جَ وَ الَ  وَ بُّكَ  وَ ظْلِمُ رَ داً يَ الكهف  أَحَ

 )٤٩: (آية

【功过簿将展现出来，所以你将会看到罪人们畏惧其中的

记录。他们说：“啊呀！这个功过簿怎么啦，不论小罪大罪，都

毫不遗漏，一切都加以记录。”】P337F

③
P那时，不信道的人们希望自己

                                                        
①
《战利品章》第 50节 

②
《赦宥者章》第 46节 

③
《山洞章》第 49节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235 

曾经是尘土： 

  ُاه دَ تْ يَ مَ دَّ ا قَ ءُ مَ نظُرُ املَرْ مَ يَ وْ اباً  يَ رَ نتُ تُ ا لَيْتَنِي كُ افِرُ يَ قُولُ الكَ يَ  )٤٠: (النبأ آية  وَ

【在那日，各人将要看见自己所已做的工作，不信道的人

们将要说：“啊！但愿我原是尘土。”】 P338F

① 

因为那是更加骇人听闻的场所，假如人拥有大地上的一切，

他必用做罚金，以赎取那一天的严刑。清高的真主说： 

ِيعاً  :قال تعاىل ضِ مجَ ا يفِ األَرْ وا مَ لَمُ ينَ ظَ لَوْ أَنَّ لِلَّذِ وءِ  وَ ن سُ ا بِهِ مِ وْ تَدَ هُ الفْ عَ هُ مَ ثْلَ مِ وَ

ةِ  يَامَ مَ القِ وْ ابِ يَ ذَ كُ  العَ ْ يَ ا ملَ نَ اهللاَِّ مَ م مِّ ا هلَُ دَ بَ بُونَ وَ تَسِ ْ  )٤٧: (الزمر آية ونُوا حيَ

【假若地面上的一切都归不义者所有，再加上同样的一份，

他们必用做罚金，以赎取复生日的严刑。】P339F

②
P清高的真主又说： 

ئِذٍ بِبَنِيهِ :قال تعاىل مِ وْ ابِ يَ ذَ نْ عَ ي مِ تَدِ فْ مُ لَوْ يَ رِ دُّ املُجْ وَ ُمْ يَ وهنَ ُ بَرصَّ بَتِهِ يُ احِ صَ  وَ

يهِ  أَخِ يهوَ وِ تِهِ الَتِي تُؤْ يلَ فَصِ ن يفِ األَ  وَ مَ يهِ ِوَ نجِ مَّ يُ ِيعاً َُ ضِ مجَ  )14-11: (املعارج آية رْ

【罪人愿意赎取那日的刑罚，即使牺牲他的儿女、他的妻

子、他的弟兄，和那收容他的血族，以及大地上所有的人，但

愿那能拯救自己。】P340F

③ 

                                                        
①
《消息章》第 40节 

②
《队伍章》第 47节 

③
《天梯章》第 11-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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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那是赏罚的居所，而不是妄想的家园，人类必定会遇

到自己工作的报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信者在后世里遇

到的灾难是火刑，的确，真主为火狱里的居民制定了各种刑罚，

以便让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清高的真主说： 

نَّمُ الَتِ :قال تعاىل هَ هِ جَ ذِ ونَ هَ مُ رِ ا املُجْ َ بُ هبِ ذِّ كَ اي يُ يْنَهَ طُوفُونَ بَ ِيمٍ آنٍ  يَ َ محَ بَنيْ الرمحن   وَ

 )44-43: (آية

【这是犯罪者所否认的火狱。他们将往来于火狱和沸水之

间。】P341F

①
P在谈到他们的饮食和穿戴时，真主说： 

ارٍ  :قال تعاىل ن نَّ مْ َِيَابٌ مِّ طِّعَتْ هلَُ وا قُ رُ فَ ينَ كَ الَّذِ ِمْ فَ هبِّ وا يفِ رَ مُ تَصَ نِ اخْ امَ صْ انِ خَ ذَ  هَ

يمُ  مِ مُ احلَ هِ وسِ ءُ قِ رُ وْ ن فَ بُّ مِ ِمْ   يُصَ ا يفِ بُطُوهنِ رُ بِهِ مَ هَ ُلُودُ  يُصْ اجلْ يد  وَ دِ نْ حَ عُ مِ امِ قَ م مَّ هلَُ  وَ

 )٢١-١٩: (احلج آية

【[19]这两派是相争的，他们进行他们关于他们的主的争

论。不信者已经有为他们而裁制的火衣了，沸水将倾注在他们

的头上，[20]他们的内脏和皮肤将被沸水所溶化，[21]他们将

享受铁鞭的抽打。】P342F

② 

                                                        
①
《至仁主章》第 43-44节 

②
《朝觐章》第 19-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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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啊！你曾经是没有的，清高的真主说： 

بْلُ  :قال تعاىل ن قَ نَاهُ مِ قْ لَ ا خَ انُ أَنَّ نسَ رُ اإلِ كُ ذْ ال يَ يْئاً  أَوَ ْ يَكُ َْ ملَ  )٦٧: (مريم آية وَ

【人忘记了吗？他以前不是实有的，而我创造了他。】 P343F

①
P然

后真主从一滴精液中创造了你，并且为你创造了听觉和视觉。

清高的真主说： 

يْئاً مَّ :قال تعاىل ن َْ كُ ْ يَ رِ ملَ هْ نَ الدَّ نيٌ مِّ
انِ حِ نسَ ىلَ اإلِ لْ أَتَى عَ وراً هَ كُ انَ  ذْ نسَ نَا اإلِ قْ لَ ا خَ إِنَّ

رياً  يعاً بَصِ مِ نَاهُ سَ لْ عَ بْتَلِيهِ فَجَ اجٍ نَّ شَ ةٍ أَمْ ن نُّطْفَ نسان آية  مِ  )2-1: (اإلِ

【［1］人确实经历一个时期，不是一件可以记念的事物。

[2]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试验，将他创造成聪明

的。】 P344F

②
P然后你从软弱逐渐强壮，强壮之后，你又返回懦弱。清

高的真主说： 

م :قال تعاىل قَكُ لَ ي خَ دِ  اهللاَُّ الَّذِ عْ نْ بَ عَلَ مِ ةً َُمَّ جَ وَّ عْفٍ قُ دِ ضَ نْ بَعْ عَلَ مِ عْفٍ َُمَّ جَ ن ضَ مِّ

ا فً عْ ةٍ ضَ وَّ اءُ  قُ شَ ا يَ ْلُقُ مَ يْبَةً خيَ َْ يرُ  وَ دِ لِيمُ القَ وَ العَ هُ  )54: (الروم آية  وَ

【真主从懦弱创造你们，在懦弱之后，又创造强壮，在强

壮之后又创造懦弱和白发，他要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他确

                                                        
①
《麦尔彦章》第 67节 

②
《人章》第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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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知的，确是全能的。】①毋庸置疑，最后是死亡，你在那些

阶段弱上加弱，除了借助于真主赐予你的恩典——能力、力量

和粮食，你不能为自身消除灾难，也不能为你自己带来利益，

你的本性是贫穷者、需要援助者。为了你的生活，许多你需要

的东西，并不是你力所能及的，也许你一次获得了它，另一次

你又失去了它；有多少有益于你的事情，你希望获得它，也许

一次你成功地获得了，而另一次你又失去了它；有多少事情伤

害你，使你的希望受挫折，使你的努力白费，并给你带来各种

伤害和灾难，你希望为自身消除它，你一次消除了它，而另一

次你却无能为力……，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困，你需要

真主的援助吗？真主说： 

اءُ إِىلَ اهللاَِّ  :اىلقال تع رَ قَ ا النَّاسُ أَنتُمُ الفُ َ ا أَهيُّ يدُ  يَ مِ نِيُّ احلَ وَ الغَ اهللاَُّ هُ  )١٥: (فاطر آية  وَ

【人们啊！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真主确是无求的，确是

可颂的。】P346F

② 

微病毒阻碍你，你单单用眼睛是看不见它的，癫痫病将你

打倒，你没有能力去抵制它，你去找类似自己的懦弱的人为你

治疗，有时医治好了，有时医生也无能为力，使病人和医生不

                                                        
①
《罗马人章》第 54节 

②
《创造者章》第 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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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措。 

阿丹的子孙啊！真的，你是多么的懦弱，假若有只苍蝇夺

取你的一点东西，你都没有能力把那点东西抢回来，在真主至

诚的言词中有： 

 ًابا بَ وا ذُ قُ لُ ْ ن دُونِ اهللاَِّ لَن خيَ ونَ مِ عُ ينَ تَدْ وا لَهُ إِنَّ الَّذِ عُ تَمِ اسْ ثَلٌ فَ بَ مَ ِ ا النَّاسُ َُ َ ا أَهيُّ لَوِ  يَ وَ

وا لَهُ  عُ تَمَ عُفَ ال اجْ نْهُ ضَ وهُ مِ ذُ تَنقِ سْ يْئاً الَّ يَ بَابُ َْ مُ الذُّ بْهُ لُ سْ إِن يَ املَْطْلُوبُ  طَّالِبُ وَ : احلج آية وَ

)٧٣( 

【众人啊！有一个譬喻，你们倾听吧！你们舍真主而祈祷

的（偶像）虽群策群力，绝不能创造一只苍蝇；如果苍蝇从他

们的身上夺取一点东西，他们也不能把那点东西抢回来。祈祷

者和被祈祷者，都是懦弱的！”】P347F

①
P假如你都没有能力夺回苍蝇抢

去的那点东西，你还能掌管自己的什么事情呢？“你过去的行

为由真主亲手裁决，你的生命在真主的掌握之中，你的心在慈

主的两指之间，他任意地翻转，你的生、你的死由他亲自掌管，

你的幸福、你的不幸均在他的掌握之中，你的动静和言语都是

凭着真主的意欲，你的动是凭着真主的意欲，你的行为是根据

真主的意愿。如果把你委托给你自己，那确已把你委托给了无

                                                        
①
《朝觐章》第 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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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懦弱、疏忽、罪恶和过错；如果把你委托给他人，那确已

把你委托给了不能掌管你的利益、伤害、生、死和复活的人，

他瞬间都不能使你满足，不然，你的呼吸都不得不需要真主的

援助，他赐予你各种恩典，在你方方面面都特别需要他的同时，

还用各种违背和隐昧对他表示憎恨，你确已为他忘记了，你将

返回到他那里，回归于他，站在他的面前。”
① 

人啊！鉴于你的懦弱、你没有能力承担自己罪恶的后果： 

 َُّيدُ اهللا رِ مْ  يُ نكُ فَ عَ َفِّ عِيفاً  أَن خيُ انُ ضَ نسَ لِقَ اإلِ خُ  )٢٨: (النساء آية  وَ

【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人是被造成怯弱的。】 P349F

②
P真主派

遣了众使者，降示了各部经典，制定了各项法律，在你的面前

铺展了康庄大道，立起了各种证据、明证、例证和凭据，直至

在所有的事情中都为你制定了迹象，证明真主的独一性、养育

性和神圣性，你以虚妄反驳真理，放弃真主，而以恶魔为主宰，

无理诡辩： 

  ًال دَ ءٍ جَ ْ ثَرَ يشَ انُ أَكْ نسَ انَ اإلِ كَ  )٥٤: (الكهف آية  وَ

【人是争辩最多的。】 P350F

③
P真主的各种恩典使你忘记了，你自

                                                        
①
《利益》，作者：伊本盖伊幕，第 56页 

②
《妇女章》第 28节 

③
《山洞章》第 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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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至终都是在真主的恩典中遨游！首先你应当记忆起自己是从

一滴精液中被造！你将返回到坟墓中，然后你将要被复活进入

天堂或者是火狱。清高的真主说： 

بِنيٌ  :قال تعاىل يمٌ مُّ صِ وَ خَ ا هُ إِذَ ةٍ فَ ن نُّطْفَ نَاهُ مِ قْ لَ ا خَ انُ أَنَّ نسَ رَ اإلِ ْ يَ ثَالً  أَوَ ملَ بَ لَنَا مَ َ ََ  وَ

قَ  لْ َ خَ
نَيسِ يِي العِظَامَ وَ ْ ن حيُ الَ مَ يمٌ  هُ قَ مِ يَ رَ هِ ةٍ  وَ رَّ لَ مَ ا أَوَّ أَهَ ي أَنشَ ا الَّذِ يِيهَ ْ لْ حيُ لْقٍ  قُ لِّ خَ وَ بِكُ هُ وَ

لِيمٌ   )79-77: (يس آية عَ

【[77]难道人还不知道吗？我曾用精液创造他，而他忽然

变成坦白的抗辩者。[78]他为我设了一个譬喻，而他忘却了我

曾创造他。他说：“谁能使朽骨复活呢？”[79]你说：“最初创

造他的，将使他复活；他是全知一切众生的。】P351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يمِ :قال تعاىل رِ بِّكَ الكَ كَ بِرَ رَّ ا غَ انُ مَ نسَ َا اإلِ ا أَهيُّ لَكَ يَ دَ عَ اكَ فَ وَّ سَ لَقَكَ فَ ي خَ يفِ أَيِّ  الَّذِ

بَكَ  كَّ اءَ رَ ا َْ ةٍ مَّ ورَ  )8-6: (االنفطار آية  صُ

【[6]人啊！什么东西引诱你背离了你的仁慈的主呢？[7]

他曾创造了你，然后，使你健全，然后，使你均称。[8]他意欲

什么型式，就依什么型式而构造你。】 P352F

② 

人啊！你为什么禁止自身愉快地站在真主的阙前与他交谈

                                                        
①
《雅辛章》第 77-79节 

②
《破裂章》第 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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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一定会满足你的需求，康复你的病症，消除你的悲伤，

饶恕你的罪过，解除你的灾难，他援助你，当你被亏时；当你

不知所措、迷路时，他引领你；当你无知时，他教授你；当你

害怕时，他使你的心得到安宁；当你懦弱时，他怜悯你；他帮

助你击退敌人，为你带来给养。
① 

人啊！在真主赐予人类最大的恩典——信仰的恩典之后，

就是理智的恩典，他以此辨别有利的与有害的，明白真主命令

他的与禁止他的，以此知道最伟大的宗旨，它就是崇拜独一无

二的真主。清高的真主说： 

ا بِ  :قال تعاىل مَ ونَ وَ أَرُ ْ إِلَيْهِ جتَ ُّ فَ مُ الرضُّ كُ سَّ ا مَ مَّ إِذَ نَ اهللاَِّ َُ مِ ةٍ فَ مَ عْ ن نِّ م مِّ فَ  كُ شَ ا كَ مَّ إِذَ َُ

ونَ  كُ ِ ِمْ يُرشْ هبِّ م بِرَ نكُ يقٌ مِّ رِ ا فَ مْ إِذَ نكُ َّ عَ   الرضُّ

【[53]凡你们所享受的恩惠都是从真主降下的。然后，当

你们遭难的时候，你们只向他祈祷。[54]然后，当他解除你们

的灾难的时候，你们中有一部分人，立刻以物配他们的主。】 P354F

② 

人啊！智者喜爱崇高的事情，厌恶劣等事物，喜爱效仿众

先知与清廉者的廉洁和慷慨大方，内心期望赶上他们，即使没

有追上他们也罢！通向那里的道路是超绝万物的主所指引的，

                                                        
①
《幸福家园的钥匙》第 1册，第 251页 

②
《蜜蜂章》第 53-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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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مُ اهللاَُّ  :قال  بِبْكُ ْ بِعُوينِ حيُ اتَّ ِبُّونَ اهللاََّ فَ نتُمْ حتُ لْ إِن كُ مْ  قُ نُوبَكُ مْ ذُ رْ لَكُ فِ غْ يَ يمٌ  وَ حِ ورٌ رَّ فُ اهللاَُّ غَ  وَ

 )٣١: (آل عمران آية

【你 P355F

①
P说：“如果你们喜爱真主，就当顺从我；（你们顺从我），

真主就喜爱你们，就赦宥你们的罪过。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

的。”】P356F

②
P如果他服从了这一点，那么，真主就会让他赶上众先知，

忠信的人，诚笃的人，善良的人。清高的真主说： 

طِعِ اهللاََّ :قال تعاىل ن يُ مَ نَ النَّبِيِّنيَ  وَ م مِّ يْهِ لَ مَ اهللاَُّ عَ عَ ينَ أَنْ عَ الَّذِ لَئِكَ مَ أُوْ ولَ فَ سُ الرَّ  وَ

يقِنيَ  دِّ الصِّ اءِ  وَ دَ هَ الشُّ الصَّ  وَ نيَ وَ فِيقاً  احلِِ لَئِكَ رَ نَ أُوْ سُ حَ  )٦٩: (النساء آية وَ

【凡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将与真主所护佑的众先知，忠

信的人，诚笃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 P357F

③ 

人啊！我只是劝告你抛开自己，然后思考一下到达你的真

理，观看它的证据，深思它的各项明证，如果你认为它是真理，

那么就一起去遵循它！你不要成为亲友和习俗的俘虏，你应当

知道你自身比你的近亲、同龄人和祖先的遗产更重要，的确，

真主以此劝告不信道的人们，号召他们皈依真主。超绝万物的

                                                        
①
译者注：指先知穆罕默德（ ） 

②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1节 

③
《妇女章》第 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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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 

ثْنَى:حانهسبقال  وا هللا مَ قُومُ ةٍ أَن تَ دَ احِ م بِوَ ظُكُ امَ أَعِ لْ إِنَّ ادَ قُ رَ فُ ا  وَ وا مَ رُ كَّ تَفَ مَّ تَ َُ

يدٍ  دِ ابٍ َْ ذَ يْ عَ دَ َ يَ م بَنيْ يرٌ لَّكُ ذِ وَ إِالَّ نَ نَّةٍ إِنْ هُ ن جِ م مِّ بِكُ احِ  )٤٦: (سبأ آية  بِصَ

【你 P358F

①
P说：“我只以一件事劝导你们，你们应当为真主而双

双地或单独地站起来，然后思维。”你们的同乡，绝无疯病。在

严厉的刑罚来临之前，他对你们只是一个警告者。】P359F

② 

人啊！当你皈依伊斯兰时，你决不会损失任何一点东西。

清高的真主说： 

نُوا بِاهللاَِّ :قال تعاىل مْ لَوْ آمَ يْهِ لَ ا عَ اذَ مَ رِ  وَ مِ اآلخِ الْيَوْ مُ اهللاَُّ وَ هُ قَ زَ َّا رَ وا ممِ قُ أَنفَ ِمْ  وَ انَ اهللاَُّ هبِ كَ وَ

لِيامً   )٣٩: (النساء آية عَ

【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并分舍真主所赐予他们的财物，

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妨害呢？真主是全知他们的。】 P360F

③
P伊本凯西尔

（愿主怜悯他）说：“假若他们信仰真主，遵循值得赞扬的道路，

什么事会伤害他们呢？他们信仰真主，渴望行善者在后世里被

许约的恩惠，他们因为真主喜悦的途径而施舍真主赐予他们的

给养，真主彻知善良的举意和堕落的意图，全知他们中谁应当

                                                        
①
译者注：指先知穆罕默德（ ） 

②
《赛伯邑章》第 46节 

③
《妇女章》第 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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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援助，他援助、启迪和引领他，为他注定善功，并以此喜

爱他。他彻知谁应自甘卑贱，驱逐他远离最伟大的神圣者的门

槛，的确，他在今后两世都是亏折的、受挫折的。”①你信奉伊

斯兰，决不会阻碍你与你喜爱的（真主允许你的）工作或饮食

在一起，然而，你为寻求真主的喜悦所作的任何工作，真主都

会报赏你，即使你是为了改善自己今世的生活、增加财产、或

名誉、或高贵，甚至是你吃被允许的食物，当你认为你满足于

合法的，而放弃非法的时候，其中对你都有一种报酬。先知穆

罕默德（ ）说： 

أيأيت أحدنا ! يا رسول اهللا: قالوا. ويف بضع أحدكم صدقة: (قال صىل اهللا عليه وسلم

إذا وضعها  أرأيتم لو وضعها يف حرام أكان عليه وزر؟ فكذلك: قال شهوته ويكون له فيها أجر؟

 رواه مسلم) يف احلالل كان له أجر

 “在你们的房事中也有一种施舍。”他们（即圣门弟子们

——愿主喜悦他们）说：“主的使者啊！我们的房事中也有一种

回赐吗？”使者说：“你们看如果某人把它用在非法的行径中，

难道对它不是一件罪行吗？同样，当他把其用在合法的行为中，

对他就有一种回赐。” P362F

② 

                                                        
①
《伟大的古兰经注释》作者：伊本凯西尔，第 1册，第 497页 

②
《穆斯林圣训集》天课篇，第 1008段《圣训》 



伊斯兰的基础和原则 
 

246 

人啊！众使者确已带来了真理，并且传达了真主的宗旨，

人需要知道真主的法律，以便根据明证在今世里行走，在后世

里成为成功的人。清高的真主说： 

َا:قال تعاىل ا أَهيُّ مْ  يَ اً لَّكُ ريْ نُوا خَ آمِ مْ فَ بِّكُ ن رَّ قِّ مِ ولُ بِاحلَْ سُ مُ الرَّ كُ اءَ دْ جَ وا  النَّاسُ قَ رُ فُ إِن تَكْ وَ

اتِ  وَ مَ ا يفِ السَّ إِنَّ هللاَِِّ مَ ضِ  فَ األَرْ كِيامً  وَ لِيامً حَ انَ اهللاَُّ عَ كَ  )١٧٠: (النساء آية وَ

【众人啊！使者确已昭示你们从你们的主降示的真理，故

你们当确信他，这对于你们是有益的。如果你们不信道，（那么，

真主是无需求你们的），因为天地万物，确是真主的。真主是全

知的，是至睿的。】P363F

①
P清高的真主说： 

اتُ   :قال تعاىل وَ مَ تِ السَّ امَ ا دَ ا مَ ينَ فِيهَ الِدِ نَّةِ خَ ي اجلَ فِ وا فَ عِدُ ينَ سُ ا الَّذِ أَمَّ ضُ إِالَّ  وَ األَرْ وَ

وذٍ  ْذُ َ جمَ ريْ طَاءً غَ بُّكَ عَ اءَ رَ ا َْ  )١٠٨: (هود آية  مَ

【至于幸福的，将进入乐园，而永居其中，天长地久，除

非你的主所意欲的。那是不断的赏赐。】 P364F

② 

人啊！如果你信奉了伊斯兰，你只会有益于你自身；如果

你否认了，那也只会伤害你自己；真主确是无求于众仆人的，

违背者的违背不能伤害他，顺从者的顺从也不会有益于他，犹

                                                        
①
《妇女章》第 170节 

②
《呼德章》第 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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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主确已告知了自己的先知（ ）的那样，清高的真主说： 

إين حرمت الظلم عىل نفيس وجعلته بينكم حمرماً فال تظاملوا، يا ! يا عبادي( :قال تعاىل

بادي كلكم جائع إال من أطعمته عبادي كلكم ضال إال من هديته فاستهدوين أهدكم، يا ع

فاستطعموين أطعمكم، يا عبادي كلكم عار إال من كسوته فاستكسوين أكسكم، يا عبادي إنكم 

ختطئون بالليل والنهار، وأنا أغفر الذنوب مجيعاً فاستغفروين أغفر لكم، يا عبادي إنكم لن تبلغوا 

ولكم وآخركم وإنسكم وجنكم َي فترضوين ولن تبلغوا نفعي فتنفعوين، يا عبادي لو أن أ

كانوا عىل أتقى قلب رجل واحد منكم ما زاد ذلك يف ملكي ْيئاً، يا عبادي لو أن أولكم 

وآخركم وإنسكم وجنكم كانوا عىل أفجر قلب رجل واحد ما نقص ذلك من ملكي ْيئاً، يا 

إنسان  عبادي لو أن أولكم وآخركم وإنسكم وجنكم قاموا يف صعيد واحد فسألوين فأعطيت كل

مسألته ما نقص ذلك مما عندي إال كام ينقص املخيط إذا أدخل البحر، يا عبادي إنام هي أعاملكم 

أحصيها لكم َم أوفيكم إياها؛ فمن وجد خرياً فليحمد اهللا ومن وجد غري ذلك فال يلومن إال 

 رواه مسلم )نفسه

“我的仆人们啊！我绝不行亏，故我也禁止你们之间行亏，

所以你们不要相互行亏。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引导的人之外，

你们都是迷误者；你们当祈求我的引导，我就引导你们。我的

仆人们啊！除了我所供给的人之外，你们都是饥饿者；你们当

祈求我的供给，我就供给你们。我的仆人们啊！除了我所赐予

衣物的人之外，你们都是赤身裸体者；你们当祈求我赐予你们

衣物，我就赐予你们。我的仆人们啊！你们昼夜都在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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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饶恕一切过错的主，你们当向我祈求饶恕，我就恕饶你们。

我的仆人们啊！你们不能伤害我，你们怎能伤害我呢？你们也

不能益及我，你们怎能益及我呢？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

有的人类和精灵都保持着一颗最敬畏者的心，也不能增加我的

丝毫权力；假如你们所有的人类和精灵都保持着一颗最放荡者

的心，也不能减少我的丝毫权力；我的仆人们啊！假如你们所

有的人类和精灵都站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向我祈求，我将给予每

个人所祈求的，那对于我的权力不会有丝毫损失，就像一根针

放到大海之中，你看它带回了什么？我的仆人们啊！这是你们

所有的工作，我都将一一记录它们，然后，我将使你们享受自

己行为的报酬，谁发现自己所作的善功，让他赞颂真主吧！谁

发现其它的，就让他谴责自己吧！”① 

一切赞颂全归养育众世界的真主，愿主赐平安和吉庆给最

优秀的先知和使者、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以及众

圣门弟子。 

二零零六年初 

艾布阿布杜拉·艾哈默德 译于两禁地     

                                                        
①
《穆斯林圣训集》行善和联系门，禁止不义篇，第 2577 段《圣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