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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主独一：仆人坚信真主在养育性、神性、尊名和属性方面都是独
一无二的。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真主是养育和掌管万物者，他是独一无二的
创造者，是独自安排处理宇宙的万有者，超绝万物的主是独一无二真正应
受崇拜的主。在他之外所有受崇拜的，都是虚妄的，超绝万物的主是具备
完美属性者，是没有任何缺陷者，他拥有一切美名和至高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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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主独一：就是众使者所宣传的道路，诸部天经为此而被降示，它
分为两种：
第一：认识和确定，被称之为独一的养育性，尊名和属性方面的认主
独一，就是以着真主的尊名、属性和行为认主独一。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是这个宇宙的养育者、创造
者、掌管者、安排者、自由处理者，他拥有完美的本体、美名、属性和行
为，他彻知宇宙间的一切，他的知识包罗一切，他亲手掌管一切权力，他
是大能于万物的主，他拥有一切美名和至高的属性：
[(١١) :]ﺍﻟﺸﻮﺭﻯ ﺁﻳﺔ

ﲑﺼ ﺍﻟﺒﻴﻊﻤ ﺍﻟﺴﻮﻫﺀٌ ﻭﻲ ﺷﻪﺜﹾﻠ ﻛﹶﻤﺲﻟﹶﻴ

【任何物都不相似他。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①
P0F

第二：目的和寻求，被称为独一的神性，唯一受到崇拜者：就是所有
的崇拜都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如：祈祷、礼拜、害怕、希望等。
意思是：仆人坚信、承认独一无二的真主对他所有的创造物具有神性。
超绝万物的真主是唯一真正应受崇拜者，不允许把崇拜中的任何成分用到
他之外的上，如：祈祷、礼拜、求助、托靠、害怕、希望、宰牲、许愿等，
都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谁把其中的任何一项用在真主之外，那么，谁就
是举伴主者、不信道者，就像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ﺍﳌﺆﻣﻨﻮﻥ ﺁﻳﺔ

ﻭﻥﹶﺮ ﺍﻟﻜﹶﺎﻓﺢﻔﹾﻠ ﻻﹶ ﻳﻪ ﺇﹺﻧﻪﺑ ﺭﻨﺪ ﻋﻪﺎﺑﺴﺎ ﺣﻤ ﻓﹶﺈﹺﻧ ﺑﹺﻪﺎﻥﹶ ﻟﹶﻪﻫﺮ ﻻﹶ ﺑﺮ ﺇﹺﻟﹶﻬﺎﹰ ﺁﺧ ﺍﻟﻠﱠﻪﻊ ﻣﻉﺪﻦ ﻳﻣﻭ
[(١١٧)

【凡在祈祷真主的同时祈祷别的无稽的神灵者，他将在主那里受到清
算，不信道者必不能成功。】 ②
P1F

 多数人都否认了真主独一的神性和唯一受到崇拜者，为此，真主为
人类派遣了众使者，降示天经，以便命令他们崇拜独一的真主，放弃多神
崇拜。
1.清高的真主说：
[(٢٥)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ﻭﻥﺪﺒﺎ ﻓﹶﺎﻋ ﺇﹺﻻﱠ ﺃﹶﻧ ﻻﹶ ﺇﹺﻟﹶﻪﻪ ﺃﹶﻧﻪﻲ ﺇﹺﻟﹶﻴﻮﺣﻮﻝﹴ ﺇﹺﻻﱠ ﻧﺳﻦ ﺭ ﻣﻚﻠﻦ ﻗﹶﺒﺎ ﻣ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①

《协商章》第 11 节
《信士章》第 117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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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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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清高的真主说：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ﻮﺍ 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
恶魔。
】②
P3F



认主独一的实质和精粹：

让人类亲眼目睹所有的事情都是来自于清高的真主，放弃左顾右盼，
无论是任何因素与媒介，坚信荣辱、利害等都是来自于清高的真主，他唯
独只崇拜超绝万物的真主，而不会在崇拜真主的同时，又崇拜其他的。
 认主独一实质的益处：
托靠独一无二的真主，放弃人类的抱怨和谴责，喜悦清高的真主，服
从真主的裁决。


独一的养育性：

人类的本性必须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对宇宙的观察，也使他承认
真主独一的养育性。仅仅相信真主的养育性是不够的，也不能使信仰者脱
离火狱。易卜劣厮和多神教徒也都相信真主的养育性，但并没有使他们受
益，因为他们并没有诚信唯独应受崇拜的真主独一的神性。
仅仅只承认真主独一的养育性者，没有成为认主独一者，也不属于穆
斯林，他的生命和财产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直至他诚信真主独一的神
性。作证：除了独一无二的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诚信独一的真
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并且必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
 独一的神性和独一的养育性是无法分开的：
1.独一的养育性需要独一的神性，谁诚信独一无二的真主是养育者、
创造者、掌管者、供给者，他就必须诚信只有独一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
拜的，只向真主祈祷，只向他求援住，直托靠于他，所有的功修都只是为
了独一无二的真主。独一的神性包含了独一的养育性，所有崇拜独一无二
的真主、而没有以任何物举伴他的人，都必须为诚信真主是自己的养育者、
①

《众先知章》第 25 节
《蜜蜂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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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和掌管者的人。
2.养育性和神性有时一块被提起，而它俩的含义则各不相同。养育性
的意思为：养育者、掌管者和处理安排者；神性的意思为：只有独一无二
的真主才是真正应受崇拜的，就像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٢-١) :]ﺍﻟﻨﺎﺱ ﺁﻳﺔ

ﺎﺱﹺ ﺍﻟﻨﻚﻠﻣ

ﺎﺱﹺ ﺍﻟﻨﺏﻮﺫﹸ ﺑﹺﺮﻗﹸﻞﹾ ﺃﹶﻋ

【你说：我求人类的养主保护；人类的掌管者。
】①
P4F

有时提到二者之一，则聚集二者的含义。就像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١٦٤)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ﺀﻲ ﻛﹸﻞﱢ ﺷﺏ ﺭﻮﻫ ﻭﺑﺎﻲ ﺭﻐ ﺃﹶﺑ ﺍﻟﻠﱠﻪﺮﻗﹸﻞﹾ ﺃﹶﻏﹶﻴ

【你说：真主是万物的主，我能舍他而另求一个主吗？】 ②
P5F

 认主独一的贵重：
1.清高的真主说：
[(٨٢)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

ﻭﻥﹶﺪﺘﻬﻢ ﻣﻫ ﻭﻦ ﺍﻷَﻣﻢ ﻟﹶﻬﻚﻟﹶﺌﻢ ﺑﹺﻈﹸﻠﹾﻢﹴ ﺃﹸﻭﻬﺎﻧﻮﺍ ﺇﹺﳝﻠﹾﺒﹺﺴ ﻳﻟﹶﻢ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ﺍﻟﱠ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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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6F

2.欧巴德图·本·刷密特（愿主喜悦他）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作证‘除独一无二的真主之外，绝无真
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和使者；尔萨是真主的仆人和使者，
是他授予麦尔彦的一句话，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天堂是真的，火狱也是
真的。
’那么，真主就根据他在今世的善功而最终使他进入天堂。” ④
P7F

3.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清高的真主说：
‘阿丹的子孙啊！如果你向我
祈求，希望我的恕饶，我就饶恕你，我不介意你曾经所犯的罪过；阿丹的
子孙啊！假如你们的罪过充满天际，然后你们向我求饶，我就饶恕你们；
阿丹的子孙啊！假如你带着充满大地的罪过来见我，当你见我的时候，你
没有举伴我，我一定带着充满大地的饶恕接受你’。” ⑤
P8F

①

《世人章》第 1-2 节
《牲畜章》第 164 节
③
《牲畜章》第 82 节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 段
⑤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3540、2805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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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主独一者获得的报酬：
清高的真主说：
ﺎﻬﻨﺯﹺﻗﹸﻮﺍ ﻣﺎ ﺭ ﻛﹸﻠﱠﻤﺎﺭﻬﺎ ﺍﻷَﻧﻬﺘﺤﻦ ﺗﺮﹺﻱ ﻣﺠ ﺗﺎﺕﻨ ﺟﻢ ﺃﹶﻥﱠ ﻟﹶﻬ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ﺮﹺ ﺍﻟﱠﺬﺸﺑﻭ
:]ﺍﻟﺒﻘﺮﺓ ﺁﻳﺔ

:ﻗﺎﻝ ﺍﷲ ﺗﻌﺎﱃ

ﻭﻥﹶﺪﺎﻟﺎ ﺧﻴﻬ ﻓﻢﻫﺓﹲ ﻭﺮﻄﹶﻬ ﻣﺍﺝﻭﺎ ﺃﹶﺯﻴﻬ ﻓﻢﻟﹶﻬﺎﺑﹺﻬﺎﹰ ﻭﺸﺘ ﻣﻮﺍ ﺑﹺﻪﺃﹸﺗﻞﹸ ﻭﻦ ﻗﹶﺒﺎ ﻣﺯﹺﻗﹾﻨﻱ ﺭﺬﹶﺍ ﺍﻟﱠﺬﻗﺎﹰ ﻗﹶﺎﻟﹸﻮﺍ ﻫﺯ ﺭﺓﺮﻦ ﺛﹶﻤﻣ
[(٢٥)

【你当向信道而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享有许多下临诸河的乐园，每
当他们得以园里的一种水果为给养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我们以前所
受赐的。’其实，他们所受赐的是类似的。他们在乐园里将享有纯洁的配
偶，他们将永居其中。】 ①
P9F

2.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一个人来见先知（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
，他说：
“主的使者啊！两个必然的结果（即：进天堂或火狱
所必具备的本性）是什么呢？”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谁在没有举伴真主的情况下去世了，谁就可以进入天堂；反之，谁在举
伴真主的情况下去世了，谁就只能进入火狱。” ②
P10F



重视认主独一的言词：

阿布杜拉·本·阿慕鲁·本·阿税（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当死亡来临真主的先知努哈（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对你最后遗嘱是，我命
令你两件事情，禁止你两件事情；我以‘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
者’命令你们，的确，假若把七层天和七层地放在一个天平的秤盘里，把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放在另一个天平的秤盘里，那么，
‘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会比它们更重，假若七层天和七层
地是一个光华坚硬的石圈，那么，‘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
一定会使其成为碎片，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一切赞颂全归他；他属于万物
的祝福，众生以此而获得给养。我禁止你举伴和大罪……。” ③
P1F

①

《黄牛章》第 25 节
《穆斯林圣训集》第 93 段
③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6583 段，《布哈里圣训集》第 558 段，《正确丛书》第 134 段，作者：艾勒巴
②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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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认主独一：

认主独一只有凭着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远离恶魔才能完美，超绝万
物的真主说：
[(٣٦) :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ﻮﺍ ﺍﻟﻄﱠﺎﻏﹸﻮﺕﻨﹺﺒﺘﺍﺟ ﻭﻭﺍ ﺍﻟﻠﱠﻪﺪﺒ ﺍﻋﻮﻻﹰ ﺃﹶﻥﺳ ﺭﺔﻲ ﻛﹸﻞﱢ ﺃﹸﻣﺎ ﻓﺜﹾﻨﻌ ﺑﻟﹶﻘﹶﺪﻭ
【我在每个民族中，都确已派遣一个使者：你们当崇拜真主，当远离
恶魔。
】①
P12F



恶魔：
所有使仆人超出崇拜限度的事物，如：偶像，或被追随者，如：算命

者、堕落的学者，或被顺从者（掌权者），如：当权者、背叛顺从真主的
领袖。


恶魔有很多，其领袖为五类：
①易卜力斯，我们祈求真主保护免遭他的伤害。②喜爱被崇拜者。③

号召人崇拜自身者。④妄言知道幽玄知识者。⑤不以真主降示的经典裁决
者。

①

《蜜蜂章》第 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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