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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

- 末日：它就是复生日，在那一天，真主将复活众生，以便对他
们进行清算和赏赐。之所以被称为“末日”，因为它是今世里最后的日子，
那时，天堂的居民住在天堂里，火狱的居民住在火狱之中。

- 末日最著名的名称：
复活日（ﺔﺎﻣﻴ ﺍﻟﻘﻡﻮ）ﻳ，复生日（ﺚﻌﻡﹺ ﺍﻟﺒﻮ）ﻳ，判决日（ﻞﹺ ﺍﻟﻔﹶﺼﻡﻮ）ﻳ，呐喊之
日（ﻭﺝﹺ ﺍﳋﹸﺮﻡﻮ）ﻳ，报应日（ﻳﻦﹺﻡﹺ ﺍﻟﺪﻮ）ﻳ，开始之日（ ﺍﳋﹸﻠﹸﻮﺩﻡﻮ）ﻳ，清算日（ﺎﺏﹺﺴﻡﹺ ﺍﳊﻮﻳ
），警告实现之日（ﻴﺪﻋ ﺍﻟﻮﻡﻮ）ﻳ，集合日（ﻊﹺ ﺍﳉﹶﻤﻡﻮ）ﻳ，烟雾漫天的日子（ﻦﹺﺎﺑﻐ ﺍﻟﺘﻡﻮﻳ
），众人以相会之日（ﻼﻕﹺ ﺍﻟﺘﻡﻮ）ﻳ，互相呼叫之日（ﺎﺩﻨ ﺍﻟﺘﻡﻮ）ﻳ，悔恨之日（ ﻡﻮﻳ
ﺓﺮ）ﺍﳊﹶﺴ，震耳欲聋的轰声之日（ﺔﹸﺎﺧ）ﺍﻟﺼ，大难来临的日子（ﻯﺮﺔﹸ ﺍﻟﻜﹸﺒ）ﺍﻟﻄﱠﺎﻣ，
大灾（ﺔﻴﺎﺷ）ﺍﻟﻐ，大事发生的日子（ﺔﹸﻌﺍﻗ）ﺍﻟﻮ，真灾（ﺎﻗﱠﺔﹸ）ﺍﻟﹾﺤ，大难（ﺔﹸ。）ﺍﻟﹾﻘﹶﺎﺭﹺﻋ

- 相信末日：
必须相信真主及其使者告诉的关于那一天在复活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信息——复生，集合，清算，“随拉特”桥，天平，天堂，火狱等等。
紧跟着这些的是必须相信死亡之前各种复生的特征和迹象，以及在死
亡之后坟墓里的灾难、惩罚或恩惠。

- 末日的重要性：（）ﻋﻈﻤﺔ 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相信真主和相信末日属于伊玛尼最伟大的要素，它俩以及
伊玛尼其它的要素是人类在今后两世获得正直、成功和幸福的
因素。由于这两个要素的重要性，真主在《古兰经》中多次把它
俩联在一起。
 清高的真主说：
[(2) :ﺫَﻟِﻜُﻢْ ﻳُﻮﻋَﻆُ ﺑِﻪِ ﻣَﻦ ﻛَﺎﻥَ ﻳُﺆْﻣِﻦُ ﺑِﺎﻟﻠﱠﻪِ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ﺍﻟﻄﻼﻕ ﺁﻳﺔ
【这是用来教训信仰真主和末日者的。】[①]
清高的真主说：
[(87) :ﺍﻟﻠﱠﻪُ ﻻَ ﺇِﻟَﻪَ ﺇِﻻﱠ ﻫُﻮَ ﻟَﻴَﺠْﻤَﻌَﻨﱠﻜُﻢْ ﺇِﻟَﻰ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ﻻَ ﺭَﻳْﺐَ ﻓِﻴﻪِ ]ﺍﻟﻨﺴﺎء 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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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在毫无疑义的复生日
]②[】。他必集合你们
清高的真主说：
ﻓَﺈِﻥ ﺗَﻨَﺎﺯَﻋْﺘُﻢْ ﻓِﻲ ﺷَﻲْءٍ ﻓَﺮُﺩﱡﻭﻩُ ﺇِﻟَﻰ ﺍﻟﻠﱠﻪِ ﻭَﺍﻟﺮﱠﺳُﻮﻝِ ﺇِﻥ ﻛُﻨﺘُﻢْ ﺗُﺆْﻣِﻨُﻮﻥَ ﺑِﺎﻟﻠﱠﻪِ ﻭَﺍﻟْﻴَﻮْﻡِ
ﺍﻵﺧِﺮِ ]ﺍﻟﻨﺴﺎء ﺁﻳﺔ[(59) :
【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
]③[】。（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

）ﻓﺘﻨﺔ ﺍﻟﻘﺒـﺮ（- 坟墓里的考问：
1－白拉乌·本·阿兹布（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我们曾经同主
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一起参加殡礼，先知穆罕默
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١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ﻗﺎﻝ :ﺧﺮﺟﻨﺎ ﻣﻊ ﺭﺳﻮﻝ ﺍﷲ  ﻓﻲ ﺟﻨﺎﺯﺓ..
ﻭﻓﻴﻪ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ﻭَﻳَﺄْﺗِﻴﻪِ ﻣَﻠَﻜَﺎﻥِ ﻓَﻴُـﺠْﻠِﺴَﺎﻧِـﻪِ ﻓَﻴَـﻘُﻮﻻﻥِ ﻟَـﻪُ :ﻣَﻦْ ﺭَﺑﱡﻚَ؟ ﻓَﻴَـﻘُﻮﻝُ :ﺭَﺑﱢﻲَ ﺍﷲُ،ﻓَﻴَـﻘُﻮﻻﻥِ ﻟَـﻪُ :ﻣَﺎ ﺩِﻳْﻨُﻚَ؟ ﻓَﻴَـﻘُﻮﻝُ :ﺩِﻳْﻨِﻲَ ﺍﻹﺳْﻼﻡُ ،ﻓَﻴَـﻘُﻮﻻﻥِ ﻟَـﻪُ :ﻣَﺎ ﻫَﺬَﺍ ﺍﻟﺮﱠﺟُﻞُ ﺍﻟﱠﺬِﻱ ﺑُـﻌِﺚَ
ﻓِﻴْﻜُﻢْ؟ ﻗَﺎﻝَ :ﻓَﻴَـﻘُﻮﻝُ ﻫُﻮَ ﺭَﺳُﻮﻝُ ﺍﷲ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
"两位天使来到他跟前，让他坐起来之后，他俩问道：'你的
主是谁？'他说：'我的主是安拉（真主）。'他俩又问：'你的信仰
是什么？'他说：'我的信仰是伊斯兰。'又问：'这位被派遣到你
]④["。'……们的中的男子是谁？'他说：'他是真主的使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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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٢ﻭﻋﻦ ﺃﻧﺲ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ﻋﻦ ﺍﻟﻨﺒﻲ 

ﻗﺎﻝ» :ﺍﻟﻌَﺒْﺪُ ﺇﺫَﺍ ﻭُﺿِﻊَ ﻓِﻲ ﻗَﺒْﺮِﻩِ ﻭَﺗُﻮُﻟﱢﻲَ

ﻭَﺫَﻫَﺐَ ﺃَﺻْﺤَﺎﺑُـﻪُ ﺣَﺘﱠﻰ ﺇﻧﱠﻪُ ﻟَﻴَﺴْﻤَﻊُ ﻗَﺮْﻉَ ﻧِﻌَﺎﻟِـﻬِـﻢْ ،ﺃَﺗَﺎﻩُ ﻣَﻠَﻜَﺎﻥِ ﻓَﺄَﻗْﻌَﺪَﺍﻩُ ﻓَﻴَـﻘُﻮﻻﻥِ ﻟَـﻪُ :ﻣَﺎ ﻛُﻨْﺖَ
ﺗَﻘَﻮﻝُ ﻓِﻲ ﻫَﺬَﺍ ﺍﻟﺮﱠﺟُﻞِ ﻣُـﺤَـﻤﱠﺪٍ ؟ ﻓَﻴَـﻘُﻮﻝُ :ﺃَﺷْﻬَﺪُ ﺃَﻧﱠﻪُ ﻋَﺒْﺪُ ﺍﷲ ﻭَﺭَﺳُﻮﻟُـﻪُ .ﻓَﻴُـﻘَﺎﻝُ :ﺍﻧْﻈُﺮْ ﺇﻟَﻰ
ﻣَﻘْﻌَﺪِﻙَ ﻣِﻦَ ﺍﻟﻨﱠﺎﺭِ ﺃَﺑْﺪَﻟَﻚَ ﺍﷲُ ﺑِـﻪِ ﻣَﻘْﻌَﺪﺍً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ﻗﺎﻝ ﺍﻟﻨﺒﻲ » :ﻓَﻴَﺮَﺍﻫُـﻤَﺎ ﺟَـﻤِﻴﻌﺎً«.
"当亡人被埋进坟坑，他还能听见亲友们返回的脚步声时，
两位天使来到他跟前，让他坐起来之后，他俩问道：'你曾经怎
样表白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这个人的？'他说
：'我作证他是真主的使者和仆人。'他俩说：'你看你在火狱之
中的位子，真主已为你调换为天堂中的位子了'。"先知穆罕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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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他看见了自己在天堂中的
位子和火狱之中的位子。"
َ ﻻ ﺩَﺭَﻳْﺖ:ُ ﻓَﻴُـﻘَﺎﻝ.ُ ﻻ ﺃَﺩْﺭِﻱ ﻛُﻨْﺖُ ﺃَﻗُﻮﻝُ ﻣَﺎ ﻳَـﻘُﻮﻝُ ﺍﻟﻨﱠﺎﺱ:ُﻭَﺃَﻣﱠﺎ ﺍﻟﻜَﺎﻓِﺮُ ﺃَﻭِ ﺍﻟﻤﻨَﺎﻓِﻖُ ﻓَﻴَـﻘُﻮﻝ
ْ ﻓَﻴَﺼِﻴْـﺢُ ﺻَﻴْـﺤَﺔً ﻳَﺴْ َﻤﻌُﻬَﺎ ﻣَﻦ،ِ ﺛُﻢﱠ ﻳُﻀْﺮَﺏُ ﺑِﻤِﻄْﺮَﻗَﺔٍ ﻣِﻦْ ﺣَﺪِﻳْﺪٍ ﺿَﺮْﺑَﺔً ﺑَﻴْﻦَ ﺃُﺫُﻧَﻴْـﻪ،َﻭَﻻ ﺗَﻠَﻴْﺖ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ﻳَﻠِﻴْـﻪِ ﺇﻻ ﺍﻟﺜﱠﻘَﻠَﻴْﻦ
"至于否认者或伪信者，他会说：'我不知道，对此人 ，我
曾经只是人云亦云的。'天使对他说：'你不会思考，也不会诵读
吗？'然后天使就狠狠地对着他的头击了一铁锤，他痛得惨叫一
声。其声音之骇人听闻，除了人类和精灵，万物都能听见。"[
⑤]

- 坟墓里的两种惩罚：（）ﻋﺬﺍﺏ ﺍﻟﻘﺒﺮ ﻧﻮﻋﺎﻥ
1－永不间断的惩罚，直至复生日。那是对否认者和伪信者
的惩罚，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谈到对法老的宗族的惩罚一样。
 ﻭَﻳَﻮْﻡَ ﺗَﻘُﻮﻡُ ﺍﻟﺴﱠﺎﻋَﺔُ ﺃَﺩْﺧِﻠُﻮﺍ ﺁﻝَ ﻓِﺮْﻋَﻮْﻥَ ﺃَﺷَﺪﱠ ﻭَﻋَﺸِﻴﺎﺍﻟﻨﱠﺎﺭُ ﻳُﻌْﺮَﺿُﻮﻥَ ﻋَﻠَﻴْﻬَﺎ ﻏُﺪُﻭﺍ
[(46) :ﺍﻟﻌَﺬَﺍﺏِ ] ﻏﺎﻓﺮ ﺁﻳ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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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2－有限的惩罚，然后结束。那是惩罚认主独一者中违背的
人，根据其罪行对他进行惩罚，然后减轻对他的惩罚，或者是
凭着真主的慈悯结束对其的惩罚，或者是获得消除其罪过的罚
赎，如不间断的施舍，或者是有益的知识，或者是清廉的子女
为他向真主的祈祷等等。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
َ »ﺇﻥﱠ ﺃَﺣَﺪَﻛُﻢْ ﺇﺫَﺍ ﻣَﺎﺕَ ﻋُﺮِﺽ:ﻗﺎﻝ

 ﻋﻦ ﺍﺑﻦ ﻋﻤﺮ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ﻬﻤﺎ ﺃﻥ ﺭﺳﻮﻝ ﺍﷲ

ِ ﻭَﺇﻥْ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ﺇﻥْ ﻛَﺎﻥَ ﻣِﻦْ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 ﻓَﻤِﻦْ ﺃَﻫْﻞِ ﺍﻟﺠَﻨﱠﺔ،ﻋَﻠَﻴْـﻪِ ﻣَﻘْﻌَﺪُﻩُ ﺑِﺎﻟﻐَﺪَﺍﺓِ ﻭَﺍﻟﻌَﺸِﻲﱢ
 ﻣﺘﻔﻖ ﻋﻠﻴﻪ.«ِﺍﻟﻨﱠﺎﺭِ ﻓَﻤِﻦْ ﺃَﻫْﻞِ ﺍﻟﻨﱠﺎﺭِ ﻳُـﻘَﺎﻝُ ﻫَﺬَﺍ ﻣَﻘْﻌَﺪُﻙَ ﺣَﺘﱠﻰ ﻳَﺒْﻌَﺜَﻚَ ﺍﷲُ ﺇﻟَﻴﻪ ﻳَﻮﻡَ ﺍﻟﻘِﻴَﺎﻣَﺔ
"当你们中某人去世之后，他每天朝夕都可以看见自己的席
位，如果他的席位是在天堂中，那么，他就是天堂的居民；如
果他的席位是在火狱中，那么，他就是火狱的居民；并且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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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这就是你的席位，等到复生日，真主将把你派到那里去。" [
⑦]

-坟墓里的恩惠：（）ﻧﻌﻴﻢ ﺍﻟﻘﺒﺮ
坟墓里的恩惠专归忠实的信士们。
 -清高的真主说：
ﺇِﻥﱠ ﺍﻟﱠﺬِﻳﻦَ ﻗَﺎﻟُﻮﺍ ﺭَﺑﱡﻨَﺎ ﺍﻟﻠﱠﻪُ ﺛُﻢﱠ ﺍﺳْﺘَﻘَﺎﻣُﻮﺍ ﺗَﺘَﻨَﺰﱠﻝُ ﻋَﻠَﻴْﻬِﻢُ ﺍﻟﻤَﻼﺋِﻜَﺔُ ﺃَﻻﱠ ﺗَﺨَﺎﻓُﻮﺍ ﻭَﻻَ ﺗَﺤْﺰَﻧُﻮﺍ
[(٣٠) :ﻭَﺃَﺑْﺸِﺮُﻭﺍ ﺑِﺎﻟْﺠَﻨﱠﺔِ ﺍﻟَﺘِﻲ ﻛُﻨﺘُﻢْ ﺗُﻮﻋَﺪُﻭﻥَ ] ﻓﺼﻠﺖ ﺁﻳﺔ
【凡说过'我们的主是真主'，然后遵循正道者，众天使将来
临他们，说：'你们不要恐惧，不要忧愁，你们应当为你们被预
许的乐园而高兴'。】[⑧]
-白拉乌·本·阿兹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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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ﻗﺎﻝ ﻓﻲ ﺍﻟﻤﺆﻣﻦ ﺇﺫﺍ ﺃﺟﺎﺏ

  ﻭﻋﻦ ﺍﻟﺒﺮﺍء ﺑﻦ ﻋﺎﺯﺏ ﺭﺿﻲ ﺍﷲ ﻋﻨﻪ ﺃﻥ ﺍﻟﻨﺒﻲ-٢

،ِ ﻓَﺎﻓْﺮِﺷُﻮﻩُ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ﺃَﻥْ ﺻَﺪَﻕَ ﻋَﺒْﺪِﻱ،ِ ﻓَﻴُﻨَﺎﺩِﻱ ﻣُﻨَﺎﺩٍ ﻣِﻦَ ﺍﻟﺴﱠﻤَﺎء...» :ﺍﻟﻤﻠﻜﻴﻦ ﻓﻲ ﻗﺒﺮﻩ
ُ ﻗَﺎﻝَ ﻓَﻴَﺄْﺗِﻴﻪِ ﻣِﻦْ ﺭَﻭْﺣِﻬَﺎ ﻭَﻃِﻴْﺒِـﻬَﺎ ﻭَﻳُﻔْﺴَﺢُ ﻟَـﻪ،ِ ﻭَﺍﻓْﺘَـﺤُﻮﺍ ﻟَـﻪُ ﺑَﺎﺑﺎً ﺇﻟَﻰ ﺍﻟﺠَﻨﱠﺔ،ِﻭَﺃَﻟْﺒِﺴُﻮﻩُ ﻣِﻦَ ﺍﻟﺠَﻨﱠﺔ
 ﺃﺧﺮﺟﻪ ﺃﺣﻤﺪ ﻭﺃﺑﻮ ﺩﺍﻭﺩ.«ِﻓِﻲ ﻗَﺒْﺮِﻩِ ﻣَﺪﱠ ﺑَﺼَﺮِﻩ
"当信士在其坟墓里回答完两位天使的问题后……天上的主
呼吁道'我的仆人是诚实的，你们当为他从天堂里铺床，当为他
从天堂里穿衣，你们当为他打开天堂之门。'然后他的灵魂和善
功到与他，他的坟墓加宽到一望无际。"[⑨]

-诸多事情使信士脱离了坟墓里的各种恐惧、灾难和惩罚
，如为主道杀身成仁，做好准备随时为主道奋斗，肚子痛而亡
者等等。

-人在死亡之后直至复生日灵魂的归宿：（ ﻣﺴﺘﻘﺮ

）ﺍﻷﺭﻭﺍﺡ ﺑﻌﺪ ﺍﻟﻤﻮﺕ ﺇﻟﻰ ﻗﻴﺎﻡ ﺍﻟﺴﺎﻋﺔ

人类的灵魂在死后[⑩]的地位互不相同，有着很大的差异，
其中有些灵魂处于行善者中最高的、上界众天使的地位。那是
众先知（愿主赐福他们，并使他们平安）的灵魂，他们的地位是
有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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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灵魂犹如小鸟的样子挂在树上，那是信士们的灵
魂。
其中有些灵魂犹如空腹的绿色鸟，在天堂中自由地吃喝，
那是烈士们的灵魂。
其中有些灵魂被拘禁在坟墓里，犹如昂贵的战利品；有些
因其所欠的债而被囚拘禁在天堂的门上；有些因其庸俗底下的
灵魂而被拘禁在地下。
其中有些灵魂在男女奸淫的火炉里。
其中有些灵魂在血河里游泳，吞食石头，他们是吃高利贷
的人等等。

[①]《离婚章》第 2 节
[②]《妇女章》第 87 节
[③]《妇女章》第 59 节
[④]《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73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53 段
[⑤]《布哈里圣训集》第 1338 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
训集》第 2870 段
[⑥]《赦宥者章》第 46 节
[⑦ ]《布哈里圣训集》第 1379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66 段，原文出自
《穆斯林圣训集》
[⑧]《奉绥来特章》第 30 节
[⑨]《艾哈默德圣训集》第 18733 段，《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4753 段
[⑩]译者注：（）ﺍﻟﺒﺮﺯﺥ本意是屏障，这里专指死后的生活，指死亡后至复生
日之间的生活，查阅《布哈里圣训集注释》，作者：ﺍﻟﺪﻛﺘﻮﺭ ﻣﺼﻄﻔﻰ ﺩﻳﺐ ﺍﻟﺒﻐ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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