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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既然真主是人与宇宙的绝对而唯一的主宰，那么，

他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他是天地万物的化育者和维护

者，他是最仁慈的，他的仁爱保护着所有的人。既然真

主给了每个人以做人的尊严和荣誉，并把自己的精神融

入每个人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真

主能够使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除了每个人的特性不同

外，人就本质而言是一样的，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

异，他们之间的民族、肤色和种族的差别只是便于相互

的了解和认识。每个人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所有的人

都在最仁慈的造物主关怀下光荣而愉快的工作着，并在

此基础上结成兄弟友情。在这天堂般的气氛中，伊斯兰

关于真主独一的表白占据着中心地位，因为真主的独一

构成了人类同为一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基础。 

伊斯兰国家尽管可以建立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

方，但是伊斯兰并不把人权仅限于伊斯兰国家的地区之

内，伊斯兰已为整个人类规定了一些普遍使用的、带有

根本性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得到遵守和

尊重，不管此人是否住在伊斯兰国家的领土上，也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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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处的地方与伊斯兰是否友好，这一点在《古兰经》

中有明确的训示： 

يطساَء بِالْقدهش لَّهل نياموا قَووا كُون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الَو يرِجش كُمنمٍ مآنُ قَون

اتقُوا اللَّه إِنَّ اللَّه خبِري بِما تعملُونَو علَى أَالَّ تعدلُوا اعدلُوا هو أَقْرب للتقْوى

 )]٨(: آيةاملائدة[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尽忠报主，当秉公作证，

你们绝不要因为怨恨一伙人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

公道是最近于敬畏的。你们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彻

知你们的行为的。】P0F

① 

人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

人都不能无缘无故杀害他人，因此，如果哪一个人无故

地杀害了别人，那么，《古兰经》确认他确已犯下了极

大的罪恶，就像他杀害了全人类一样。《古兰经》的训

示： 

من قَتلَ نفْساً بِغيرِ نفْسٍ أَو فَساد في اَألرضِ فَكَأَنما قَتلَ الناس جميعاً

 )]٣٢(: يةآاملائدة[

【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

                             
①《筵席章》第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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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① 

在伊斯兰看来，不善待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者是

不能容忍的，妇女的名誉和贞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

当得到尊重，饥饿者理应获得食物，赤身者必须获得衣

着，伤残者必须获得医疗和照顾，无论他们是穆斯林的

成员与否。 

当我们讨论伊斯兰的人权思想时，我们认为这些权

利是真主赋予的，它不是来自任何君主的赏赐，也不是

什么立法议会的政策法令，因为君主的赐权或立法机构

所形成的法律法令都有可能被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收回，

这种情况更适合于由独裁者接受和承认的权利。他们在

兴致高昂的时候可能授予某种权利，但在不高兴的时候

又会立即收回，如果他们乐意就会任意践踏。 

但是这在伊斯兰中确完全不同，伊斯兰认为人权是

来自于真主，世界上的人、任何立法机构、任何政府都

无权修改、或变动真主授予的权利，任何人也无权剥夺

或收回它。这些基本权利不是写在纸上图好看，也不是

为了搞什么展览，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中去具体实现，这

些权利也不是什么哲学上的抽象概念没有任何约束力。 

                             
①《筵席章》第٣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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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宪章、声明和决议不能与真主的权利相提

并论，这是因为前者并不能适用所有的人，而后者则能

约束每一个有正信的人。它是伊斯兰信仰的一部分，所

有的穆斯林、所有自称是穆斯林的统治者都必须接受和

承认并实施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没有实施，并开始否认

真主授予的这些权利，或者说是想修改这些权利，或者

只说而不做，那么，《古兰经》对于这种政府的判决十

分清楚，毫无隐晦！《古兰经》中教导说： 

ا أَوكُم بِمحي ن لَّمونَمرالكَاف مه كلَئفَأُو لَ اللَّه٤٤(: آيةاملائدة[نز[( 

【谁不依照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谁是不信

道的人。】P2F

① 

 

伊斯兰国家的人权： 

1-生活与财产的安全。先知穆罕默德（）在辞朝的

那次演讲中说：“你们的生命、财产和名誉都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 P3F

② 

穆圣（）同时还论述了在穆斯林国家中非穆斯林公

民的地位。他说：“谁无故地杀害一个在穆斯林保护下

的非穆斯林公民，那么，他就闻不到乐园的气息。” 

                             
①《筵席章》第٤٤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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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护名誉。《古兰经》中作了下列规定： 

 يسوا الَ ينآم ينا الَّذهوا ا أَيكُونى أَن يسمٍ عن قَوم مقَو رخخمهنراً مي الَو 

نابزوا بِاَأللْقَابِ بِئْس ت الَو لْمزوا أَنفُسكُمت الَو ساٌء من نساٍء عسى أَن يكُن خيراً منهننِ

اناِإلمي دعب وقالفُس ماالس وفَأُو بتي ن لَّمونَممالظَّال مه كلَئوا ي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غتب بعضكُم بعضاً أَيحب ي الَو جسسوات الَو جتنِبوا كَثرياً من الظَّن إِنَّ بعض الظَّن إِثْما

وهمتتاً فَكَرِهيم يهأَخ مأْكُلَ لَحأَن ي كُمدأَح إِنَّ الو قُوا اللَّهلَّاتيمحر ابوت احلجرات[ه 

 )]12١١-(: آية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

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

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

相诽谤，不要以诨名相称；信道后再以诨名相称，这

称呼真恶劣！未悔罪者，是不义的。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疑，确是罪过。你们

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中有人喜欢

吃他的已死的教胞的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的。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P4F

① 

3-私生活的不可侵犯性及安全保障。 

《古兰经》规定了如下禁令： 

وايأْنِستسى تتح كُموتيب روتاً غَييلُوا بخدوا الَ تنآم ينا الَّذها أَي لَى ووا علِّمست

                             
①《寝室章》第١١-1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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لَّكُم ريخ كُما ذَلهلونَ أَهذَكَّرت لَّكُم٢٧(: آية النور[ لَع[(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直到

你们请求许可，并向主人祝安。这对于你们是更高尚

的，（真主这样指导你们），以便你们能记取教诲。】 P5F

① 

 

4-人身自由的安全。伊斯兰的原则规定除非一个公

民所犯的罪行在公审中得到证实，否则他就不会被捕，

仅仅根据就怀疑抓人是不符合伊斯兰法定的条纹的，不

给人以合理的辩护机会就把他投入监狱，在伊斯兰看来

是绝对不允许的。 

5-抗议专制的权利。抗议专制政府的特权是伊斯兰

给与人们的一种权利。《古兰经》中教导说： 

 )]١٤٨(: آية النساء[ يحب اللَّه اجلَهر بِالسوِء من القَولِ إِالَّ من ظُلمالَ

【真主不喜爱（任何人）宣扬恶事，除非他是被

人亏枉的。】 P6F

②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伊斯兰看来所有的权利和尊

严均来自于真主，那些被委以权利的人只是真主的代理

人，所有掌权者均在造福于他的人民的前提下使用自己

                             
①《光明章》第٢٧节 
②《妇女章》第١٤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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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但他又必须是畏主守法的。先知穆罕默德（）

归真后，第一位穆斯林的长官艾布白克尔（愿主喜悦他）

委任期间，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就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

“如果我做的是正确的时候，你们当与我合作；如果我

做错了时，你们当为我纠正。”也就是说：只要我遵守

真主及其使者（）的教诲，你们就当服从我；如果我的

行为有违背经训时，你们可以离我而去。 

6-言论自由。伊斯兰给予在伊斯兰国家中居住的所

有的公民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其限制条件为这种自由必

须用来建立一种道德或用来传播真理，严禁散布邪恶与

迷信。伊斯兰关于思想和言论方面的自由要比西方的概

念高明的多，也就是说：只要《古兰经》和穆圣（）的

言行录中未曾明文禁止的，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和观点。 

7-结社自由。伊斯兰也同样给予了人们结社、组织

党派的自由，当然，这种权利必须是建立在传播伊斯兰

真理上。 

8-良知和信仰自由。在这方面《古兰经》有明文规

定： 

 )]٢٥٦(: آية ةالبقر[ إِكْراه في الدينِ قَد تبين الرشد من الغي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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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仰，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① 

集权社会所作所为正与此相反，它完全剥夺了个人

的权利，它极不适合地对国家的权力大加赞美，这实际

上造成了对人的压抑和奴役。过去，奴隶制指的是人对

人完全的控制——现在那种制度已在法律上被废除了，

集权社会却又想出了对人控制的新花招。 

9-对宗教感情的保护。伊斯兰除了规定良知和信仰

自由外，还规定了保护宗教情感的权利。人的宗教情感

将受到适当的尊重，在伊斯兰看来，任何可能妨碍他人

的言行都是非法的。 

10-不受专权侵犯监禁的权利。伊斯兰认为：一个

人的罪过只有他自己来承担，任何人不会因为他人的罪

过而被捕入狱。对此，《古兰经》曾作了明确的指示： 

الَو كُت اكِْسبهلَيفْسٍ إِالَّ علُّ ن الَو تزِر ةٌوىوِ ازِررأُخ رآية األنعام[ز :

)١٦٤[( 

【各人犯罪，自己负责。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

人的罪。】P8F

② 

11-获得生活基本必需品的权利。伊斯兰认为那些

急需帮助的人，他们有权索取救助。《古兰经》中教导

                             
①《黄牛章》第٢٥٦节 
②《牲畜章》第١٦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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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قَّوى حبذَا القُر آته ونيكسالْم بِيلِوالس ناب الَو يراًِتذبت ذِّرآية اإلسراء[ب :

)٢٦[( 

【你应当把亲戚、贫民、旅客所应得的周济分给

他们，你不要挥霍。】 P9F

① 

1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认为在法律面前所

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穆

圣（）时代，曾有一个出生在贵族家庭的妇女因盗窃而

被捕，此案提交穆圣触（）处，很多有身份的人都出面

替她讲情，穆圣（）说：“你在真主的法律面前说情吗?!”

然后他站起来向大家讲：“人们啊！你们以前的民众遭

到毁灭，其原因就是：如果是他们中有地位的人偷盗

了，他们就让起逍遥法外；如果是他们中普通的人偷

盗了，他们就对他执行法律。指主发誓，假若穆罕默

德的女儿法图麦偷盗了，我也一定会把她的手砍下

来。”P10F

② 

13-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古兰经》中教导说： 

وِمهنيى بورش مهر٣٨(: الشورى آية[أَم([ 

                             
①《夜行章》第٢٥٦节 
②《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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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① 

14-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人权宣言。《古兰经》中教导

说： 

ن ذَكَرٍياكُم ملَقْنا خإِن اسا النها أَي أُنثَىو وباًوعش اكُملْنعج فُوا إِنَّ وارعتلَ لائقَب

بِريخ يملع إِنَّ اللَّه قَاكُمأَت اللَّه ندع كُمم١٣(: احلجرات آية[أَكْر([ 

【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

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

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

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P12F

② 

最后我们须表明，伊斯兰不仅仅想通过特定的法律

保证实现上述人权和其它的许多特权，他还想让人们跨

越低级动物的生活，冲破仅仅由血缘关系、种族优越感

和语言所滋生的傲慢、以及经济特权所构成的人际关

系，来实现上述的人权思想；它想让人们由低级趣味的

生活变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即建立一个人人皆兄弟的

和平的、理性的人类世界。 

 

审编、校正：华豪 

                             
①《协商章》第٣٨节 
②《寝室章》第١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