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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信使者

-相信使者：就是必须坚信伟大、尊严的真主在每个民族中所派
遣的使者——号召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否认他之外的一切崇拜。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被派遣的、忠实的，传达了真主为之而派遣他们的一
切。他们中有些是我们知道其名讳的，其他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详情。

-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
伟大、尊严的真主教育众先知及其追随者们首先当自身努力，崇拜
真主、纯洁自身、观看万有、思考宇宙万物的造化、坚忍不拔、为了获
得伊玛尼这个信仰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了真主至高无上的言词而付出
或放弃，直至他们的生活在完美的伊玛尼之中，在他们的内心中坚信真
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亲手掌管万物，他是唯一应受崇拜者；然后他们
努力地在纯洁的环境里保护自己的伊玛尼。例如在清真寺里（在其中诵
读《古兰经》、参加集体礼拜、记念真主、讲座等等），履行各项善
功。
然后他们积极努力地解决信仰的需要，他们的需要是获得这个伊玛
尼。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知道真主与他们同在，援助他们，供给他们，
帮助他们，犹如穆斯林在“白德尔”战役、“光复麦加”、“侯奈尼”
战役等中所获得的胜利，他们只依赖超绝万物的真主，除他之外，他们
绝不依赖其他的。然后他们竭尽全力地在他们的族人之间传播这种信
仰，所有被派遣的都是为了让他们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教授他们真主
的法律裁决，对他们宣读他们主的迹象。清高的真主说：
ﻮﺍﺇﹺﻥ ﻛﹶﺎﻧﺔﹶ ﻭﻜﹾﻤﺍﻟﹾﺤ ﻭﺎﺏﺘ ﺍﻟﻜﻢﻬﻠﱢﻤﻌﻳ ﻭﻛﱢﻴﻬﹺﻢﺰﻳ ﻭﻪﺎﺗ ﺁﻳﻬﹺﻢﻠﹶﻴﻠﹸﻮ ﻋﺘ ﻳﻢﻬﻨﻮﻻﹰ ﻣﺳ ﺭﲔﻴﻲ ﺍﻷُﻣﺚﹶ ﻓﻌﻱ ﺑ ﺍﻟﱠﺬﻭ
 ﺫﹸﻭﺍﻟﻠﱠﻪﺎﺀُ ﻭﺸﻦ ﻳ ﻣﻴﻪﺗﺆ ﻳﻞﹸ ﺍﻟﻠﱠﻪ ﻓﹶﻀﻚ ﺫﹶﻟﻴﻢ ﺍﳊﹶﻜﺰﹺﻳﺰ ﺍﻟﻌﻮﻫ ﻭﻘﹸﻮﺍ ﺑﹺﻬﹺﻢﻠﹾﺤﺎ ﻳ ﻟﹶﻤﻢﻬﻨ ﻣﺮﹺﻳﻦﺁﺧﺒﹺﲔﹴ ﻭﻼﻝﹴ ﻣﻲ ﺿﻞﹸ ﻟﹶﻔﻦ ﻗﹶﺒﻣ
[(٤-٢) :ﻴﻢﹺ ]ﺍﳉﻤﻌﺔ ﺁﻳﺔﻈﻞﹺ ﺍﻟﻌﺍﻟﻔﹶﻀ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
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并
教化还没有赶上他们的其他人。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这是真主的
恩典，他把它赏赐他所欲赏赐的人们，真主是有宏恩的。】 ①
P0F

①

《聚礼章》第 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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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者：就是真主向他启示自己的法律，并且命令他向不知道的
人、或者是向知道而违背者传播的人。

- 先知：就是真主启示以前的法律，以便他教授他周围遵守那项
法律的人们，并更新之。所有的使者都是先知，但所有的先知不都是使
者。

-派遣众先知与使者：
清高的真主为每一个的民族都派遣了使者，以专门的法律针对他的
族人，或者是启示他以前的法律，以便他更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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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P1F

-清高的真主说：
 ]ﺍﳌﺎﺋﺪﺓﺎﺭﺒﺍﻷَﺣﻮﻥﹶ ﻭﺎﻧﹺﻴﺑﺍﻟﺮﻭﺍ ﻭﺎﺩ ﻫﻳﻦﻠﱠﺬﻮﺍ ﻟﻠﹶﻤ ﺃﹶﺳﻳﻦﻮﻥﹶ ﺍﻟﱠﺬﺒﹺﻴﺎ ﺍﻟﻨ ﺑﹺﻬﻜﹸﻢﺤ ﻳﻮﺭﻧﻯ ﻭﺪﺎ ﻫﻴﻬﺍﺓﹶ ﻓﺭﻮﺎ ﺍﻟﺘﻟﹾﻨﺎ ﺃﹶﻧﺰﺇﹺﻧ
[(٤٤):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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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
奉命护持的天经而判决。】 ②
P2F

-先知与使者的数量：
先知与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的数量很多。

-其中的一部分，真主在《古兰经》之中已为我们阐述了他们的名
称和讯息，他们是二十五位：
1-阿丹（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١١٥) :ﻣﺎﹰ ]ﻃﻪ ﺁﻳﺔﺰ ﻋ ﻟﹶﻪﺠﹺﺪ ﻧﻟﹶﻢ ﻭﺴِﻲﻞﹸ ﻓﹶﻨﻦ ﻗﹶﺒ ﻣﻡﺎ ﺇﹺﻟﹶﻰ ﺁﺩﻧﻬﹺﺪ ﻋﻟﹶﻘﹶﺪﻭ
【以前，我确已嘱咐阿丹，而他忘记我的嘱咐，我未发现他有任何
决心。】 ③
P3F

①

《蜜蜂章》第 36 节
《筵席章》第 44 节
③
《塔哈章》第 11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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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的真主提到了部分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
安）：
ﺎﻕﺤ ﺇﹺﺳﺎ ﻟﹶﻪﻨﺒﻫﻭ ﻭﻴﻢﻠ ﻋﻴﻢﻜ ﺣﻚﺑﺎﺀُ ﺇﹺﻥﱠ ﺭﺸﻦ ﻧ ﻣﺎﺕﺟﺭ ﺩﻓﹶﻊﺮ ﻧﻪﻣﻠﹶﻰ ﻗﹶﻮ ﻋﻴﻢﺍﻫﺮﺎ ﺇﹺﺑﺎﻫﻨﻴﺎ ﺁﺗﻨﺘﺠ ﺣﻠﹾﻚﺗﻭ
ﺰﹺﻱﺠ ﻧﻚﻛﹶﺬﹶﻟﻭﻥﹶ ﻭﺎﺭﻫﻰ ﻭﻮﺳﻣ ﻭﻒﻮﺳﻳ ﻭﻮﺏﺃﹶﻳﺎﻥﹶ ﻭﻤﻠﹶﻴﺳ ﻭﻭﺩﺍﻭ ﺩﻪﺘﻳﻦ ﺫﹸﺭﻣﻞﹸ ﻭﻦ ﻗﹶﺒﺎ ﻣﻨﻳﺪﻮﺣﺎﹰ ﻫﻧﺎ ﻭﻨﻳﺪ ﻫ ﻛﹸﻼﻘﹸﻮﺏﻌﻳﻭ
ﻠﹶﻰﺎ ﻋﻠﹾﻨ ﻓﹶﻀﻛﹸﻼﻟﹸﻮﻃﺎﹰ ﻭ ﻭﺲﻮﻧﻳ ﻭﻊﺴ ﺍﻟﹾﻴﻴﻞﹶ ﻭﺎﻋﻤﺇﹺﺳ ﻭﲔﺤﺎﻟ ﺍﻟﺼﻦ ﻛﹸﻞﱞ ﻣﺎﺱ ﺇﹺﻟﹾﻴﻰ ﻭﻴﺴﻋﻰ ﻭﻴﺤﻳﺎ ﻭﻛﹶﺮﹺﻳ ﺯ ﻭﺴِﻨﹺﲔﺍﳌﹸﺤ
ﻦ ﻣﻱ ﺑﹺﻪﺪﻬ ﻳﻯ ﺍﻟﻠﱠﻪﺪ ﻫﻚﻴﻢﹴ ﺫﹶﻟﻘﺘﺴ ﻣﺍﻁﺮ ﺇﹺﻟﹶﻰ ﺻﻢﺎﻫﻨﻳﺪﻫ ﻭﻢﺎﻫﻨﻴﺒﺘﺍﺟ ﻭﺍﻧﹺﻬﹺﻢﻮﺇﹺﺧ ﻭﻬﹺﻢﺎﺗﻳ ﺫﹸﺭ ﻭﻬﹺﻢﺎﺋ ﺁﺑﻦﻣ ﻭﲔﺎﻟﹶﻤﺍﻟﻌ
ﻜﹾﻔﹸﺮﺓﹶ ﻓﹶﺈﹺﻥ ﻳﻮﺒﺍﻟﻨ ﻭﻜﹾﻢﺍﻟﹾﺤ ﻭﺎﺏﺘ ﺍﻟﻜﻢﺎﻫﻨﻴ ﺁﺗﻳﻦ ﺍﻟﱠﺬﻚﻟﹶﺌﻠﹸﻮﻥﹶ ﺃﹸﻭﻤﻌ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ﻢ ﻣﻬﻨﺒﹺﻂﹶ ﻋﻛﹸﻮﺍ ﻟﹶﺤﺮ ﺃﹶﺷﻟﹶﻮ ﻭﻩﺎﺩﺒ ﻋﻦﺎﺀُ ﻣﺸﻳ
[(٨٩-٨٣) :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ﺮﹺﻳﻦﺎ ﺑﹺﻜﹶﺎﻓﻮﺍ ﺑﹺﻬﺴﻣﺎﹰ ﻟﱠﻴﺎ ﻗﹶﻮﺎ ﺑﹺﻬﻛﱠﻠﹾﻨ ﻭﻻﺀِ ﻓﹶﻘﹶﺪﺆﺎ ﻫﺑﹺﻬ
【这是我的证据，我把它赏赐伊布拉欣，以便他驳斥他的宗族，我
将我所意欲的人提升若干级。你的主，确是至睿的，确是全知的。我赏
赐他伊斯哈格和叶尔孤白，每个人我都加以引导。以前，我曾引导努
哈，还引导过他的后裔达吾德、素莱曼、安优卜、优素福、穆沙、哈
伦，我这样报酬行善的人。（我曾引导）宰凯里雅、叶哈雅、尔萨和伊
勒雅斯，他们都是善人。（我曾引导）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优努
斯和鲁特，我曾使他们超越世人。（我曾引导）他们的一部分祖先、后
裔和弟兄，我曾拣选他们，并指示他们正路。这是真主的正道，他以它
引导他所欲引导的仆人。假若他们以物配主，那么，他们的善功必定变
成无效的。这等人，我曾把天经.智慧和预言赏赐他们。如果这些人不信
这些事物，那么，我就把这些事物委托一个对于它们坚信不疑的民众。
】①
P4F

3-伊德立斯（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٥٦) : ]ﻣﺮﱘ ﺁﻳﺔﺒﹺﻴﺎﻳﻘﺎﹰ ﻧﺪ ﻛﹶﺎﻥﹶ ﺻﻪ ﺇﹺﻧﺭﹺﻳﺲﺎﺏﹺ ﺇﹺﺩﺘﻲ ﺍﻟﻜ ﻓﺍﺫﹾﻛﹸﺮﻭ
【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伊德立斯，他是一个老实人，又是一个
先知。】 ②
P5F

4-呼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ﺁﻳﺔﲔﻮﻝﹲ ﺃﹶﻣﺳ ﺭﻲ ﻟﹶﻜﹸﻢﺇﹺﻧ

ﻘﹸﻮﻥﹶﺘ ﺃﹶﻻﹶ ﺗﻮﺩ ﻫﻢﻫﻮ ﺃﹶﺧﻢﺇﹺﺫﹾ 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

ﲔﻠﺳ ﺍﳌﹸﺮﺎﺩ ﻋﺖﻛﹶﺬﱠﺑ
[(١٢٥-١٢٣)

【阿德人曾否认使者。当时，他们的弟兄呼德曾对他们说：“你们
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③
P6F

①

《牲畜章》第٨3-89 节
《麦尔彦章》第٥6 节
③
《众诗人章》第١23-12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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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刷里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ﲔﻠﺳ ﺍﳌﹸﺮﻮﺩ ﺛﹶﻤﺖ ﺃﹶﻻﹶ ﻛﹶﺬﱠﺑﺢﺎﻟ ﺻﻢﻫﻮ ﺃﹶﺧﻢﻘﹸﻮﻥﹶ ﺇﹺﺫﹾ 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ﺘ ﺗﲔﻮﻝﹲ ﺃﹶﻣﺳ ﺭﻲ ﻟﹶﻜﹸﻢ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ﺇﹺﻧ:ﺁﻳﺔ
[(١٤٣-١٤١)
【赛莫德人曾否认使者们。当日，他们的弟兄刷里哈曾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①
P7F

6-苏阿布（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 ]ﺍﻟﺸﻌﺮﺍﺀ ﺁﻳﺔﲔﻮﻝﹲ ﺃﹶﻣﺳ ﺭﻲ ﻟﹶﻜﹸﻢﻘﹸﻮﻥﹶ ﺇﹺﻧﺘ ﺃﹶﻻﹶ ﺗﺐﻴﻌ ﺷﻢ ﺇﹺﺫﹾ ﻗﹶﺎﻝﹶ ﻟﹶﻬﲔﻠﺳ ﺍﳌﹸﺮﻜﹶﺔ ﺍﻷَﻳﺎﺏﺤ ﺃﹶﺻﻛﹶﺬﱠﺏ
[(١٧٨-١٧٦)
【丛林的居民，曾否认使者。当日，苏阿布曾对他们说：“你们怎
么不敬畏呢？我对于你们确是一个忠实的使者。】 ②
P8F

7-茹勒基福利（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٤٨) :ﺎﺭﹺ ]ﺹ ﺁﻳﺔﻴ ﺍﻷَﺧﻦﻛﹸﻞﱞ ﻣﻔﹾﻞﹺ ﻭﺫﹶﺍ ﺍﻟﻜ ﻭﻊﺴﺍﻟﹾﻴﻴﻞﹶ ﻭﺎﻋﻤ ﺇﹺﺳﺍﺫﹾﻛﹸﺮﻭ
【你当记忆伊斯玛依赖、艾勒叶赛阿、茹勒基福利，他们都是纯善
的。】 ③
P9F

8-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٤٠) :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ﲔﺒﹺﻴ ﺍﻟﻨﻢﺎﺗﺧ ﻭﻮﻝﹶ ﺍﻟﻠﱠﻪﺳﻦ ﺭﻟﹶﻜ ﻭﻜﹸﻢﺎﻟﺟﻦ ﺭ ﻣﺪﺎ ﺃﹶﺣ ﺃﹶﺑﺪﻤﺤﺎ ﻛﹶﺎﻥﹶ ﻣ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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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P10F

P

-其中有一部分先知和使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讳，真主也没有
告知我们有关他们的讯息，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先知和使者。
1-清高的真主说：
[(78) : ]ﻏﺎﻓﺮ ﺁﻳﺔﻚﻠﹶﻴ ﻋﺺﻘﹾﺼ ﻧﻦ ﻟﱠﻢﻢ ﻣﻬﻨﻣ ﻭﻚﻠﹶﻴﺎ ﻋﻨﺼﻦ ﻗﹶﺼﻢ ﻣﻬﻨ ﻣﻚﻠﻦ ﻗﹶﺒـﻼﹰ ﻣﺳﺎ ﺭﻠﹾﻨﺳ ﺃﹶﺭﻟﹶﻘﹶﺪﻭ
【在你之前，我确已派遣许多使者，他们中有我已告诉你的，有我
未告诉你的。】 ⑤
P1F

P

2-艾布乌玛麦（愿主喜悦他）的传述，艾布冉尔（愿主喜悦他）
说：

①

《众诗人章》第١41-143 节
《众诗人章》第١76-178 节
③
《萨德章》第٤٨节
④
《同盟军章》第 40 节
⑤
《赦宥者章》第 78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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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ﺀِ؟ﺒﹺﻴﺓﹸ ﺍﻟﹾﺄﹶﻧﺪﻓﱠﻰ ﻋ ﻭ ﻛﹶﻢ،ﻮﻝﹶ ﺍﷲﺳﺎ ﺭ ﻳ: ﻗﹸﻠﹾﺖ:ـﻪﻨ ﺍﷲُ ﻋﻲﺿ ﺭﻮ ﺫﹶﺭ ﻗﹶﺎﻝﹶ ﺃﺑ: ﻗﹶﺎﻝﹶـﻪﻨ ﺍﷲُ ﻋﻲﺿﺔﹶ ﺭﺎﻣ ﺃﹶﺑﹺﻲ ﺃﹸﻣﻦ ﻭﻋ-٢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ﺍﲑﺎ ﻏﹶﻔـﻤ ﺟ،ﺮﺸﺔﹶ ﻋﺴـﻤﺧ ﻭﺎﺋﹶﺔ ﺛﹶﻠﹶﺎﺙﹸ ﻣﻚ ﺫﹶﻟﻦﻞﹸ ﻣﺳ ﺍﻟﺮ،ﻭﻥﹶ ﺃﹶﻟﹾﻔﹰﺎﺮﺸﻋﺔﹲ ﻭـﻌﺑﺃﹶﺭ ﻭﺎﺋﹶﺔﹸ ﺃﹶﻟﹾﻒ »ﻣ:Fﻗﹶﺎﻝﹶ
ﻭﺍﻟﻄﱪﺍﱐ
“我说：‘主的使者啊！有多少位的先知呢？’使者（愿主赐福
之，并使其平安）说：‘有十二万四千先知，其中共有三百一十五位使
者’。” ①
P12F

-有决心的使者：
有决心的使者一共是五位，他们是：努哈，伊布拉欣，穆沙，尔萨
和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的确，超绝万物的真主
提到了他们：
ﻮﺍﻴﻤﻰ ﺃﹶﻥﹾ ﺃﹶﻗﻴﺴﻋﻰ ﻭﻮﺳﻣ ﻭﻴﻢﺍﻫﺮ ﺇﹺﺑﺎ ﺑﹺﻪﻨﻴﺻﺎ ﻭﻣ ﻭﻚﺎ ﺇﹺﻟﹶﻴﻨﻴﺣﻱ ﺃﹶﻭﺍﻟﱠﺬﻮﺣﺎﹰ ﻭ ﻧﻰ ﺑﹺﻪﺻﺎ ﻭﻳﻦﹺ ﻣ ﺍﻟﺪﻦ ﻟﹶﻜﹸﻢ ﻣﻉﺮﺷ
[(١٣) :]ﺍﻟﺸﻮﺭﻯ ﺁﻳﺔ

ﻴﻪﻗﹸﻮﺍ ﻓﻔﹶﺮﺘﻻﹶ ﺗ ﻭﻳﻦﺍﻟﺪ

【他已为你们制定正教，就是他所命令努哈的、他所启示你的、他
命令伊布拉欣、穆沙和尔萨的教门。你们应当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
分门别户。】 ②
P13F

-第一位使者：
第一位使者是努哈（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
1-清高的真主说：
[(١٦٣)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

ﻩﺪﻌ ﺑﻦ ﻣﲔﺒﹺﻴﺍﻟﻨﻮﺡﹴ ﻭﺎ ﺇﹺﻟﹶﻰ ﻧﻨﻴﺣﺎ ﺃﹶﻭ ﻛﹶﻤﻚﺎ ﺇﹺﻟﹶﻴﻨﻴﺣﺎ ﺃﹶﻭﺇﹺﻧ

【我确已启示你，犹如我启示努哈和在他之后的众先知一样。】 ③
P14F

P

2-艾布胡莱赖（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关于说情的《圣训》，
ﻮﺣﺎﹰﻮﻥﹶ ﻧﻴﺄﹾﺗﻮﺡﹴ ﻓﹶﻮﺍ ﺇﻟﹶﻰ ﻧﺒ »ﺍﺫﹾﻫ: ﻗﺎﻝF  ﻭﻓﻴﻪ ﺃﻥ ﺍﻟﻨﱯ، ﻭﻋﻦ ﺃﰊ ﻫﺮﻳﺮﺓ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ﰲ ﺣﺪﻳﺚ ﺍﻟﺸﻔﺎﻋﺔ- ٣
.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ﺽﹺﻞﹺ ﺍﻷﺭﺳﻞﹺ ﺇﻟﹶﻰ ﺃﹶﻫﻝﹸ ﺍﻟﺮ ﺃﹶﻭﺖ ﺃﹶﻧﺡﻮﺎ ﻧ ﻳ:ـﻘﹸﻮﻟﹸﻮﻥﹶﻓﹶﻴ
在其中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你们去努哈那里吧！”他们来对努哈说：“努哈啊！你是第一位被派往
人类的使者……。” ④
P15F

-最后一位使者：
①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2644 段，《泰柏拉尼圣训集》第 8/217 段，《正确丛书》第 2668 段
《协商章》第 13 节
③
《妇女章》第 163 节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334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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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使者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清高的真
主说：
[(٤٠) :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ﲔﺒﹺﻴ ﺍﻟﻨﻢﺎﺗﺧ ﻭﻮﻝﹶ ﺍﻟﻠﱠﻪﺳﻦ ﺭﻟﹶﻜ ﻭﻜﹸﻢﺎﻟﺟﻦ ﺭ ﻣﺪﺎ ﺃﹶﺣ ﺃﹶﺑﺪﻤﺤﺎ ﻛﹶﺎﻥﹶ ﻣ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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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6F

P

-先知与使者被派往的人群：
1-真主把众先知和使者们（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派到他
们各自的民族中。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7) :]ﺍﻟﺮﻋﺪ ﺁﻳﺔ

ﺎﺩﻡﹴ ﻫﻜﹸﻞﱢ ﻗﹶﻮﻟﻭ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 ②
P17F

2-真主把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派往全人类。他是
封印的、最优秀的先知与使者，是全人类的领袖，他是复生日带着赞颂
真主之旗者，真主派遣他是为了慈悯全世界。
-清高的真主说：
[(٢٨) :ﻮﻥﹶ ]ﺳﺒﺄ ﺁﻳﺔﻠﹶﻤﻌﺎﺱﹺ ﻻﹶ ﻳ ﺍﻟﻨ ﺃﹶﻛﹾﺜﹶﺮﻦﻟﹶﻜﺍ ﻭﻳﺮﺬﻧﺍ ﻭﲑﺸﺎﺱﹺ ﺑّﻠﻨ ﺇﹺﻻﱠ ﻛﹶﺎﻓﱠﺔﹰ ﻟﺎﻙ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③
P18F

-清高的真主说：
[(107)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ﺔﹰ ﻟﱢﻠﹾﻌﻤﺣ ﺇﹺﻻﱠ ﺭﺎﻙ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④
P19F

-派遣众先知与使者的哲理：
-号召人类崇拜独一无二的真主，禁止崇拜他之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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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P20F

-阐明通往真主的道路。清高的真主说：

①

《同盟军章》第 40 节
《雷霆章》第 7 节
③
《赛伯邑章》第 28 节
④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⑤
《蜜蜂章》第 36 节
②

7

ﻦﻮﺍ ﻣﺇﹺﻥ ﻛﹶﺎﻧﺔﹶ ﻭﻜﹾﻤﺍﻟﹾﺤ ﻭﺎﺏﺘ ﺍﻟﻜﻢﻬﻠﱢﻤﻌﻳ ﻭﻛﱢﻴﻬﹺﻢﺰﻳ ﻭﻪﺎﺗ ﺁﻳﻬﹺﻢﻠﹶﻴﻠﹸﻮ ﻋﺘ ﻳﻢﻬﻨﻮﻻﹰ ﻣﺳ ﺭﲔﻴﻲ ﺍﻷُﻣﺚﹶ ﻓﻌﻱ ﺑ ﺍﻟﱠﺬﻭ
[(٢) :ﺒﹺﲔﹴ ]ﺍﳉﻤﻌﺔ ﺁﻳﺔﻼﻝﹴ ﻣﻲ ﺿﻞﹸ ﻟﹶﻔﻗﹶﺒ
【他在文盲中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去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并培
养他们，教授他们天经和智慧，尽管以前他们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中。】 ①
P21F

-阐明人类在复生日到达真主之后的状况。清高的真主说：
ﻳﻦﺍﻟﱠﺬ ﻭ ﻛﹶﺮﹺﱘﻕﺭﹺﺯﺓﹲ ﻭﺮﻔﻐﻢ ﻣ ﻟﹶﻬﺎﺕﺤﺎﻟﻠﹸﻮﺍ ﺍﻟﺼﻤﻋﻮﺍ ﻭﻨ ﺁﻣﻳﻦ ﻓﹶﺎﻟﱠﺬﺒﹺﲔ ﻣﻳﺮﺬ ﻧﺎ ﻟﹶﻜﹸﻢﺎ ﺃﹶﻧﻤ ﺇﹺﻧﺎﺱﺎ ﺍﻟﻨﻬﺎ ﺃﹶﻳﻗﹸﻞﹾ ﻳ
[(٥١-٤٩) :ﻴﻢﹺ ]ﺍﳊﺞ ﺁﻳﺔ ﺍﳉﹶﺤﺎﺏﺤ ﺃﹶﺻﻚﻟﹶﺌ ﺃﹸﻭﺎﺟﹺﺰﹺﻳﻦﻌﺎ ﻣﻨﺎﺗﻲ ﺁﻳﺍ ﻓﻮﻌﺳ
【你说：‘众人啊！我对你们只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者’。信道而且
行善者，得蒙赦宥，得享优厚的给养；以阻挠的态度努力反对我的迹象
者，这等人必是火狱的居民。】 ②
P2F

-对人类提出论证。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١٦٥) :ﻞﹺ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ﺳ ﺍﻟﺮﺪﻌﺔﹲ ﺑﺠ ﺣﻠﹶﻰ ﺍﻟﻠﱠﻪﺎﺱﹺ ﻋﻠﻨﻜﹸﻮﻥﹶ ﻟﺌﹶﻼﱠ ﻳ ﻟﺭﹺﻳﻦﻨﺬﻣ ﻭﺮﹺﻳﻦﺸﺒﻼﹰ ﻣﺳ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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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P23F

P

-慈悯。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107) : ]ﺍﻷﻧﺒﻴﺎﺀ ﺁﻳﺔﲔﺎﻟﹶﻤﺔﹰ ﻟﱢﻠﹾﻌﻤﺣ ﺇﹺﻻﱠ ﺭﺎﻙ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我派遣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④
P24F

-众先知与使者的特征：
1-所有的先知与使者都是男人，伟大、尊严的真主从自己的众仆人
中精选了他们，以预言和使命使他们优越，并以各种奇迹援助他们，真
主以使命使他们尊贵，并命令他们向人类传达，以便人们崇拜独一无二
的真主，放弃多神崇拜，并以天堂许诺他们。他们（愿主赐福他们，并
使他们平安）确已忠实地传达他们的使命。
-清高的真主说：
[(43) :ﻮﻥﹶ ]ﺍﻟﻨﺤﻞ ﺁﻳﺔﻠﹶﻤﻌ ﻻﹶ ﺗﻢﻞﹶ ﺍﻟﺬﱢﻛﹾﺮﹺ ﺇﹺﻥ ﻛﹸﻨﺘﺄﹶﻟﹸﻮﺍ ﺃﹶﻫ ﻓﹶﺎﺳﻬﹺﻢﻲ ﺇﹺﻟﹶﻴﻮﺣﺎﻻﹰ ﻧ ﺇﹺﻻﱠ ﺭﹺﺟﻚﻠﻦ ﻗﹶﺒﺎ ﻣﻠﹾﻨﺳﺎ ﺃﹶﺭﻣﻭ
【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子。你们应当请教深明
教诲者，如果你们不知道。】 ⑤
P25F

①

《聚礼章》第٢节
《朝觐章》第 49-51 节
③
《妇女章》第 165 节
④
《众先知章》第 107 节
⑤
《蜜蜂章》第 4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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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٣٣) :]ﺁﻝ ﻋﻤﺮﺍﻥ ﺁﻳﺔ

ﲔﺎﻟﹶﻤﻠﹶﻰ ﺍﻟﻌﺍﻥﹶ ﻋﺮﻤﺁﻝﹶ ﻋ ﻭﻴﻢﺍﻫﺮﺁﻝﹶ ﺇﹺﺑﻮﺣﺎﹰ ﻭﻧ ﻭﻡﻄﹶﻔﹶﻰ ﺁﺩ ﺍﺻﺇﹺﻥﱠ ﺍﻟﻠﱠ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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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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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7F

2- 真主命令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号召人们皈依、崇拜独一无二的真
主，他为每一个民族都规定了适合他们的一种法律制度，犹如超绝万物
的真主所说：
[(٤٨):ﺎﺟﺎﹰ ]ﺍﳌﺎﺋﺪﺓ ﺁﻳﺔﻬﻨﻣﺔﹰ ﻭﻋﺮ ﺷﻨﻜﹸﻢﺎ ﻣﻠﹾﻨﻌﻜﹸﻞﹴّ ﺟﻟ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都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 ③
P28F

3-清高的真主选择了众先知和使者，并把他们描述为忠诚为主，处
于最高的等级，犹如他在《古兰经》中谈到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时所说：
[(1):ﻳﺮﺍﹰ ]ﺍﻟﻔﺮﻗﺎﻥ ﺁﻳﺔﺬ ﻧﲔﺎﻟﹶﻤﻠﹾﻌﻜﹸﻮﻥﹶ ﻟﻴ ﻟﻩﺪﺒﻠﹶﻰ ﻋﻗﹶﺎﻥﹶ ﻋﻝﹶ ﺍﻟﻔﹸﺮﺰﻱ ﻧ ﺍﻟﱠﺬﻙﺎﺭﺒﺗ
【圣洁哉真主！他降示准则给他的仆人，以便他做全世界的警告
者。】 ④
P29F

在谈到麦尔彦之子尔萨（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时，他说：
[(٥٩) :ﻴﻞﹶ ]ﺍﻟﺰﺧﺮﻑ ﺁﻳﺔﺍﺋﺮﻨﹺﻲ ﺇﹺﺳﺜﹶﻼﹰ ﻟﱢﺒ ﻣﺎﻩﻠﹾﻨﻌﺟ ﻭﻪﻠﹶﻴﺎ ﻋﻨﻤﻌ ﺃﹶﻧﺪﺒ ﺇﹺﻻﱠ ﻋﻮﺇﹺﻥﹾ ﻫ
【他只是一个仆人，我赐他恩典，并以他为以色列后裔的示范。】 ⑤
P30F

4-所有的先知和使者（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都是被创造
的人，他们吃，他们喝，他们也会忘记，他们也需要睡觉，他们也会遭
遇病症与死亡，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不具有丝毫养育性和神性的特
征，他们也不能为任何人掌管丝毫祸福，除非真主意欲者例外，他们更

①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33 节
《蜜蜂章》第 36 节
③
《筵席章》第 48 节
④
《准则章》第 1 节
⑤
《金饰章》第 59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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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真主的宝藏中掌管丝毫，除了真主告诉者外，他们任何人都不知
道幽玄的知识。
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对他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
ﻨﹺﻲﺴﺎ ﻣﻣﺮﹺ ﻭ ﺍﳋﹶﻴﻦ ﻣﺕﻜﹾﺜﹶﺮﺘ ﻻﺳﺐﻴ ﺍﻟﻐﻠﹶﻢ ﺃﹶﻋ ﻛﹸﻨﺖﻟﹶﻮ ﻭﺎﺀَ ﺍﻟﻠﱠﻪﺎ ﺷ ﺇﹺﻻﱠ ﻣﺮﺍﻻﹶ ﺿﻔﹾﻌﺎﹰ ﻭﻔﹾﺴِﻲ ﻧﻨ ﻟﻚﻠﻗﹸﻞ ﻻﱠ ﺃﹶﻣ
[(188) :ﻮﻥﹶ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ﻨﻣﺆﻡﹴ ﻳ ﻟﱢﻘﹶﻮﲑﺸﺑ ﻭﻳﺮﺬﺎ ﺇﹺﻻﱠ ﻧﻮﺀُ ﺇﹺﻥﹾ ﺃﹶﻧﺍﻟﺴ
【你说：“除真主所意欲的外，我不能掌握自己的祸福。假若我能
知幽玄，我必多谋福利，不遭灾殃了。我只是一个警告者和对信道的民
众的报喜者。”】 ①
P31F

-叙述众先知与使者们：
1-众先知和使者们是拥有最纯洁的心灵，最健全的理智，最坚定的
信仰，最高尚的品德，最完美的宗教，最坚强的功修，最优美的体态，
最美丽的容貌。真主确已赐予了他们许多特性：

1-真主因启示和使命而选择了他们。
-清高的真主说：
[(٧٥) :ﺎﺱﹺ ]ﺍﳊﺞ ﺁﻳﺔ ﺍﻟﻨﻦﻣﻼﹰ ﻭﺳ ﺭﻜﹶﺔ ﺍﳌﹶﻼﺋﻦﻲ ﻣﻄﹶﻔﺼ ﻳﺍﻟﻠﱠﻪ
【真主从天使中和人类中拣选若干使者。】 ②
P32F

-清高的真主说：
[(١١٠) : ]ﺍﻟﻜﻬﻒ ﺁﻳﺔﺪﺍﺣ ﻭ ﺇﹺﻟﹶﻪﻜﹸﻢﺎ ﺇﹺﻟﹶﻬﻤ ﺃﹶﻧﻰ ﺇﹺﻟﹶﻲﻮﺣ ﻳﺜﹾﻠﹸﻜﹸﻢ ﻣﺮﺸﺎ ﺑﺎ ﺃﹶﻧﻤﻗﹸﻞﹾ ﺇﹺﻧ
【你说：‘我只是一个同你们一样的凡人，我奉的启示是：你们所
应当崇拜的，只是一个主宰。】 ③
P3F

2-他们是受到护佑的，在他们向人类传达信仰和法律时，假如他们
犯错误时，伟大、尊严的真主会纠正他们，使他们回归到真理和正确的
道路上。
清高的真主说：
ﻳﺪﺪ ﺷﻪﻠﱠﻤﻰ ﻋﻮﺣ ﻳﻲﺣ ﺇﹺﻻﱠ ﻭﻮﻯ ﺇﹺﻥﹾ ﻫﻦﹺ ﺍﳍﹶﻮ ﻋﻖﻨﻄﺎ ﻳﻣﻯ ﻭﺎ ﻏﹶﻮﻣ ﻭﻜﹸﻢﺒﺎﺣﻞﱠ ﺻﺎ ﺿﻯ ﻣﻮﻢﹺ ﺇﹺﺫﹶﺍ ﻫﺠﺍﻟﻨﻭ
[(٥-١) :ﻯ ]ﺍﻟﻨﺠﻢ ﺁﻳﺔﺍﻟﻘﹸﻮ

①

《高处章》第 188 节
《朝觐章》第 75 节
③
《山洞章》第 110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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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没落时的星宿盟誓，你们的朋友，既不迷误，又未迷信，他未
随私欲而言，这只是他所受的启示。教授他的，是那强健的主。】 ①

3-在他们去世之后，不会被继承。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说：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ﻗﺔﹰﺪﺎ ﺻﻛﹾﻨﺮﺎ ﺗ ﻣ،ﺙﹸﻮﺭ »ﻻ ﻧ: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我们不被继承，我
们所遗留的都是施舍’。” ②
P35F

4-他们眼睡，心不睡。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传述的《圣训》，在夜行的故事中提到：
ﺎﻡﻨﺎﺀُ ﺗﺒﹺﻴ ﺍﻷَﻧﻚﻛﹶﺬﹶﻟ ﻭ،ـﻪ ﻗﹶﻠﹾﺒﺎﻡﻨﻻ ﻳ ﻭ،ﺎﻩﻴﻨﺔﹲ ﻋﻤﺎﺋ ﻧF ﺒﹺﻲﺍﻟﻨ ﻭ:-ﻭﻓﻴﻪ-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ﰲ ﻗﺼﺔ ﺍﻹﺳﺮﺍﺀ
 ﺃﺧﺮﺟﻪ ﺍﻟﺒﺨﺎﺭﻱ.ـﻢـﻬ ﻗﹸﻠﹸﻮﺑﺎﻡﻨﻻ ﺗ ﻭ،ـﻢـﻬﻨﻴﺃﹶﻋ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眼睡，心不睡。其他的
众先知也是如此眼睡，心不睡。 ③
P36F

5-他们在弥留之际可以在今后两世间进行选择。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她听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说：
.«ﺓﺮﺍﻵﺧﺎ ﻭﻴﻧ ﺍﻟﺪﲔ ﺑﺮﻴ ﺇﻻ ﺧﺽﺮـﻤ ﻳﺒﹺﻲ ﻧﻦﺎ ﻣ »ﻣ: ﻳﻘﻮﻝF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ﻋﺎﺋﺸﺔ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ﺎ ﻗﺎﻟ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今后两世之间选择后，才会去世。” ④
P37F

6-他们只有在死亡后才会埋葬。
艾布白克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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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ﺃﲪﺪ.«ﻮﺕـﻤﺚﹸ ﻳﻴ ﺇﻻ ﺣﺒﹺﻲ ﻧﺮـﻘﹾﺒ ﻳ »ﻟﹶﻦ: ﻳﻘﻮﻝF  ﲰﻌﺖ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ﰊ ﺑﻜ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任何一位先知，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会被埋葬。” ⑤
P38F

7-大地不会侵蚀他们的身体。

①

《星宿章》第 1-5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6730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1757 段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3570 段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4586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444 段
⑤
《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27 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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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本·奥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
并使其平安）说：
 ﻳﺎ: ﻗﺎﻟﻮﺍ: ﻭﻓﻴﻪ،«...ﺔﻌ ﺍﳉﹸـﻤﻡﻮ ﻳﻜﹸﻢﺎﻣﻞﹺ ﺃﹶﻳ ﺃﹶﻓﹾﻀﻦ »ﺇﻥﱠ ﻣ:F ﻗﺎﻝ ﺭﺳﻮﻝ ﺍﷲ:ﻋﻦ ﺃﻭﺱ ﺑﻦ ﺃﻭﺱ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ﺎﺩﺴﺽﹺ ﺃﹶﺟﻠﹶﻰ ﺍﻷَﺭ ﻋﻡﺮﻞﱠ ﺣﺟﻭﺰ »ﺇﻥﱠ ﺍﷲَ ﻋ: ﻓﻘﺎﻝ،ﺖ؟ ﻳﻘﻮﻟﻮﻥ ﺑﻠﻴﺖ ﻭﻛﻴﻒ ﺗﻌﺮﺽ ﺻﻼﺗﻨﺎ ﻋﻠﻴﻚ ﻭﻗﺪ ﺃﹶﺭﹺﻣ،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ﺩﺍﻭﺩ.«ِﺎﺀﺒﹺﻴﺍﻷَﻧ
“的确，你们生活中最尊贵的日子之一是主麻日，所以你们在这一
天多赞我，因为你们对我的赞颂将传达给我。”圣门弟子们说：“主的
使者啊！那时你都成为朽骨了，我们对你的赞颂怎么能到达你呢?”他
说：“真主禁止土地侵蚀众先知的身体。” ①
P39F

8-众先知活着在他们的坟墓里接受祝福。
-艾奈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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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ﺃﺧﺮﺟﻪ ﺃﺑﻮ ﻳﻌﻠﻰ.«ﻠﱡﻮﻥﹶﺼـﻢ ﻳﻮﺭﹺﻫﻲ ﻗﹸﺒﺎﺀٌ ﻓﻴﺎﺀُ ﺃﹶﺣﺒﹺﻴ »ﺍﻷَﻧ: ﻗﺎﻝF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ﱯ-١
“众先知在他们的坟墓里活着接受祝福。” ②
P40F

-艾奈斯（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
平安）说：
 ﺍﻟﻜﺜﻴﺐﹺﺪﻨ ﺑﹺﻲ ﻋﺮﹺﻱﻠﹶﺔﹶ ﺃﹸﺳﻰ ﻟﹶﻴﻮﺳﻠﹶﻰ ﻣ ﻋﺕﺭـﺮ »ﻣ: ﻗﺎﻝF  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٢
 ﺃﺧﺮﺟﻪ ﻣﺴﻠﻢ.«ﺮﹺﻩﻲ ﻗﹶﺒﻠﱢـﻲ ﻓﺼ ﻳﻢ ﻗﹶﺎﺋﻮﻫﺮﹺ ﻭـﻤﺍﻷَﺣ
“登霄之夜，我在红沙附近经过穆萨，他正站在坟墓中礼拜。” ③
P41F

9-在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妻子不会再嫁。
 ﺍﻟﻠﱠﻪﻨﺪ ﻛﹶﺎ ﹶﻥ ﻋﻜﹸﻢﺪﺍﹰ ﺇﹺﻥﱠ ﺫﹶﻟ ﺃﹶﺑﻩﺪﻌ ﺑﻦ ﻣﻪﺍﺟﻭﻮﺍ ﺃﹶﺯﺤﻨﻜﻻﹶ ﺃﹶﻥ ﺗ ﻭﻮﻝﹶ ﺍﻟﻠﱠﻪﺳﺫﹸﻭﺍ ﺭﺆ ﺃﹶﻥ ﺗﺎ ﻛﹶﺎﻥﹶ ﻟﹶﻜﹸﻢﻣﻭ
[(٥٣) :ﻴﻤﺎﹰ ]ﺍﻷﺣﺰﺍﺏ ﺁﻳﺔﻈﻋ
【你们不宜使使者为难，在他之后，永不宜娶他的妻子，因为在真
主看来，那是一件大罪。
】④
P42F

P

-必须相信所有的先知和使者，谁否认其中的某一位先知或使者，
那么，他确已否认了所有的先知和使者。必须相信有关于他们的真实的
信息，效仿他们坚定的信仰，完美地认主独一，高尚的品德，遵守他们

①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1047 段
《艾布耶阿俩圣训集》第 1047 段，《正确丛书》第 621 段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375 段
④
《同盟军章》第 53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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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派往我们的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的法律——他是
众先知的封印，最优秀的使者，是被派往全人类和精灵的使者。清高的
真主说：
ﻦﻣﻞﹸ ﻭﻦ ﻗﹶﺒﻝﹶ ﻣﻱ ﺃﹶﻧﺰﺎﺏﹺ ﺍﻟﱠﺬﺘﺍﻟﹾﻜ ﻭﻪﻮﻟﺳﻠﹶﻰ ﺭﻝﹶ ﻋﺰﻱ ﻧﺎﺏﹺ ﺍﻟﱠﺬﺘﺍﻟﹾﻜ ﻭﻪﻮﻟﺳﺭ ﻭﻮﺍ ﺑﹺﺎﻟﻠﱠﻪﻨﻮﺍ ﺁﻣﻨ ﺁﻣﻳﻦﺎ ﺍﻟﱠﺬﻬﺎ ﺃﹶﻳﻳ
[(١٣٦) :ﻴﺪﺍﹰ ]ﺍﻟﻨﺴﺎﺀ ﺁﻳﺔﻌﻼﻻﹰ ﺑﻞﱠ ﺿ ﺿﺮﹺ ﻓﹶﻘﹶﺪﻡﹺ ﺍﻵﺧﻮﺍﻟﹾﻴ ﻭﻪﻠﺳﺭ ﻭﺒﹺﻪﻛﹸﺘ ﻭﻪﻜﹶﺘﻼﺋﻣ ﻭ ﺑﹺﺎﻟﻠﱠﻪﻜﹾﻔﹸﺮﻳ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
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
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 ①
P43F

-相信众先知与使者的益处：
认识伟大、尊严的真主对仆人的慈悯和关爱，他为人类派遣众使
者，引导他们崇拜他们的主，告知他们如何崇拜真主。
其中有：赞颂真主，感谢他的这种恩典；
其中还有：喜爱众使者，毫不夸大其词地赞扬他们，因为他们是真
主的众使者，他们崇拜真主，传达真主的使命，忠告真主的仆人。

①

《妇女章》第 1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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