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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与集合

-人类经历的阶段：
三个阶段：今世里的居所，然后是死亡之后的居所，最后是永久的
居所——天堂或火狱。真主确已为每个阶段都制定了特殊的法律，使人
类由肉体和精神构成。今世是对肉体的裁决，精神跟随着肉体。死亡之
后是对精神的裁决，肉体跟随着精神。复生日，无论是恩惠还是惩罚，
都是对精神和肉体同时的裁决。

-复生：就是使死人复活，当吹第二次号角时，人类将光脚、赤
身、没有做割礼地为众世界的养主而站立,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死亡的状
况而被复生。
.清高的真主说：
ﺪﻋﺎ ﻭﺬﹶﺍ ﻣﺎ ﻫﻧﻗﹶﺪﺮﻦ ﻣﺎ ﻣﺜﹶﻨﻌ ﺑﻦﺎ ﻣﻠﹶﻨﻳﺎ ﻭﻨﺴِﻠﹸﻮﻥﹶٍ ﻗﹶﺎﻟﹸﻮﺍ ﻳ ﻳﻬﹺﻢﺑ ﺇﹺﻟﹶﻰ ﺭﺍﺙﺪ ﺍﻷَﺟﻦﻢ ﻣﻮﺭﹺ ﻓﹶﺈﹺﺫﹶﺍ ﻫﻲ ﺍﻟﺼ ﻓﺦﻔﻧﻭ
[(٥٢-٥١):ﻠﹸﻮﻥﹶ ]ﻳﺲ ﺁﻳﺔﺳ ﺍﳌﹸﺮﻕﺪﺻ ﻭﻦﻤﺣﺍﻟﺮ
【号角一响，他们就从坟墓出来，奔向他们的主。他们将说：“伤
哉我们！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这是至仁主所应许我们的，使者
们已说实话了。”】 ①
P0F

.清高的真主说：
[(١٦-١٥) :ﺜﹸﻮﻥﹶ ]ﺍﳌﺆﻣﻨﻮﻥ ﺁﻳﺔﻌﺒ ﺗﺔﺎﻣﻴ ﺍﻟﻘﻡﻮ ﻳﻜﹸﻢ ﺇﹺﻧﻮﻥﹶٍ ﺛﹸﻢﺘﻴ ﻟﹶﻤﻚ ﺫﹶﻟﺪﻌﻜﹸﻢ ﺑ ﺇﹺﻧﺛﹸﻢ
【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生日必定要复活。】 ②
P1F

-复活的场景：
.清高的真主说：
َ ﺍﳌﹶﺎﺀﺎ ﺑﹺﻪﻟﹾﻨ ﻓﹶﺄﹶﻧﺰﺖﻴ ﻣﻠﹶﺪﺒ ﻟﺎﻩﻘﹾﻨﻘﹶﺎﻻﹰ ﺳﺎﺑﺎﹰ ﺛﺤ ﺳﻰ ﺇﹺﺫﹶﺍ ﺃﹶﻗﹶﻠﱠﺖﺘ ﺣﻪﺘﻤﺣ ﺭﻱﺪ ﻳﻦﻴﺮﺍﹰ ﺑﺸ ﺑﺎﺡﻳﻞﹸ ﺍﻟﺮﺳﺮﻱ ﻳ ﺍﻟﱠﺬﻮﻫﻭ
[(٥٧) :ﻭﻥﹶ ]ﺍﻷﻋﺮﺍﻑ ﺁﻳﺔﺬﹶﻛﱠﺮ ﺗﻠﱠﻜﹸﻢﻰ ﻟﹶﻌﺗ ﺍﳌﹶﻮﺮﹺﺝﺨ ﻧﻚ ﻛﹶﺬﹶﻟﺍﺕﺮﻦ ﻛﹸﻞﱢ ﺍﻟﺜﱠﻤ ﻣﺎ ﺑﹺﻪﻨﺟﺮﻓﹶﺄﹶﺧ

①

《雅辛章》第 51-52 节
《信士章》第 15-16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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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风在他的慈恩之前作报喜者，直到它载了沉重的乌云，我就
把云赶到一个已死的地方去，于是，从云中降下雨水，于是借雨水而造
出各种果实——我这样使死的复活——以便你们觉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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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号角之间相隔四十。他们问道：‘艾布胡莱赖
呀！是四十天？’艾布胡莱赖说：‘我不敢断定。’又问：‘是四十个
月？’他说：‘我不敢断定。’又问：‘是四十年？’他说：‘我不敢
断定。’然后真主从天上降下雨水，人们就像草木一样生长出土。人类
除了一块骨头，没有任何遗留，它就是尾巴骨，复生日，人类将从那块
骨头上再次被造。” ②

-第一个离开坟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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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类的领袖，是第一个离开坟墓的人，是第一个说
情者，是第一个获得说情的人。” ③

-第一个离开坟墓的人谁在复生日被集合：
.清高的真主说：
[(٥٠-٤٩) :ﻠﹸﻮﻡﹴ ]ﺍﻟﻮﺍﻗﻌﺔ ﺁﻳﺔﻌﻡﹴ ﻣﻮ ﻳﻴﻘﹶﺎﺕﻮﻥﹶ ﺇﹺﻟﹶﻰ ﻣﻮﻋﻤﺠ ﻟﹶﻤﺮﹺﻳﻦﺍﻵﺧ ﻭﲔﻟﻗﹸﻞﹾ ﺇﹺﻥﱠ ﺍﻷَﻭ
【你说：‘前人和后人，在一个著名的日期和特定时间必定要被集
合’。】 ④
P5F

.清高的真主说：
ﻡﻮ ﻳﻴﻪ ﺁﺗﻢﻛﹸﻠﱡﻬ ﻭﺪﺍ ﻋﻢﻫﺪﻋ ﻭﻢﺎﻫﺼ ﺃﹶﺣﺪﺍﹰ ﻟﹶﻘﹶﺪﺒﻦﹺ ﻋﻤﺣﻲ ﺍﻟﺮﺽﹺ ﺇﹺﻻﱠ ﺁﺗﺍﻷَﺭ ﻭﺍﺕﻮﻤﻲ ﺍﻟﺴﻦ ﻓﺇﹺﻥ ﻛﹸﻞﱡ ﻣ
[(٩٥-٩٣) :ﺩﺍﹰ ]ﻣﺮﱘ ﺁﻳﺔ ﻓﹶﺮﺔﺎﻣﻴﺍﻟﻘ
【凡在天地间的，将来没有一个不像奴仆一样归依至仁主的。他确
已统计过他们，检点过他们。复生日他们都要单身来见他。】 ⑤
P6F

清高的真主说：

①

《高处章》第 57 节
《布哈里圣训集》第 4935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955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③
《穆斯林圣训集》第 2278 段
④
《大事章》第 49-50 节
⑤
《麦尔彦章》第٩٣-95 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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ﺎﻝﹶﺒ ﺍﳉﺮﻴﺴ ﻧﻡﻮﻳﺓﹰ ﻭﺎﺭﹺﺯ ﺑﺽﻯ ﺍﻷَﺭﺮﺗﺪﺍﹰ ﻭ ﺃﹶﺣﻢﻬﻨ ﻣﺭﺎﺩﻐ ﻧ ﻓﹶﻠﹶﻢﻢﺎﻫﻧﺮﺸﺣ([ ﻭ٤٧) :]ﺍﻟﻜﻬﻒ ﺁﻳﺔ
【在那日，我将使山岳消逝，你看大地变成光秃秃的。我将集合他
们，而不遗漏任何人。】 ①
P7F

-集合场的描述：
.清高的真主说：
[(٤٨) :ﺎﺭﹺ ]ﺇﺑﺮﺍﻫﻴﻢ ﺁﻳﺔ ﺍﻟﻘﹶﻬﺪﺍﺣ ﺍﻟﻮﻠﱠﻪﻭﺍ ﻟﺯﺮﺑ ﻭﺍﺕﻮﻤﺍﻟﺴﺽﹺ ﻭ ﺍﻷَﺭﺮ ﻏﹶﻴﺽﻝﹸ ﺍﻷَﺭﺪﺒ ﺗﻡﻮﻳ
【在那日，这大地要变成别的大地，诸天也要变成为别的诸天，他
们要出来见独一的、全能的真主。】 ②
P8F

.赛海鲁·本·赛阿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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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人类将被集合在一个白里透红
的地面上，就像一个新的地球，其中没有任何（居住、建筑或古迹的）
标志。” ③
P9F

-复生日集合众生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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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生日，人们将被光脚、赤身、没有做割礼的被集合
起来。”阿依莎说：“主的使者啊！所有的男女都被集合在一起，他们
不相互观看吗？”使者说：“阿依莎啊！事情的严重性将使他们自顾不
暇。” ④
P10F

.清高的真主说：
[(٨٥) :ﻓﹾﺪﺍﹰ ]ﻣﺮﱘ ﺁﻳﺔﻦﹺ ﻭﻤﺣ ﺇﹺﻟﹶﻰ ﺍﻟﺮﲔﻘ ﺍﳌﹸﺘﺮﺸﺤ ﻧﻡﻮﻳ
【那日，我要把敬畏者集合到至仁主的那里，享受恩荣。】 ⑤
P1F

.复生日，否认主的人们将被又瞎、又哑、又聋、饥渴地、蓝着眼
睛地匍匐着集合起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拘禁在一起，然后全部都将被
驱赶着进入火狱之中。
.清高的真主说：

①

《山洞章》第 48 节
《大事章》第 49-50 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1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90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④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27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59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⑤
《麦尔彦章》第٨٥节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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ﻚﲑﺍﹰ ﺫﹶﻟﻌ ﺳﻢﺎﻫﻧ ﺯﹺﺩﺖﺒﺎ ﺧ ﻛﹸﻠﱠﻤﻢﻨﻬ ﺟﻢﺍﻫﺄﹾﻭ ﻣﻤﺎﺻﻜﹾﻤﺎﹰ ﻭﺑﻴﺎﹰ ﻭﻤ ﻋﻬﹺﻢﻮﻫﺟﻠﹶﻰ ﻭ ﻋﺔﺎﻣﻴ ﺍﻟﻘﻡﻮ ﻳﻢﻫﺮﺸﺤﻧﻭ
[(٩٨-٩٧) :ﻳﺪﺍﹰ ]ﺍﻹﺳﺮﺍﺀ ﺁﻳﺔﺪﻠﹾﻘﺎﹰ ﺟﻮﺛﹸﻮﻥﹶ ﺧﻌﺒﺎ ﻟﹶﻤـﻨﻓﹶﺎﺗﺎﹰ ﺃﹶﺋﺭﻈﹶﺎﻣﺎﹰ ﻭﺎ ﻋﺬﹶﺍ ﻛﹸﻨﻗﹶﺎﻟﹸﻮﺍ ﺃﹶﺋﺎ ﻭﻨﺎﺗﻭﺍ ﺑﹺﺂﻳ ﻛﹶﻔﹶﺮﻢﻬﻢ ﺑﹺﺄﹶﻧﻫﺍﺅﺰﺟ
【在复生日，我将使他们又瞎又哑又聋地匍匐着集合起来，他们的
归宿是火狱。每当火势减弱的时候，我增加它们的火焰。这是他们的报
酬，因为他们不信我的迹象。】 ①
P12F

.清高的真主说：
[(٨٦) :ﺩﺍﹰ ]ﻣﺮﱘ ﺁﻳﺔ ﻭﹺﺭﻢﻨﻬ ﺇﹺﻟﹶﻰ ﺟﲔﺮﹺﻣ ﺍﳌﹸﺠﻮﻕﺴﻧﻭ
【我要把犯罪者驱逐到火狱去，以沸水解渴。】 ②
P13F

.清高的真主说：
[(١٠٢) :ﻗﺎﹰ ]ﻃﻪ ﺁﻳﺔﺭ ﺯﺬﺌﻣﻮ ﻳﲔﺮﹺﻣ ﺍﳌﹸﺠﺮﺸﺤﻧﻮﺭﹺ ﻭﻲ ﺍﻟﺼ ﻓﻨﻔﹶﺦ ﻳﻡﻮﻳ
【那是在吹号角之日，在那日我将集合蓝眼睛的罪犯。】 ③
P14F

.清高的真主说：
[(١٩) :ﻮﻥﹶ ] ﻓﺼﻠﺖ ﺁﻳﺔﻋﻮﺯ ﻳﻢﺎﺭﹺ ﻓﹶﻬ ﺇﹺﻟﹶﻰ ﺍﻟﻨﺍﺀُ ﺍﻟﻠﱠﻪﺪ ﺃﹶﻋﺮﺸﺤ ﻳﻡﻮﻳﻭ
【在那日，真主的敌人将被召集到火狱去。他们是受约束的。】 ④
P15F

.清高的真主说：
ﺍﻁﺮ ﺇﹺﻟﹶﻰ ﺻﻢﻫﻭﺪ ﻓﹶﺎﻫ ﺍﻟﻠﱠﻪﻭﻥﻦ ﺩﻣ

ﻭ ﻥﹶﺪﺒﻌﻮﺍ ﻳﺎ ﻛﹶﺎﻧﻣ ﻭﻢﻬﺍﺟﻭﺃﹶﺯﻮﺍ ﻭ ﻇﹶﻠﹶﻤﻳﻦﻭﺍ ﺍﻟﱠﺬﺮﺸﺍﺣ
[(٢٣-٢٢) :ﻴﻢﹺ ]ﺍﻟﺼﺎﻓﺎﺕ ﺁﻳﺔﺍﳉﹶﺤ

【你们应当集合不义者和他们的伴侣，以及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
然后指示他们火狱的道路，并拦住他们，因为他们的确要受审问。】 ⑤
P16F

.艾奈斯·本·马立克（愿主喜悦他）的传述，有一男子问道：
“主的使者啊！否认主的人是怎样被匍匐着集合起来的呢？”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难道他在今世不是用双脚走路的
吗？那么，在复生日，他能用脸走路。” ⑥
P17F

.真主将在复生日集合所有的兽类、牲口、野兽和鸟类，然后在牲
口之间进行处罚，无角的羊将要向有角的羊复仇，并对其进行抵撞。在
处罚结束之后，真主对它说：“你成为泥土吧！”

①

《夜行章》第 97-98 节
《麦尔彦章》第٨٦节
③
《塔哈章》第 102 节
④
《奉绥来特章》第 19 节
⑤
《列班者章》第 22-23 节
⑥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60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806 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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ﻭﻣﺎ ﻣﻦ ﺩﺍﺑﺔ ﻓﻲ ﺍﻷَﺭﺽﹺ ﻭﻻﹶ ﻃﹶﺎﺋﺮﹴ ﻳﻄﲑ ﺑﹺﺠﻨﺎﺣﻴﻪ ﺇﹺﻻﱠ ﺃﹸﻣﻢ ﺃﹶﻣﺜﹶﺎﻟﹸﻜﹸﻢ ﻣﺎ ﻓﹶﺮﻃﹾﻨﺎ ﻓﻲ ﺍﻟﻜﺘﺎﺏﹺ ﻣﻦ ﺷﻲﺀٍ ﺛﹸﻢ ﺇﹺﻟﹶﻰ ﺭﺑﻬﹺﻢ
ﻳﺤﺸﺮﻭﻥﹶ

]ﺍﻷﻧﻌﺎﻡ ﺁﻳﺔ[(٣٨) :

【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
的——我在天经里没有遗漏任何事物；一切鸟兽，都要被集合在他们的
① 】。主那里
P18F

①

《牲畜章》第 3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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