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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举伴主   
 

 举伴主：就是在真主独一无二的养育性、神性、及其尊名和属性

方面为他设置伙伴，或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为真主设置伙伴。如果某人相信

与真主一起还有其他的创造者或援助者，那么，他就属于举伴主的人。谁

相信除真主之外尚有某物应该受到崇拜，那么，他就是举伴主的人。谁相

信有类似真主的尊名和属性者，那么，他就是举伴主的人。 

 

 举伴主的危害性： 

 

1.举伴真主属于最大的不义： 

因为那侵犯了专归真主所有的特权——认主独一。认主独一是最公正

的，举伴主是最不义、最丑陋的，因为它减损了众世界养育者的名誉，妄

自尊大不顺从真主，把真主的特权用到其它的事物上，以物配主。由于举

伴主的严重性，谁在举伴的情况下死去，那么，真主就不会恕饶他，犹如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النساء  [من 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افْترى إِثْماً عظيماًو 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لمن يشاُءو الَ يغفر أَن يشرك بِه نَّ اللَّهإِ

 )]٤٨(: آية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

一等的罪过。】P0F

① 

 

2.举伴主属于大罪： 

谁崇拜真主之外的事物，谁确已把崇拜用到不应该用的地方，确已把

它用到不应享受崇拜者的身上，那确是大逆不道。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

说： 

يمظع لَظُلْم كر١٣(: لقمان آية [إِنَّ الش[( 

【以物配主，确是大逆不道的。】P1F

② 

                                                        
①
《妇女章》第 48节 

②
《鲁格曼章》第 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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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举伴主使所有的工作无效，并且应遭受毁灭、亏折，属于大罪。 

 清高的真主说： 

 وكإِلَي يأُوح لَقَد و نلَئ كلن قَبم ينأَإِلَى الَّذلُكمع طَنبحلَي كْترش ورِيناخلَاس نم نكُونالزمر آية [ لَت :

)٦٥[( 

【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到启示:如果你以物配主，则你的善功，必

定无效，而你必定成为亏折者。】P2F

① 

 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我告诉你们几件大罪，好吗？（三遍）”然后他说：‘举伴

真主，忤逆父母。’主的使者当时侧靠着的，这时他坐了起来说：‘真的，

还有伪证。’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甚至我们都希望他能停下来。” P3F

② 

 

 举伴主的厄运： 

 

伟大尊严的真主提到举伴主将会遭到四种厄运： 

 清高的真主说： 

من 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افْترى إِثْماً و 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لمن يشاُءو غفر أَن يشرك بِهنَّ اللَّه الَ يإِ

 )]٤٨(: النساء آية [عظيماً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

一等的罪过。】P4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يداًوعالالً بلَّ ضض فَقَد بِاللَّه رِكشن ي١١٦(: آية النساء [م[( 

【谁以物配主，谁已深陷迷误了。】P5F

④ 

 清高的真主说： 

 )]٧٢(: املائدة آية [ما للظَّالمني من أَنصارٍو مأْواه النارو إِنه من 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حرم اللَّه علَيه اجلَنةَ

【谁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谁入乐园，他的归宿是火狱。不义的人，

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P6F

⑤ 
                                                        

①
《队伍章》第 65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265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87段 

③
《妇女章》第 48节 

④
《妇女章》第 116节 

⑤
《筵席章》第 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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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的真主说： 

و رِكشن يالطَّم طَفُهخاِء فَتمالس نم را خمفَكَأَن بِاللَّهيقٍيحس كَاني مف يحالر وِي بِههت أَو آية احلج [ر :

)٣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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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F

① 

 

 举伴主者将要遭受的惩罚： 

 

 清高的真主说： 

: البينة آية [في نارِ جهنم خالدين فيها أُولَئك هم شر البرِية الْمشرِكنيو نَّ الَّذين كَفَروا من أَهلِ الكتابِإِ

)٦[( 

【信奉天经者和以物配主者，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入火狱，而永居

其中；这等人是最恶的人。】P8F

② 

 

 阿布杜拉·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死于举伴真主，谁必进火狱。”P9F

③ 

 

 举伴主的因素： 

 

举伴主的因素与根本：就是由此而引起依赖真主之外的事物。谁依赖

真主之外的事物，真主就把他委托给他所依赖的，并以此惩罚他，把他抛

弃给他所依赖的，使其成为毫无奖赏的倍受谴责者，成为决无援助的被遗

弃者，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٢٢(: اإلسراء آية [ تجعلْ مع اللَّه إِلَهاً آخر فَتقْعد مذْموماً مخذُوالًالَ

【你不要使任何物与真主同受崇拜，以免你变成受责备、遭遗弃的。】P10F

④ 

 

 

                                                        
①
《朝觐章》第 31节 

②
《明证章》第 6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497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92段 

④
《夜行章》第 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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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举伴主的种类 
 

 举伴主分为两种：大举伴和小举伴。 

 

1) 大举伴： 

 

犯有大的举伴者已经出教，其所有的善功都已作废，如果举伴者没有

悔过自新而死去，他永居火狱之中。大举伴就是把崇拜或者其中的某一部

分用到真主之外的事物上，例如：向真主之外的事物祈祷，向真主之外的

亡人、精灵或恶魔等等宰牲、许愿。向真主之外的祈祷只有真主才有能力

做到的事情，犹如蒙昧时代的人在受真主喜爱者与清廉者的坟墓前、或者

是在木雕或石刻的偶像前所说的那样，例如：祈求福利、康复、解决困难、

降下甘露等等。 

 

 大举伴主的种类： 

 

1-因害怕而举伴主： 

即害怕真主之外的偶像、或佛像、或恶魔、或死人、或不在场的精灵

或人，伤害他，或者是害怕使他遭遇自己厌恶的事情。 

这种害怕在伊斯兰中属于最严重的范畴，谁把这种害怕用到真主之外

的事物上，谁确已犯了大举伴的行为。 

清高的真主说： 

مهافُوخفَالَ ت ونِنيمؤم مإِن كُنت  ِافُون١٧٥(: آل عمران آية[ خ[( 

【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P11F

① 

 

2-因托靠而举伴主：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虔诚敬意地把所有的事情托靠于独一无二的真

主，属于最伟大的崇拜。只有真主才享有被托靠的权利，谁托靠真主之外

的，谁确已犯了大的举伴。例如：托靠死人、或缺席者等等，以便消除灾
                                                        

①
《伊姆兰的家族章》第 17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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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获得福利和给养。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نيمؤم مكَّلُوا إِن كُنتوفَت لَى اللَّه٢٣(: املائدة آية [ع[( 

【你们只应该信托真主，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 P12F

① 

 

3-因喜爱而举伴主： 

喜爱真主：就是完全心悦诚服地喜爱真主，这种喜爱专归于真主，决

不允许在其中参杂任何其他的。谁就像喜爱真主一样喜爱其他的人或物，

那么，他在喜爱和敬重方面确已另有崇拜，作为真主的匹敌，这就是举伴

真主。 

清高的真主说： 

 اوالن نماللَّه بكَح مهونبحاداً يأَند اللَّه ونن دذُ مختن يسِ م ولِّلَّه باح دوا أَشنآم ينالبقرة آية[ الَّذ :

)١٦٥[( 

【有些人，在真主之外，别有崇拜，当做真主的匹敌；他们敬爱那些

匹敌，象敬爱真主一样──信道的人们，对于敬爱真主。】 P13F

② 

 

4-因顺从而举伴主： 

在举伴主的种类中有顺从，既：顺从学者、领袖、首领和法官把真主

禁止的事物合法化，或者是把真主许可的事物非法化，谁对此顺从他们，

那么，谁在制度、合法与非法事物中确已把他们当做是真主的伙伴，犹如

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الَّ إِلَه إِالَّ  احداًو ما أُمروا إِالَّ ليعبدوا إِلَهاًو الْمِسيح ابن مريمو من دون اللَّه رهبانهم أَرباباًو تخذُوا أَحبارهما 

 )]٣١(: التوبة آية[ هو سبحانه عما يشرِكُو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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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

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拜独一的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赞

颂真主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P14F

③ 

 

 伪信分为两种： 
                                                        

①
《筵席章》第 23节 

②
《黄牛章》第 165节 

③
《忏悔章》第 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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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伪信： 

就是信仰方面的举伴：表面皈依伊斯兰，而内心则否认，这种人是将

进入火狱最底层的卡费尔。 

清高的真主说： 

 )]١٤٥(: النساء آية [لَن تجِد لَهم نصرياًو ك اَألسفَلِ من النارِنَّ املُنافقني في الدرإِ

【伪信者必入火狱的最下层，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 P15F

① 

 

 小的伪信： 

就是行为等方面的举伴， 举伴者不出教，但是他属于犯罪者。 

阿布杜拉·本·阿姆鲁（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谁具备了四种品性，谁就是纯粹的伪信士。

谁具备其中的某一种品性，那他就具有了伪信的某一品性，直至他放弃之：

受托付时背信弃义，谈话时撒谎，结约时毁约，争辨时违背真理。” P16F

② 

 

2) 小举伴： 

 

小举伴致使举伴者信仰减少，但不会使其出教，然而小举伴是导致大

举伴的媒介，举伴者会因此而受到惩罚，但是他不会永居不信者的火狱之

中。大举伴致使所有的工作无效，而小举伴则使所有与其兼并的工作无效。

犹如某人为真主而工作，同时他又希望以此得到别人的赞扬。又如某人完

善自己的拜功、或者是施舍、或者是封斋、或者是记念真主，是为了让别

人看见他在办功、或听见他的声音，或者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美，这属于

沽名钓誉，如果工作中参杂了沽名钓誉，那就会致使其工作无效。 

 清高的真主说： 

 الَو احد فَمن كَانَ يرجو لقَاَء ربه فَلْيعملْ عمالً صالحاًو وحى إِلَي أَنما إِلَهكُم إِلَهلْ إِنما أَنا بشر مثْلُكُم يقُ

داًيأَح هبر ةادببِع رِك١١٠(: آية الكهف [ش[(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应

                                                        
①
《妇女章》第 145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34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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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故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就叫谁力行善功，叫

谁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① 

 艾布胡莱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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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伟大的真主说：‘我是最富有的，不需要任何同伴；

谁若做一件事，在其中举伴了我，我就抛弃他，和他用以举伴我的’。”② 

 

 在小举伴中有：以真主之外的人或物发誓。如有人说：“真主和某

人意欲”；或者是说：“假如没有真主与某人”；或者是说：“这是来自于真

主与某人”；或者是说：“我所拥有的都属于真主与某人的”等等类似的言

语。而他真正应当说：“真主意欲，然后是某人等等”。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他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谁以着真主之外的发誓，谁确已否认了真主，确已举

伴了真主。”③ 

 侯宰法（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他说：“我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你们决不要说：真主与某人意欲，但你们应当说：

真主意欲，然后是某人的意愿’。”④ 

 

 也许根据举伴者内心举伴的程度，小举伴会变成大举伴。穆斯林应

当警惕所有的举伴：无论大小，举伴主是最大的不义，是得不到真主饶恕

的，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النساء  [من يشرِك بِاللَّه فَقَد افْترى إِثْماً عظيماًو يغفر ما دونَ ذَلك لمن يشاُءو غفر أَن يشرك بِهنَّ اللَّه الَ يإِ

 )]٤٨(: آية

【真主必不赦宥以物配主的罪恶，他为自己所意欲的人而赦宥比这差

一等的罪过。】P21F

⑤ 

 

 举伴主的言行及其媒介： 
                                                        

①
《山洞章》第 110节 

②
《穆斯林圣训集》第 2985段 

③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251段，《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1535段 

④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354 段，《正确丛书》第 137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980 段 

⑤
《妇女章》第 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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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举伴者内心举伴的程度，部分言行陷于大举伴与小举伴之间，其

违背信仰，是纯洁的信仰变得浑浊。伊斯兰法律确已提醒穆斯林谨防之，

其中有： 

1-戴戒指、或项链以及类似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灾难，或保护免遭灾

难，那都属于举伴主的行为。 

2-给孩子佩戴护身符，以防免遭毒眼的伤害,无论护身符是有珠宝、或

骨头、或手书的组成，那都属于举伴主的行为。 

3-凶兆，就是认鸟、或人、或地方、或类似的为凶兆，那都属于举伴

主的行为。因为其相信除真主之外，那些不能掌管自身祸福的被造物会带

来伤害。那是来自于恶魔的唆使与蛊惑，属于举伴主的行为。 

4-以树木、石头、古迹、坟墓等为吉兆，寻求、渴望或相信那些事物

能带来吉祥，属于举伴主的行为，因为他为了获得吉庆而依赖真主之外的。 

5-魔术：就是恶魔与妖术的媒介，指的是咒语、咒符、所说的言语，

影响他人身心的药物，使人生病、或杀人、或离间夫妻，那属于恶魔的工

作，大多数都接近了举伴主。 

妖术就是举伴真主，因为在其中联系到真主之外的恶魔，又因为在其

中妄称知道幽玄的知识。 

清高的真主说： 

 انُوملَيس ا كَفَرم ورحالس اسونَ النلِّمعوا يكَفَر نياطيالش ن١٠٢(: البقرة آية[ ِ…لَك[( 

【素莱曼没有叛道，众恶魔却叛道了，它们教人魔术……。】P22F

① 

如果魔术仅仅用药物而已，那么，妖术也许就成了大罪。 

6-卜卦：就是妄称知道幽玄的知识，就是依靠恶魔而知道在大地上将

要发生事情的消息，那属于举伴主的行为；因为在其中接近真主之外的，

妄称参与真主关于幽玄的知识。 

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谁去找魔术师或卜卦者，并相信他所说的话，谁确已否认了

降示给穆罕默德的真理。”P23F

② 

                                                        
①
《黄牛章》第 102节 

②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9536 段，《哈克木圣训集》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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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占星术：就是根据占星术推断地球上发生的事件，如：刮风、下雨、

生病、死亡、以及酷暑与严寒来临的时间、价格的变化等，均为举伴的行

为；因为在安排宇宙万物、以及有关幽玄的知识中举伴了真主。 

 

8-向星辰求雨：把降雨水归于星辰的没落，如某人说：“我们因如此这

般星星的没落而获得雨水。”把降雨归于星辰，而不是归于真主，这属于

举伴真主；因为降雨是由真主负责，而不是由星辰或其它的负责。 

 

9-把恩典归于被造物：今后两世所有的恩惠都是来自于真主，谁把它

归功于真主之外的被造物，谁确已否认了真主，确已举伴了真主。犹如把

获得钱财、或康复的恩典归于某某人，或者是把在陆地、海洋或空中安全

旅行的恩典归于司机、领航员、飞行员；或者是把获得恩惠、消除刑罚归

功于政府、或个人、或领袖等等。 

应该把所有的恩典归于独一无二的真主，感谢真主赐予的恩典，至于

按照部分人的规章制度，那只是媒介而已，也许能获益，也许不能获益；

也许有利，也许有害。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وأَرجت هفَإِلَي رالض كُمسإِذَا م ثُم اللَّه نفَم ةمعن نا بِكُم م٥٣(: النحل آية[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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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F

① 

 

                                                        
①
《蜜蜂章》第 53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