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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与天平 
 

-稽核：即真主让仆人站在他的面前，让他们知道自己曾经做的

所有工作，然后根据他们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报赏，一件善功可以获得许

多重复加倍的报赏——类似的十倍乃至七百倍的回赐，一件过错只会遭

到类似它的惩罚。 
 

-接功过簿： 
 

站在真主面前所有的人都将接过自己的功过簿，其中有些人是用右

手接功过簿的，他们属于幸福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用左手接功过簿

的，他们属于不幸的人们。 

-清高的真主说： 

ِيا أَييههالقحاً فَمكَد كبإِلَى ر حكَاد كانُ إِنفَا اِإلنسينِهمبِي هابتك يأُوت نا ماباً فَأَمسح باسحي فوس

اً هو أَما من أُوتي كتابهواًينقَلب إِلَى أَهله مسرورويِسري يصلَى وسوف يدعو ثُبوراً فَراَء ظَهرِ

 )]١٢-٦(: آية االنشقاق[سعرياً

【人啊！你必定勉力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劳

绩。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简易的稽核，而兴高采烈地返于他

的家属；至于从背后接受功过簿者，将叫苦连天，入于烈火之中。】P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وهابِيتك أُوت نِي لَمتا لَيقُولُ يفَي هالمبِش هابتك يأُوت نا مأَموهابِيسا حرِ مأَد لَمايهتكَ ا لَي تان

 )]٢٧-٢٥(: احلاقة آية[القَاضيةَ

【以左手接过自己的功过簿的人将说：啊呀！但愿我没有接过我的

功过簿，不知道我自己的账目！但愿尘世的死亡已了结我的一生！】P1F

② 

 

-设置天秤： 
 

复生日，设置天秤是为了稽核众生，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接

受他们的养主对他们进行的稽核，询问他们曾经所有的工作，在稽核结

束之后，开始称所有工作的重量。 

                                                 
①
《绽裂章》第 6-12节

 

②
《真灾章》第 25-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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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ئاًويش فْسن ظْلَمفَالَ ت ةاميمِ القويطَ لسالق ازِيناملَو عضن ونيلٍ أَتدرخ نم ةبثْقَالَ حاإِن كَانَ ما بِه ا وكَفَى بِن

بِنياس٤٧(: األنبياء آية[ح[( 

【在复生日，我将设置公道的天秤，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儿冤枉；他

的行为虽微如芥子，我也要报酬他；我足为稽核者。】 P2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ا أَدراكوأُمه هاوِيةٌفَازِينهوأَما من خفَّت موهو في عيشة راضيةفَ أَما من ثَقُلَت موازِينهِفَ

هياهمةٌنيامح ١١-٦(: القارعة آية[ار[( 

【至于善功的份量较重者,将在满意的生活中；至于善功的份量较轻

者,他的归宿是深坑。你怎能知道深坑里有什么？有烈火。】P3F

②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

使其平安）说：“复生日，信士接近他的养主，直至真主饶恕他，让人

承认自己曾经所犯的罪行，然后对他说：‘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他

说：‘我的主啊！我知道。’伟大的真主说：‘在尘世中我为你掩盖了

这些罪恶，今天我又为你而恕饶了它。’然后给予了他的善功簿；至于

否认真主者和伪信者，在众生上面的 P4F

③
P呼喊道：‘他们这些人是假借真主

的名义而造谣的人们’。”P5F

④ 

 

-复生日，人类将要受到考问的事项： 
 

-清高的真主说： 

الَو تعمإِنَّ الس لْمع بِه لَك سا لَيم قْف ورصالْب والًوؤسم هنكَانَ ع كلَئكُلُّ أُو ادإلسراء آيةا[الْفُؤ :

)٣٦[( 

【你不要随从你所不知道的言行，耳目和心灵都是要被审问的。】 P6F

⑤ 

-清高的真主说： 

وموي ونَيمعزت مكُنت ينالَّذ يكَائرش نقُولُ أَيفَي يهِماد٦٢(: لقصص آيةا[ن[( 

【在那日，真主将召唤他们说：“你们所妄称我的伙伴者，如今在

那里呢？”】P7F

⑥ 

                                                 
①《众先知章》第 47节 
②《大难章》第 6-11 节 
③译者注：这里指的是众使者、天使、以及人类与精灵中的信士们，查看《布哈里圣训集注

释》 
④《布哈里圣训集》第 2441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2768段，原文出自《穆斯林圣训集》 
⑤
《夜行章》第 36节 

⑥
《故事章》第 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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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 

ونيلساملُر متباذَا أَجقُولُ مفَي يهِمادني مو٦٥(: لقصص آيةا[ي[( 

【在那日，真主将召唤他们说：“你们所用以答复使者们的是什么

呢？”】P8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٩٣-٩٢(: آية جراحل[ما كَانوا يعملُونَعٍوربك لَنسأَلَنهم أَجمعنيفَ

【指你的主发誓，我必将他们全体加以审问，[93]审问他们生前的

行为。】P9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ئُوالًوسكَانَ م دهإِنَّ الع دهفُوا بِالْع٣٤(: إلسراء آيةا[أَو[(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事。】 P10F

③ 

-清高的真主说： 

 )]٨(: آية لتكاثرا[م لَتسأَلُن يومئذ عنِ النعيمِثُ

【在那日,你们必为恩泽而被审问。】P11F

④ 

-清高的真主说： 

-٦(: األعراف آية[ما كُنا غَائبِنيو لَنقُصن علَيهِم بِعلْمٍفَلَنسئَلَن املُرسلنيو لَنسئَلَن الَّذين أُرسلَ إِلَيهِمفَ

٧[( 

【我必审问曾派使者去教化过的民众，我必审问曾被派去的使者。

[7]我必据真知而告诉他们，我没有离开过他们。】P12F

⑤ 

-艾布白尔宰图·艾勒艾斯莱米（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

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复生日，仆人的双脚将会站在原地不

动，直至接受审问：生命因何而耗尽，知识因何而费用，钱财取之何

方，用于何处，身体因何而毁坏。”P13F

⑥
 

 

                                                 
①
《故事章》第 65节 

②
《石谷章》第 92-93节 

③
《夜行章》第 34节 

④
《竞赛富庶章》第 8节 

⑤
《高处章》第 6-7节 

⑥
《提勒秘日圣训集》第 2417 段，《达尔米圣训集》第 543段，《正确丛书》第 9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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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的形式： 
 

复生日，众生被稽核的形式分为两种： 

-简易的稽核，就是呈现。 

阿依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

安）说：“复生日，任何被稽核者，都会遭到毁灭。”我说：“主的使

者啊！难道真主没说过‘ 

 )]٨-٧(: آية االنشقاق[ سوف يحاسب حساباً يِسرياًفَأَما من أُوتي كتابه بِيمينِهفَ 

【至于用右手接过功过簿者，将受简易的稽核】’？ P14F

①
P”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说：“那只是呈现，复生日，任何被稽核

者，都会遭到惩罚。”P15F

② 
 

-艰难的稽核，清算所有的大小事情。如果是诚实者，他将用嘴说

话，并获得恩赐；如果是企图说谎或隐瞒者，那么，他的嘴将被封闭，

真主将使他的肢体说话，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٦٥(:يس آية[ تشهد أَرجلُهم بِما كَانوا يكِْسبونَو تكَلِّمنا أَيديهِمو لْيوم نختم علَى أَفْواههِما

【在那日，我将封闭他们的口，他们的手将对我说话，他们的脚将作证

他们所行的善恶。】 P16F

③ 

 

-各个民族中被稽核者： 
 

除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其平安）所提到的例外者，

全人类在复生日都将受到稽核。那些例外者，他们是来自伊斯兰民族中

不被稽核、不受惩罚而进入天堂的七万人。 

-复生日，否认者受到稽核，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为之呈现，他们将

遭到谴责。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各异，作恶多者比作恶少者遭受的惩罚更

为严厉；善行多者可以减轻其所受的惩罚，但他不能进入天堂。 

-复生日，各个民族中首先受到稽核的是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并使

其平安）的民族；穆斯林在复生日首先受到稽核的就是拜功，如果礼拜

健全了，其它的功课也就健全了；如果礼拜无效了，其它的功课也就无

效了。人们之间首先受到稽核的是血债。 

                                                 
①
《绽裂章》第 7-8节

 

②
《布哈里圣训集》第 6537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876段 

③
《雅辛章》第 65节 



 ٥ 

 

 

-称量的形式： 
 

复生日，天秤称量人类所有的善行与罪过，谁的善功偏重，那么他

确已成功；谁的罪恶偏重，那么他确已毁灭。天秤称量工作的人、他的

工作及其工作薄，超绝万物主的公正体现在众生之间；复生日，在人类

的天秤中最重的就是美德。 

-清高的真主说： 

ونَومظْلا يناتوا بِآيا كَانم بِمهوا أَنفُسِسرخ ينالَّذ كلَئفَأُو هازِينوم فَّتخ نمفَو احلَق ذئمونُ يزالْو ن ثَقُلَتم

 )]٩-٨(: األعراف آية[موازِينه فَأُولَئك هم املُفْلحونَ

【在那日，称（功过薄）是真实的。善功的分量较重者才是成功

的。善功的分量较轻的人，将因生前不信我的迹象而亏折自身。】 P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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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复生日，一个身体庞大的男子来临，他在真

主跟前没有一支蚊虫的翅膀重。”然后他接着说：“如果你们愿意就诵

读下面的经文吧！  

ةاميالق موي ملَه يمقفَالَ ن ناًو١٠٥(: آية لكهفا[ز[( 

【复生日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 P18F

②
P】。” P19F

③ 

 

-否认者工作的裁决： 
 

至于否认者和伪信者，他们的接近和顺从不会被接受，因为工作失

去了被接受的条件——那就是伊玛尼，他们的善行比如一堆灰，在暴风

之日，被狂风吹散；复生日，见证者们将来对他们呼喊：“这些人是假

借他们的主的名义造谣的。” 

-清高的真主说： 

ومم أَظْلَم نمهِمبلَى رونَ عضرعي كلَئباً أُوكَذ لَى اللَّهى عرنِ افْت لَى ووا عكَذَب ينالِء الَّذؤه ادهقُولُ اَألشي

 )]١٨(: آية هود[عنةُ اللَّه علَى الظَّالمنيلَ ربهِم أَالَ

                                                 
①
《高处章》第 8-9节 

②
《山洞章》第 110节 

③
《布哈里圣训集》第 4729段，原文出自《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第 278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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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谁比他们还不义呢？这等人将受他

们的主的检阅，而见证者们将来要说：“这些人是假借他们的主的名义

造谣的。”真的，真主的诅咒是要加于不义的人们的。】 P20F

① 

-清高的真主说： 

ممونَ مرقْدالَّ ي فاصمٍ عوي يف يحالر بِه تدتاش ادمكَر مالُهمأَع هِمبوا بِركَفَر ينٍء ثَلُ الَّذيلَى شوا عبا كَس

يدعاللُ البالض وه ك١٨(: آية إبراهيم[ذَل[( 

【不信主者，他们的善功比如一堆灰，在暴风之日，被狂风吹散，

他们对于自己所谋求的，不能获得一点报酬。这确是深深的迷误。】P21F

② 

-清高的真主说： 

ينيرِمجلِّلْم ذئموى يرشكَةَ الَ بنَ املَالئوري مو وراًوجحراً مجقُولُونَ حيو اهلْنعلٍ فَجمع نلُوا مما عا إِلَى منمقَد

 )]٢٣-٢٢(: آية الفرقان[هباًء منثُوراً

【他们看见众天使的日子，犯罪者将没有好消息，众天使要对他们说：

“（乐园对于你们）是应为严禁的。”我将处理他们所行的善功，而使

它变成飞扬的灰尘。】P22F

③ 

 

-看见功过： 
 

复生日，仆人所有的工作都将对他们呈现，每个人都将直接看见自

己的工作，无论大小、好坏，犹如超绝万物的真主所说： 

يمالَهما أَعوراتاً لِّيتأَش اسالن ردصي ذئمفَوهرراً ييخ ةثْقَالَ ذَرلْ ممعن يموهري راش ةثْقَالَ ذَرلْ ممعن يم 

 )]٨-٦(:آية الزلزلة[

【在那日,人们将纷纷地离散,以便他们看见自己行为的报应。谁作

丝毫善事，将见其善报；谁作丝毫恶事，将见其恶报。】P23F

④ 
 

-功过在今后两世的报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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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不亏待任何信士，他做一件善功，他在今世就会以此获

得报赏，他在后世又会以此而再次获得回赐。至于否认者，以他为真主

                                                 
①
《呼德章》第 18节 

②
《伊布拉欣章》第 18节 

③
《准则章》第 22-23节 

④
《地震章》第 6-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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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善功，而在今世得到享受。当他到后世时，就没有任何善功可以

获得回赐了。”P24F

① 
 

 

-儿童在复生日的裁决： 
 

信士的儿童面如人祖阿丹，像大人一样进入天堂；举伴者的儿童也是如

此。他们犹如大人结婚，没有婚配的男女，在后世里将要结婚，因为在

天堂里没有单身者。 

 

 

                                                 
①
《穆斯林圣训集》第 2808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