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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大众啊！你们应当敬畏真主，当顺从他，因为敬

畏真主能获得最好的报酬；顺从真主能获得他的亲近。清

高的主说：【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

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俩

中创造了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常以

他的名义及血亲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利的主，真主确是

监视你们的。】[1] 

穆斯林大众啊！真主确以他的仁慈、智慧及在他所创

造的这个宇宙中显示了种种奇迹而把人类创造成追求安静、

稳定的性格，并以他的仁慈为人类创造了配偶，以便他从

她那里得到信任、安静，并与她互相爱慕。因为人类以其

本身的性别而相互依赖。他（真主）说：“他有一种迹象

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

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喜悦，互相怜恤。对于能思维的民

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2] 

穆斯林大众！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伟大的关系，

源于双方的渴望、喜悦与选择，是通过种种询问之后才缔

结的。家庭是社会的第一块基石，如果它和睦，社会形态

就跟着稳步发展，如果它败坏了，品德就跟着败坏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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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的基础是丈夫和妻子，是忠贞、爱心、相互关心照

顾，相互认同以及种种高贵的品德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共

同生活在快乐幸福之中。 

在真主的经典及其使者的圣训中有着最好的指导与公

正来支持这一圣洁的夫妻关系，确定它的信条，所以你们

不要破坏它的名誉，不要钻它的空子。 

穆斯林大众啊！为了一点小事，引起许多问题、夫妻之

间的严重分歧、争吵、最终导致离婚，这都是因为没有完

全理解教法，夫妻生活之间的礼节和家庭责任。 

如果作丈夫的是猥亵、粗暴的，那怎能组成一个温馨

的家庭呢？他一旦生气就勃然大怒，泄怒，皱着眉头苦着

脸，咆哮不止，而且自私自利，在他那儿得不到一点好处，

邪恶却往往波及他人，人际交往恶劣，低下无聊的言语只

会伤害他人。使他的妻子身心疲惫，沮丧地徘徊在是离婚

呢，还是就这样生活下去呢？有些作丈夫的一旦讨厌其妻

时，就劳役、伤害、虐待她，侵占她的财产，禁止她应有的

权利，停止对他妻子的赡养，也许还会剥夺她那还在吃奶

需要她照顾的孩子，使她成为忧伤的俘虏，遭受不幸，穆

斯林啊！行善恩赐在哪呢？行善恩赐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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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大众啊！同样，作妻子的是一个经常外出，唠唠

叨叨、长舌、喜欢诽谤，诅咒他人，又怎能与她共建一个温

馨的家庭呢？她既不公正也不安于清贫的生活，一旦满足

不了就装病唉声叹气，报怨她的处境，不尽职责，挥攉浪

费，睡懒觉，喜欢指责他人，好辩驳争吵，衣冠不整，用眼

泪哭声来战胜真理，她忘记别人对她的恩惠，用种种证据

来否认对她的善行。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说：“我曾看见火狱，它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妇女。”

有人问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因为女人常常否认她的丈夫，否认他对她的好，如果有

一次你没有满足她，她就会说:‘我从来没发现你有什么

好,’那怕你善待了她一辈子。”[3] 

所以说，已婚的人们啊！你们当在生活中敬畏真主，履

行对另一方应尽的义务，不要用相互悖逆来毁灭你们的家

庭。你们要善待你们的伴侣，听从《古兰经》与（圣训）中

所命令你们的，以及理性所能接受的；否则，将会造成可

悲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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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真主说:【她们应享受合法的权利，也应尽合理

的义务，男人确比女人高一级。】[4] 

阿姆鲁·本·艾哈沃苏（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使者（愿

主赐福之）说：“你们的妻子应对你们尽义务，你们也要

对她们尽义务。”[5] 

 

穆斯林大众！谁希望找一个永不犯错的生活伴侣，那

他就是在妄想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艾布呼莱赖（愿主喜

悦他）的传述，使者（愿主赐福之）说：“一个男子讨厌一

个女子，并不妨碍别人喜欢她。”[6] 

 

稍巴努（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妻子没有任何原因而要求离婚，那么她就闻不到天堂的

气味。”[7] 

 

穆斯林妇女啊！你当成为你丈夫的田地，以便他成为

你的天空，你的支柱。你如果成为他的仆人，那他也会成

为你的仆人，你要按时给他准备饭菜，在他休息时保持安

静，因为饥饿的苦楚如火如荼，打扰睡眠会使人生气的，

你当以一种满足的心情同他相伴，你当顺从他，不要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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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秘密、违背他的意愿，你当注意自己的疏忽，远离使

他生气，不愉快的种种因素，如果你丈夫允许你封副功斋，

你就封吧。如果不同意，你就不要封。如果他不允许你让

任何一个他不喜欢的人进入你家，你就不要让其进入。你

当知道，你越尊重你的丈夫，他就越尊重你。你不要强行

要求他，使他厌恶你。你不要疏远他，使他忘记你。你要努

力使自己满足他（这要以教法为准绳）。当他需要你时，你

要满足他的要求应答他。 

 

艾布呼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使者（愿主赐福

之）说：“如果丈夫要求与其妻同房，而她拒绝了他，丈夫

恼怒地过了夜，天仙们诅咒她直到清晨。”[8] 

你要以一种愉快的心情来服伺他，这样能增加你们之

间的爱心，你应向艾布白克尔的女儿阿斯玛学习，她是你

的楷模。她说：“孺白尔娶我的时候，除了一个水缸和一

匹马之外没有其它的财产，也没有仆人，我曾为他饲养过

马，用水缸积水，我亲手和面，但做不好，我的邻居们就帮

我做馍馍，她们是一些诚实的人。后来使者分给孺白尔一

块地，我就头顶着果实步行大约两公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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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本·艾比塔里布这样描绘他的妻子——使者（愿

主赐福之）的女儿——法图麦的：“她曾经推磨连手上都

长了茧子；她用皮袋打水，如同经验丰富的老手；她打扫

房子，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她亲手生火，以至于衣服都黑

了。”[10] 

温姆塞莱迈（愿主喜悦她）的传述，尊贵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曾为女性报喜，他（愿主赐福之）说：“当一个女

子去逝时，她是得到丈夫喜爱的；她就可以进入天堂。”[11] 

艾布呼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说：“一个女子如果按时礼五番拜，封斋月的斋，循

规蹈矩，顺从她的丈夫，就有人对她说：‘你愿意从哪道

门进入天堂，你就从哪道门进去吧！’”[12] 

作为一个丈夫，你当因你的妻子而敬畏真主，你不要

责成她力所不及的事情。当她劳累时，你当帮助她，体恤

她；如果她生病了你当问候她；当她怀孕和分娩时你当照

顾她，向她表示你的关心和感激，对她尽责。作为丈夫你

当知道你比你妻子的责任要大，这并不是说你能强迫、专

制、轻视她，而是要你捍卫她的尊严，教育她。你不要潜心

积虑地寻找她的过失，也不要无故歹猜并夸张事实。你要

警惕至人死地的歹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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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格柏·本·阿慕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说：“有两种嫉妒（羡慕）真主喜欢其一，

讨厌另一个。真主喜欢有证据置疑的嫉妒，讨厌没有证据

的嫉妒。”[13] 

 

作丈夫的应该注意，不要事事挑剔，因为它会导致憎

恨，你应该接济你的亲戚，否则他们会厌恶与你的亲属关

系，希望你早死以便继成你的财产。阿布杜拉·本·阿慕尔

（愿主喜悦他俩）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谁忽视了他应照顾的人，那他却以干罪了。”[14] 

你应当康慨大方，但不要浪费，浪费不是行善，行善不

是浪费，清高的真主说：【你们应以自己的能力而使她们

住在你们的住处，你们不要伤害她们，而使她们烦闷。如

果她们有孕，你们就应供给她们，直到她们分娩。如果她

们为你们哺乳，你们应当报酬她们，并且应当依正义而协

商。如果你们的意见不和，就让别的妇女为他哺乳。让富

裕的人以他富裕的财产去供给，教窘迫的人用真主所赏赐

的去供给。真主只依他所赋予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在窘

迫之后，真主将给宽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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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比尔（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说：“你们应当因你们的妻室而敬畏真主，因为你们

是以真主的信托而聘娶她们；以真主的命令而与她们结合；

你们应合法地供给她们吃穿。”[16] 

艾布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又说：“一个人给他家人的花销，慷慨地供给，对

他来说也是一种施舍。”[17] 

 

穆斯林大众啊！人类的领袖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同

他的家人有着最好的交往，他对她们常常保持笑容，表示

亲切，同她们说笑。阿伊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善待家人的

人，我是你们中最善待家人的。”[18] 

艾布呼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说：“信士中具有最完美信仰的人是你们中有最好

品德的人，你们中的优秀者是善待妻室的。”[19] 

艾布呼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说：“你们应当优待你们的妻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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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丈夫的不应超越真主的法律而殴打妻子。教法允许

当妻子虐待丈夫时可以打她，但不是伤害性的殴打。强暴

性的殴打是非法的，会有不良后果的，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阿布杜拉·本·茹迈阿图（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

者（愿主赐福之）说：“你们不要象打仆人一样打你们的

妻子，然后在晚上要求与她同房。”[21] 

 

在圣人时代，确有一些男人超越法度；妇女们便聚集

到使者的家里向使者的妻室们诉说她们的丈夫打她们。伊

雅俗·本·阿布杜拉（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

赐福之）说：“的确有许多妇女来向穆罕默德的妻室们诉

说她们的丈夫打她们，这些男人并不是你们中最好的

人。”[22] 

穆阿维耶·本·哈耶德（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

（愿主赐福之）说：“不要打脸，不要辱骂。”[23] 

 

伤哉，每个暴虐不义的人都将在复活日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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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应当知道，外出熬夜，彻夜长谈，这会使你的

妻子为你担心，为此而烦恼、忧愁、惊慌不安，这也会影响

你的子女。也许会成为黑暗的猎物，所以你们应当远离这

个时代的一切灾难。 

 

穆斯林们，形形色色的犯罪、丑事蔓延到许多家庭。导

致家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蛮横任性，意见不合，这

都会导致偏见。同时低级下流的电视节目也会挑拨夫妻之

间的关系以至于相互猜疑。 

 

清高的真主说： 【真主没有亏枉他们，但他们自欺了。】

[24]我们祈求仁慈的主保佑我们远离耻辱、指责；保佑我

们远离火狱的居民的行为。 

 

真主的仆人啊！你们当敬畏真主，以此而纯洁你们的

家；你们当提防他诅咒你们远离他的仁慈。清高的真主说：

【你说：真主必定使他所意欲者迷误，必定使他意欲的人

走上正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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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们，妻子应以温和、慈爱的方式教育下一代，丈

夫应该是一家之主，赡养家人，应该是勇敢、坚强、有见识

的，能够合理的管理和处理好事情的，夫妻二人遵守教法，

远离非法。本着顺主敬主的信条相互帮助相互合作，从而

使家庭幸福美满受人尊敬。 

 

艾布呼莱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

福之）说：“真主特慈一个男人，他礼完夜间拜后叫醒妻

子，然后她也礼了夜间拜。如果她赖床，他就往她脸上洒

水，以便让她清醒后去礼夜间拜。真主慈悯一个女人，她

礼完夜间拜后叫醒她的丈夫，然后他也礼了夜间拜。如果

他赖床，她就往他脸上洒水。”[26] 

 

清高的真主说：【自己信道子孙也跟着信教者，我将

使他们的子孙与他们同级，我不减少他们的丝毫善功，每

个人都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27] 

穆斯林啊！你们当敬畏真主，害怕他，你们当顺从真

主，不要违背他。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敬畏真

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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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们，公正使人和睦相处，令人顺从真主。公正使

爱心持久。不义的人是不会有邻居的。你们当敬畏主，公

平地对待你们的妻子，对她们在衣食住行上平等地相待，

你们当远离不义、不公正，这会使你受到惩罚。艾布呼莱

赖（愿主喜悦他）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之）说：

“如果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而他没有公平地对待她俩，

复活日，他将倾斜着被复活。”[29] 

 

阿伊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穆圣（愿主赐福之）每

次旅行时，都要在众妻之间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带谁出门，

她们中谁被抽中了，穆圣（愿主赐福之）就带谁同行。[30] 

 

阿伊莎（愿主喜悦她）的传述，主的使者（愿主赐福

之）说：“主啊！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公正，祈求你不要指责

我力所不能及的。”[31]（暗指心中的偏爱） 

多妻的人啊！你们当公平地对待你们的妻子们，你们

当注意她们那不可必避免的嫉妒，你们应当制止它，不要

让这种嫉妒在她们之间成为事实。嫉妒会改变心态和本性，

轻易发怒。阿依莎说：“我没有见到有谁做饭比哈芙赛为

使者（愿主赐福之）做饭做得更好了。当她把食品放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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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中，我无法控制心中的嫉妒，就把器皿摔碎了。我说：

“使者啊！我该如何赎罪呢？”他说：“你赔她同样的器

皿和食物。”[32] 

你们当以理智和哲理而交往，远离恶语、恶人、恶事。

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向主忏悔，但愿你们

成功。】[33] 

 

 

--------------------------------------------------------------------------- 

  

[1]《妇女章》第 1 节 

[2]《罗马人章》第 21 节 

[3]《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4]《黄牛章》第 228 节 

[5]《提勒秘日圣训集》 

[6]《穆斯林圣训集》 

[7]《艾哈默德圣训集》 

[8]《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9]《布哈里圣训集》 

[10]《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11]《提勒秘日圣训集》 

[12]《伊本汉巴尼圣训集》 

[13]《艾哈默德圣训集》 

[14]《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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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离婚章》第 6-7 节 

[16]《穆斯林圣训集》 

[17]《布哈里圣训集》和《穆斯林圣训集》 

[18]《提勒秘日圣训集》 

[19]《布哈里圣训集》 

[20]《布哈里圣训集》 

[21]《布哈里圣训集》 

[22]《艾布达吾德圣训集》 

[23]《艾哈默德圣训集》 

[24]《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117 节 

[25]《雷霆章》第 27 节 

[26]《艾哈默德圣训集》 

[27]《山岳章》第 21 节 

[28]《忏悔章》第 11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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