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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说明 

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萨利哈·本·法吾扎尼·本·阿卜杜

拉·艾勒法吾扎尼博士主要阐释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前

半部分“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在其中重点强调的是拜主独一，

旨在改变人们对“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模糊认识。许多人错

误地认为，只要念诵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承认真主为主宰，

就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了。其实，“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实质

是指导世人虔诚地崇拜真主。凡是存在“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的地方，均译成“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在翻译之前，我曾认真地阅读过，读后感触颇深，虽然大家

都认为“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强调的是认主独一，然而，由于

习惯上译成“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使人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

念诵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只要认主就足够了，把崇拜真主

的功课就放在了次要的地位。现实生活中，许多会念诵“俩一俩

海，印兰拉乎”，而不会做功课的穆斯林不知是不是受到这种习惯

的影响？！也许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中国的穆斯林存之中在，因此，

作者萨利哈博士特别地强调对真主的实际崇拜和对“俩一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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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兰拉乎”内涵的理解，也强调指出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

中的“肯定”和“否定”两大要素的含义，由于对“俩一俩海，

印兰拉乎”这样的翻译与大家的学习认识有所出入，因此，又查

阅了马坚先生在《古兰经》译本中的译法。 

清高的真主说：【你应当知道，除真主之外，绝无应受崇拜

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真主，除他外，决无应受崇拜的。】② 

清高的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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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至于“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后半部分“穆罕默德是真主

的使者”，作者未有阐述和说明，也许作者另有著作进行论述。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真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祈求真主赐福于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和他的后裔，以及

众圣门弟子。 

 

伊勒亚斯·刘广乾 

                                                        
①
《穆罕默德章》第 19节 

②
《黄牛章》第 255节 

③
《众先知章》第 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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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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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义 

前言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我们赞颂他，我们向真主求援助，我们

向他求饶恕，向他忏悔，我们求真主保佑，免遭来自于我们自身

和行为方面的伤害；真主引导之人，没有人能使其迷误，真主使

谁迷误，任何人都不能引导他。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是独一无二的主；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

主的仆人和使者；求真主赐福他和他的家人，众圣门弟子，所有

追随并遵循圣行的人们，直至复生日。 

清高伟大的真主命令我们时刻记念他，赞颂他，真主赐福那

些铭记他的人们，并应许他们丰厚的报偿。真主命令仆人在各项

功修结束之后，也要记念他。 

清高的真主说：【当你们完成拜功的时候，你们当站着、坐着、

躺着记念真主。】① 

清高的真主说：【你们在举行朝觐的典礼之后，当记念真主，

犹如记念你们的祖先一样，或记念得更多些。】P4F

② 

真主还特别命令仆人在完成朝觐期间应当记念他。 

                                                        
①
《妇女章》第 103节 

②
《黄牛章》第 20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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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你们从阿赖法特结队而行的时候，当在禁寺

附近记念真主。】① 

清高的真主说：【你们当在规定的若干日内，记念真主之名而

屠宰他赐给他们的牲畜。】P6F

② 

清高的真主说：【你们当在数日内记念真主。】P7F

③ 

真主规定了礼拜，以便记念他。 

清高的真主说：【你当为记念我而谨守拜功。】P8F

④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台希利格（宰牲节之后的三天）

是吃、喝和记念真主的日子。” P9F

⑤
P  

清高的真主说：【信士们啊！你们应当常常记念真主，你们应

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P10F

⑥ 

最高贵的赞词“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

是独一无二的主。”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最高贵的祈祷词是阿拉法特山

                                                        
①
《黄牛章》第 198节 

②
《朝觐章》第 28节 

③
《黄牛章》第 203节 

④
《塔哈章》第 14节 

⑤
《穆斯林圣训集》 

⑥
《同盟军章》第 41-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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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祈祷词，是我和我之前的众位先知门所念诵的祈祷词：‘除真

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是独一无二的主，他拥有

一切权利和赞颂，他是大能与万物的主宰’。”① 

这个伟大的言词“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他是独一无二的主”非常重要，许多律例和条件都与它有关，它

有着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它绝不仅仅是口舌的表达而已。因此，

我选择了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讲题，祈求真主使我们大家成为真

正的念诵者，认识它的内涵，理解它的意义，身心一致地遵循其

内涵的人。 

关于“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涵义，我将讲解下列几

个问题：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高贵、语法、

要素和条件；它的意义与内涵；何时念它有意义，何时念它没有

意义，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主宰，他是独一无二的主。”）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神圣的言词，穆斯林每天在宣礼

词和成拜词之中明白地宣告它，在平时的演讲与交谈之中，也以

                                                        
①
《题了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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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内心忠诚的表白。“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一句伟大的言

词，诸天和大地为之而立起，万物为之而被造，为了这句伟大的

言词，真主为世人派遣了使者，降示了经典，规定了教法律例，

树立了天平，设置了文卷，创造了天堂和火狱，世人也因此而分

成了两个阵营——信士和非信士。它是万物为之而被创造的起源，

命令的开始，也是人类行为获得报偿与惩罚的依据。它是真理的

言辞，众生为之而被创造，为了这句言词和对这句言词应尽的义

务，人类将受到质问和清算，获得报赏或惩罚。由于这句神圣的

言辞，建立了朝向，确立了正道和勇敢地为主道奋斗的原则。它

是所有仆人对真主应尽的义务，是伊斯兰的宣言，是进入天堂的

钥匙，所有的世人都将因此而受到质问。复生日，任何人的两脚

都无法移动，直至因两件事情而受到靠问：“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崇

拜什么？”、“你们是怎样应答众使者号召的？”第一个问题的答

复是：“口舌承认‘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并

当身心一致地履行它。”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确认穆罕默德是

真主的使者，顺从并追随他。”
①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库夫尔”与“伊斯兰”的分水

岭。它是敬畏的言辞，是坚固的把柄，伊布拉欣曾祈求真主使它

成为【在他之后永久的召唤，以便世人悔悟。】② 

                                                        
①
《后世之旅费》作者：伊本改易姆（1/2） 

②
《金饰章》第 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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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见证了这句言辞，众天使和博学之人也作了见证。真主

说：【真主作证:只有真主是真正的应受崇拜之主，众天使和博学

之人也秉公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的应受崇拜之主，他是优

胜的，明哲的主宰。】①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忠诚的言辞，是对真理的见证和

召唤，是信仰纯正毫不举伴真主的誓言，为了这句言辞，真主创

造了众生，派遣了使者，降示了经典。真主说：【我创造了精灵和

人类，以便他们崇拜我。】② 

清高的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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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他使天使们奉他的命令，偕同精神，降临他所意欲的仆人，

说：“你们应当警告世人说：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

你们应当敬畏我。】④ 

伊本欧亚乃说：“真主给予仆人的恩惠，再没有比认识俩一俩

海，印兰拉乎更伟大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的应受崇拜的主

这句言辞裨益天堂的人，就象是甘甜的水益于世人一般。”
⑤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8节 

②
《播种者章》第 56节 

③
《众先知章》第 25节 

④
《蜜蜂章》第 2节 

⑤
《忠诚的言辞》作者：伊本莱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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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之人，其生命和财产都受到保

护，拒绝念诵之人，则不受保护。穆圣（愿主赐福之）说：“谁确

认除真主外，绝无真正的应受崇拜的主，并且否认多神崇拜，他

的生命和财产都受保护，最终的清算唯归真主。”
①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也是号召世人信奉伊斯兰时，应宣

读的第一誓言。穆圣（愿主赐福之）派遣穆阿兹到也门任职时，

对他说：“你将要到有经典的人那里去，你号召他们的第一件事是

要求他们作证：除真主外，绝无真正的应受崇拜之主宰。”
②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在伊斯兰中

的地位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了，它是穆民的第一件主命义务，因

为它是各种善功的基础。 

 

                                                        
①
《穆斯林圣训集》 

②
《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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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高贵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在真主御前有崇高的地位，念诵它

有巨大的回赐。谁心灵虔诚地念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真主

就使他进入天堂之中；谁阳奉阴违地念它，他的生命和财产在现

世生活中能够得到保护，后世的清算唯归真主。“俩一俩海，印兰

拉乎”是一句简短的言辞，词句简单，念诵容易，在后世的天平

之中却是最重的功课。 

伊本罕巴乃和哈克姆传述的正确圣训说：艾布赛尔德·勒胡

戴林叶（愿主喜悦他）的传述；穆圣（愿主赐福之）说：穆沙曾

祈求真主说：“我的养主啊!你启示我一件事，使我能够时常记念

你，祈求你。” 

真主说：“穆沙啊!你当常常诵念除真主外，绝无真正的应受

崇拜的主宰。” 

穆沙说：“每个仆人都在诵念这句言辞。” 

真主说：“穆沙啊！假若天地万物放在天平的一边，将“俩一

俩海，印兰拉乎”这句言辞放在天平的另一边，“俩一俩海，印兰

拉乎”这句言辞必重过于天地万物。”
①  

                                                        
①
《哈克姆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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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圣训就证明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最高贵的记念

词，阿布杜拉·本·欧麦尔传述的圣训中有一段圣训，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说：“最高贵的祈祷词是阿拉法特山上的祈祷词，

是我和我之前的众位先知门所念诵的祈祷词：‘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是独一无二的主，他拥有一切权利和赞

颂，他是大能与万物的主宰’。”
①  

《题了秘日圣训集》、《奈萨伊圣训集》和《哈克姆圣训集》

中，也证明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在天平之中的贵重。 

阿布杜拉和阿慕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穆圣（愿主赐

福之）说：“复生日，我的教生中的一个人，当着众人被召唤出来，

然后有九十九个记录的天使围绕在他的四周望着他们。” 

真主说：“你否认你所作过的吗？”他说：“我的养主啊！我

不否认。”真主又说：“你有某种借口或善功吗？”那个人非常恐

惧地说：“没有。”真主说：“其实你确实有一件善功，你丝毫不受

亏枉。”于是，有人为他取出一页记录，上面写有：‘我作证：除

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我又作证：穆罕麦德是真主

的仆人，是真主的使者。’ 

然后他说：“我的养主啊！这页记录怎能与那些问卷相比呢？” 

                                                        
①
《题了秘日圣训集》和《艾哈默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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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说：“你不受到亏枉。”于是，记录的问卷在天平的一侧，

记录“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那一页放在天平的另一侧，结果

记录着“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那一侧重过问卷的一侧。”①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非常贵重的，哈费如·伊本莱哲

布在他的著作《忠诚的言词》中曾经叙述过一部分，并附有（圣

训）的证据，在其中提到：“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天堂的珍宝，

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人，可以进

入天堂。“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可以使人从火狱上获得脱离，可

以使人获得饶恕和赦免。“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最高贵的功修，

可以消除罪过和错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能使伊玛尼（信仰）

在心灵之中永葆青春；“俩一俩海，印兰拉乎”重于犯罪的问卷，

它能消除障碍，觐见真主，诚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人，

真主使其成为诚实之人。“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是历代先知们念

颂的最高贵的言辞，它既是高贵的赞词，又是高贵的功修，念诵

的报赏是重复加倍，在现实的功课中可以与释放奴隶相比；念诵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可以抵御恶魔的伤害，它是坟墓中的慰

籍，是复生日清算场上的安宁，是从坟墓中复活起来时信士的标

志。“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可以为念诵者打开八座天堂之门，任

其进入。念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之人，即使因为自己的罪

恶而进入了火狱，但不会永居其中。 

                                                        
①
《题了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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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都是伊本莱哲布所叙述的，对于每种叙述都引证了

《圣训》。 

三“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语法，要素和条件 

1.“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语法分析： 

理解句子的意义，常常是根据它的语法地位，所以伊斯兰的

学者们非常重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语法分析。学者们解

释说：“（俩）表示否定全类，是没有的意思。(伊俩海)是受崇拜

者的意思，是（俩）的名词，定于开口符。那么，（俩伊俩海）的

意思就是：绝没有任何的受崇拜者。其后省略述语（哈戈），（哈

戈）的意思是真正的，真实的。（印兰拉乎）的意思是只有真主、

唯有真主，是（俩）的除外词。那么，（俩伊俩海，印兰拉乎）的

意思就是：“除真主外，绝没有真正的应受崇拜的主宰。”既念诵

者的心灵之中确信他为主宰，真心倾向他，衷心地希望从他那里

获得幸福，避免伤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受崇拜的东西有很多，

比如崇拜偶像，崇拜坟墓，崇拜人等等，但是，真正应受崇拜的

只有真主，除他之外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崇拜只是迷误的行为，

这也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两个要素的内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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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要素：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有两个要素，其一是否定，其二是

肯定。 

“否定”的含义是否定除真主外的一切受崇拜者，即那些受

崇拜者都是虚假的。 

“肯定”的含义确定只有真主是应受崇拜的主宰，他是真正

的应受崇拜的主宰，除真主外，多神教徒所崇拜的一切都是虚假

的东西。 

真主说：【这是因为真主是真实的，他们舍真主而祈祷的（偶

像）是虚妄的；又因为真主是至尊的，是至大的。】① 

伊本盖伊姆说：“‘俩伊俩海，印兰拉乎’（除真主外，绝没有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确认真主为应受崇拜的主宰，比说‘安拉

乎伊俩混’（真主是受崇拜的主宰）的意义更为准确，因为说：‘真

主应受崇拜的主宰’这句话中不存在否定，会使某些人认为除真

主外还有受崇拜的主宰，而说‘除真主外，绝没有应受崇拜的主

宰’就消除了一切妄想，这句话即肯定了真正的受崇拜的主宰，

又否定了虚假的受拜者。” 

                                                        
①
《朝觐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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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赫苏莱曼·本·阿卜杜拉在《认主学注释》一书中提到—

—如果有人说：“你确已阐明了主宰与诸多神灵的意义，如果有人

说‘主宰就是能够发明创造者’，以及类似的言词，那你怎么回答

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它： 

第一：这是异端邪说，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说过这种言语；学

者们的话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因此，这种说法是无效的。 

第二：根据其满意的评价，他是以着必然的事情去注解真正

应受崇拜的主宰，真正的主宰必定能够发明创造，如果他不能够

发明创造，他就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即使他被称作是主宰

也罢！他的目的并不是谁知道真主能够创造发明，谁确已加入了

伊斯兰，并且实现了获得天堂钥匙的愿望。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说

过类似这种言词，因为这是把阿拉伯的多神教徒们都视为应当是

穆斯林，假如部分后人有这种企图，他确已错了，可以用天启的

法律和正常的理智驳斥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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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条件： 

念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有七个条件，如果一无所知，

其念词就会没有效果。 

第一：知识；他即要懂得“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义，

又要明白应否定什么，肯定什么。如果一个人不明白，也不了解

“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义和内涵，口舌的念诵就没有效果，

就象一个人说了句他不理解的外语一样，他无法确立自己的真实

信仰。 

第二：坚信；完全的相信，没有丝毫的怀疑和疑虑。 

第三：忠诚为主，毫不举伴；因为“俩一俩海，印兰拉乎”

的本身就证明了真主的独一与受拜。 

第四：诚实；与此相反的是伪信，心口不一的念诵，是伪信

的行为。 

第五：内心真诚地喜爱这句言辞；只有信士才衷心热爱，伪

信士则相反。 

第六：顺服；为真主而虔诚履行应尽的义务，只为寻求真主

的喜悦，这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内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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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接受真主的判决；与此相反的是拒绝，接受真主的判

决就是遵行真主的命令，远离真主的禁令。 

以上这七个条件，是学者们根据《古兰经》和解释这句言辞，

阐明对它的义务和应顺服它的判决的圣训而演绎出来的。因此，

它绝不仅仅是口头的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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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义与内涵： 

前边已经说明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思是“除真主

外，绝没有真正的应受崇拜之主宰，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是真正

的应受崇拜的主宰。”所以，这句言辞也包括了“除真主外的一切

受拜者，都是虚假的含义。”因此，当命令崇拜真主时，常常与否

定崇拜别的联系在一起，因为一边崇拜真主，一边举伴真主，这

种崇拜是无效的。 

真主说：【你们当崇拜真主，丝毫不要举伴真主。】① 

【谁不信恶魔而信真主，谁确已把握住坚实的、绝不断折的

把柄。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② 

【我确已为每个民族派遣了一个使者，（他们说）你们当崇拜

真主，当远离恶魔。】③ 

穆圣（愿主赐福之）说：“谁诵念‘除真主外，绝无真正的

应受崇拜的主宰，’并否认除真主外的一切受拜之物，他的生命和

财产都受到保护。”
④  

                                                        
①
《妇女章》第 36节 

②
《黄牛章》第 256节 

③
《蚂蚁章》第 36节 

④
《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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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已派遣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他说：“我的宗族啊！

你们要崇拜真主，除他之外，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① 

除过这些经训的证据之外，伊玛目伊本莱哲布还说：“确认这

个意义并阐明它，就是一个人说‘除真主外，绝无真正的应受崇

拜的主宰’，这就意味着他确认除真主外，他绝不崇拜任何事物。

对于真主，他要顺服他，豪不违抗他，敬畏他，喜爱他，害怕他

的刑罚，祈求他的恩赐，万事托靠他，只祈求他，只求助于他，

一切的功课只为真主而做。”因此，穆圣（愿主赐福之）对麦加的

古莱氏族中的不信道者说：“你们当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是真

正的应受崇拜的主宰。”他们回答说：【他舍弃诸多圣灵而崇拜一

个主宰吗！这可是一件奇事。】② 

他们对“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理解是：念诵“俩一俩海，

印兰拉乎”就要废除所有的偶像崇拜，只崇拜独一的真主，他们

不情愿这样做。这个涵义就表明：”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义

与内涵就是确实地认拜真主独一，放弃一切多神崇拜，当一个人

说了“除真主外，绝无真正的应受崇拜的主宰”时，他就已表明

了应该认拜真主为独一的主宰，废除一切多神崇拜，废除对于坟

墓或伟人的崇拜。因此，现代的坟墓崇拜者的信仰也是虚假的，

他们的借口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意思是确认真主的存在，

                                                        
①
《高处章》第 59节 

②
《萨德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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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真主是大能的造物主。”或者它的意思是“判决权唯归真主。”

他们人为他们所诚信的，或对“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解释已

确认了真主的独一，既使他们崇拜了真主之外的神灵，或诚信死

人，为接近他们而宰牲或许誓愿，或游转他们大坟墓，以他们坟

墓上打土沾吉祥也无妨。可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这种信仰

与早期的阿拉伯人的多神崇拜者是多么的相似，那些多神教徒也

承认，真主是大能的造物主，他们确信真主的独一，而他们崇拜

多神或坟墓是想通过那些神灵或死人来接近真主，他们也承认那

些偶像不能创造，也不能供给衣食。至于判决权，那是“俩一俩

海，印兰拉乎”涵义的一部分，它不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

全部的实质涵义。所以，一边在崇拜中举伴真主，一边在义务，

法度，纷争中寻求真主的判决，这是虚伪的行为。 

假如“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思就象那些人解释的那样

（只认主独一），那么，穆圣（愿主赐福之）和多神教徒之间就没

有什么分歧了。如果穆圣（愿主赐福之）对他们说：“俩一俩海，

印兰拉乎”就是承认真主是大能的造物主，承认真主是实有的，

或者说：“你们只要在生命，财产，义务方面寻求真主的判决就够

了。”而不是对于真主的绝对崇拜，多神教徒肯定会马上应答穆圣

（愿主赐福之）的召唤。但是，这些精通阿拉伯语含义的多神教

徒，他们非常理解“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深刻内涵，他们深

知，念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就是要彻底废除偶像崇拜，“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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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俩海，印兰拉乎”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念词。因此，他们一再地

回避念诵它，真主在《古兰经》中叙述他们对穆圣（愿主赐福之）

的答复说：【难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灵吗？这确是一件怪

事。】① 

真主又说：【他们确是这样的：有人对他们说：“除真主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他们就妄自尊大，并且说：“难道我们务必

要为一个狂妄的诗人，而抛弃我们的众神灵吗？】② 

他们知道，“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内涵就是要放弃多神崇

拜，只认拜真主独一，他们心中明白，假若他们念诵了“俩一俩

海，印兰拉乎”，同时又继续崇拜偶像，他们的心中必定充满激烈

的矛盾，他们厌恶这种激烈的矛盾心理。而现代的坟墓崇拜者，

则不厌恶这种丑恶的矛盾，他们一边念诵“除真主外，绝不止于

此无真正的应受崇拜的主宰”，一边又叩拜死人，游转坟墓来破坏

这种念词的涵义。这些人真可怜啊！他们还不如艾布哲海里和艾

布莱海布对“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理解。 

总的来说，念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词句，懂得它的

意义，理解它的内涵，并言行一致地遵循它，他自会否定多神崇

拜，肯定崇拜独一的真主，同时坚信它的内涵意义，并身体力行，

                                                        
①
《萨德章》第 5节 

②
《列班者章》第 35-36节 



26 
 

这种人才是真正的穆斯林；谁念诵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

词句，理解其意义，并身体力行之，而内心并不诚心“俩一俩海，

印兰拉乎”的含义，那么，他就是一个伪信士；谁口舌念诵了“俩

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词句，行为却与其背道而驰，他就是一个

自相矛盾的多神教徒。因此，念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词

句，必须要理解其意义，因为这些是遵循它内涵意义的条件。 

清高的真主说：【唯依真理而作证，且深知其证辞的人们则不

然。】① 

遵行“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内涵，就是忠诚地崇拜真主，

彻底废除多神崇拜，这就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最终目的

和意义。在功修、社会交往、合法与非法的裁决方面，完全地接

受真主的判决，摒弃其它的一切裁决，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

不可分割的内涵意义之一。 

清高的真主说：【难道他们有许多配主，曾为他们制定真主所

未许可的宗教吗？】②
 

所以，在功修、社会交往、个人纠纷方面必须接受真主的判

决，舍弃世俗法则。这就是说，要摒弃所有的异端和迷误，以及

来自于人类和精灵中的恶魔在功修方面所散播的邪说，谁接受这

                                                        
①
《金饰章》第 86节 

②
《协商章》第 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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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异端邪说，谁就是多神崇拜者，因为清高的真主说：【难道他们

有许多配主，曾为他们制定真主所未许可的宗教吗？】① 

清高的真主说：【如果你们顺从他们，那么，你们必定会成为

以物配主的人。】② 

清高的真主说：【他们舍真主而把他们的博士、僧侣和麦尔彦

之子麦西哈当做是崇拜的对象。】③ 

在正确的（圣训）中传述，穆圣（愿主赐福之）曾对阿迪

云·本·哈提幕·艾勒塔伊（愿主喜悦他）诵读这节经文。 

阿迪云说：“主的使者啊！我们未曾崇拜过他们。” 

穆圣说：“难道不是吗？真主规定为非法的事物，他们为你们

开戒，于是你们就把它当作是合法的事物；真主规定为合法的事

物，他们列为禁物，于是你们就禁止它。” 

阿迪云说：“主的使者啊！是这样的。” 

穆圣说：“这就是对他们的崇拜。” 
④ 

色赫阿卜杜赖哈玛努·本·哈三说：“在犯罪方面顺从他们，

就是对他们的崇拜，也就等同于把他们当成崇拜的对象，在这个

                                                        
①
《协商章》第 21节 

②
《牲畜章》第 121节 

③
《忏悔章》第 31节 

④
《题了秘日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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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是最大的举伴主，这与认拜真

主独一的‘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内涵是背道而驰的……阐明

了忠诚的言词完全地否定所有与自己背道而驰的异端邪说。”① 

同样的道理，也应该摒弃世俗法制的裁决，因为寻求真主经

典的裁决，放弃世俗的法律和制度是信士义不容辞的职责。 

清高的真主说：【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

真主和使者（判决）】② 

清高的真主说：【无论你们争论什么事，都要归真主判决。那

是真主，是我的主，我只信托他，我只归依他。】③ 

真主已经做出了裁决：凡不以真主降示的经典进行裁决者，

皆为否认真主者、不义者、作恶者，其信仰已经丧失。那是因为

裁决者若认为不以真主的经典裁决为合适的，或者是更有利的，

或者是比真主经典的裁决更优越，那么，这就是否认真主，就是

举伴真主，它损伤了其信仰，完全丧失了诵读“俩一俩海，印兰

拉乎”的意义。如果他认为这样的裁决不合适，也相信只有真主

的裁决才是最应受到遵循的，但是其私欲使他违背了这种裁决，

那么，这是属于接近叛教的大罪，是小举伴主，是没有真正理解

                                                        
①
《信仰学释疑》（第 107页） 

②
《妇女章》第 59节 

③
《协商章》第 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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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义和内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

是一种完善的制度，应该作为穆斯林社会生活、功课事务、行为

交往的准则。他不是仅仅为了沾吉祥的念词，也不是不理解其含

义，不遵循其内涵，不按照其方针生活的口舌早晚念词而已。许

多的人就是这样，他们的嘴里念着“俩一俩海，印兰拉乎”，其信

仰和言行却与之背道而驰。 

确认真主的尊名和德行，也是“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内

涵之一。 

清高的真主说：【真主有许多极美的名号，故你们要用那些名

号祈求他。妄用真主的名号者，你们可以置之不理，他们将受自

己行为的报酬。】① 

《信仰学释疑》一书的作者说：“在阿拉伯语中，‘义勒哈德’

的原意是偏离目的、倾斜、曲解，真主的每一个尊名和德性，都

是为了让人们去认识清高的养主，同时也证明养育主的绝对完美。 

‘义勒哈德’或者是对真主之尊名与德性的否认和不信，要

么是否认尊名的意义与废除它，要么是曲解它，并使之背离真理，

要么是把这些尊名比作人类的性质，反对者就是这样曲解的，他

们把这些尊名转化成宇宙实体的一些名称。”
② 

                                                        
①
《高处章》第 180节 

②
《信仰学释疑》第 537-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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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废除、注解和代替而曲解真主的尊名与德性，‘杰赫命耶’、

‘穆阿太齐赖’和‘艾斯阿利’们，他们不相信真主的尊名与德

性所包含的伟大意义，确已背叛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内

涵意义。因为世人要以真主的尊名和德性作为媒介向他祈求，犹

如清高的真主所说：【你们当以那些尊名向真主祈求。】至于那些

没有尊名，也没有德性的事物，怎么能成为受拜的主呢？世人怎

么能向它祈祷呢？又用什么向它祈祷呢？…… 

伊玛目伊本盖依姆说：“许多人对一切教法的判决产生分歧，

对于真主德性的经文与表达，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纷争，圣门弟

子和再传弟子们一致确认它，接受它，并能理解其含义，确定其

实质。这也证明了对真主尊名的解释，证明了重视解释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实现两个证词的完美，确认信仰的重要内容，

所以，真主及其使者完全无误地阐明了真主的尊名和属性。 

教法方面的经文，只有学者们才能完整地理解其含义。 

至于真主美德方面的经文，学者与大众们都能理解。我的意

思是：都能理解其基本意义，而不是理解他的本体和形式。
① 

同时他还说：“真主的尊名和德性是借助于天性健全的理智和

依据天启经典所认识的，没有完善的德性者不是主宰，也不是掌

管万物者，更不是养育众世界的主宰，而是残缺不全的受指责者，

                                                        
①
《使命概述》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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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权利得到世人的赞颂。而应受世人赞颂的主宰是具有完美

的德性和伟大的尊名，因此，先贤们把他们所编著的有关确认真

主的德性、真主的崇高、创造和能言方面的著作，称为‘认主学’。

因为隐昧、否认和不信它，就是否认和不信仰创造万物的主宰，

认主独一就是确认真主完美的德性，消除人类的比拟和残缺。
① 

 

                                                        
①
《行者的阶梯》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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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何时念“俩一俩海，印兰拉乎”有效，何时没有效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主宰。”就必须明白它的意义，遵守它的内涵。但是，有一些圣

训经文，使人幻想到只要念诵了这句言词就足够了，于是，就有

些人产生了这样的依赖思想，因此必须加以阐明，以消除他们的

这种妄想，而弘扬真理。 

在阿台巴努传述的（圣训）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真主禁止因为寻求真主的喜悦而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

应受崇拜的主宰’的人进入火狱。”
①色赫苏莱曼·本·阿布杜拉

（愿主怜悯他）说：“你应当知道，在许多（圣训）中都确已表明

了谁带着两个见证词去见真主，真主就禁止他进入火狱。”就像这

段（圣训）和艾奈斯传述的（圣训）一样。他说：在一次旅行中，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与穆阿兹同乘一骑；使者说：“穆阿兹啊！” 

 穆阿兹回答说：“主的使者啊！应答您的号召。” 

使者说：“任何一个仆人，只要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并且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真主

                                                        
①
《布哈里圣训集》11/206，《穆斯林圣训集》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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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禁止他进入火狱。”① 

在欧巴德传述的（圣训）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谁

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并且作证：穆罕

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真主的仆人’ ，真主就禁止他进入火狱。”
② 

在许多（圣训）中都提到，谁带着两个见证词去见真主，真

主就使谁进入天堂，而在其中没有提到‘禁止他进入火狱’。其中

有在前面所提到的欧巴德传述的（圣训），以及艾布胡莱赖传述的

（圣训），在塔布克战役中，他们曾经同着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在一起——在（圣训）中——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我作

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我是真主的使者，

任何一个人坚信不疑地以着这两句话去见真主，真主都一定会使

他进入天堂之中。”
③ 

 

                                                        
①
《布哈里圣训集》1/199 

②
《穆斯林圣训注释》1/228-229 

③
《穆斯林圣训注释》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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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权威学者伊本泰米耶的论述 

关于“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意思，最好的论述就是伊本

泰米耶等人的主张：这些（圣训）只是针对念诵它和为此而死的

人们，就像是在传述的（圣训）中附加了条件一样，他当内心虔

诚，坚信不疑，诚实而确信地念诵它。信仰的实质就是整个生命

都倾向于真主，谁内心虔诚地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

崇拜的主宰’，谁就可以进入天堂，因为虔诚会使心灵倾向于真主，

并真诚地向真主悔过自新，当他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时，他便可以

进入天堂。的确，在许多传述线索连续不断的（圣训）中提到，

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人，只要他的

内心有大麦粒重、或芥子粒重、或有类似尘埃重的善功，他最终

都可以脱离火狱。 

在许多传述线索连续不断的（圣训）中提到，许多念诵‘除

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人，仍然要进入火狱，

然后再从其中获得拯救；在许多传述线索连续不断的（圣训）中

提到，真主禁止火狱焚烧叩头的标志，这就是说在进入火狱的人

当中，有些人曾经是礼拜的、为真主而叩头的人们；在许多传述

线索连续不断的（圣训）中提到，真主禁止念诵‘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人和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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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崇拜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人进入火狱。但是，

在所传述的这些（圣训）中，都有重要的附带条件，许多人只是

念诵而已，不知道虔诚，也没有坚定的信仰，谁不懂得这些，他

就应当害怕死亡时的灾难，最终导致他与信仰被分开，从而失去

信仰；又有许多人念诵它只是世袭、习惯的念诵，信仰丝毫都没

有融合到他的内心深处，通常遭到死亡时的灾难和坟墓里类似的

灾难者，都是这些人。犹如在（圣训）中所说：“我曾听人们这样

说，所以我也这样说。”这些人的工作通常都是世袭的，父传子受

的，他们是最接近真主在《古兰经》中所指责的那些人。他们说：

【我们确已发现我们的祖先是信奉这一宗教的，我们确是遵循他

们的遗迹者。】① 

故此，我们说在这些（圣训）之间，并没有矛盾的地方，如

果他虔诚敬意、完全坚信不疑地念诵了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

不会坚持犯罪，因为他的虔诚敬意、完全坚信不疑，就会使他喜

爱真主超越一切，当然，他的心中也就不会存在对真主禁令的违

犯，更不会存在对真主命令的厌恶，他就是真主禁止进入火狱之

人，即使他曾经犯有许多罪行也罢！因为这种信仰，这种悔过自

新，这种虔诚敬意，这种喜爱和坚信确已消除了他的一切罪过，

犹如白天抹去黑夜一样。”
② 

                                                        
①
《金饰章》第 23节 

②
《信仰学注释》第 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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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宛哈布的论述① 

人们还有一种误解，他们说：“穆圣（愿主赐福之）曾经指责

吴萨麦杀死了一个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的人。”当时穆圣（愿主赐福之）说：“在他念诵了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之后，你杀死了他吗？”另外的一些

（圣训）也阻止人们伤害念诵它的人，这些无知者的目的是：只

要念诵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人，就不

能断其为非信士，即使他犯了某些大罪。有人曾对这些无知者们

说：“穆圣（愿主赐福之）曾经同犹太人战斗，并发配他们，而他

们也在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圣门弟子

们与白尼哈尼法族人战斗，他们也作如此的见证，也礼拜，并且

自称信奉的伊斯兰；阿里·本·艾布塔里布烧死的那些人也在念

诵这句言辞。”这些无知的人们也承认，否认复生的人，已叛教并

可杀之，即使他念诵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否认伊斯兰的任何一件要素者，确已叛教并可杀之，即使他念诵

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也罢！如果他否认了

某项细节，他念诵的证词都不能裨益他，那么，如果他否认了众

使者的信仰，他所念诵的证词又怎么能裨益他呢？但是真主的敌

                                                        
①
《信仰荟萃》第 20-121页 



38 
 

人们无法理解（圣训）的意义。 

色赫穆罕默德（愿主怜悯他）说：“至于有关吴萨麦（愿主喜

悦他）的（圣训），他杀死了曾宣称信仰伊斯兰的一个人，原因是

他认为那个人只是为了保护财产和生命而已。其实不论任何人，

只要他表示出信仰伊斯兰，就应该立即停止对他的攻击，除非从

他的身上表现出有违反伊斯兰的事情，为此，真主降示了经文。

清高的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为主道而出征的时候，你

们当事事审慎。】①即：‘你们当查明真相’，这节经文证明了应当

立即停止攻击，并当查明真相，如果在此之后他出现了违反伊斯

兰的事情，可以杀之，因为真主说：“你们当事事审慎。”如果在

他念了‘俩一俩海，印兰拉乎’之后就不再杀他，那么对于‘查

明真相’就没有意义了。 

另一段（圣训）以及其它类似的（圣训）也是同样，其含义

就是我们所叙述的那些，谁表现出信仰伊斯兰和认主独一，就应

该停止对其的攻击，除非从他的身上表现出有违反伊斯兰的事情。

其证据就是（圣训），穆圣（愿主赐福之）对吴萨麦（愿主喜悦他）

说：“在他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之后，

你杀死了他吗？” 穆圣（愿主赐福之）还说：“我奉命同世人战

斗，直至他们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针

                                                        
①
《妇女章》第 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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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瓦利吉，穆圣（愿主赐福之）曾经说：“无论你们在那里遇见

他们，都当杀之，如果我遇到他们，我一定像杀死阿德人那样杀

死他们。”在外表看来，哈瓦利吉是念诵赞词最多的人，甚至于有

些圣门弟子面对他们时都会感到自愧不如，他们虽然从圣门弟子

们身上学得了一些知识，但是他们所念诵的‘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和许多功修，以及他们自称信奉了伊斯兰，

并没有使他们获得裨益，因为他们明显地违背了伊斯兰的法律。

我们所提到的杀死犹太人和圣门弟子们杀白尼哈尼法的族人也是

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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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费如伊本莱哲布的论述 

哈费如伊本莱哲布的论述在其著作《忠诚的言辞》①一书中针

对（圣训）“我奉命同世人战斗，直至他们说：‘除真主之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他说：“欧麦

尔和众圣门弟子的理解是‘谁只要念了两个见证词，就可以免去

现世中的惩罚，’所以他们不主张与阻止交纳天课的人战斗；而艾

布白克尔的理解是：‘他们只有履行伊斯兰的各项义务，才能免去

现世中的惩罚，’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曾说：‘当他们履

行了那些义务时，我就负责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除去他们应尽

的义务，真主负责清算他们。’ 穆圣（愿主赐福之）还说：‘天课

是财产的义务。’这就是艾布白克尔的理解。 

许多圣门弟子传来明确地（圣训），其中有伊本欧麦尔和艾奈

斯等人；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我奉命同世人战斗，

直至他们见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穆罕默

德是真主的使者’，履行拜功，交纳天课。”《古兰经》也证明了这

一点，清高的真主说：【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

你们可以给他们一条出路。】② 

                                                        
①
《忠诚的言辞》，作者：伊本莱哲布，第 3-14页 

②
《忏悔章》第 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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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证明这一点的还有清高真主的言词：【如果他们悔过自

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他们就是你们的教胞。】① 

信仰兄弟，只是根据以着虔诚的信仰履行各项主命的义务而

定，因为只有真诚地悔过自新，才能获得虔诚的信仰。当艾布白

克尔为圣门弟子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与阻止天课的人战斗的

时候，众圣门弟子都拥护他的决定，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么，当

我们知道了现世的惩罚不会因为念诵了两个见证词而全部减免，

而且还会因为忽视伊斯兰的义务而受罚的时候，后世里的惩罚就

更不可能被免去了。哈费如伊本莱哲布还指出：部分学者说：“这

些（圣训）的目的是指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主宰’是进入天堂和从火狱中获得拯救的因素和前提。
② 

但是，问题是他必须要具备它的各项条件，消除阻碍，才能

起到作用；然而由于失去了某些条件，或出现了某种障碍，其前

提滞后了。这是哈三和沃海布·本·穆南毕胡的说法。 

有人提到哈三·艾勒巴士拉曾对正在埋葬已故的妻子的法尔

兹德格说：“你为这一天准备了什么？” 

 法尔兹德格说：“自七十年来，我一直在念诵‘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①
《忏悔章》第 11节 

②
《忠诚的言辞》，作者：伊本莱哲布，第 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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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三说：“这种准备真好啊！但是对于念诵‘除真主之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还有一些条件，你当警惕诽谤贞节的妇

女。” 

有人对哈三说：“有些人说，只要念诵了‘除真主之外，绝无

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就可以进入天堂。” 

哈三说：“谁念诵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并且完成了它的各项义务和主命，谁才能进入天堂。” 

沃海布·本·穆南毕胡对询问者说：“念诵‘除真主之外，绝

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不是进入天堂的钥匙吗？” 

那个人说：“怎么不是？但是凡事钥匙都有钥匙齿，如果你拿

来的钥匙有齿，它就可以为你打开天堂之门；否则，就不会为你

打开天堂之门……” 

我认为我所引用的这些学者们的论述，足够消除那些人的误

解了，他们曾认为：只要念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主宰’之人，即使犯了某种大举伴真主之罪，也不能断其为否

认真主的人，而这种举伴今天正围绕着墓地和廉洁者的墓地发生

着，它彻底地削弱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这句言辞的作用。并且完全与其背道而驰。这种越轨者的方式，

他们遵循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自己证据的概括性的经文，回避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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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文所揭示和阐述的律例，这些人就像《古兰经》中所斥责的

那种人一样，相信经典的一部分，而否认另外一部分。 

关于这种人，清高的真主说：【他降示你这部经典，其中有许

多明确的节文，是全经的基本；还有别的许多隐微的节文。心存

邪念的人，遵从隐微的节文，企图淆惑人心，探求经义的究竟。

只有真主和学问精通的人才知道经义的究竟。他们说：“我们已确

信它，明确的和隐微的，都是从我们的主那里降示的。惟有理智

的人，才会觉悟。我们的主啊！在你引导我们之后，求你不要使

我们的心背离正道，求你把你那里发出的恩惠，赏赐我们，你确

是博施的。我们的主啊！在无疑之日，你必定集合世人。真主确

是不爽约的。”】① 

主啊！求您使我们认识真理，追随真理吧！求您使我们认清

虚伪并远离之吧！……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7-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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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一俩海，印兰拉乎”的影响 

当世人忠心、虔诚并身心一致地遵循其内涵地念了‘除真主

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时，它对于个人和集体都有着

深远的影响： 

1- 穆斯林集体地聚集在使他们获得力量的统一言词的旗子之

下，战胜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是独一的信仰。清高的

真主说：【你们当全体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① 

清高的真主又说：【如果他们想欺骗你，那么，真主必能使你

满足，他将以他的援助和信士们辅助你。[63]他曾联合信士们的

心；假若你费尽大地上所有的财富，你仍不能联合他们的心；但

真主已联合他们了。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主。】② 

信仰的分歧是导致分裂、斗争和敌视的因素，如清高的真主

所说：【分离自己的信仰而各成宗派的人，你与他们毫无关系。】③ 

清高的真主又说：【但他们为教义而分裂成许多宗派，各派都

因自己的教义而沾沾自喜。】④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3 节 

②
《战利品章》第 62-63节 

③
《牲畜章》第 159节 

④
《信士章》第 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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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是凭借着信仰才能团结在一起，这就是‘除真主之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伟大言辞的力量，阿拉伯世界在信奉

伊斯兰前后的变化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明。 

2- 是信奉‘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社会

得到了统一，充分体现出安宁和稳定的繁荣盛世；因为社会的每

一位成员都只取用真主所规定的合法之物，放弃真主禁止的事物，

由于信仰的纽带，他们厌恶侵犯、不义和敌视，取而代之的是因

为真主而互助、喜悦和友爱，那是因为清高的真主说：【信士皆兄

弟。】① 

这个领先信念完全体现在阿拉伯世界中——在他们信奉伊斯

兰前后的变化——的确，在信奉伊斯兰之前他们相互敌视，以着

杀人越货引以为豪；当他们信奉伊斯兰之后，他们变成了相互喜

爱的兄弟。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在他

左右的人，对异教徒是庄严的，对教胞是慈祥的。】② 

清高的真主又说：【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

你们原是仇敌，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兄

弟。】③ 

                                                        
①
《寝室章》第 10节 

②
《开拓章》第 29节 

③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0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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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得领导权和对世界的代治权，纯洁的信仰，坚定的思想，

荡除了各种不正的思潮和制度。清高的真主说：【真主应许你们中

信道而且行善者（说）：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 正如他使在

他们之前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所为他

们嘉纳的信仰；他必以真主代替他们的恐怖。他们崇拜我而不以

任何物配我。】① 

伟大的真主把获得崇高的地位，与崇拜他，而不举伴他联系

在一起，它就是‘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意

义和内涵。 

4- 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并遵循

其内涵的人，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和思想的安定；因为他只崇拜

独一的真主，明白其目的，积极努力地履行真主喜悦的工作，尽

力避免真主恼怒的行为，多神崇拜者则不然，因为他对自己的每

一个神灵都有对于另一个神灵而没有的目的，对他的每一个神灵

都有着不同的企图，（所以他会心神不宁）。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

【是许多涣散的主宰更好呢？还是独一万能的真主更好呢？】② 

清高的真主又说：【真主打一个比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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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光明章》第 55节 

②
《优素福章》第 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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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吗？】① 

伊玛姆伊本盖依姆（愿主怜悯他）说：“这是真主为多神教徒、

以及认主独一的人们所打的比喻，多神教徒就像一个为众多互相

纷争、冲突和目的各异的伙计所共有，而这个奴隶又是一个性情

恶劣者。 

当多神教徒崇拜众多的神灵，就像一个奴隶侍奉众多目的各

异的伙计一样，他不可能使每个人都达到满意。而认主独一者则

不然，他只虔诚地崇拜独一的真主，就像一个仆人侍奉一个主人

一样，他服从主人的命令，明白主人的目的，了解获得主人喜悦

的途径，他不存在伙计之间的争执，而是恭顺主人的，同时他还

可以获得主人的怜悯、慈爱、关怀和善待，并能照顾到他的利益，

这两个奴隶的情况能相同吗？”
② 

5- 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的人，可

以在今后两世中获得崇高的地位。犹如清高的真主所说：【（他们）

为真主而信奉正教，不以物配他。谁以物配真主，谁如从天空坠

落，而被群鸟夺走，或被大风扫荡到远方。】③ 

这段经文说明了认主独一可以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多神崇

                                                        
①
《队伍章》第 29节 

②
《杰出的穆斯林领导人》1/187 

③
《朝觐章》第 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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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会使人堕落和低贱。 

伊玛姆伊本盖依姆阁下（愿主怜悯他）说：“在高尚、豁达和

荣耀方面，他把信仰和认主独一比作是升降的苍穹，有些东西会

跌落地面，有些可以升上高空；他把放弃信仰和抛弃认主独一者

比喻成从天上跌入最低层的人，说明他处境的恶劣和心情的痛苦，

把争夺他肢体的鸟类比喻为恶魔，恶魔打扰他，唆使他，直至他

心烦意乱地处于毁灭的地步；把他刮到远方的风比喻为他的私欲，

私欲使他跌落到最低贱、最遥远的地方。”
① 

6- 念诵‘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能保护

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名誉；因为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我

奉命同世人战斗，直至他们说：‘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的主宰’，如果他们说了，我就负责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除去他

们应尽的义务。”
②在（圣训）中“除去他们应尽的义务”的意思

是：他们虽然念诵了‘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主宰’，

但他们并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认主独一，远离各种举伴主的

行为，力行伊斯兰的各项要素。那么，他的念诵并不能保护他的

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杀之，并将其财产纳为穆斯林的战利品，

犹如穆圣（愿主赐福之）与他正统的继承人们所处理的那样。 

                                                        
①
《杰出的穆斯林领导人》1/180 

②
《布哈里圣训集》1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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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神圣的言词对于个人和集体，在功修、社会交往、礼仪

和道德等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祈求真主援助成功，愿真主赐福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和

他的家人，以及众圣门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